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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272 
 

Proposal of a new genus Allofrancisella within the family 
Francisellaceae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Allofrancisella 

frigidaquaegen. nov. sp. nov. and Allofrancisella inopinata gen. 
nov. sp. nov. isolated from water-cooling systems  

 
Qu Pinghua1,Li Ying1,2,Salam Nimaichand3,Chen Shou-Yi 4,Liu Lan3,Gu Quan5,Fang Baozhu3,Xiao Min3,Li 

Mo1,Chen Cha1,Li Wenjun3 
1.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2.天津医科大学检验学院 
3.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 

4.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地科 
5.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Objectives To  study the taxonomic status of five bacterial strains (SYSU YG23T, SYSU 10H
L1970T, 10HP82-10, 10HL1938, 10HP457) isolated from water reservoirs of cooling systems. 
 
Methods  A polyphasic taxonomic methods, including  the bacterial tradition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mmercial Analytical Profile Index systems, 16S rRNA gene sequence anal
ysis, houskeeping gene sequences analysis, chemical markers of cellular fatty acids,  quinon
e systems and polar lipids,  protein fingerprints generated by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genomic DNA G+C mol% an
d DNA–DNA hybridizations, were performed to study the taxonomic status of five bacterial st
rains.  
Results  The isolates were observed to be Gram-negative, strictly aerobic and non-motile. G
rowth was enhanced in the presence of L-cysteine.The chemotaxonomic features of the isola
tes include C10:0, C16:0, C16:0 3-OH, C18:0 3-OH and C18:1ω9c as major fatty acids, Ubiq
uinone-8 as respiratory quinone, and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diphosphatidylglycerol, phos
phatidylglycerol, phosphatidylcholine, one 
unidentified phospholipids, twounidentified aminophospholipid, three unidentified phospholipi
ds,and threeunidentified glycolipid as the 
polar lipid profiles. The strains shared <95.2 % 16S rRNA sequence similarities with member
s of the family Francisellaceae, except for Francisella guangzhouensis.Phylogenetic dendrog
ramsbased on 16S rRNA gene sequence showed that these strains form a separate cluster 
alongwith Francisella guanzhouensis. This cluster was also confirmed from the multilocus-se
quence typing based on mdh, rpoB and sdhA genes. MALDI-TOF MS analyses of the strains
 along with closely and distantly related Francisella strains also showed a distinct cluster for t
hese strains.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from the polyphasic taxonomy studies, the strains were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two novel species of a novel genus for which the name Allofrancisell
a inopinatagen. nov. sp. nov. (type strain SYSU YG23T= KCTC 42968= DSM 101834) and A
llofrancisella frigidaquae gen. nov. sp. nov. (type strain SYSU 10HL1970T=KCTC 42969= D
SM 101835) are proposed. In addition, the validly published species Francisella guangzhoue
nsis Qu et al. 2013 is proposed to be transferred to this new genus as Allofrancisella guangz
houensis comb.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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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741 
 

动态检测抗 HLA 抗体及分析 DP 位点错配对 HLA-12/12 全相

合 非血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后的影响  
 

何军
1,2 潘芝娟

2 袁晓妮
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临床检测中心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目的  分析抗 HLA 抗体和 HLA-DP 位点错配对恶性血液病患者 HLA-A,B,C,DRB1,DQB1, DQA
1(HLA-12/12)全相合非血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MUD-HSCT)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1 年 10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行 HLA-12/12 MUD-HSCT 的 123 例恶性血液病

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SBT、SSOP 和 SSP 方法对供受者进行 HLA-A,B,C,DRB1,DQA1,DQ
B1,DPA1,DPB1 高分辨基因分型检测；采用 Luminex 方法对 123 例移植前、117 例移植后 1
个月和 106 例移植后 3 个月血清样本进行抗 HLA 抗体检测。 
结果 移植前、移植后 1 和 3 个月抗 HLA 抗体的检出率分别为 37.4%、40.2%、22.6%。移植

前预存抗 HLA 抗体阳性与阴性组患者在巨核系造血重建、II-IV 度 aGVHD 发生率、OS 等方面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33、0.006、0.029。动态随访移植后 1 和 3 个月，II-IV
度 aGVHD 发生率在抗 HLA 抗体持续阴性组、阴性转阳性组、持续阳性组和阳性转阴性组中

有差异(1M: P=0.02; 3M: P=0.05)，OS (1M:P=0.082; 3M: P=0.15)和 DFS (1M: P=0.24; 3M: 
P=0.29)在四组无明显差异。供患者 HLA-DP 位点错配比例为 83.6% (92/110)。在预存抗 HLA
抗体阴性患者中，HLA-DP 位点错配组患者 OS(P=0.575)和复发率(P=0.639)低于相合组，差

异有改变趋势。多因素分析提示移植前预存抗 HLA 抗体阳性与 aGVHD、cGVHD、OS 均有

显著相关性，P 值分别为 0.03、0.004、0.04。 
结论 动态检测移植前后抗 HLA 抗体变化是判断 HLA-12/12 MUD-HSCT 预后的重要参考指

标，且抗 HLA 抗体阳性独立于 HLA-DP 位点错配影响移植患者的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39209 
 

实验室标本报告周转时间的监测分析 
 

张凯歌 王刚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监测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标本的实验室周转时间（TA
T 以中位数表示），进一步提出改进措施，优化标本采集、接收、审核流程。方法 利用上海杏

和 LIS 公司软件提取、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实

验室内、外周转时间（TAT），重点比较 2015 年全年 TAT 时间变化趋势及采集-接收、接收-
录入、录入-审核三段 TAT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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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上海杏和 LIS 公司软件提取、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实验室内、外周转时间（TAT），重点比较 2015 年全年 TAT 时间变化趋势及采

集-接收、接收-录入、录入-审核三段 TAT 的分析。 
结果 2015 年实验室急诊生化免疫 TAT 为 131.1min，采集-接收时间为 42.5min，接收-审核时

间为 85.5min；急诊血常规 TAT 为 39.4min，采集-接收时间为 23.0min，接收-审核时间为 15.
0min；急诊尿常规 TAT 为 33.1min，采集-接收时间为 10.0min，接收-审核时间为 18.0min。
2015 年实验室生化免疫报告周转时间为 205.2min，采集-接收时间为 40.4min，接收-录入时

间为 25.1min，录入-审核时间为 109.1min；血常规 TAT 为 70.7min，采集-接收时间为 23.4m
in，接收-录入时间为 16.5min，录入-审核时间为 19.7min；尿常规 TAT 为 113.8min，采集-接
收时间为 30.0min，接收-录入时间为 14.9min，录入-审核时间为 41.7min,2015 年 1-12 月份

实验室 TAT 呈下降趋势，2015 年 9 月我院采用气道传输系统后大大缩短的采集-接收时间，

到 2015 年 12 月份检验科急诊标本 TAT 均达到 ISO15189 实验室认可要求，平诊标本 TAT 均

有大幅度缩短。 
结论 实验室建立完善的质量体系，通过加强与临床医护人员沟通，加快标本采集后的运输时

间，完善标本采集后与科室的交接流程（住院患者采用气道传输），大大缩短了采集-接收时

间；通过对员工技能、责任心及标本转运、审核流程的培训、教育和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缩

短了接收-审核时间。通过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推进实验室信息系统和医院信息系统的建设

和使用，更好的为临床及患者服务。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9443 
 

肝脏纤维化无创性诊断模型的建立及性能验证 
 

李涛
1 张云超

2 吴子安
1 余婷玉

3 徐宁
1 

1.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2.深圳市倚牛科技有限公司 

3.广州中医药大学 
 

目的  建立适用于广州地区肝脏纤维化患者的非侵入性诊断模型，并验证该模型的诊断效能。 
方法  收集 2011 年至 2014 年广东省中医院行肝穿检查病例，以及血清学检查结果，包括 H
A、PIIINP、LN、CIV、ALT、AST、GGT、ALB、TBIL、                DBIL、ADA、UREA、A
LP、APOA1、PLT。共 354 例。对血清学指标与病理诊断之间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

出诊断模型。另收集病例进行          验证。 
结果  ⑴.建立模型与既往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模型组的预测模式更加符合疾病动态变化的自然

过程，可预测具体纤维化分期，模型组为： 
         ①ln（p1/1-p1）=12.445+0.061×LN-0.011×CIV-0.313×ALB+0.313×ADA-0.011×PLT； 
        ②ln（p2/1-p2）=6.443+0.098×PIIINP-0.002×CIV+0.014×GGT-0.161×ALB+0.148×ADA
-0.01×PLT； 
        ③ln（p3/1-p3）=-0.215+0.022×HA+0.113×PIIINP-0.004×AST-0.011×ALB+0.015×ALP-
0.017×PLT； 
        ④ln（p4/1-p4）=0.394+0.011×HA+0.002×CIV-0.012×ALB+0.013×ALP-0.02×PLT。 
        ⑵.69 例验证病例与病理学结果完全一致病例数为 19 例，考虑病理学诊断中可接受正负

一个等级诊断结论，69 例验证病例中可接受病例数为 45             例。 
结论  应用建立的诊断模型，能够有效降低肝脏纤维化病人的穿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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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0290 
 

评估 Vitek2-compact GN13 测定肺炎克雷伯菌体外亚胺培南

药敏及 AES 系统修正的可靠性 
 

刘洋 王莲慧 万腊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评估 Vitek2-compact GN13 测定肺炎克雷伯菌体外亚胺培南药敏及 AES（advanced ex
pert system）系统修正的可靠性。  
方法 回顾性研究。本研究随机选取了 2014-2015 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分离的 157 株肺炎

克雷伯菌，分别采用纸片扩散法、微量肉汤稀释法及 Vitek2-compact GN13 法测定其对亚胺

培南的敏感性。以微量肉汤稀释法作为参考方法，分别评估纸片扩散法、Vitek2-Compact GN
13 与参考方法的分类一致率（CA%）。对经 AES 系统修正药敏的肺炎克雷伯菌采用改良 Ho
dge 试验等表型确证试验及 PCR、测序法等分子生物学方法，对 AES 系统中提示的耐药机制

进行验证，评估 AES 修正 GN13 测定肠杆菌科细菌体外亚胺培南药敏的可靠性。 
结果  157 株菌中 64 株经微量肉汤稀释法检测为耐药株，而 8 株为中介株，而经纸片扩散法检

测 52 株为耐药株，10 株为中介株；经 Vitek 2 Compact GN13 检测 54 株为耐药株，13 株为

中介株，而经 AES 系统修正后 70 株为耐药株，3 株为中介株。纸片扩散法和 Vitek 2 Compac
t GN13 与参考方法的一致率均>90%；但在使用 Vitek 2 Compact GN13 与纸片扩散法测定亚

胺培南时会出现一定比例的大错误（ME,3.8%）和极大错误（VME,0.6%）。AES 系统对 16
株菌株进行了亚胺培南药敏修正，虽然消除了 0.6%的 VME，但却增加 1.3%的 ME 和 1.9%的

MIE 出现。表型验证显示 75%（12/16）表现为产 ESBLs 酶联合产碳青霉烯酶，与 AES 系统

推测相符，PCR 及测序显示 62.5%（10/16）为 IMP-4/KPC-2/NDM-1 联合产 ESBLs 酶。 
结论 无论采用 Vitek 2 Compact GN13 还是纸片扩散法，对肺炎克雷伯菌亚胺培南体外药敏的

测定均较可靠，但都应注意可能出现 ME 及 VME，使用 AES 系统修正虽可避免 VME 的出

现，但会增加 ME 和 MIE 的出现，这或与碳青霉烯酶表达降低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618 
 

高敏感肌钙蛋白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短期预后作用 
 

顾佳芸 沈波 吴炯 戴谦 曹旻璐 陈曦旻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的心血管影响因素及超敏肌钙蛋白（hs-cTnT）对维

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短期预示作用。 
方法  入组 296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检测患者进行血液透析前的

血清中的 hs-cTnT 与其他相关心血管风险标志物，随访时间总长为 13 个月，记录主要终点事

件（全因死亡）及发生时间；用 t 检验及秩和检验分析比较全因死亡与未死亡组风险标志物之

间的差异、使用 X-tile 计算出 hs-cTnT 的最佳二分位切点、绘制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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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istic 回归分析高危及非高危 hs-cTnT 之间的死亡风险比，并证明 hs-cTnT 为独立的心血管

影响因素。并将非高危组继续根据 hs-cTnT 分为中危与低危组来进一步评估其对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 
结果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未死亡与全因死亡 hs-cTnT 水平分别为 0.05（0.03~0.07）ng/ml 和
0.07(0.04~0.14)ng/ml，有统计学差异（P=0.027）；用 X-tile 计算得出维持性血液透析人群中

hs-cTnT 的最佳二分位切点为 0.1ng/ml；高危组（hs-cTnT>0.1ng/ml）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死亡率（23.33%）显著高于非高危组（hs-cTnT≤0.1ng/ml）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死亡率（3.
38%）； 
高危组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死亡风险要较非高危组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高高出 7.288 倍

（OR=7.288；P=0.000)；在维持性血液透析 hs-cTnT 非高危人群组中，中危组的血液透析患

者的死亡率高于低危血液透析患者的死亡率，低危组组在随访期间无死亡事件发生。 
结论  hs-cTnT 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高危组的血液透析患者比非高危

组的血液透析患者更易发生心血管全因死亡，且以 hs-cTnT=0.014ng/ml 作为切点可以进一步

将非高危组患者进行危险分级，低危组的患者在短期内无死亡风险，而中危组的患者则需要进

一步随访跟踪。此研究证明 hs-cTnT 可作为血液透析患者短期的死亡风险分级和预后评估的有

力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622 
 

建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血浆游离变肾上腺素和去甲变肾

上腺素诊断嗜铬细胞瘤的临床策略 
 

陈方俊 黄斐 彭颖斐 吴炯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建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平台检测血浆游离变肾上腺素（MN）和去甲变

肾上腺素（NMN）的参考范围，为临床提供嗜铬细胞瘤的诊断策略。 
方法 招募 255 例健康人以建立 LC-MS/MS 检测血浆游离 MN 和 NMN 参考范围。招募于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和内分泌科就诊患者，嗜铬细胞瘤组 110 例（其中 15 例为异位嗜

铬细胞瘤），原发性高血压组 613 例，对照组 649 例。用 χ2 检验比较各组间 MN 和 NMN 的

阳性率，由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得到最佳特异性诊断切点。 
结果 MN 和 NMN 参考范围分别为<64.97 pg/ml 和<185.83 pg/ml。嗜铬细胞瘤组 MN 和 NMN
与其他疾病对照组和健康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定义 MN 和 NMN 中任意一个

超过参考范围上限为诊断策略 A 和 MN 和 NMN 中任意一个指标超过特异性诊断切点为诊断策

略 B，用于排除和辅助诊断嗜铬细胞瘤。 
结论 本研究建立 LC-MS/MS 平台检测 MN 和 NMN 的参考范围，为临床提供嗜铬细胞瘤的诊

断策略。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073 
 



6 
 

Elevated levels of preβ1-HDL are associated with cholesterol 
ester transfer protein, the presence and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Bu Xiaomin,Niu Dongmei,Wu Jia,Yuan Yunlong,Song Jiaxi,Wang Junjun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plasma preβ1-HDL and cholesterol ester transfe
r protein (CETP) levels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patients and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reβ1-HDL levels with 
presence and extent of CAD. 
Methods  Preβ1-HDL and CETP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d-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s) in 88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ACS), 79 stabl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S
CAD) patients and 85 control subjects. The correlation analy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
nalyse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preβ1-HDL and CETP levels in ACS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
se in SCAD patients and both of them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s’. Preβ1-HDL levels were po
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ETP (R=0.216, P=0.013), the diameter of stenosis (R=0.253, P=0.0
05) and the number of vessel disease (R=0.274, P=0.002) in CAD patients. Stepwise multipl
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CETP was one of the determinants of preβ1-HDL l
evel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elevated preβ1-HDL and CETP were potenti
al risk factors for both ACS and SCAD. 
Conclusion  The elevated preβ1-HDL levels may change with CETP concentrations in CAD 
patients and were related to the presence and 
severity of CAD. It may be a serological hallmark for condition assessment in CAD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44981 
 

Associations of 6p21.3 Region with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nd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 

 
Ye Zimeng,Gong Bo,Huang Lulin,Yang Zhenglin,Shi Yi 

四川省人民医院 检验科 610072 
 

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 and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
y (PCV) are leading causes of blindness in aging population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
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s of chromosome 6p21.3 region, including CFB-SKIV2L-TNXB-FK
BPL-NOTCH4 genes, with both neovascular AMD and PCV. Six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
isms (SNPs) in this region and two known AMD-associated SNPs in CFH (rs800292) and HT
RA1 (rs11200638) were genotyped in a Han Chinese cohort composed of 490 neovascular A
MD patients, 419 PCV patients and 1316 controls. Among the SNPs, TNXB rs12153855 and 
FKBPL rs9391734 conferred an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neovascular AMD (P=2.8×10-4 an
d 0.001, OR=1.80 and 1.76, respectively), while SKIV2L exerted a protective effect on neova
scular AMD (P=2.2×10-4, OR=0.49). Rs12153855C and rs9391734A alleles could further inc
rease the susceptibility to AMD in subjects with rs800292, rs11200638 and rs429608 risk alle
les. However, only the association of SKIV2L rs429608 remained significant after adjusting f
or rs800292, rs11200638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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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5 SNPs. The protective haplotype AATGAG exhibite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neov
ascular AMD (permutation P = 0.015, OR = 0.34). None of the SNPs in this region was assoc
iated with PCV. Association profiles of 6p21.3 region showed discrepancy between neovasc
ular AMD and PCV, indicating possible molecular and pat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
e two retinal disorders.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416 
 

联合骨髓细胞形态、细胞化学染色及骨髓活检切片在低原始

细胞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与溶血性贫血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顾李霖 康慧媛 潘玉玲 刘改霞 葛素君 李绵洋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骨髓细胞形态、细胞化学染色及骨髓活检切片联合检测在低原始细胞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症（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与溶血性贫血（hemolytic anemia, HA）鉴别诊

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解放军总医院 2009 年 9 月到 2015 年 3 月确诊的低原始细胞（<5%）MDS 患者 85
例，HA 患者 61 例，分析比较两组一般临床特征、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参数、骨髓细胞

计数及形态特征、细胞化学染色参数及骨髓活检特征的差异。结果 MDS 组与 HA 组患者的一

般临床特征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MDS 组巨核病态造血发生率、环核铁粒

幼红细胞阳性率和阳性水平、幼红细胞糖原阳性率和阳性水平、骨髓活检中 MDS 幼稚前体细

胞异常定位及巨核病态造血发生率均明显高于 HA 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

合检测可识别 90.6%的低原始细胞 MDS。 
结论 联合骨髓细胞形态、细胞化学染色及骨髓活检切片可以及时、准确的鉴别诊断低原始细

胞 MDS 与 HA。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768 
 

血清 exosome lncRNA CRNDE-h 的检测及其在结直肠癌 
诊断及预后中的价值 

 
刘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旨在探究血清 exosome lncRNA CRNDE-h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为寻找

结直肠癌早期诊断及预后标志物提供依据。 
方法 本实验按照研究目标分成四大部分。（1）采集血清标本论证 exosome 及 exosomal CR
NDE-h 的最佳提取方法及可行性；（2）对 exosome 样本分别进行反复冻融、-80℃储存、室

温放置、强酸、强碱和 RNA 酶处理，论证 exosomal CRNDE-h 的稳定性及其主要存在形式。

（3）体内试验和体外试验分别阐明血清中 exosomal CRNDE-h 的来源。选择 6 种不同的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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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细胞系，论证结直肠肿瘤细胞能够分泌 exosomal CRNDE-h 并释放入血；Spearman rank
分析配对结直肠癌组织标本及术前血清标本 CRNDE-h 表达量的相关关系、LoVo 移植瘤动物

模型的建立、以及对比术前和术后 14 天的血清标本中 exosomal CRNDE-h 的表达量等研究，

进一步论证结直肠癌病人血液中高表达的 exosomal CRNDE-h 来源于结直肠肿瘤细胞。（4）
采集 468 例结直肠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血清标本论证 exosomal CRNDE-h 与 CRC 临床病理

特征的关系以及在 CRC 的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 
结果 （1）低分辨透射电镜观察 exosome 形态，为直径 40-100nm 的茶托状有被小泡结构。

（2）结直肠癌肿瘤细胞分泌 Exosomal CRNDE-h 入血循环，并且稳定存在于 exosome 中可

用 RT-qPCR 进行检测，满足肿瘤标志物的基本要求。（3）结直肠癌患者 exosomal CRNDE-
h 的表达量显著高于良性病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P<0.001），并与结直肠癌的恶性程度相

关。Exosomal CRNDE-h 的 cut-off 值为 0.020，AUC 为 0.892，敏感度为 70.3%，特异度为

94.4%，显著优于 CEA。（4）Kaplan–Meier 曲线分析证明了高水平的 exosomal CRNDE-h
与较低的整体生存期（OS）显著相关（P<0.001）。Cox 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高表达

的 exosomal CRNDE-h 是 CRC 整体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检测 exosome 中的 lncRNA CRNDE-h 的表达水平可以作为结直肠癌早期诊断、筛查及

预后的一项潜在的血清肿瘤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1486 
 

TBAg/PHA 比值在鉴别活动与潜伏性结核感染中的作用 
 

汪峰 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T-SPOT）最主要的局限性为不能区分活动与潜伏性结核感

染。我们提出一种基于 T-SPOT 结果的新的计算方法，来评估其在鉴别活动与潜伏性结核中的

作用。 
方法  本研究通过 T-SPOT 试验及其他诊断方法，共收集 162 名活动性结核与 97 名潜伏性结

核患者。进一步计算 T-SPOT 试验结果中 ESAT-6/PHA 及 CFP-10/PHA 比值，并将上述两个

数值中较大者定义为单个患者的 TBAg/PHA 比值。 
结果  尽管 T-SPOT 试验中活动性结核患者 ESAT-6 和 CFP-10 结果均显著高于潜伏性结核患

者，但根据该直接结果来区分这两种疾病状态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并不能满足要求。然而，我们

另外发现活动性结核患者中 PHA 结果显著低于潜伏性结核患者。因此，我们提出 T-SPOT 试

验一种新的计算方法即进一步计算 ESAT-6 和 CFP-10 抗原孔比上 PHA 孔比值，并将较大者

定义为该患者的 TBAg/PHA 比值。我们发现 TBAg/PHA 比值在区分活动与潜伏性结核感染时

性能明显优于直接利用 ESAT-6 和 CFP-10 结果。当 TBAg/PHA > 0.295 时，该比值用于区分

活动与潜伏性结核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达到 82.1%和 90.7%。AOC 曲线下的面积达到 0.93
5 
(95%置信区间：0.906–0.965)。另外，我们还发现治疗有效的活动性结核患者其 TBAg/PHA
比值明显降低，说明该比值还可以用于抗结核治疗效果评估。 
结论  T-SPOT 试验中进一步计算 TBAg/PHA 比值在区分活动与潜伏性结核感染中可能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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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946 
 

糖化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与肾损伤相关分子 
在糖尿病肾病中的作用研究 

 
段楠 李海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是引起终末期肾病的首要原因，其中晚期

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在 DKD 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

用。糖化白蛋白（glycated albumin, GA）作为 AGEs 的前体形式，目前主要应用于临床血糖

控制的监测，本实验旨在探究 DKD 发生发展进程中，GA 与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albumin/cr
eatinine ratio, ACR）以及新型肾脏损伤标志物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
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Ⅰ型跨膜糖蛋白肾损伤分子（kidney injury mole
cular-1, KIM-1）的联系。 
方法  此横断面研究选取多中心体检人群 5523 人，其中健康对照组 3444 例，DKD 组 43 例，

无肾脏损伤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组 293 例，新诊 DM 组 32 例，空腹血糖受损（i
mpaired fasting glucose, IFG）组 71 例，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组 75
例。分别检测各组人群空腹血糖、GA、血肌酐，尿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AC
R），并用 ELISA 方法检测微量白蛋白>20mg/L 的尿标本中 KIM-1 与 NGAL 的表达情况。采

用 SPSS 16.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DKD 组 GA、ACR 与空腹血糖水平显著高于其它各组，血肌酐、尿微量白蛋白仅低于 C
KD 组。GA 在各组人群中均与空腹血糖具有显著相关性（P<0.001），且在新诊 DM 组中与血

肌酐相关（P<0.01）。尿微量白蛋白在 DKD 组与 GA、空腹血糖具有相关性，在 DM 组与血

肌酐相关（P<0.05）。微量白蛋白>20mg/L 尿标本中，GA 与 ACR、尿微量白蛋白显著相

关，且 ACR 与 KIM-1、NGAL 具有相关性（p<0.01）。 
结论  GA、ACR 和空腹血糖的持续升高可被考虑为 DKD 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而肾小球损伤

标志物 ACR 联合肾小管损伤标志物 NGAL 与 KIM-1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 DM 肾脏并发症的进

程。因此，定期检测 ACR 或尿微量白蛋白并评估 GA 水平对于改善 DKD 十分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857 
 

miR-651 和 miR-708 作为肾细胞癌潜在的分子标志物 
通过调控 RAP1B 参与肾细胞癌的发生发展 

 
张春妮

1,2 杨琦
1 王成

1 汪俊军
1 王进

1,2 张辰宇
1,2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南京大学 

 
目的  筛选出对肾细胞癌(RCC)有诊断价值的血清 miRNA，鉴定可作为 RCC 分子标志物的 mi
RNA，探讨它们在 RCC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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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高通量的 miRNA 低密度芯片对 RCC 患者及正常对照血清中 754 种 miRNA 进行检测分

析，进一步 qRT-PCR 方法验证；生物信息学预测参与 RCC 调控网络的 miRNA 及靶基因；q
RT-PCR、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组织标本、人肾癌细胞株 A498、ACHN 及正常细胞 HK-2 中 miRNA 和靶基因的

表达水平。采用脂质体瞬时转染和腺病毒稳定转染技术，体外荧光素酶试验和 Western blot 实
验验证 miRNA 与预测靶基因之间的靶向关系。最后通过增殖实验、划痕实验、Transwell 实验

等细胞功能实验以及功能回复实验检测 miRNA 及靶基因对 RCC 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结果  芯片分析发现 RCC 患者血清 miRNA 表达谱与正常血清明显不同；qRT-PCR 验证发

现，miR-651 和 miR-708 在 RCC 中显著下降；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miR-651 和 miR-708 通

过调控基因 RAP1B 参与 RCC 的调控网络； miR-651、miR-708 在肾癌组织和肾癌细胞株中

的表达下调，而 RAP1B 蛋白明显高表达；体外荧光素酶报告实验和 Western blot 结果证实，

RAP1B 是 miR-651 和 miR-708 共同的靶基因；在人肾癌细胞中过表达 miR-651 或 miR-70
8，RAP1B 蛋白水平显著下降，而抑制这两种 miRNA 的表达，RAP1B 蛋白水平显著上升；

而在上述情况下 RAP1B 的 mRNA 表达量均无显著改变；进一步体外细胞功能实验显示，miR
-651、miR-708 过表达能明显抑制肾癌细胞的增殖及迁移。而抑制它们的表达，细胞增殖及迁

移能力增强，两者协同作用更明显；与之相反，RAP1B 过表达后能明显促进肾癌细胞的增殖

及迁移。而表达抑制后细胞增殖及迁移能力降低；功能回复实验证实 miR-651、miR-708 对 R
AP1B 的直接调节作用。进一步植瘤鼠实验证实，miR-651 和 miR-708 抑制肿瘤的生长，而 R
AP1B 则促进肿瘤的发生。 
讨论  miR-651 和 miR-708 作为抑癌 miRNA 通过调节原癌基因 RAP1B，参与肾细胞癌的发生

发展，是肾细胞癌潜在的分子标志物和治疗新靶标。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55003 
 
A cross-platform comparison of four leading technologies for 
detecting EGFR mutations in ctDNA from NSCLC patients’ 

plasma 
 

Xu Ting1,Kang Xiaozheng2,Xu Guobin1,Chen Keneng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inistr

y of Education)，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Beijing，China 
2.Department of Thoracic Medical Oncology，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

h(Ministry of Education)，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Beijing，China 
 

Objectives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different technology platforms to detect epidermal growt
h factor receptor (EGFR) mutations, including L858R, E19-dels，T790M , G719X, from circul
ating tumor DNA (ctDNA)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Plasm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20 NSCLC patients with detai
led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data about response after treatment. ctDNA was extracted from 1
0mL plasma using the QIAamp Circulating Nucleic Acid Kit (Qiagen). Extracted ctDNA was a
nalyzed using two real time-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quantitative PCR platfor
ms (cobas® EGFR Mutation Test, cobas and AmoyDx® EGFR 29 Mutations Detection Kit, A
Dx) and one digital platform (Droplet DigitalTM PCR, ddPCR, Bio-rad) and one next-generati
on sequencing platform (firefly NGS, Accuragen). 
Results   We defined EGFR mutations tested by one or more platforms were positive, 15 of 
eighty EGFR mutations were found in 20 NSCLC patients by four platforms. 7, 11, 10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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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FR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by ADx, cobas, ddPCR and firefly NGS respectively (p=0.24
1). Among 
these 15 EGFR mutations, six EGFR alterations demonstrated allele frequency (AF) with mo
re than 1% (group A) and seven with AF of less than 1% (group B) and two with unknown AF.
 In group A, 5，5，5 and 6 EGFR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by ADx ,cobas, ddPCR and firefl
y NGS, respectively (p=0.767). The positive coincidence rate of any two platforms ranged fro
m 66.7% to 100% and kappa value varied from 0.787 to 1.000 in group A. In group B, 1, 5, 5 
and 6 EGFR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by ADx, cobas, ddPCR and firefly NGS, respectively 
(p=0.032). The positive coincidence rate of any two platforms ranged from 16.7% to 100% a
nd kappa value varied from 0.270 to 1.000 in group B. cobas and ddPCR and firefly NGS rev
ealed high identical consequence in group B. ADx and these three platforms displayed weak 
concordance. 75 of eighty EGFR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to be wild type when EGFR mutati
ons examined negative by one or more platforms were considered as negative. 73, 69, 70 an
d 68 EGFR wild type locus were detected by ADx, cobas, ddPCR and firefly NGS respectivel
y (p=0.392). Concordance and negative coincidence rate between any two platforms were ov
er 90%.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levels of EGFR sensitive mutations and T790M mutation
 analyzed via ddPCR and firefly NG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r=0.990
6，p<0.0001）.  
Conclusion  Detection rate and concordance were probably affected by abundance of EGF
R mutations and sensitivity of different platforms. Three platforms, including cobas, ddPCR, fi
refly NGS had higher positive coincidence rate and detection rate when the AF was lower tha
n 1%.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700 
 

血清高值肌酸激酶(CK)测定计算法与稀释法结果的比较分析 
 

张炳峰 卢英 李云飞 衣鲁江 蒋叶 杨璐 颜群 崔婷 张世昌 颜承靖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血清高值肌酸激酶（CK)测定中的计算法和稀释法的差异 
方法  选择 20 例超过检测线性范围高值肌酸激酶（CK)血清标本，用稀释法和反应进程曲线计

算法法得出 CK 活性值 
结果  20 例高值（无结果显示）CK 通过反应进程曲线计算结果与标本稀释后测定的结果无显

著差异（p>0.05) 
结论  在高值血清肌酸激酶检测时，反应进程曲线计算法可以代替稀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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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837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analysis of microRNA-29b in 
Xuanwei lung cancer 

 
song guibo1,chen ran1,li qing1,duan yong1,wang yuming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Aim  In lung cancer, miR-29b can act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fluencing epigenetic regulatio
n, cell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poptosis, metastasis and chemosensitivity. However, its 
expression and biological function in Xuanwei lung cancer (XWLC)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Fifty pairs of XWLC and matched normal tissu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or t
he expression of miR-29b by quantitative RT-PCR. MiR-29b precursor and inhibitor were tra
nsfected into XWLC-05 cells to investigate its role on regulating cell proliferation by MTT ass
ay and cell 
apoptosis by caspase 3/7/9 assay in vitro. The target genes of miR-29b were predicted and d
etermined by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Results   qRT-PC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9b in XWLC tissues wa
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atched normal tissues, with the proportion was 86%. T
he low expression of miR-29b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ymphatic metastasis. MiR-29
b could suppres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 apoptosis in XWLC-05 cells. According to the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results, PUMA was as a target gene of 
miR-29b in XWLC. 
Conclusions  Our studies provided evidences for the involvement of miR-29b in XWLC lymp
hatic metastasis, and suggested that miR-29b may serve as new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of
 XWLC or therapeutic targets.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23 
 

抑郁症患者血清代谢物组学的初步研究 
 

和昱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对抑郁症患者血清进行代谢组组学研究，建立抑郁症患者血清代谢组学诊断模型，探讨

抑郁症可能涉及的物质代谢途径，筛选鉴定抑郁症相关的特征性代谢标志物，为抑郁症发病机

制研究和临床实验诊断奠定基础。 
方法  纳入 20 例重型抑郁症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HAMD>24）为实验组健康健康体

检者 20 例为对照组，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 (UPLC -MS/MS)和气相色谱-质谱法（GC-
MS）联用技术对血清代谢物进行整合分析，检测数据采用 Welch 双样本 t-检验、主成分分析

法(PCA) 、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PLS-DA)和随机森林分析法等模多元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

析和建模，筛选、鉴定抑郁症相关的特征性代谢标志物。  
结果  从血清样品中一共鉴别出 345 种代谢产物。非监督模式的 PCA 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

组与对照组的代谢谱有明显的区分。进一步应用有监督的 PLS-DA 判别分析，结果也显示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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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组与对照组之间能很好地区分，模型的预测能力为 44.72％(Q2=0.447)。用有监督的随机森

林分析法建立的模型有着很好的预测能力，预测准确率为 92.5%。同时根据随机森林分析，筛

选列出了前 30 种潜在生物代谢标志物，分别涉及氨基酸代谢物、脂肪酸代谢物、能量代谢

物、类固醇激素代谢物以及血红素代谢物。 
结论  Welch 双样本 t-检验、PCA 分析 、OPLS-DA 判别分析和随机森林分析法建立的抑郁症

诊断模型有可以有效区分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人群，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可以对抑郁症进

行诊断。从全部鉴定出的 345 个代谢物中，用有监督的随机森林分析共筛选了对分组贡献最大

的代谢物 30 种潜在生物代谢标志物，分别涉及及氨基酸代谢物、脂肪酸代谢物、能量代谢

物、类固醇激素代谢物以及血红素代谢物，这些发现为抑郁症发病机制研究和临床实验诊断奠

定了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06 
 

16S 测序分析 H1N1 病毒感染患者上呼吸道菌群变化 
 

李艳华 杨柳 杨玉琪 贺文芳 苏明权 郝晓柯 马越云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分析 H1N1 病毒感染患者上呼吸道菌群变化，探讨 H1N1 引起细菌感染的作用。 
方法  我们利用二代测序测序技术评测甲型 H1N1 流感患者、普通流感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咽

拭子标本的菌群丰度。采用 Shannon-Wiener 指数，Venn 图，UniFrac(丰度)分析法等进行数

据分析。 
结果  测序获得总 OTUs 数 165435，鉴定到种(species)水平每个样本平均 OUT 数为 1848，
占属(genus)水平的 75.4%。H1N1 组 
(93.2±5.7)%和流感组(76.6±15.3)% 假单胞菌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31.5±11.8)%，p<0.0
1。 此外，放线菌(Actinobacteria)，拟杆菌(Bacteroidetes)，厚壁菌门(Firmicutes)，互养菌门

(Synergistetes)和 TM7 比例均显著下降，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新感染者 S4 和 S5 与对照

组 NC29，NC27 菌群分布相似。 
结论  H1N1 病毒感染患者上呼吸道微生物丰度较普通流感组下降，普通流感组较健康对照组

显著下降。上呼吸道菌群的变化与上呼吸道感染发生、进展及复发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38 
 

慢性 HBV 感染不同阶段 HBsAg 的定量变化及与 HBV-DNA
的相关性研究 

 
刘杨 彭道荣 马越云 张涛 王菁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研究慢性 HBV 感染不同阶段 HBsAg 的水平变化及与 HBV-DNA 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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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128 例未经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液样本，根据《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

南》中的标准分期，免疫耐受期 27 例，免疫清除期 30 例，低复制期 48 例和再活动期 23
例，分别检测血清 HBsAg 和 HBV-DNA 水平，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HBV 感染不同阶段中 HBsAg 水平不同，由高到低依次为免疫耐受期（4.42 log10IU/m
l）、免疫清除期(3.55 log10IU/ml)、再活动期(2.97 log10IU/ml)和低复制期(<2.78 
log10IU/ml)，四期间有统计学差异（P <0.001）；血清 HBsAg 与 HBV-DNA 总体呈正相关（r
 =0.517，p <0.001)，但低复制期时 HBsAg 与 HBV-DNA 两者无相关性（r =0.288,p =0.12
1），其他各期均正相关，r 值为 0.467～0.672（p <0.05）；血清 HBsAg/HBV-DNA 在免疫耐

受期、免疫清除期、再活动期比值分别为 0.539,0.502 和 0.600，三者间无差异，低复制期时

该比值明显升高到 1.066，与前三者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 
结论  慢性 HBV 感染不同阶段中血清 HBsAg 水平不断变化，各期间有统计学差异，与血清 H
BV DAN 载量总体呈正相关，在各感染阶段中，仅低复制期时两者不相关且 HBsAg/HBV DNA
的比值明显升高，其他三期均无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81 
 

Vitek MS 与 Bruker MS 对光滑念珠菌复合体鉴定能力评估 
 
侯欣

1 张丽
1 王贺

1 肖盟
1 范欣

1 徐志鹏
1 于淑颖

1 康梅
2 胡志东

3 孙自镛
4 万喆

5 陈淑兰
6 廖康

7 褚云卓
8 胡

铁石
9 倪语星

10 邹桂玲
11 徐英春

1 赵玉沛
1 

1.北京协和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5.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6.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7.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辽宁省人民医院 
1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评估中国医院侵袭性真菌监测网（CHIF-NET）2010-2014 收集的光滑念珠菌复合体原

始鉴定、Vitek MS 与 Bruker MS 鉴定结果。 
方法  收集 CHIF-NET 2010-2014 五年中 12 株 Candida nivariensis 和 1 株 Candida bracaren
sis 及来自 CHIF-NET 2010-2014 连续五年参加的 11 家医院的光滑念珠菌 411 株，所有菌株

均经过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复核鉴定确认；以复核鉴定结果作为金标准，评估各医院原始常规

方法鉴定结果，并评估 Bruker MS 和 Vitek MS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对光滑念珠菌复合体的鉴定性能。 
结果  与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相比，光滑念珠菌的原始鉴定准确率为 90.3%，9.7%的菌株被显

色培养基，ID 32C，API 20C 或 Vitek 2 Compact 错误鉴定为近平滑念珠菌、白念珠菌等；常

规方法无法鉴定 C. nivariensise 和 C. bracarensis；Vitek MS 和 Bruker MS 对光滑念珠菌的鉴

定准确率分别为 97.6%和 100%；Vitek MS 2.0 数据库中无 C. nivariensise 和 C. bracarensis
的参考谱图，故无法鉴定。Bruker Biotyper 3.1 数据库中有这两种菌的参考谱图，但 1 株 C. b
racarensis 无鉴定结果，12 株 C. nivariensise 全部鉴定正确，鉴定分值为 1.708-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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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该研究率先在国内评估了 Vitek MS 与 Bruker MS 鉴定光滑念珠菌复合体的性能，两者

对于光滑念珠菌的鉴定比较可靠。对于少见念珠菌菌种的鉴定，Bruker MS 优于 Vitek MS。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1964 
 

寡克隆条带分析在不同临床疾病中的特点及应用 
 

李鹏昌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不同疾病患者的脑脊液中出现特异的 IgG 寡克隆区带阳性率之间的差异及特异的 Ig
G 寡克隆区带对中枢神终系统体液免疫异常性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使用美国海伦娜公司 Spife 3000,4000 型电泳仪及配套的相关试剂。分析在我院近两年

进行等电聚焦电泳患者血清及脑脊液标本检查结果。 
结果   多发性硬化组患者 177 例，阳性 113 例，阳性率 63.84%；视神经炎 146 例，阳性 35
例，阳性率 23.97%；红斑狼疮 259 例，阳性 44 例，阳性率 16.99%；脑炎 428 例，阳性 126
例，阳性率 29.44%。多发性硬化组脑脊液寡克隆区带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 
结论  寡克隆条带分析在多发性硬化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不同疾病之间疾病脑脊液阳

性率也有差异，进行脑脊液电泳，检查病人是否有典型的寡克隆区带的形成，是中枢神经系统

体液免疫异常性疾病早期诊断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422 
 

妊娠期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早产儿的相关性研究 
 

邱先桃 丘媛媛 鲍俊杰 顾晓琼 顾晓琼 高飞 刘非 蔡敏敏 梁绮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妊娠晚期母体和新生儿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参考区间及孕晚期母体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及与早产儿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所有的病例均来源于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来我中心珠江新城院

区和妇婴院区单胎分娩的母亲及新生儿，所有入选孕妇均排除糖尿病、肾炎、心脏病、贫血、

肝炎、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性传播性疾病等孕前内外科合并症；新生儿为单胎活产，对照

组新生除生理性黄疸外无其他内外科并发症。各组入选病例 300 例，孕妇于分娩前 3 天、新

生儿出生后 6 天内空腹采集血清标本。 
结果  妊娠晚期母体同型半胱氨酸参考区间为（置信区间为 2.5%-97.5%）：7.6±(3.2～9.3) u
mol/L、新生儿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参考区间：6.5(  3.6～10.1）umol/L；早产组分娩前母体血清

HCY(p＜0.01)、TG(p＜0.05)、TC(p＜0.05)、LDL-C(p＜0.05)、UA(p＜0.01)、FAA(p＜0.0
5)、SOD(p＜0.01)均高于正常照组，而 HDL-C(p＜0.01)低于正常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早产组新生儿血清 HCY(p＜0.01)、TC(p＜0.05)、LDL-C(p＜0.05)、UA(p＜0.01)、FAA(p＜0.
05)、SOD(p＜0.05)均高于正常组，HDL-(p＜0.05)C 由低于正常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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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TG(p＞0.01)虽然早产儿比正常组高，但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早产儿体度与分娩前母体血

清 Hcy（γ=-0.612，p＜0.01）、UA（γ=-0.548，p＜0.01 负相关，而与 TG（γ=-0.117，p=0.
65）、TC（γ=-0.203，p=0.27）、HDL-C（γ=0.178，p=0.44）、LDL-C（γ=-0.296，p=0.1
1）、FAA（γ=-0.315，p=0.23）、SOD（γ=-0.298，p=0.35）相关性不明显。 
结论  母体血清 Hcy 升高后，可抑制甲基转移酶活性，增加孕期子宫平滑肌收缩幅度和收缩频

率，可增加妊娠并发症，且造成胎儿胎盘血管硬化，胎盘血流灌注减少，母体共给胎儿的氧和

养分不足，同时影响胎儿对蛋氨酸的利用，造成胎儿生长发育受，母体血清 Hcy 升高是早产

预测的生物标志物，为早产儿的防治提供新的客观实验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76 
 

Alu–based cell free DNA: a novel biomarker for early 
screening of gastric cancer 

 
Qian Chen1,Qi Jing2,Shen XianJuan2,Jing Rongrong1,Yu Juan1,Li Li1,Shi YingJuan1,Zhang Lurong3,Wang Z

hiwei4,Ju Shaoqing1,Cong Hui1 
1.Center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Surgical Comprehensive Laborato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Jiangsu 
3.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UF Shands Cancer Center，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33 Mowry Ro

ad， Gainesville 
4.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Gastric cancer (GC) is the fourth most common cancer and the second major cause of cance
r-related deaths worldwide. In our previous study, a novel and sensitive method for quantifyin
g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CFD) in human blood was established and tested for its ability to 
predict patients with tumor. We want to investigate CFD expression in the sera of GC patient
s in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FD in improving the early screening of 
GC and monitoring GC progression by the branched DNA (bDNA)-based Alu assay. The con
centra-tion of CFD was quantitated by bDNA-based Alu assay. CEA, CA19-9, C72-4 and CA
50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rmined by ABBOTT ARCHITECT I2000 SR. We found the CFD 
concentration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C patients, benign gastric disease (BG
D)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P<0.05). CFD were weakly correlated with CEA (r=?0.197, 
P<0.05) or CA50 (r=0.206, P<0.05), and no correlation with CA19-9 (r=?0.061, P>0.05) or C
A72-4 (r=0.011, P>0.05). In addition, CFD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tageⅠ
GC patients than BGD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in CEA, CA19-9 and CA50 among the three traditional tumor markers (P>0.05). Our 
analysis showed that CFD was more sensitive than CEA, CA19-9, CA72-4 or CA50 in early s
creening of GC. Compared with CEA, CA19-9, CA72-4 and CA50, CFD may prove to be a b
etter biomarker for the early screening of GC, thus providing a sensitive biomarker for early s
creening and monitoring progression of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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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847 
 

458 例抗-HBc 阳性隐匿性 HBV 感染分析 
 

何成禄 李庆 李欢 李娅 马丽菊 单斌 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检验科 650032 

 
目的 研究乙肝病毒(HBV)血清标志物中抗-HBc 阳性的隐匿性 HBV 感染的发生率并分析原因。 
方法 收集 ELISA 定性初筛 HBsAg 阴性、抗-HBc 阳性且通过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CMI
A)再次确证抗-HBc 阳性（245,25,及 5 三个不同模式）标本 458 例，并根据 S/CO 值将其分为

A、B、C 三组（A:S/CO<0.1;B:0.1《S/CO<0.5;C:0.5《S/CO<1），采用 CMIA 分别对三组进

行 HBsAg 定量测定，进而通过 RT-PCR 检测 HBsAg 阳性标本的 HBV DNA 含量。同时对 HB
A DNA 大于 1×104 的标本经倍比稀释后再次 ELISA 定性检测 HBsAg 的 S/CO 值。 
结果 458 例标本定量检测 HBsAg 结果阳性 33 例，占 7.21%，其中 28 例 HBsAg 小于 0.1IU/
ml,占阳性结果的 84.85%，5 例 HBsAg 大于 0.1IU/ml，占 15.15%；33 例 HBsAg 阳性标本的

HBA DNA 检测结果显示，阳性 13 例占 39.39（13/33），其中 8 例 HBV DNA 拷贝数小于 1×
104，占阳性结果的 61.54%（8/13）；不同模式 HBsAg 及 HBV DNA 阳性率比较中，单独抗

-HBc 阳性的 HBsAg 与 HBV DNA 阳性率均最高，分别为占 15.22%和 85.71%，三个模式间

HBsAg 及 HBV DNA 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549，P=0.005/χ2=8.109，P=0.01
7)；A、B、C 三组 HBV DNA 检测结果显示，A 组 HBV DNA 检出率较高占 66.67%，A 与 B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076，P=0.150)；HBA DNA 大于 1×104 的 5 例标本经倍比

稀释后 ELISA 再次结果显示 5 例 HBsAg 均为阳性，表明钩状效应的存在，其中 4 例 S/CO>8,
1 例 S/CO<8；而排除钩状效应的 5 例 HBV DNA 大于 1×104 假阴性结果后，A 与 B 组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838，P=0.009)  
结论  抗-HBc 阳性不同模式患者中存在较高比例隐匿性 HBV 感染，尤其单独抗-HBc 阳性发生

率较高，HBsAg 血清免疫学方法漏检与钩状效应、HBV 低水平复制等有关。HBV 隐匿性感染

不仅给临床造成漏诊、误诊，更为献血员隐匿性 HBV 传染带来巨大危害。报送的论文要求 80
0 字左右的中文摘要一份，及 600 字左右的英文摘要，中英文摘要分别写在同一个摘要框里，

中文在上英文在下，英文题目写在英文摘要上面即可，摘要内容请严格按照“目的，方法，结

果，结论”四项，每项各一段的方式进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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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5433 
 

Mannitol-dependent ROS accumulation by mitochondrial 
complex I dysfunction links the Hog1-Brg1 signaling pathway 

to regulate hyphal growth and biofilm development 
 

Yu Xiaoyu1,Chen Xiaoqing 2,He Yongming 2,Xuan Qiankun 1,Huang Xinhua 2,Chen Changbin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hanghai East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

hanghai， China. 
2. Institut Pasteur of Shangha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he Candida albicans is the major opportunistic pathogen and its regulatory mec
hanisms are complex and delicate. Here, we explored that C. albicans evolves regulatory sys
tem to sense and utilize the alternative carbon sources abundant in the GI tract and promote
s commensalism.  
Methods  We obtained C.albicans losing of a CI subunit by gene-knock out and named CIL 
C.albicans. The formation of Hyphal of CIL C.albicansin-vitro was observed by being cultured
 in Spider and 10% FBS Sabourandmedia. CIL Candida albicans RNA changes were charact
erized by q-PCR detection. The proteins of Hog1-Brg1 signaling pathway were analyzed by 
Western-blot. The CIL C.albicans commensal ability were determined in a mouse gastrointes
tinal commensal model.    
Results  In vitro studies showed that loss of a CI subunit compromised the hyphal growth an
d biofilm formation in medium containing mannitol but not glucose or mannose, and the relat
ed mechanism involves regulation of the mannitol dehydrogenase activity and ROS producti
on, both of which trigger a mannitol-dependent signaling pathway involving activation of Hog
1 and repression of Brg1. In supporting of in vitro results, in vivo experiments using a mouse 
gastrointestinal commensal model indicated that CI dysfunction caused a severe defect in C.
 albicans gastrointestinal colonization, and intriguingly, glucose is able to significantly rescue 
this commensal defect.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Candida albicans mitochondrial complex I
 (CI) in utilization of alternative carbon sources like mannitol and its impact on gastrointestina
l commensalism. These results argue that more importantly, CI activity seems to play a vital r
ole in this system to regulate commensalism, in addition to its well-characterized role in virule
nce.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7%99%BD%E8%89%B2%E5%BF%B5%E7%8F%A0%E8%8F%8C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7%99%BD%E8%89%B2%E5%BF%B5%E7%8F%A0%E8%8F%8C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7%99%BD%E8%89%B2%E5%BF%B5%E7%8F%A0%E8%8F%8C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7%99%BD%E8%89%B2%E5%BF%B5%E7%8F%A0%E8%8F%8C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8%8F%8C%E4%B8%9D%E5%BD%A2%E6%88%90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7%99%BD%E8%89%B2%E5%BF%B5%E7%8F%A0%E8%8F%8C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7%99%BD%E8%89%B2%E5%BF%B5%E7%8F%A0%E8%8F%8C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8%8F%8C%E4%B8%9D%E5%BD%A2%E6%88%90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8%8F%8C%E4%B8%9D%E5%BD%A2%E6%88%90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8%8F%8C%E4%B8%9D%E5%BD%A2%E6%88%90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8%8F%8C%E4%B8%9D%E5%BD%A2%E6%88%90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7%99%BD%E8%89%B2%E5%BF%B5%E7%8F%A0%E8%8F%8C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7%99%BD%E8%89%B2%E5%BF%B5%E7%8F%A0%E8%8F%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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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81 
 

联合应用 MALDI-TOF MS 质谱仪和 Vitek 药敏系统对无菌体

液阳性培养致病菌快速鉴定及快速 MIC 药敏试验 
 

田月如
1 郑冰

2 李敏
2 

1.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检验科 
2.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目的  无菌部位感染常伴随高致病率和后遗症危险。及时有效地开展抗菌药物治疗对提高病人

预后至关重要。为快速、有效、低成本地明确诊断，本研究联合应用 MALDI-TOF MS 质谱仪

和 Vitek 药敏系统对无菌体液阳性培养病原菌进行快速鉴定、MIC 药敏试验，并评估这一方法

的可靠性及准确性。 
方法  收集 485 份非重复无菌体液（包括将血、脑脊液、胸水、腹水等注入血培养瓶培养）阳

性培养标本，应用 MALDI-TOF MS 质谱仪进行快速鉴定；对其中 320 份应用 Vitek 药敏系统

进行快速 MIC 药敏试验；并评估快速结果是否对临床带来指导性建议。 
结果  485 份快速鉴定试验，种属正确鉴定率：革兰阴性菌 98.9%，阳性菌 87.2%，真菌 75.
7%，苛养菌 11.8%，厌氧菌 94.7%，常规培养基不生长细菌 100.0%，复数菌正确鉴定一种

菌 81.3%。320 份快速 MIC 药敏试验，革兰阴性菌分类一致率为 96.77%；葡萄球菌及肠球菌

93.50%；链球菌 98.57%；酵母菌 95.56%；隐球菌 100%。快速报告为临床优化治疗带来指

导性建议：首先，比最终报告提前 18-36 小时。其次，9.28%快速鉴定结果提前提示临床应建

立必要的抗菌药物治疗（染色形态无法与污染菌区分的血流感染菌）；1.86%提示应修正经验

用药（细菌固有耐药）；3.71%提前识别污染菌，停止不必要的治疗。此外，快速准确的 MIC
结果为临床提供多种用药选择，利于医生精确估算治疗剂量；并且检出 13.44%万古霉素、利

奈唑胺或碳青霉烯类耐药菌，提前警示临床应调整用药；51.56%提示有潜在的降阶治疗可

能。 
结论  本研究能获得准确、可靠的结果，为临床优化治疗、节约医疗成本、降低抗生素选择性

压力等起指导性建议。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6056 
 

Accurate and Cost-Saving Discriminant Determinates the 
Retest Cutoff Threshold of Positive Serum Markers of 

Hepatitis B 
 

Cheng Yung-tzu1,2,Lin Yu-lin1,Wu Chieh-chen2,Hsu Hui-wen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Graduate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package insert of FDA approved Hepatitis B laboratory assay k
its, users must ultracentrifuge the reactive specimens and retest in duplicate for confirmation.
 Either hospital or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requires the laboratory to apply confirmation proce
ss of each reactive specimen in accordance with FDA package insert. Otherwise the labor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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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s can construct their own database to decide the range of retest. Hepatitis B is common in 
East Asia where 5 to 10% of adults have chronic disease.  Rat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
ca are less than 1%. Al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HBV vaccine has reduced the HBV infectio
n rate, the rate of HBV infection in Taiwan is still higher than other counties. In Taiwan, the la
boratories have spent a lot of money and time and labor force repeating the tests.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retest cutoff range of positive serum markers of hepatiti
s B in order to save unnecessary wastes and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Methods  The database of primary data and retest data of HBsAg, HBcAb, HBeAg and HBe
Ab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analyzer, which built from July to December of 2015. The total am
ount and positive rate and sum of cost of every item within 6 months were computed and rep
resented as 
follow. There were 1,238 positive and 3,052 negative HBsAg results. HBsAg positive rate wa
s 29% and cost 184,900 NTD. There were 950 positive and 656 negative HBcAb results. HB
cAb positive rate was 59% and cost 142,480 NTD. There were 285 positive and 932 negativ
e HBeAg results. HBeAg positive rate is 23% and cost 90,690 NTD. There were 180 positive 
and 85 negative HBeAb results. HBeAb positive rate is 68% and cost 27,060 NTD. The data 
mining concept of 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 was applied to build the decision trees via statistic software R language. Decision tre
es were built in different ratios of training sets and the maximum of primary splits value was c
hosen as the top of the retest range.  
Results   The retest threshold of each item was adjusted based on the primary splits value r
esulted from decision trees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results were showed. Primary splits val
ue of HBsAg was 26.320, retest reduced from 1,238 to 148 and cost down to 146,750 NTD 
(saved 21 %). HBcAb primary splits value was 0.935, retest reduced from 950 to 12 and cost
 down to 89,014 NTD (saved 38 %). HBeAg primary splits value was 1.170, retest reduced fr
om 285 to 6 and cost down to 73,392 NTD (saved 19 %). HBeAb primary splits value was 0.
754, retest reduced from 180 to 10 and cost down to 16,520 NTD (saved 39 %).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technique to determine the best cutoff range resulted
 from decision trees can save quite a lot of money and keep the accuracy of assay result at t
he same time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cost, quality and efficiency.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6455 
 
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of Chlamydia trachomatis vaccine 

antigens 
 

Tang Lingli1,Peng Ting1,Lin Hui1,Liu Qinglin1,Yang Jiajin1,Zhu Xiaolin1,Chen Jianlin1,Wu Xiang2,Yu Ping2 
1.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Xiangya medical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dentify C. trachomatis antigens that can be recognized by antibodies and T c
ells from mice that have acquired protective immunity and to evaluate their protection efficac
y against challenge infection with C. trachomatis.  
Methods   A C. trachomatis protein array consisting of 933 chlamydial GST fusion proteins r
epresenting 908 unique ORFs encoded by the C. trachomatis serovar D genome and plasmi
d was used to react with antisera from immunized mice to identify B cell antigens. Dendritic c
ells (DCs) pulsed with the same set of antigens were used to stimulate T cells from immunize
d mice, and the IL-2 and IFN-γ responses were used to identify T cell antigens. A total of 10 
chlamydial antigens were reactive as both T and B (TB) cell antigens. We then evalu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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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ctive capability of the top five antigens from each of the 3 categories T, B, and TB antig
ens using a mouse lung infect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29 antigens were dominantly recognized by mouse antisera (designated a
s B cell antigens) and 77 antigens by T cells (designated as B cell antigens). Ten of these an
tigens were recognized by both antisera and T cells (TB antigens). Among the 3 groups of an
tigens, a five antigen combo from the TB antigen group offered better protection than the co
mbos from T or B alone groups.  
Conclusion  1. Novel C. trachomatis subunit vaccine candidate antigens were identified usin
g T  cells and antibodies from mice that have acquired protective immunity. 2. Antigens reco
gnized by  both humoral and cellular immunity responses offer better protection than either al
one.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668 
 

凝血酶原时间和血小板异常在肝癌射频治疗围手术期联合检

测血栓弹力图的临床价值 
 

徐玉兵 张洁 洪松 高春芳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200438 

 
目的  探讨凝血功能异常肝癌患者围手术期行射频治疗联合检测血栓弹力图（TEG）临床指导

价值。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了本院住院患者 73 例凝血酶原时间（PT）大于参考范围 3 秒或（和）血

小板（PLT）小于 40×109/L 的肝癌射频治疗组（实验组）和 60 例凝血功能异常正常（对照

组），所有受试对象同时当日进行血栓弹力图（TEG）与凝血常规实验检测，对凝血功能参数

与 TEG 测定结果的各参数进行相关性研究。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R 值和 K 值明显增加，α 角、MA 值、纤维蛋白原（FIB）、PLT 明

显缩短，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表明患者机体处于低凝状态，存在出血风险；肝

癌射频治疗组（实验组）R 值、α 角和 MA 值与 PT、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APTT）呈正相

关，与 FIB 和 PLT 呈负相关；73 例实验组中 PT>正常参考 3 秒 35 例占比 53.42%，TEG 检

测 R 值在正常参考区间 13 例，占（13/39）33.33%，73 例实验组中 PLT<40×109/L 的 34 例

占比 46.58%，TEG 检测 MA 值在正常参考区间 9 例，占（9/34）26.47%。 
结论  肝癌射频治疗围手术期常规凝血功能检测与血栓弹力图相关指标存在明显相关性，同时

检测可以起到互补作用。对于临床评价高凝或判断出血风险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742 
 

ARID5B 基因多态性与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关联研究 
 

周娟 苟海梅 胡雪姣 陆小军 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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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都是造血系统的急性恶性克隆性

疾病。根据相关 GWAS 研究报道， ARID5B 基因与 ALL 的发病风险相关，而 ARID5B 是否在

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也发挥重要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 ARID5B 基

因中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与 AML 发生的关系，探讨在 AR
ID5B 中是否存在 AML 相关的易感基因位点，以期为筛选 AML 相关分子标志物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  结合文献报道和 Hapmap 数据库共筛选出 ARID5B 基因的 19 个 SNPs 位点，应用 Mas
sARRAY 质谱技术对中国西部地区无血缘关系的 306 例 AML 患者和 369 例健康个体进行目标

SNPs 基因分型，并运用 SPSS17.0、Plink、Haploview 软件对目标 SNPs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在纳入的 SNPs 位点中，共有 17 个 SNPs 位点分型成功，且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

衡。其中，rs6415872 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在 AML 组和对照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P=0.02
7)，A 等位基因携带者的 AML 患病风险增加(OR=1.294, 95%CI=1.029-1.626, P=0.022)。rs6
415872 基因型分布在 AML 组和对照组间未达到但接近统计学差异（P=0.009），并且遗传模

型分析结果显示 rs6415872 在加性模型(OR=1.29, 95%CI=1.027-1.62, P=0.0289)和显性模型

(OR=1.368, 95%CI=1.008-1.857, P=0.0442)中呈现高 AML 发病风险。其他 16 个 SNPs 位点

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基因型频率分布和遗传模型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在单倍型结

分析中，rs6415872 和 rs4405263 处于一个连锁框，rs7073837 rs10994982  
rs10740055  rs10821936  rs7089424 处于一个连锁框，且都存在连锁不平衡，但未发现单倍

型频率分布在病例组与对照组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  ARID5B 基因多态性与 AML 的易感性相关，其在成人 AML 发病机制中可能发挥重要作

用，并可为 AML 诊疗提供新的潜在的分子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99 
 
A new techniqu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treptococci: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Fan Wenting1,Qin TingTing1,Bi RuRu1,Ma Ping1,2,Gu Bing1,2 

1.徐州医科大学医学技术学院 
2.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Background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
ALDI-TOF MS) has been developed as a new-type soft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in the r
ecent year. Increasing number of clinical microbiological laboratories consider it as an innova
te approach for bacterial identification.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evaluate MALDI-TOF M
S for the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the clinical streptococci. 
Method  A systematic review was conducted based on a literature search of computeri
zed databases. Random or fixed-effects models were used, based on the P-value cons
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heterogeneity between studies, for meta-analysis. Statistica
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TATA 11.0. 
Result  By means of meta-analysis, twenty-seven studies covering 3485 streptococci 
were included in our meta-analysis. The MS correctly identified the species of 96% (I2
=92.8, P<0.1) of the Streptococci. The MS correctly identified the species of 99% of the
 Streptoco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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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eumoniae (I2=85.2%,P<0.1), 100% of the Streptococcus pyogenes (I2=32.8%,P>0.1), and
 100% of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I2=20.7%,P>0.2). What’s more, it also had a high confid
ence in other rare streptococci.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Vitek M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
han Bruker MS for correct species identification (98% vs. 94%). When analyzing the mistake 
identification of MS, we found that the Streptococcus mitis/oralis often be identified as the Str
eptococcus pneumonia (51/161) by Bruker MS.  
conclusion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ALDI-TOF MS can be a reliable a
nd rapid method for identification of the streptococci.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57 
 

多重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和液态芯片技术 对下呼吸道病毒

检测的应用研究 
 

伊洁 徐英春 窦亚玲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比较荷兰 PathoFinder 公司呼吸道病原体多重荧光定量 PCR 检测试剂盒 RespiFinder 2S
MART（Respifinder）和美国 Luminex 公司液态芯片技术一呼吸道病毒检测试剂盒(xTAG RV
P)对下呼吸道标本检测的结果。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北京协和医院疑似病毒性肺炎住院患者 100 例下呼

吸道标本，分别利用 Respifinder 和 xTAG RVP 检测试剂进行常见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对结

果不一致的标本进行 PCR 并测序分析，比较两种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100 份下呼吸道标本经 Respifinder 和 xTAG RVP 方法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61.0%vs51.
0%(P=0.2)，混合感染率分别为 13.1%vs15.7%（P=0.7），敏感性分别为 96.3%vs.90.4%
（P=0.3），特异性分别为 80.4%vs91.6%（P<0.05）。 
结论 与 Respifinder 方法相比，xTAG RVP 对常见呼吸道病毒检测的特异性较好，但是二者的

检出阳性率，混合感染率和敏感性相近。xTAG RVP 对呼吸道病毒的检测性能优于 Respifinde
r。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86 
 

原发性肝细胞癌癌组织，癌旁组织及 
血清 HBV S 区变异的比较 

 
贾建安 李慧明 高春芳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验诊断科 200438 
 

目的  在我国，原发性肝细胞癌在男性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排第三， 死亡率排第二，乙型肝炎

病毒（HBV）与肝癌关系密切。目前临床对 HBV 定量及变异的检测的样本均来自于血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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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取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癌组织、癌旁组织、血清三种不同来源的 HBV DNA ，分析是否不

同来源的 HBV S 区变异有差异。 
方法  收集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接受肝癌外科治疗的患者癌组织、癌旁组织、血清 39
例，纳入标准为血清 HBsAg 阳性，无抗病毒用药史，血清 HBV DNA>3log10IU/ml。提取 HB
V DNA，采用二代测序的方法对 HBV S 区进行深度测序。 
结果  以 S 区核苷酸主坐标分析的结果表明，癌组织和癌旁组织来源的 HBV Manhattan 距离

较近，但均与血清来源的相距较远；三种来源的 HBV 热图分析：癌组织 HBV S 区氨基酸突变

最高的位点集中在 aa172-192，癌旁组织的在 aa43-68，血清组的也集中于 aa43-68，但突变

频率低于癌旁组织。在基因型方面：癌和癌旁组织中 HBV 基因型多为 B 型或 C 型的单一型别

感染，而血清中多为 B、C 混合型感染；与免疫逃逸相关的氨基酸突变位点：M103I、L109I、
T131N、G145R 在癌组织和癌旁组织的平均突变频率显著高于血清组（P<0.001），癌和癌

旁组没有差异；MHR 和 α-determinant：在高突变组（>20%）和低突变组（1% - <5%）血清

组 MHR 平均突变频率高于组织（P<0.001），在高突变组（>20%）和 intermediate populati
on（5% - <20%）低突变组（1% - <5%）血清组 α-determinant 平均突变频率均高于组织（P
<0.001）；复杂度方面：在核苷酸和氨基酸水平，癌症血清复杂度显著癌组织和癌旁组织（P
<0.001），癌旁组织高于癌组织（P<0.05）。 
结论  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与血清来源的 HBV 在 S 区变异有明显差异。提示对 HBV 进行检测

时，血清 HBV 的变异并不能代表肝组织中全部 HBV 变异的真实状况。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88 
 

Serum N-glycans: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Wang MengMeng,Fang Meng,Feng Hui-Juan,Gao Chunfang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验诊断科 200438 
 

Background and aims  Ex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ECCA) is a relatively uncommon 
but highly malignant cancer with an increasing incidence. Precise diagnosis of ECCA harbor
s great clinical desirable due to poor prognosis and lack of effective markers. Specific alterati
ons of the N-glycans in glycoprotein contribute to oncogenesis and devleopment of various c
ancers.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and valid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N-glycan markers for 
ECCA.  
Methods  In total, 166 patients with ECCA (n=106) and benign bile tract disease (BBD, n=60)
 who underwent surgical resection at Eastern Hepatobiliary Hospital (EHBH), Shanghai from 
2010 to 2012 were recruiteded in this study. 89 matched healthy subjects were enrolled as h
ealthy control (HC). N-glycome of serum glycoprotein was profiled by DNA sequencer-assist
ed fluorophore-assisted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DSA-FACE) technology. Multiparameter m
odel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N-glycan markers and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 
Results  Among all 13 kinds of N-glycan structure revealed by DSA-FACE, the abundance o
f bifucosylated triantennary N-glycan (peak 10) revealed the best diagnostic power for disting
uishing ECCA from BBD (AUC=0.909) and HC (AUC=0.918). Two diagnostic models (Glycot
est1 and Glycotest2) were established and performed better than single N-glycan marker or 
CA19-9 in diagnosis. Glycotest1 and Glycotest2 improved the accuracy of individual index (C
A19-9 or peak 10) with AUC of 0.992 and 0.938,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the abundances o
f another two triantennary structures (peak 9,12) were tightly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
a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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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Sera of ECCA showed distinct N-glycome profiling patterns. N-glycan based m
arkers and models are novel, valuable and noninvasive alternatives in ECCA diagnosis and 
progression monitoring.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30 
 

血清 EphA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作为前列腺癌生 
物标记物的临床价值 

 
李世宝

1 徐银海
1 殷灵瑜

1 马萍
1 关明

2 
1.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学检验科 
 

 前列腺癌（PCa）早期诊断依然缺乏特异性实验室标志物。EphA5 作为 Eph 家族中一个重要

的抑癌基因，在前列腺肿瘤发生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项目旨在评估前列腺癌患者

组织和血清 EphA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在前列腺癌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采用甲基化特异

性 PCR（MSP）与亚硫酸氢盐测序(BSP)法检测前列腺增生组织（BPH）、前列腺癌组织(PC
a)及其配对癌旁正常组织中 EphA5 启动子的甲基化状态，运用 Real-time-MSP 检测 BPH 患

者、PCa 患者及健康对照者血清中 EphA5 启动子的甲基化水平，同时分析 PCa 患者组织和血

清 EphA5 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与常用 PCa 病理参数和预后的相关性。MSP 与 BSP 结果显示，

91.1％癌组织的 EphA5 启动子区域均存在甲基化，但在所有癌旁正常前列腺组织与 92.3％BP
H 组织中均未检测到 EphA5 启动子的甲基化；Real-time-MSP 发现 PCa 患者的血清 EphA5
启动子甲基化水平（97.9%）显著高于 BPH 患者（3.5%，）和健康对照（0%）；统计学分析

还表明组织和血清 EphA5 启动子甲基化的 PCa 患者的生存期均显著低于 EphA5 启动子未甲

基化的 PCa 患者。表明血清 EphA5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是一个具有前列腺癌诊断和预后价值的

标志物，应进行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8562 
 

The study of syncytin-1 methylation patterns in human 
placentas with preeclampsia 

 
zhuang xuewei,zhang yi,wang chuanxin 

Shandong University Qilu Hospital 250012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syncytin-1 and syncytin-1 methylation patterns in hu
man placentas with preeclampsia and explore its associations with pathogenesis of preeclam
psia. 
Methods  Real-time PCR,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gene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syncytin-1; MSP, COBRA and bisulfite sequencing were carri
ed out to analyze the methylation status of syncytin-1 5`LTRs in in the placentas of normal th
ird trimester and preeclamps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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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DNMT3a, syncytin-1 and HCS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re decreased in placent
as of preeclamptic pregnancies(P<0.05), whereas, DNMT1, DNMT3b and DNMT3L were inc
reased in 3P compared with 3N(P<0.05). MSP,COBRA and sequencing displayed that syncy
tin-1 5’-LTRs were hypermethylated in 3P than that of in 3N(P<0.05). 
Conclusions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syncytin-1 and hypermethylation of syncytin-1 5`LT
Rs was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of PE. Cooperation of DNMT3L and DNMT3b upregulated
 promoter CpG methylation levels of syncytin-1 and repressed syncytin-1 mRNA.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848 
 

miR-146a 对炎症反应的调节作用及其在 SLE 患者血清中 
表达水平的分析 

 
周春雷

1 戚倩如
2,3 郑健

1 孙萍
1 刘萍

1 彭林
3 穆红

1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 
3.天津市儿童医院 

 
背景  miR-146a 是一种在单核细胞与 T 淋巴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中高度表达 microRNA。研究

证明 SLE 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miR-146a 表达下调，表明 miR-146a 可能与 SLE 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IRAK1 是 miR-146a 的靶点之一，也是细胞炎症信号

转导的重要分子，因此本研究首先观察了 miR-146a 是否通过调控 IRAK1 参与炎症反应的调

节，以探讨 miR-146a 与 SLE 发病机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 miR-1
46a 在 SLE 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本研究利用 miR-146amimic 和 miR-146a inhibitor 上调和下调 THP-1 细胞内的 miR-146
a 水平，观察 miR-146a 对 IRAK1 表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 LPS 激发 THP-1 细胞的炎

症反应，检测核内 p65 水平和细胞培养上清 IL-6 和 TNF-α 的水平，观察 miR-146a 对 NF-κB
的活化及促炎症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收集 120 例 SLE 住院患者和 30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通

过检测 miR-146a、IL-6 和 TNF-α，分析 SLE 患者血清 miR-146a 临床意义。 
结果  miR-146a 能够显著降低 THP-1 细胞 IRAK1 的表达，降低细胞核内 p65 水平和细胞培养

上清 IL-6 和 TNF-α 的水平，与相应对照组相比 P<0.01。SLE 患者血清 miR-146a 水平明显低

于健康对照组，P<0.01； 
SLE 活动组和非活动组相比，血清 miR-146a 水平有所降低，但没有统计学差异 P>0.05。分

析了 10 例健康志愿者和 30 例 SLE 患者血清 miR-146a 与促炎症细胞因子的相关性，发现 mi
R-146a 的△CT 值与 TNF-α 水平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r=0.478，P<0.01。 
结论  miR-146a 通过调控靶基因 IRAK1 的表达，抑制炎症信号的活化和促炎症细胞因子的分

泌，这也可能是下调的 miR-146a 参与 SLE 病理的机制之一。SLE 患者血清中 miR-146a 明显

下调，对于 SLE 的辅助诊断有一定指导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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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TPP1 参与胃癌转移的功能研究及其靶向 
干预策略的初步探索 

 
徐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检验科 200092 
 

目的  研究 DCTPP1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布，探究 DCTPP1 在胃癌肿瘤细胞中的功能，以

期为胃癌的诊断或治疗寻找新策略。 
方法  收集胃癌患者的肿瘤组织及其配对正常胃粘膜组织、癌旁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和蛋白印迹法比较 DCTPP1 蛋白在三类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检测 DCTPP1 在胃癌肿瘤细胞中

的表达分布；探讨其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着重分析 DCTPP1 在不同分期胃癌中的

表达和分布。构建稳定干扰 DCTPP1 表达的人胃癌细胞株，采用 CCK-8 法和克隆形成实验检

测胃癌肿瘤细胞体外增殖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迁徙趋化小室和侵袭基

质小室检测肿瘤细胞的体外运动迁徙和侵袭能力。通过裸鼠皮下成瘤实验和尾静脉注射实验检

测干扰 DCTPP1 表达后胃癌肿瘤细胞在小鼠体内的增殖能力和转移能力。利用不同浓度梯度

DCTPP1 小分子酶活抑制剂检测肿瘤细胞在体外的运动迁徙和侵袭能力。 
结果  DCTPP1 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且其在肿瘤细胞核的富集表达与肿瘤的恶性程度和转

移存在一定的统计学相关性，提示 DCTPP1 可能在胃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过程中发挥作用。

体外细胞学和体内裸鼠实验进一步表明 DCTPP1 在胃癌细胞的迁徙和侵袭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靶向抑制 DCTPP1 活性可以抑制胃癌细胞的迁徙和侵袭能力，则表明 DCTPP1 有望成为新

的胃癌潜在治疗靶点，为胃癌的治疗提供新策略。 
结论  DCTPP1 有可能成为参与胃癌转移的新机制，由此获得针对胃癌转移的治疗新靶标；所

获得的 DCTPP1 小分子酶活抑制剂有望成为胃癌转移的新的治疗手段。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53 
 

Serum Cyr61 is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disease activity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林锦骠 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serum Cyr61 and clinical disease a
ctivity in SLE. 
Methods  110 SLE patients and 100 healthy controls (HC) were enrolled. Serum levels of Cy
r61 were measured by ELISA. Diagnostic properties of Cyr61 were determined by receiver-o
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Expression of integrin and IL-6, TNF-α, IL-17 a
nd IL-10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Results  Serum Cyr61 in patients with S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ealthy controls (p<
0.001).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Cyr61 in diagnosis of SLE was 47.3% and 89.6%, re
spectively. In ROC curve analysi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as 0.830, with a 95% co
nfidence interval (CI) from 0.776 to 0.885. Correlation analyses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
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rum level of Cyr61 and that of complements C3, C4.  
Conclusion  Cyr61 was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SLE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di
sease activity and inflammation in 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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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59 
 

改良 Carba NP 试验对产碳青霉烯酶菌株快速检测的研究 
 

张晓兵 宋嘉 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讨改良 Carba NP 试验用于肠杆菌科细菌产碳青霉烯类酶的表型初筛的准确性和实用

性。   
方法  利用改良 Hodge 试验、Carba NP 试验、克拉维酸协同试验、EDTA 增强试验、基于 Ca
rba NP 试验、克拉维酸和 EDTA 增强试验基础的改良 Carba NP 试验对临床分离的 44 株对碳

青霉烯类高水平耐药(亚胺培南或美诺培南 MIC≥8μg/mL)的肠杆菌科细菌进行是否产碳青霉烯

酶和产哪类碳青霉烯酶分析，并将实验的结果与 PCR 结果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44 株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PCR 检测碳青霉烯酶阳性 35 株，其中 7 株产

KPC-2、23 株产 NDM-1、6 株产 IMP,有 1 株细菌产 NDM-1 和 IMP。   
1）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 26 株，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65.7%、66.7%；其中对 23 株产 ND
M-1 细菌，该实验阳性率仅为 47.8%（11/23）。 
2）Carba NP 试验阳性 34 株，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97.1%、100%。 
3）克拉维酸协同试验检测 A 类碳青霉烯酶阳性 7 株，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71.4%、94.
6%；EDTA 增强试验检测 B 类碳青霉烯酶阳性 25 株，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85.2%、88.
2%。 
4）改良 Carba NP 试验检测 A 类碳青霉烯酶 6 株，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85.7%、100%，B
类碳青霉烯酶 28 株，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100%、100%。 
结论  1） 改良 Hodge 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敏感性、特异性低，尤其是检测 NDM-1 菌株；而

Carba NP 试验敏感性、特异性高。  2）克拉维酸协同试验、EDTA 增强试验检测 A 类、B 类

碳青霉烯酶影响因素较多，敏感性较低。 
3）改良 Carba NP 试验不仅敏感性和特异性高，而且方法简便、快捷，在快速检测碳青霉烯

酶的同时能检测碳青霉烯酶的类型，该试验有助于产碳青霉烯酶的肠杆菌科细菌快速诊断和感

染的早期控制。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83 
 

CUL4B 通过抑制 ROS 水平减缓压力诱导的细胞衰老 
 

韦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细胞衰老对个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是机体防御肿瘤发生的的重要屏障，另一

方面与在个体老化中起重要作用。活性氧家族（ROS）在多种类型的细胞衰老中出现上调，

并促进了细胞衰老进程，揭示细胞衰老过程中 ROS 的调控机制对于细胞衰老相关疾病的治疗

具有重要潜在价值。压力诱导的衰老过程中，p53 活化后会激活或抑制一系列参与 ROS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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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的靶基因，是维持 ROS 升高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将深入探讨 E3 泛素连接酶复合物骨架

蛋白 CUL4B 对 ROS 的调控作用和机制，从而揭示 CUL4B 在细胞衰老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我们以双氧水等压力刺激引起的的人类正常成纤维细胞（NHF）的衰老为模型，通过病

毒载体构建低表达和过表达 CUL4B 的 NHF 细胞系，并且使用小鼠耳朵成纤维细胞等多种细

胞系进一步验证。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CUL4B 在细胞衰老过程中表达的变化；使用 SA-be
ta-gal 染色、BrdU 掺入实验以及克隆形成等手段测定 CUL4B 对细胞衰老的影响；使用流式细

胞术检测 ROS 水平的变化，以测定 CUL4B 对 ROS 的调控作用；通过 Western Blot 和 qPCR
检测 CUL4B 对 p53 蛋白及其靶基因的调控作用；通过免疫共沉淀检测 CUL 4 与 p53 蛋白的

结合。 
结果 我们发现，CUL4B 在压力刺激诱导的细胞衰老中出现了显著的上调。CUL4B 的低表达

强化了压力诱导的细胞衰老，而 CUL4B 的过表达则抑制了压力诱导的细胞衰老。并且，压力

诱导的细胞衰老过程依赖于 ROS 水平的升高，CUL4B 的低表达促进了 ROS 水平的进一步升

高，而 CUL4B 的过表达则抑制了 ROS 水平的上调。压力刺激下，CUL4B 的低表达促进了 p5
3 的磷酸化和 p53 靶基因的表达，而 CUL4B 的过表达则抑制了 p53 的磷酸化和 p53 靶基因的

表达。压力刺激后 CUL4B 与 p53 蛋白相互结合，并且 CUL4B 的低表达减少了 p53 的泛素

化，而 CUL4B 的高表达促进了 p53 的泛素化。 
结论  压力刺激后 CUL4B 能够介导 p53 的泛素化，促进了 p53 蛋白的降解，从而间接调控了

一系列参与 ROS 水平调控的靶基因，最终起到抑制 ROS 水平和减缓细胞衰老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0702 
 

Leukocyte esterase as a biomarker in the diagnosis of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Wang Chi1,Rui Li2,Wang Chengbin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LA General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TJA)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interventions for
 treating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joint disorders. However,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 is 
a serious complication that frequently accompanies TJA. Our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
pplication of leukocyte esterase (LE) strip in the diagnosis of PJI.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4 to July 2015, 72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joint puncture aft
er arthoplasty in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is trial. One drop synovial fluid of each availa
ble patient was applied to the LE strip and the results were observed after 1-3 min. If the colo
r turned to dark purple, we recognized this as a positive result, while other colors were regar
ded as negative results. The centrifugation was used when the synovial fluid was mixed with 
blood. Muscular skeletal Infection Society (MSIS) were used as the standard reference to ide
ntify whether PJI was found in patients or not. The results of diagnosis and LE strips test wer
e compared, and indicators reflecting diagnostic value were calculated. Correlation of the LE 
data with ESR, CRP, and synovial WBC counts and PMN percentage was calculated.  
Results 38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PJI and 34 were not infected by MSIS criteria. Two typ
es of LE strip presented the same results with sensitivity of 84.21%(95%CI: 68.75%~ 93.9
8%), specificity of 97.06% (95%CI: 84.67%~ 99.93%),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of 96.9
7%(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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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4% ~ 99.92%)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of 84.62%(95% CI: 69.47% ~ 94.1
4%), and there were one false positive case and six false negative cases in this trial.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LE strip and synovial fluid PMN percentage. 
Conclusion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 diagnosis of PJI by LE strip is quite high, w
hich means LE strip might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o diagnosis PJI in clinical practice.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24 
 

利奈唑胺治疗产生诱导耐药的机制研究 
 

周珊 徐修礼 刘家云 马越云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在 23S rRNA 点突变介导耐利奈唑胺金黄色葡萄球菌(LRSA)中，药物治疗诱导耐药

性进行性增加的产生机制。指导临床合理使用利奈唑胺。 
方法 该病人在住院 392 天内痰培养共送检 105 次，检出 MRSA 33 株。提取该 33 株 MRSA
基因组 DNA，做 spa， MLST，SCCmec 分型，用 diversilab 同源性分析技术做菌株同源性，

统计病人个时间点利奈唑胺累计治疗剂量。用 phoenix-100 全自动细菌鉴定仪及 E-test 和微量

肉汤稀释法检测各菌株的 MIC。选取各个 MIC 变化点的菌株（共 5 株菌），做全基因组测

序，并进行透射电镜观察，绘制细菌生长曲线。 
结果 该病人的 33 株 MRSA 均为 SCCmec type  =3 \* ROMAN III 型，同源性达 95.6%以上。

对利奈唑胺的 MIC 从 1.0μg/ml 增至 32.0μg/ml。基因组测序未发现有意义的插入及缺失，仅

仅在耐药菌株中存在 23S rRNA 点突变。透射电镜观察显示，随着 MIC 的增加，细胞呈现不

同形态的异常分裂。 
结论 利奈唑胺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过程中，易诱导产生 23S rRNA 点突变介导的耐药性

发生。在耐药性进行性增加的过程中，细胞的异常分裂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76 
 

基于质谱技术应用 CLINPROT 系统建立乳腺癌诊断模型 
 

杨帆
1 陈英剑

2 胡成进
2 

1.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2.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目的  应用液体蛋白芯片-飞行时间质谱技术-CLINPROT 系统筛选乳腺肿瘤患者血清中潜在的

肿瘤标志物，并基于差异蛋白建立乳腺癌诊断预测模型。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济南军区总医院初诊的乳腺癌患者血清标本 43 例及

健康体检女性血清标本 24 例。将血清标本随机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应用液体蛋白芯片-飞行

时间质谱技术-CLINPROT 系统对建模组中的乳腺癌患者和健康对照人群血清进行差异蛋白的

筛选，建立两组差异蛋白质图谱，应用 ClinProTools v3.0 软件建立乳腺癌诊断预测模型，而

后利用该诊断模型对验证组血清指纹图谱进行分组验证，初步评估该模型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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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分析病例组和对照组质谱峰信息，得到 24 个具有明显差异的蛋白峰（p﹤0.05），

其中差异最明显的分别是 Mass 4787.48 Da、Mass 3348.9 Da、Mass 5750.1 Da 和 Mass 81
41.6 Da。根据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选取表达差异最显著的 3 个蛋白质建立乳

腺癌诊断预测模型，该模型对建模组乳腺癌的识别能力为 91.67% 。后利用 7 例乳腺癌和 7 例

健康对照标本验证该诊断模型的诊断效能，结果显示其对验证组乳腺癌识别正确率为 85.7%。
   
结论  根据质谱峰信息得到 24 个表达明显差异的蛋白质，并利用 ClinProt Tools v3.0 选择差异

蛋白成功建立乳腺癌诊断预测模型，为乳腺癌诊断提供了新的途径。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36 
 

超声处理应用于心律植入装置感染的微生物检测 
 

王若冰 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随着近年心律植入装置（Cardiac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s，CIED）植入数量的

增加，相关感染作为置入术后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发生率显著上升。然而常规标本处理的微

生物培养阳性率低，为了进行针对性用药，快速准确地鉴定出引起感染的病原菌，显得尤为重

要。 
方法   本研究分析自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送微生物室培

养的囊袋标本，2013 年 7 月前的囊袋组织标本培养前研磨处理，此后的标本进行组织超声液

培养。所有病例均由心内科医生诊断为心律植入装置感染，且存在手术指征，行起搏器电极导

线拔除术，术中取囊袋组织做病原学检查。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基础疾病资料以及既往装置

植入相关治疗情况等。应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研究收录的 219 例临床病例中，男性 161 例，女性 58 例，年龄（66.1±14.0）岁，

心律植入装置植入（6.04±6.22）年，本次感染发生距上次装置植入相关手术（31.06±36.60）
月，住院（16.70±6.58）天，院内死亡 2 例，占 0.9%。 219 例囊袋标本中培养阳性 145 例，

其中 5 例为同一标本鉴定出两种不同细菌，共计鉴定出微生物 150 株。68.7%的标本分离出凝

固酶阴性葡萄菌，其中 77 株表皮葡萄球菌。组织超声液培养阳性率为 75.2%，研磨组织培养

结果为 45.5%（P<0.001）。心律植入装置感染的病原菌分布中，超声和研磨处理后培养分别

鉴定出葡萄球菌 54.9%和 36.4%、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52.3%和 28.8%。囊袋组织研磨培养

的报阳时长为（54.55±33.38）小时，组织超声液培养的标本报阳时长为（36.11±25.09）小

时，统计学上差异显著（P=0.007）。 
结论  经超声处理后的囊袋组织标本培养能有效提高心律植入装置感染的病原学检出率，并且

缩短了向临床反馈结果的时间，利于对感染患者的进一步针对性治疗。该方法易于实施，可向

有需求的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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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抑素 C 基因在巴斯德毕赤酵母中的高效分泌 
表达及免疫原性分析 

 
王清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59 
 

目的 根据巴斯德毕赤酵母（Pichia  pastoris, P. pastoris）密码子的偏好，将人胱抑素 C（cys 
C）基因进行密码子优化，在 P. pastoris 中表达 cys C，并对重组蛋白进行生物学活性评价。 
方法 按照 P. pastoris 表达系统密码子偏好，优化基因序列，人工合成完整的基因；构建 pPIC
9k-cysC 重组表达质粒，用电穿孔法转化 P. pastoris GS115，在 MD 平板上筛选重组克隆，

用 G418 快速筛选高拷贝转化子，阳性克隆经甲醇诱导表达后，培养上清用十二烷基硫酸钠-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颗粒增强透射免疫比浊法(PETIA)鉴定。重组蛋白的免疫

原性经 Western blot 和动物实验鉴定。 
结果 表达产物分子量约 19KD，优化后的人 cys C 基因在 P. pastoris 转化菌种得到了高效表

达，表达量占分泌总蛋白 80％以上，产物浓度为 60O～950mg／L。Western blot 和动物实验

显示重组蛋白较好的免疫原性。 
结论 密码子优化后 cys C 在 P. pastoris 中获得高效分泌表达，可用于制备抗血清和诊断试剂

标准品。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1405 
 

Genetic analysis of mismatch repair genes alterations in 
extramammary Paget’s disease 

 
Kang Zhihua,Guan Mi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10092740 
 

Objective  Extramammary Paget’s disease (EMPD) is a rare cutaneous malignancy, for whic
h the molecular abnormalities have less been characterized. Patients with EMPD are usuall
y associated with underlying or distant malignancies or have a high risk of developing a seco
ndary cancer.   
Methods  Target sequenc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otential mutations in all mismatch repa
ir (MMR) genes MLH1, MLH3, MSH2, MSH6, PMS1 and PMS2 exons were analyzed in gen
omic DNA from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20 EMPD cases.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refect the mismatch repair activity. MLH1 and MSH2 expressions
 were evaluated in EMPD tissues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The MLH1 and MSH2 mutations in genomic DNA from the 172 EMPD FFPE tissue specime
ns and were analyzed through Sanger sequencing. Yeast two-hybrid assay and Co-immunop
recipitation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LH1 wild-type or V384D, R217
C, I219V and PMS2. MMR assay in vitro was also evaluated among MLH1 wild-type and thre
e mutants V384D, R217C, I219V.  
Results  Through target sequencing, the missense mutations in MMR were found in 8 of 20 
cases (40%). Briefly, the identified missense mutations included MLH1 p.V384D, MLH3 p.G1
163D, MSH6 c.3675_3676insTTGA, PMS2 p.T511M, MSH2 p.Q629R/Q419K, MSH6 p.G225
S, MSH2 p.L128P and MSH2 p.A609V. MSI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in these 20 EMPD cas
es. One tumor (5%) showed MSI-high, and 6 tumors (30%) exhibited MSI-low, and 14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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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70%) showed no instability classified as MSS. In these 8 tumors with MMR genes, five cas
es were identified as MSI, while the other three were as M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M
R genes mutations and MSI has almost reached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62). Since 
the reduced MLH1 and MSH2 expression could impair MMR activity, we also evaluated the p
rotein expressions of MLH1 and MSH2 by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
d that MLH1 expression was normal in the 20 pairs of EMPD cases,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MSH2 was reduced in 5 cases (Table 1, Figure 2). Among the 5 cases, only one case exhibit
ed MSI. The DNA samples of FFPE tissues from 172 patients with EMPD were analyzed for 
potential germline and somatic MLH1 and MSH2 mutations. Direct sequencing identified ger
mline mutations in 49 of 172 patients. Direct sequencing identified germline MLH1 mutations 
in 49 of 172 patients. Among them, 43 cases had missense mutations but 6 cases had nons
ense mutations. In detail, 27 cases had V384D mutation, 9 cases had I219V mutation, 1 cas
e had a concurrent T200I mutation, 7 cases had R217C mutation, and 6 cases had H109H m
utation. Germline MSH2 mutations were also detected in 16 of 172 patients, including 15 mis
sense and 1 nonsense mutations (3 cases with I169V mutation, 2 cases with R482G, 1 case 
with Q910E, 1 case with R96C, 1 case with L440F, 1 case with T810I, 1 case with E809K, 1 
case with T438I, 1 case with E290G, 1 case with D543V, 1 case with V817M, 1 case with G1
64R, and 1 case with L94L). In addition, 23 cases were identified with somatic MLH1 or MSH
2 mutations. Totally, germline and somatic MLH1 and MSH2 missense mutations were found
 in 63 (36.6%) and 23 (13.4%) of the EMPD cases. Among them, MLH1 V384D (15.7%), R21
7C (4.1%), and I219V (5.2%) were the three common germline mutations. Considering the pr
evious reports that MLH1 V384D, I219V, and R217C could be detected in the normal populat
ion, a case-control study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 in frequency of these thre
e mutations between EMPD cases and healthy controls in our study. Our results showed a si
gnificantly higher detection rate in MLH1 V384D and I219V (P=0.000 and P=0.015, respectiv
ely) in EMPD (15.7% and 5.2%, respectively) than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0.3% and 1.2%, re
spectively), while the frequencies of R217C in EMPD (4.1%) and healthy controls (1.2%) sho
wed bro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5).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LH1 mutants (V3
84D, R217C and I219V) and PMS2 was evaluated by yeast two-hybrid and co-immunoprecip
itation assays. In yeast two-hybrid assay, MLH1 V384D and R217C displayed weak β-galact
osidase activities (50% and 34%, respectively), whereas I219V retained similar activity (10
3%) compared to MLH1 wild-type (Figure 3).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lso verified the n
ucleus location of MLH1 and PMS2 in the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transfected HEK293
T cells (Figure 3). Moreover,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 further valid
ated that the MLH1 V384D and R217C mutations exhibit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ir physi
cal interaction with PMS2 (64% and 48%, respectively) but not MLH1 I219V (101%) compare
d to the MLH1 wild-type (Figure 3). In vitro MMR assay also found that the MLH1 V384D and
 R217C mutations in EMPD had reduced MMR efficiency (57% and 50%, respectively) comp
ared to the wild-type MLH1, confirming that they compromised MLH1 functionality. In contras
t, the repair efficacy of the variant MLH1 I219V (91%) was similar to that of wild-type (Figure 
3).   
Conclusions  our study revealed that genetic alterations in MMR genes are common in a su
bset of patients with EMPD and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is rare disease. Th
ese findings might partially explain the genetic abnormalities for this disease, identify potenti
al diagnostic biomarkers and also give a chance of early interventions for EMPD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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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in infant oropharynx microbiota  
after Enterovirus infection 

 
he wenfang1,Ma Yueyun1,Zhou Lei 1,Su Mingquan1,Li Yanhua 1,Chai Hua2,Hao Xiaoke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小儿科 

 
Background  Enterovirus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infants’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URTI）in summer and autumn and is frequently accompanied by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
tions through poorly understood mechanisms. We analyzed the infant oropharynx(OP) micro
biota after Enterovirus infection to get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virus infectious mechanism an
d offer a novel thought for prevention or therapy of Enterovirus.  
Methods  1.65 OP swabs from URTI infants and 15 swabs from healthy infants as well as cli
nical data were obtained. 2.We detected the viruses in throat swabs by Luminex xTAGò RVP
 FAST kit. 3.We performed 16S ribosomal DNA-targeted pyrosequencing by Illumina Miseq p
latform on throat swabs taken after infection and analyzed data using bioinformatics methods.
 4.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17.0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1. Entrovirus was decteted in 31 samples and was the only one pathogen in 24 sa
mples.2.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OP microbiota diversity of the Enterovirus gro
up decreased, however, the difference was withou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482).After the
 infection, strong trends towards increases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of Fusobacteria(p=0.0
098, FDR=0.0098)in phylum and Gemella (p=0.0034, FDR=0.0102) and unclassified Leptotri
chiace (p =0.0192, FDR=0.0288) in genus.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relative abudance of P
seudomonas (p=0.0293,FDR=0.0293) was also observed.3.The OP microbiota alpha diversit
y of patients without herps reduced comparing with that of patients with herps(p=0.0111) and
 normal control (p=0.0392).However,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 of two groups w
as of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  After Enterovirus infection,the OP microbiota alpha diversity of infants decreas
ed;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Gemella and unclassified Leptotrichiace increased, while that o
f Pseudomonas reduced, which may provid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virus infectious mecha
nism and evidence for the usage of some kind of probiotics to treat Enterovirus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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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non-coding RNA MALAT1 is a chemotherapeutic 
indicator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mediates oxaliplatin-induc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through EZH2 and 
interacting with miR-218  

 
Li Peilong,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The long non-coding RNA MALAT1, is a highly conserved nuclear ncRNA and a k
ey regulator for metastasis development in several cancers. However its role in chemotherap
y-induced metastasis and chemo-resistance is rarely known. In our study, we aim to investig
ate the prognostic role of MALAT1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patients receiving oxaliplatin-b
ased therapy,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potential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EZH2 and miR-218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HT29 oxaliplatin-resistant cells.  
Methods  For chemo-response study, 221 serum samples and 48 primary tissues were colle
cted from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standard Oxali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and 46 seru
m samples from patients who received standard FOLFOX chemotherapy were collected at Q
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between 2011 and 2015. RT-qPCR and RT-qPCR-D met
hod previously established by ourselv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mRNA ex
pression in primary tissues and serum, respectively.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assess
ed with Boyden chambers or modified Boyden chambers according to the protocol of the ma
nufacturer.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RIP)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exper
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interaction. Finally, the survival curves of 
CRC patients were estimated via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the difference in survival cur
ves was estimated using log-rank testing. 
Results  MALAT1 expression level was much higher in patients who did not respond to treat
ment than those who experienced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We then stratified patients into
 a low (n=37) and a high (n=16) MALAT1 expressing group with an established cut-off value 
(0.432) by using a ROC curve analysis. In the validation group containing 168 serum sample
s of CRC patients, proportion of patients not responding to chemo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hi
gher in the high MALAT1 expressing group than in the low group.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
nd specificity were 75.0% (72/96) and 61.1% (44/72). Further more, the Kaplan–Meier surviv
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high MALAT1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S and DFS 
in CRC patients. CRC cell line HT29 that had acquired resistance to oxaliplatin at the clinicall
y relevant concentration of 2 μmol/L (HT29 OxR cells) were built. MALAT1 was significantly i
ncreased in HT29 OxR cells compared with parental cells. MALAT1 silencing reduced CRC c
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nd reversed oxaliplatin-induc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
n (EMT) in HT29 OxR cells. Moreover, we uncovered that this function of MALAT1 was parti
ally due to the interaction with EZH2 at the 3’end of MALAT1 sequence, which subsequently 
suppressed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CRC cells attained increased migration and invasi
on ability after being treated with oxaliplatin compared with oxaliplatin-free cells. However, thi
s increase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was partially suppressed by MALAT1 or EZH2 kno
ckdown. Importantl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LAT1 and miRNA-2
18 has reciprocal effects. The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low 
MALAT1 and high miR-218 expression had the longest OS, while the high MALAT1 and low 
miR-218 group showed the shortest for patients who received standard FOLFOX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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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present work has identified that lncRNA MALAT1 was corr
elated with tumor metastasis and associated with poor response to oxaliplatin-based chemot
herapy in CRC patients. MALAT1 mediates oxaliplatin-induced EMT and chemoresistance th
rough EZH2 and interacting with miR-218. Thus, MALAT1 may be a novel functional biomark
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in CRC patients. Suppression of MALAT1 combining with miR-218 
over-expression could be a future direction to develop a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to enhanc
e chemosensitivity to FOLFOX chemotherapy reg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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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x Picoliter-droplet Digital PCR for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GFR Mutations in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Derived from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Yu Qian ,GUO WEI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32 

 
Backgroun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diagnostic value of liquid biopsy, two multiplex panels 
using picoliter-droplet digital PCR (ddPCR) were establishe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epi
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mutations in cell-free DNA (cfDNA) extracted from the 
plasma of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Methods  Plasma samples derived from twenty-two patients with stage IIIB/IV NSCLC harbo
uring EGFR mutations in matched tumour tissues confirmed by 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
ion system (ARMS) analysis were subjected to two multiplex ddPCR panels to assess the ab
undance of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sensitive (19DEL, L858R) and TKI-resistant (T790
M) mutations.  
Results  The multiplex ddPCR panels applied to plasma cfDNA from advanced NSCLC patie
nts achieved a total concordance rate of 80% with the EGFR mutation profiles obtained by A
RMS from matched biopsy tumour specimens (90% for 19DEL, 95% for L858R, 95% for T79
0M, respectively) and revealed additional mutant alleles in two subjects. The respective sens
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0.9% and 88.9% for 19DEL, 87.5% and 100% for L858R, 100% a
nd 93.8% for T790M.  
Conclusion  We demonstrated the utility of multiplex ddPCR panels with ultra-sensitivity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GFR mutations in plasma cfDNA and found promising usefulness in
 EGFR-TKI decision-making for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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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and mechanisms of fosfomycin 
resistance in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strains from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in 

Wenzhou, China 
 

Bi Wenzi1,Zhou Tieli2,Li Bin2,Hong Youliang3,Zhang Xiaoxiao2,Liu Haiyang2,Lu Hong 2,Cao Jianming1 
1.the 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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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With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sfomycin resistance, the account for t
his increased ineffectiveness deserves further attention. Neither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
mases (ESBL)-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susceptibility to fosfomycin nor the mechanisms of
 fosfomycin resistance were exhaustive in Mainland China. In this regard, we sought to evalu
ate the activity of fosfomycin and miscellaneous antibiotics against ESBL-producing E. coli is
olated from urinein vitro and tentatively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mechanisms of fosfo
mycin resistance in ESBL-producing E. coli isolated from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UTIs)patien
ts. 
Methods  Non-repetitive 356 ESBL-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clinical isolateswere collected 
from UTI patients in Wenzhou, China from January2011 to December 2015.Antimicrobial sus
ceptibility testingwere determined by the agar dilution method in accordance with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guidelines. Molecular detection of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blaSHV,blaTEM,blaCTX-M genes),fosfomycin resistance genes (fosA,fosA3,fo
sB,fosB2,fosC,fosC2and fosX ), target enzyme of fosfomycin (MurA), transport systems(GlpT
 and UhpT) and regulatory genes (uhpA, pstI and cyaA) were investigated by PCRand contra
stingsequence.Furthermore,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on all fosfomycin-resis
tantE.colistrainsto make a thorough inquiry about the transferability of fosfomycin resistanc
e genes.Southern blotand plasmid analysis were for confirming plasmid or chromosomal loca
tion of the fosfomycin resistance genes fosA3.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d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were analysed for genetic homology. 
Results  In present study, fosfomycin remained exerting superior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gain
st ESBL-producing E.coli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ESBL-producing E.coli to fosfomycin is 
7.3% (26/356). The gene of fosA3 which encodes fosfomycin modified enzyme were detecte
d in 20 isolates by PCR and sequencing, no fosA,fosB, fosB2, fosC, fosC2and fosX-positive i
solates detected. Diverse amino acid substitutions in MurA and GlpT were present among 4 
out of6 fosfomycin-resistant fosA3-negative isolates.3 out of 6 fos-negative fosfomycin resist
ant 
isolates were successful in conjugation experiment and the MICs of fosfomycin and cephalos
porin to the conjugantselevat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recipient (EC600).Of note, so
uthern blot manifested that 70% (14/20)fosA3-positive isolates possessed transferable 
plasmid (~54.2kb) which co-harbored ESBLs resistance genes blaCTX-Mand fosfomycin resi
stance gene fosA3.The clones of the 26 fosfomycin resistant isolates, detected by MLST, we
re diverse and scattered, which were categorized into a multiple series STs. 
Conclusions  Above-mention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resence of fosA3 gene was the 
main mechanism of fosfomycin resistance in the ESBL-producing E.coliin Wenzhou, China a
nd plasmid (~54.2kb) which co-harbored fosA3 andblaCTX-Mwas horizontally transferable.F
urthermore, a low degree of homology and genetic diversity of fosfomycin-resistant E.coliwa



38 
 

s observed by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nd multilocussequence typing (MLS
T), indicating no obvious phenomenon of clone dissemin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938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及其在浸润性宫颈癌和宫

颈上皮内瘤变中的分布特点研究 
 

申婷婷 蔡贞 温淑娟 司徒博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 510515 

 
目的  了解广东地区人乳头瘤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探讨人乳头瘤病毒在浸润性宫颈癌和宫颈

上皮内瘤变的分布差异，为该地区 HPV 防治提供流行病学信息。 
方法  收集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09 月 30 日期间就诊于南方医院,同时接受人乳头瘤核

酸检测（分型）4151 例数据（排除 18 岁以下患者数据 18 例）。利用凯普核酸分子快速杂交

仪进 HPV 基因分型。 
结果  女性健康查体的 262 例数据中平均年龄为 35.61±10.21 岁（18-59 岁）。HPV 阳性率为

35.88%，其中单重感染占总查体女性的 25.2%，占阳性标本的 70.2%；多重感染则分别占 10.
7%和 29.8%。最常见的前五种感染亚型分别是 52、11、6、cp8304 和 58 型。高危型别中以

52、58、39、18 和 68 型为主，低危型别以 11、6、cp8304 型为主。42、44、45、51 和 59
亚型主要出现于多重感染中。女性各年龄组间的 HPV 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ICC 中，

最常见的前四种亚型分别为 16、58、18 和 45 型；在 CIN 中，最常见的四种亚型分别为 16、
53、52 和 58 型。男性查体的 HPV 感染率为 36.97%。其中，低危型 HPV 的阳性率为 18.1
9%，高危型 HPV 的阳性率为 9.09%，高低危型混合感染的阳性为 9.70%，以低危型别感染

为主。其中低危型别中以 6、11、cp8304 型为主，高危型别以 51、16、58、39 和 52 型为

主。 
结论  广东地区无症状女性中，HPV-52 和 HPV-58 的感染率相对较高，检测到九价疫苗 GAR
DASIL9 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占阳性样本的 94.48%，提示 Gardasil9 疫苗会为广东地区女性提

供更高几率保护。ICC 和 CIN 的 HPV 感染的基因型分布中，以 HPV-16 为主，次为 HPV-5
8、HPV-53 和 HPV-52.男性 HPV 感染的问题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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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合并多粘菌素耐受 
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杜鸿 朱雪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粘菌素 B 和 E(又称粘菌素)，常被用作治疗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感染的最后一类有效药物，以往报道的耐多粘菌素机

制都由于细菌染色体上基因突变导致，该类耐药不会在不同细菌间传播。然而，最近有报道在

中国发现分离自动物和病人的细菌样本中检测到质粒介导的多粘菌素耐药基因 mcr-1，从而产

生了粘菌素抗性，且由于 MCR-1 由质粒介导，可在不同细菌中水平传播，而 CRE 菌株是否

携带 MCR-1 质粒的值得关注。为此，本位旨在调查分析 CRE 菌株产碳青霉烯酶基因及粘菌

素抗性基因 mcr-1，并分析 MCR-1 质粒的特性。 
方法  收集 2014~2015 年我院分离的非重复 CRE 临床分离株，用 PCR 筛选 KPC、NDM、IM
P、VIM 和 MCR-1，对携带 MCR-1 的 CRE 菌株进一步利用多位点序列分析（MLST）、质粒

接合转移试验、药敏试验、全质粒测序分析该 CRE 菌株及 MCR-1 的分子特性。 
结果  本院的 64 株临床 CRE 分离株：KPC 阳性 22 株、NDM 阳性 8 株、IMP4 株、VIM1
株；并鉴定到 2 株 mcr-1 阳性菌，同时 NDM 基因阳性，为 1 株肺炎克雷伯氏菌（ST25）和 1
株大肠杆菌（ST457），结合转移实验成功获得 MCR-1 质粒及 NDM 质粒，2 株 mcr-1 转移接

合子都只对粘菌素耐药，2 株 blaNDM 转移接合子对除氨曲南以外的所有 β-内酰胺类耐药。并

分析了 MCR-1 质粒的分子结构。 
结论  我院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耐药基因表型丰富，并有携带耐多粘菌素基因 mcr-1
的 CRE 菌株出现，需对其连续监测并深入研究其耐药机制，为临床细菌耐药防控策略制定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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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acquired  
von Willebrand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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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cquired von Willebrand syndrome (AVWS) is a rare, under diagnosed bleedi
ng disorder caused by heterogeneous defects in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related to vario
us underlying condition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feat
ures of AVWS and improve diagnosis by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AVWS patients.    
Methods  Patients with abnormal VWF multimers, negative family history of bleeding, abnor
mal coagulation tests (VWF:Ag, VWF:RCo, VWF:CBA, VWF:RCo/Ag ratio, VWF:CBA/Ag rati
o, factor VIII) and/or recent onset of bleeding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Clinical manifestati



40 
 

on, therapy and other relevant tests including APTT, PT/INR, platelet function screening(PF
S), ristocetin 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RIPA), VWF:RCo inhibitor, platelet count, Hb, WB
C,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and bone marrow biopsy were reviewed, if available.   
Results  Selected 90 patients (median 57.5, range 8-87 years; M:F=53:37; median follow-up
 546 days) were sub-gro  uped by underlying disorder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with v
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VAD, N=40; group1), other CVD (N=16; group2),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N=13; group3), and miscellaneous (N=21; group4). Multimer analysis in group1-2
 showed loss of HMWM, however, group3-4 showed frequent decrease of all multimer sizes 
(62%, 57%, respectively) or loss of HMWM (31%, 43%, respectively). Group1-2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elevated VWF:Ag, VWF:RCo and factor VIII levels with low VWF:RCo/Ag ratio c
ompared to group3-4. RIPA showed low dose response in 38% of patients. PFS was abnorm
al in all patients. Bleeding episodes (69%), recent or during follow-up, were observed as GI b
leeding, sudden Hb drop, post-operative bleeding, epistaxis and hematoma. VWF:RCo inhibi
tor was positive in 44% of patients with VWF:RCo <20%. 56% of patients were responsive to
 therapy. Group3 patients were less responsive (14%) to therapy compared to group2 (100%)
 and group4 (83%). 19% of patients expired due to complications of underlying disorders; onl
y one case expired with AVWS associated bleeding.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eterogeneous mechanisms for AVWS, most comm
only associated with CVD (overall 59%), particularly VAD. The high prevalence of VAD-asso
ciated AVWS may reflect the large cardiovascular population at our institution; it is distinctive
 from other AVWS due to the elevated VWF:Ag and factor VIII levels. Although bleeding epis
odes are commonly observed, no significant laboratory differences between bleeder and non
-bleeder were identified. The diagnosis of AVWS remains dependent on comprehensive coa
gulation tests in patients with a high degree of clinical suspi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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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例登革热患者临床表现与实验室数据的回顾性分析 
 

林芬 杨辉 
潮州市中心医院 521021 

 
目的  分析登革热患者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指标的变化。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潮州登革热爆发期间潮州中心医院就诊的 538 例登革热患者症状、

体征以及实验室数据，并与普通人群进行对比，同时比较普通登革热、登革出血热和重症登革

热各项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所有患者均为登革热病 毒Ⅱ型感染，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100%），头痛（52%），

皮疹（26.6%），肌肉酸痛（69%），瘀斑（2.2%），出血（5.9%），呕吐（8.2%），腹泻

（8.9%）。登革热组的 WBC、HCT、PLT、ALT、AST、TG、CHO、HDLC、LDLC 与普通

人群比较存在明显差异（P<0.05）。登革热病人中普通登革热为 93.1%（501/538），登革出

血热为 4.1%（22/538），重症登革热为 2.8%（15/538）。重症组的 PLT、ALT、AST、C
K、LDH 和普通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P<0.05）；CK 明显高于登革出血热组（P<0.05）。 
结论  登革热病人多项实验室指标均可表现出不同程度异常，综合分析这些数据可以辅助指导

临床诊断与治疗,对登革热病毒感染的控制有显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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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oguanidine alleviated the impairment of cognitive ability 
by down-regulating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in MMA-induced rats 
 

李启亮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45 

 
Methylmalonic academia (MMA)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organic acidemia in childhood. 
Moreove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well-treated’’ patients presented a variable degree of m
ental retardation and psychomotor delay, which could 
attribute to a brain damage related with increased oxidative stres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
minoguanidine (AG), an artificially synthesized antioxidant, has the potential to relieve the im
pairment of cognitive ability in MMA-induced rats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several cognitio
n-related markers, including Morris Water Maze, were firstly observed in the MMA model rat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doses AG. And the levels of nerve cell apoptosis, microglial activation, 
free radical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hippocampus or cortex were quantified to explore
 the neuroprotective mechanism of A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ts treated with AG+M
MA had better neurological behavior performance indicated by Morris water maze trials than 
MMA models.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61 
 

通用引物 PCR 检测对细菌和真菌性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的诊断价值 

 
曹敬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了解细菌和真菌性中枢神经系统（CNS）感染病原谱，并探讨通用引物聚合酶链反应（P
CR)检测技术的病原学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某院 2009 年 1 月—2015 年 3 月疑似或确诊 CNS 细菌或真菌性感染患者，分析其

脑脊液培养病原菌种类，采用细菌 16SrRNA 和真菌 28S rRNA 通用引物对患者脑脊液的 DNA
进行 PCR 扩增和序列测定，并与同期脑脊液培养及鉴定结果比较。 
结果  共收集确诊或疑似 CNS 细菌或真菌感染者 400 例，其中脑脊液培养阳性 132 例。共分

离病原菌 150 株，其中革兰阳性菌 48 株，革兰阴性菌 90 株，真菌 12 株；居前 3 位的细菌为

鲍曼不动杆菌（37 株）、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16 株）和肺炎克雷伯菌（13 株）；最常见真

菌为新生隐球菌（8 株）。选取 88 份感染患者脑脊液标本和 20 例非感染患者脑脊液进行 PC
R 扩增，PCR 扩增法灵敏度（35.23％，31/88），高于培养法的 28.41%（25/88）（χ2＝4.1
7，P＜0.05）。PCR 扩增和培养法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25.97%、24.10%，两种方法的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均为 100.00%。PCR 扩增测序与培养鉴定结果符合率为 84.0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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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检测平均报告时间（48 h）较培养结果报告时间（细菌平均约 72 h，真菌平均约 96 h）
更快速。 
结论  CNS 感染病原分布广泛，以革兰阴性菌为主；通用引物 PCR 检测具有快速、灵敏、准

确等特点，具有良好的临床推广和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739 
 

尿素参考方法建立及在正确度计划中的应用 
 

金中淦 居漪 李卿 葛丹红 王茗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本实验主要建立同位素稀释气相色谱串联质谱(isotope dilution gas chromatography tan
dem mass spectrometry, ID-GC/MS)测定人血清尿素（UREA）的参考方法，并运用于临床实

验室正确度调查新鲜冰冻血清样本靶值的确立。 
方法  按照国际检验医学溯源联合委员会（JCTLM）推荐方法，建立本实验室 UREA 参考方

法，采用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
标准物质 SRM 909c 及国际临床化学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IFCC)提供的 2014 年度比对样本 2014RELA-A 和 RELA-B 考察所建方

法的精密度与准确度，并将建立的参考方法用于上海地区小分子正确度调查新鲜冰冻血清 UR
EA 靶值的确立。 
结果  参考方法测量参考物质 SRM909c 相对偏移为 0.0％，测量不精密度<1.5％，初步验证了

方法的准确度和不精密度。参加了由 IFCC 组织的参考实验室间比对，结果与靶值的相对偏移

分别为 0.0%、0.1%，均在等效线范围内。正确度调查样品 201411，201412、201511、201
512，不同常规分析系统测定的血清 UREA 浓度与参考方法赋值结果的相对偏移均低于 7%。

以实验室检测结果均值为靶值，且以卫生部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常规项目分析质量指标(WS/T 4
03-2012) 中允许总误差 8%为标准评价，正确度调查样品 201411，201412、201511、20151
2 的不合格率分别为 4.17%、1.39%、0.0%、1.59%；若以参考方法定值结果为靶值，则正确

度调查样品不合格率分别为 11.11%、1.39%、1.59%、3.17%。 
结论  建立的 ID-GC/MS 测定血清 UREA 的方法精密度、准确度均较好，靶值的确定对实验室

检测结果分析有重要意义，该参考方法的建立有望在上海地区临床实验室正确度计划中发挥一

定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825 
 

加强临床交流合作提高满意度 
 

虞倩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至 2010 年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面向临床医师和护士开展

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总结满意度提升的方法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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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满意度调查工作开展方式如下：（1）调查形式：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1 年 2 次，分

别在每年的 6 月和 12 月。（2）调查对象：包括各临床科室正副主任、行政部门负责人、各

病区主治医师和护士长。（3）调查内容：包括总体满意度和检验项目满意度、检验质量满意

度、检测时间和报告方式满意度、服务态度满意度等四大方面内容，每方面内容又设有 2~3
个具体问题。每个具体问题设有“满意”、“一般”及“不满意”3 个选项。此外还有“意见或建议

栏”，可供临床医师和护士填写具体要求。回顾性分析 2006 年至 2010 年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检验科面向临床医师和护士开展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结果  通过满意度调查，我们切实了解了临床需求，并根据各项建议做出相应改进，总体满意

度及各项具体调查内容得以明显提高。主要改进措施包括：努力增开新项目、持续加快检测速

度、检验分析全过程质量控制、改善服务态度等。有效的提升了满意度（95.1%至 98.5%） 
结论  满意度调查既是一种沟通方式，又是对沟通效果及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的有效手段，值得

推广，并应通过经验总结和持续改进不断完善满意度调查工作。 
 
 
=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74 
 
Mature dendritic cells cause Th17/Treg imbalance by secreting 

TGF-B1 and IL-6 in the pathogenesis of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cao yingping1,lu pingxia1,wang meihua1,zheng peizheng1,hou juan1,2,zhu changhong1,3,hu jianda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 

3.宁德市闽东医院 
 

Multiple sclerosis (MS)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o be an autoimmune disease, but its etiol
ogy remains unknown. The most intensively studied animal model of MS is experimental aut
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EAE). Dendritic cells 
(DCs), the professional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APCs), have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e
cause they connect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
e role of mature DC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EAE. It 
w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mature DCs in the EAE spleen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cont
rol group (P < 0.05). And there was an imbalance between Th17(effector) and Treg(regulator
y) in EAE. The data showed that mature DCs can 
regulat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17 and Treg in the EAE. In addi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
ifference in secretion of TGF-β1 and IL-6 between mature DCs from mice with EAE and cont
rol. The present data suggest that mature DCs cause 
an imbalance between Th17 and Treg by secreting TGF-β1 and IL-6 in the pathogenesis of 
EAE disease. Thus targeting DC may be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treating of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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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10 
 

CircRNAs in metabolic disease during pregnancy 
 

yang hongling,zhu chunyan,long yan,zhang yonggang,tang wen,zeng fangling,ma qingling,jiang min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Objec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can predict the metabolic diseas
e during pregnancy before clinical diagnose.  
Methods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was performed at Guang Zhou Maternal-children Med
ical Center in 2015. Eighteen blood corpuscles were collected from groups (HDP, GDM and 
age and sample time matched control) before 24 weeks gestation (before clinical diagnose). 
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circRNAs in blood corpuscles was performed 
using a human circRNA microarray which designed to simultaneously detect 5396 circRNA(F
ig. 1).s. The express data of circRNAs was analyzed by volcano plot and heat map. The enri
chment analysis and pathway annotation of these circRNAs' target genes were respectively 
done by DAVID.  
Results  Volcano plot analysis shows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ircRNAs among three gro
ups using the parameters (P<0.01, fold change >50). We found that 293 circRNAs were diffe
rentially express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in 
which 4 circRNAs were down-regulated and 15 circRNAs were up-regulated in the HDP grou
p; 59 circRNAs were down-regulated and 215 circRNAs were up-regulated in the GDM group
 (Fig. 2). GO analysis of the circRNAs in the MDP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enrichment of bio
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cell process, biological regulation (cell death, regulation of apopto
sis, immune response, positive regulation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 positive regulation of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regulation of angiogenesis). ; signaling (cell surface receptor linked si
gnal transduction). The result of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shows a distinguishable circRNA expr
ession profiling among HDP, GDM and 
control group (Fig. 3). 
Conclusion  CircRNAs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DP by involving in molecula
r function of ion binding, protein binding; glucuronosyltransfer et for HDP and of binding; cyto
skeletal protein binding; Small GTPase binding; Ras GTPase binding，heterocyclic compou
nd binding；organic cyclic compound binding et for GDM. HDP and GDM 
are distinguishable from gravidas by 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blood corpuscles before 
clinical diagnose. However, the results are preliminary and need to be validated in larger stu
dies and other population. 
Fig.1 Image of the a human 5396 circRNA microarray. 
Fig2. Volcano plot analysis shows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ion of circRNAs among three grou
ps with HDP and GDM development showed significantly before 24 weeks gestation (P<0.01,
 fold change >50). A: HDP group to normal control group; B: HDP group to GDM; C: GDM to 
normal pregnancy group.  
Fig.3   circRNA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in HDP, GDM and age and sample time matched con
trol) before 24 weeks gestation  Her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was performed based on "All Ta
rgets Value - CircRNAs". The experiment consists of 18 different samples. The result of hiera
rchical clustering shows a distinguishable circ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among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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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3656 
 

Comparison of baseline investigations and hospital mortality 
among ICU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between public MIMIC 

dababase and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Huang Xue-liang1,2,Zhang Zheng-bo1,Zhang Peng-jun3,Fu Lei1,4,Guo Guang-hong1,Jia Xing-wang1,Jia Qian1,

Wang Yu-rong1,Wen Xin-yu1,Tian Ya-ping1 
1.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2.Hebei Provincial Corps Hospital of CAPF 
3.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Onconlogy， Beijing Ccancer Hospital 

4.401 Hospital of Chinese PLA 
 

Objectives  To find the differences of risk factors for hospital death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
ure (HF) admitted to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in the Beth Israel Deacons Medical Center (BI
DMC) and PLA general hospital (PLAGH) by comparing hospital mortality rate and baseline i
nvestigations between public Multiparameter Intelligent Monitoring in Intensive Care (MIMIC)
 II database and data from PLA general hospital (PLAGH). 
Methods  We selected 2439 ICU patients hospitalized for HF and tested creatinine and urea 
nitrogen (UN) from the MIMIC-II and 637 patitents from PLAGH. At last any-cause hospital m
ortality and 18 diagnostic parameters (creatinine, UN, glucose, pH, cTroponinT, uric acid, cal
cium,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 total protein, albumin,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O2),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CO2), red blood cell (RBC), chloride, potassium, amino termin
al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 sodium) examined in both hospitals were compare
d between BIDMC and PLAGH using Mann-Whitney U test or chi-squared test. Multivariate b
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select indexes that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
n patients that died in hospital and discharger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any-cause hospital mortality were evident bet
ween the two hospitals (P=0.091). In Mann-Whitney U tests, baseline median age, UN, pH, c
TroponinT, chloride, potassium, PO2, PCO2 and NT-proBNP levels were higher while RBC, 
uric acid, calcium, total protein, albumin and cholesterol were lower in patients from MIMIC-II
 compared to PLAGH. Age, serum cTroponinT and albumin in both hospitals in addition to se
rum creatinine, urea nitrogen, glucose, pH, RBC, calcium, potassium, sodium, PCO2 and ch
olesterol in MIMIC-II as well as total protein and NT-proBNP in PLAGH were significantly diff
erent between patients that died in hospital and those discharged, respectively. Moreover, ag
e and albumin in both hospitals in addition to serum urea nitrogen, glucose, pH and potassiu
m in BIDMC as well as serum cTroponinT in PLAGH were associated with hospital mortality. 
Conclusions  Comprehensive studies comparing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s and mortality in I
CU patients from teaching hospitals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facilitate effective HF progn
osis and identify risk factors to mortality. Similar mortality rate of ICU patients with HF in hos
pital was disclosed between BIDMC and PLAGH. Our results may contribute to evaluate pro
gnostic and risk factors for hospital mortality in ICU patients with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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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86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研究及同源性分析 
 

胡咏梅
1 邹明祥*1 李军

1 豆清娅
2 王海晨

1 晏群
1 刘文恩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 
 

目的  对临床分离自同一患者不同部位的 3 株耐碳青酶烯类肺炎克雷伯菌进行耐药机制研究及

同源性分析。 
方法  收集 2014 年从 1 例严重烧伤患者的血液、创面分泌物及痰液标本中分离到的 3 株对碳

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采用改良 Hodge 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双纸片协同及

增效试验检测金属 β-内酰胺酶；通过 PCR 方法筛查 blaNDM-1、blaKPC、blaGES、blaIMP、blaSP

M、blaVIM、blaGIM 及 blaOXA-48 等耐药基因；肠杆菌科基因间重复序列-聚合酶链反应(ERIC-PC
R)进行同源性分析，多位点序列分型技术（MLST）对肺炎克雷伯菌进行分子生物学分型。 
结果  对于临床常用的抗菌药物，3 株肺炎克雷伯菌仅对阿米卡星均表现为敏感，对余下多种

药物全部或部分耐药；3 株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改良 Hodge 试验均为阴性，双纸片

协同及增效试验均为阳性；3 株菌都检出 blaNDM-1，而未检出 blaKPC、blaGES、blaIMP、blaSP

M、blaVIM、blaGIM及 blaOXA-48等耐药基因；ERIC-PCR 显示 3 株菌为同一型别，MLST 分型结

果显示 3 株菌均属于 ST17。 
结论  本研究中的 3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机制为产 NDM-1 金属

酶，且这 3 株菌为同一克隆型。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96 
 

血清睾酮在中老年 2 型糖尿病相关骨质疏松中的价值 
 

张玫
1 夏天宇

1 何訸
1 伍援朝

1 黄亨建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密度室 

 
目的  研究中老年 2 型糖尿病相关骨质疏松与血清睾酮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糖尿病骨质疏松（DO）组（n=53）、正常对照组（n=42）和骨质疏松（OP）组

（n=60），共 155 例。对三组患者总睾酮（T）、游离睾酮（free T）和生物有效性睾酮（bio
 T）等多种指标的水平进行多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与成对比较。并利用偏相关分析对各指标

水平与骨密度 T 值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DO 组与 OP 组、DO 组与正常组的总睾酮、游离睾酮和生物有效性睾酮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OP 组与正常组年龄、生物有效性睾酮和 SHBG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在女性组中，DO 组与 OP 组年龄、游离睾酮、生物有效性睾酮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5），DO 组与正常组总睾酮、游离睾酮和生物有效性睾酮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OP 组与正常组总睾酮、游离睾酮和生物有效性睾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在男性组中，DO 组与 OP 组 BMI、总睾酮和 SHBG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DO 组与正常组总睾酮、游离睾酮和生物有效性睾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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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P<0.05），OP 组与正常组总睾酮、游离睾酮和生物有效性睾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校正年龄和 BMI 后，总睾酮与腰椎(L1-L4)、粗隆的骨密度 T 值均存在明显的正相

关关系（r=0.319，0.168，均 P<0.05）。游离睾酮、生物有效性睾酮均与腰椎(L1-L4) 的骨密

度 T 值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r=0.335，0.329，均 P<0.05）。 
结论  血清睾酮可能参与了 2 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的发生发展。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65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快速检测血液免疫制剂 
他克莫司、西罗莫司、环孢霉素 A 和霉酚酸浓度 

 
白杨娟

1 邹远高
1 苏真珍

1 石运莹
2 李兰丁

1 王兰兰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 

 
目的  建立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LC-MS/MS）快速检测人体血液中免疫抑制剂他

克莫司（FK506）、西罗莫司（SRL）、环孢霉素 A（CsA）和霉酚酸（MPA）浓度的方法，

为临床免疫抑制剂的合理使用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Waters Xevo TQ-S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Waters UPLC BEH C18 柱(50m
m×2.1mm)1.7μm，流动相 A 2mmol/LNH4Ac?H2O+0.1%甲酸，流动相 B 2mmol/L NH4Ac?C
H3OH+0.1%甲酸，柱温 45℃，流速 0.5ml/min，梯度洗脱。前处理方法：FK506/SRL/CsA：
EP 管中加入 50μl 内标溶液（ascomycin、sirolimus-d3 、cyclosporin A-d）及 100μl 全血，再

加入 20μl 1mol/L 硫酸锌溶液，涡旋混匀后加入 100μl 乙腈，混匀后室温放置 1min，离心（14
000rpm，5min）后取 100μl 上清液至上样瓶，MPA：EP 管中加入 50μl 内标溶液（mycophe
nlicacid-d3）及 100μl 血浆，混匀后加入 200μl 乙腈，漩涡混匀后室温放置 1min，离心（140
00rpm，5min）后取 150μl 上清液至上样瓶。 
结果  以 FK506、SIR、CsA、MPA 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的比值计算相应药物浓度。全血/血浆

中 FK506、SRL、CsA、MPA 浓度在 0.39-50ng/ml、0.2-50ng/ml、15.6-2000ng/ml、0.06-30
μg/ml 内线性良好（r2:0.994-0.999）。最低检测限分别为：FK506 0.39ng/ml、SIR 0.2ng/m
l、CsA 7.8ng/ml、MPA 0.06μg/ml。提取回收率分别为: 
FK506 92.11-103.39%、SRL 94.61-100.61%、CsA 97.41-99.65%、MPA 96.60-102.92%。

日内和日间精密度均小于 15%。UPLC-MS/MS 法与 EMIT 法同时测定肾移植受者外周血免疫

抑制剂 FK506、SRL、CsA 和 MPA 浓度，两组数据相关性良好。 
结论  本实验室建立的 UPLC-MS/MS 方法可准确、灵敏、快速地检测人体血液中免疫抑制剂

他克莫司、西罗莫司、环孢霉素和霉酚酸浓度，适用于临床 TDM 中免疫抑制剂药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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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79 
 

43 种融合基因筛选在儿童白血病肿瘤诊断中的意义 
 

夏敏
1 杨静薇

2 郑月
1 李红

2 王欢
1 李珊珊

2 
1.上海市儿童医院检验科 

2.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 
 

目的  通过对 43 种融合基因在儿童白血病肿瘤中的结果分析，联合形态、免疫分型和细胞遗

传学，评估其对白血病诊断及预后判断的意义。 
方法  2015 年 5 月-2016 年 3 月上海市儿童医院 81 例初发或复发白血病患儿，男 43 例，女 3
9 例，年龄 4 月- 15 岁，应用实时荧光探针 PCR 法进行融合基因检测，融合基因包括 ALL 和

AML 常见的如 BCR-ABL，AML1-ETO,CBFβ-MYH11，MLL 和 Rara 相关等 43 种融合基因。 
结果  81 例患儿中 43 种融合基因筛选阳性率为 21%，最后诊断为 ALL-B 52 例，ALL-T 3
例，AML 22 例，其他包括神经母细胞瘤、淋巴瘤等共 4 例。阳性的融合基因包括：ALL-B 
（共 8 例，阳性率 15.4%）：TEL-AML1 4 例，MLL-A F9 1 例，E2A-PBX1 1 例，MLL-A F1
0 1 例，MLL-AF4 1 例；ALL-T(共 1 例，阳性率 33.3%) ：MLL-ENL 1 例； AML（共 8 例，

阳性率 36.4%）：AML-ETO 4 例，MLL-AF10 1 例，PML-RaRa 1 例 ，DCK-CAN 1 例， CB
FB-MYH11 1 例。 
结论  43 种融合基因检测有效补充了 MRD 的监测指标，并有助于白血病的诊断、鉴别诊断；

在 AML 中发生率高，与危险分层和预后评估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21 
 

精氨酰琥珀酸裂解酶（ASAL）的检测方法及对肝炎 
诊断价值的研究 

 
李彬先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病毒性肝炎特别是 2 型肝炎发病率很高，如不早期发现延误治疗易转为慢性，导致肝硬化。

肝功能检查目前常规检测 ALT（谷丙转氨酶）等，能够及时发现肝细胞损害，但经治疗后几周

多伴正常，对治疗尚未痊愈或晚期病人会延误病情。因此提出一种新的酶，作为检测指标，可

弥补肝功能常规组项的缺陷。我们于 2014 年起对 ASAL 的检测方法速率法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并制备成试剂盒。并对 120 例肝炎病人、65 例肝硬化病人、65 例肝癌病人和 120 例健康人同

时进行了 ASAL 检测分析。并对其临床价值进行了研究。旨在于提高肝炎的早期诊断率。 
目的  建立 ASAL 的测定方法，进一步研究、探讨其在肝炎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建立了精氨酰琥珀酸裂解酶（ASAL）的检测方法“速率法”，制备成了试剂盒，并对 120
例健康体检者和 120 例肝炎病人、65 例肝癌病人、65 例肝硬化病人同时进行了检测分析。  
结果  肝炎病人血清中 ASAL 明显升高，是对照组的 5.1 倍，经统计学处理 P<0.01。15 例 HB
SAg 阳性，谷丙转氨酶正常或轻度升高的患者 ASAL 显著升高，是对照组的 5.4 倍，经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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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P<0.01。65 例肝癌病人和 65 例肝硬化病人血清中 ASAL 轻度升高。经统计学处理与对

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P<0.05。15 例肝坏死病人血清中 ASAL 显著升高。是对照组的 11.4 倍。  
结论  用速率法测定 ASAL 方法简便、快速准确，试剂、样品用量小，可用于各型自动生化分

析仪。ASAL 是诊断肝炎、进行预后判断、估计病情、观察疗效的重要指标，特别是表面抗原

阳性，谷丙转氨酶不高或升高不明显的病人，可提高早期诊断率。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08 
 

大肠埃希菌 ST167 染色体携带 blaNDM-1 基因 
耐药播散机制探讨 

 
傅鹰

1 伊茂礼
2 杨赟星

1 全晶晶
1 杜小幸

1 蒋琰
1 华孝挺

1 史可人
1 俞云松

1 周志慧
1 

1.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2.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毓璜顶医院 

 
目的  产 NDM-1 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目前已经呈全球流行趋势，该菌因其对包括碳青霉

烯类在内的多种抗菌药物表现为多重耐药性而备受关注。既往研究显示 blaNDM-1 基因定位于

质粒上，质粒介导的水平播散是该基因流行扩散的主要原因，极少有肠杆菌科细菌 blaNDM-1
基因染色体定位的报道。本研究发现一株大肠埃希菌携带有 blaNDM-1 基因，定位于染色体

上，我们运用全基因组测序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该基因的垂直传播规律。 
方法  大肠埃希菌 Y5 分离自患者的尿标本，通过药敏实验及 PCR 验证确定为该菌株为产 ND
M-1 型碳青霉烯酶菌株；运用 S1-PFGE 以及 XbaI-PFGE 联合 Southern blotting 杂交实验对 b
laNDM-1 基因进行定位；运用 Pacific Biosciences RS platform 测序平台对大肠埃希菌 Y5 进

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并运用 Single Molecule Real-Time (SMRT) Analysis 1.10 and SMRT Por
tal 2.0 对测序结果进行拼接，进一步探讨了该菌株的全基因组序列特征。 
结果  杂交定位实验显示 blaNDM 基因位于染色体中。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 Y5
为 ST167 型，其基因组包括一个长度为 4.8Mbp 染色体以及 3 个质粒（大小 61~136 kbp）；

blaNDM 基因定位于染色体上，位于 IntI 类整合子上游；blaNDM 基因周围结构为两个连续的

重复序列（blaNDM-1 基因-ISCR1 元件），包括一系列基因簇：sul1-ARR-3-cat-blaNDM-1-bl
eo-ISCR1-sul1。已有研究显示，blaNDM-1 基因-ISCR1 元件既可位于质粒又可位于染色体

上，分别为奇异变形杆菌 PM58 的 blaNDM-1 质粒（GenBank 登录号 KP662515）以及与铜

绿假单胞菌 MMA83 的染色体（GenBank 登录号 HF546976），且本研究中的 blaNDM-1 基

因-ISCR1 元件与两者序列的相似度达 99%。 
结论  本研究是染色体 blaNDM 基因阳性肠杆菌科细菌的首例报道，ISCR1 元件极有可能是 bl
aNDM 基因穿梭于染色体及质粒的重要转座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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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07 
 

微核检测在结直肠癌患者风险评估中的作用探讨 
 

叶远馨 梁珊珊 林立 周燕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实验医学科 610041 

 
目的  微核是染色体畸变在间期细胞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往往是各种理化因子对分裂细胞作用

而产生，其检测可用于辐射损伤防护、化学诱变剂以及染色体遗传疾病和癌症前期诊断等各个

方面，但不同人群基线及与结直肠肿瘤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本实验旨在了解健康人群自发

微核率，建立健康人微核率基线值，同时与胃肠道肿瘤患者微核率相比较，为调查微核率是否

可能成为胃肠道肿瘤监测与诊断的辅助指标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采用胞质分裂阻滞微核试验法对四川成都地区 160 例健康人及 147 例胃肠道肿瘤患者的

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和微核细胞率进行了对比研究，采用 SPSS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

统计量、t 检验、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多项分析。 
结果  结果 健康人的微核率为 5.7±3.2‰（其中男性为 5.9±3.7‰，女性为 5.4±2.9‰），其 9
5%可信区间为[0，10.9‰]；健康人的微核细胞率为 5±3.1‰（其中男性为 6±3.7‰，女性为 5
±2.8‰）， 其 95%可信区间为[0，10‰]。健康人群不同年龄段微核率在 4.7‰~6.6‰之间，

微核细胞率在 4‰-6‰，且各年龄组间无显著差异。结直肠肿瘤患者的微核率为 24.8±18.
5‰，其 95%可信区间为[10.4‰，+∞）；微核细胞率为 22±16‰，其 95%可信区间为[10‰，

+∞）。 
结论 本研究提示健康人无论是微核率或是微核细胞率都处于低值范围，且无性别和年龄的差

异，而结直肠肿瘤患者相较健康人群微核率和微核细胞率均明显升高，提示结直肠肿瘤患者存

在一定程度的染色体损伤，微核率及微核细胞率可作为结直肠肿瘤的监测及诊断的辅助指标，

可用于结直肠患者的风险评估。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72 
 
Age and gender tailored cut off value of hs-cTnT contributes to 

rapidly diagnos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chest pain 
patients 

 
Yang Shuo1,Huai Wei2,Qiao Rui1,Cui Liyan1,Liu Guihua2,Wu Jian1,Li Aiwei1,Zhang Jie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 
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 

 
Background  Hs-cTnT concentrations are age and gender related, therefore establishment 
of age and gender optimized cut off value for hs-cTnT might be essential. We aimed at defini
ng the age and gender specific hs-cTnT 99th percentile in reference population and assessin
g it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performance in patients suspected   
Methods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1725 healthy individuals (18-97 years old) and 812 patie
nts (15-98 years old) with chest pain suspected AMI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ere enro
lled. The measurement of biomarkers was performed at presentation and at 3-4 hours ac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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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to clinical requirement. We stratified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 by age and gender throug
h applying strict exclusion criteria. Clinical follow-up was obtained after 2 years.   
Results  The 99th percentile of hs-cTnT according to age and gender in adult Han populatio
n of Northern China is reported. The cut off values of hs-cTnT in for subjects < 70 years, 70-
79 years and ≥ 80 years was 16 ng/L, 38 ng/L, and 57 ng/L respectively. Among the 812 pati
ents with chest pain, according to the age and gender tailored cut off value, the specificity an
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AMI diagnosis were increased from 53.9% to 72.2% and 48.6% 
to 60.8%, compared to 14 ng/L commonly recommended. Cumulative 2-year survival rate for
 patients with hs-cTnT levels above 14 ng/L was 93.3% compared to 99.5% in patients below
 that level (p<0.001). The same was observed for the age and gender tailored cut off value w
hich was 92.5% compared to 98.5%, respectively (p<0.001).    
Conclusions  Age and gender tailored cut off value for hs-cTnT provides better diagnostic in
formation, but yields no additional prognostic performance for risk prediction of death or majo
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20 
 

LDI-TOP-MS 在鉴定沙门菌血清型中的应用研究 
 

鲍春梅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MS）技术正在改变实验室现有的诊断模式，成为微

生物实验室的主力军，它通过分析生物的核糖体蛋白实现快速鉴定细菌、真菌。沙门菌由于菌

型繁多，各型致病性不同，对其不同型别的快速检测和分型方法一直是科学界研究的重点。但

Bruker Biotyper 质谱数据库沙门菌却只有 16 个血清型。针对北京地区以鼠伤寒沙门氏菌、肠

炎沙门氏菌最为常见的特点，我们的研究通过质谱仪对 32 株已知沙门菌血清型的鉴定，评估

质谱仪对沙门菌血清分型的能力，实现对沙门菌的快速鉴定，为腹泻病的诊治提供可靠的依

据。 
方法  选取 32 株我院门诊腹泻病人大便分离的沙门菌，其中包括肠炎沙门菌 21 株，鼠伤寒沙

门菌 5 株，C1 群沙门菌 6 株，使用 Vitek-2 生化反应和血清凝集鉴定后，分别进行 MALDI-T
OF-MS 鉴定和 16SrDNA 测序，统计两种方法的鉴定符合率。 
结果  MALDI-TOF-MS 成功的将 32 株沙门菌鉴定到属水平，鉴定符合率为 100%。使用 16Sr
DNA 测序对肠炎沙门菌和鼠伤寒沙门菌的血清型鉴定符合率分别为 95.24%和 100%；使用 M
ALDI-TOF-MS 鉴定肠炎沙门菌和鼠伤寒沙门菌的血清型鉴定符合率分别为 90.48%和 100%，

其中有 2 株肠炎沙门菌被错误的鉴定为鸭沙门菌和斯坦利沙门菌。MALDI-TOF-MS 对其他 C1
群血清型沙门菌的鉴定效果不佳。 
结论  MALDI-TOF-MS 技术在属水平上鉴定沙门菌结果可靠，在鼠伤寒沙门菌和肠炎沙门菌的

血清型鉴定上也有很好的前景，可为临床腹泻病原菌的感染提供快速诊断。 
 
 
 

http://dict.youdao.com/w/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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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80 
 

Detection of Aggressive Prostate Cancer Associated 
Glycoproteins in Urine using Glycoproteomics and Mass 

Spectrometry 
 
Xingwang Jia1,2,Chen Jing 2, Sun Shisheng 2, Yang Weiming 2,Yang Shuang 2, Shah Punit 2,Hoti Naseruddin

2,Veltri Bob 3, Zhang Hui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USA 
3.Department of Ur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USA 

 
Objective  The current clinical management of prostate cancer remains challenging due to t
he lack of specific tests available to guide treatment decisions. Blood prostate Specific Antig
en (PSA) test has resulted in early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However, blood PSA level has
 been shown to be less effective in distinguishing aggressive prostate cancer from indolent c
ancer and other benign prostatic diseases. Thus, there is great urgency to discover novel ap
proaches that are specific for the prostate cancer which can differentiate aggressive from ind
olent cancer. 
Methods  To overcome these in prostate cancer biomarker discovery, we selected to evaluat
e urine specimens from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instead of serum using LC-MS/MS mass sp
ectrometry. Here we report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lycoproteins from the urine samples of pr
ostate canc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Gleason scores using solid-phase extraction of N-linked 
glycosite-containing peptides and LC-MS/MS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2,923 unique glycosite-containing peptides were identified. Comparing to t
he glycoproteins identified from aggressive and non-aggressive prostate cancer tissues and 
sera from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we found that majority of the aggressive prostate cancer-
associated glycoproteins could be readily detected in  patient’s urine comparing to sera. 
Conclusion  This finding indicate that urine may be highly reliable source for testing for patie
nts with aggressive prostate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032 
 
Expression of fluconazole resistance-associated genes in biofilm 

from 23 clinical isolates of Candida albicans 
 

Shi Ce1,Liu Jinyan2,Wei Bing1,Wang Ying1,Xiang Mingjie1,2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Luwan Branch，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fluconazole resistance in biofilm f
rom clinical isolates of Candida albicans, focusing on efflux pumps and azole-targeted enzy
mes. Furthermore, w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whether any differences in susceptibility to fluc
onazole existed between strains.  



53 
 

Methods  Twenty-three C. albicans clinical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two hospitals in Sha
nghai, China.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tests were performed on biofilm and planktonic cells. A
 crystal violet assay was used to monitor biofilm growth. Real-time RT-PCR was performed t
o quantify the expression of the transporter-related genes MDR1, CDR1 and CDR2 as well a
s ERG11, a gene encoding an enzyme targeted by antifungal drugs.  
Results  Fluconazole resistance was shown to increase in biofilm in a time-dependent mann
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different strains of C. albicans. Genes 
encoding efflux pumps were overexpressed in early stages of biofilm formation and could als
o be induced by fluconazole. While ERG11 was not upregulated in biofilm, it was overexpres
sed upon the addition of fluconazole to biofilm and planktonic cells.  
Conclusions  The upregulation of genes encoding efflux pumps demonstrates their role in th
e development of fluconazole resistance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C. albicans biofilm formati
on.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6163 
 

Influence Factors of Sysmex XN Series Reticulocyte Analysis 
Combining with Related Clinical Cases 

 
Jiang Haoqin,Gu Jianfei,Chen Jian,Shi Kewei,Wang Kaijun,Lv Yu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Huashan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a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China. 20004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ysmex XN series reticuocyte analysis and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he results.   
Methods We collected a total of 508 specimens from various diseases of patients including 
anemia, leukemia, infectious disease, immune disease, kidney disease and so on. The correl
ation of the agreement for reticulocytes between new methylene blue (NMB) visual microsco
py method and automated reticulocyte counting method was evaluated by paired sample met
hod according to the CLSI-ICSH document H44-A2-Methods for Reticulocyte Counting. Bloo
d smear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disturbed samples, and the interfer
ence factor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medical history and the warning information of the instru
ment.  
Results  A total of 44 (8.6%) cases existed interference. The main sources of spuriously hig
h reticulocyte counts were parasites such as malaria, autofluorescence due to drugs, erythro
cyte agglutination, cellular fragments, Howell-Jolly bodies, nucleated erythrocytes erythrocyt
osis, thrombocytosis and a high number of lymphocytes.  
Conclusions Potential interferences may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alarm information and fla
gging algorithms incorporated in the instrument, and by examination of a blood film to ensure
 absence of relevant inter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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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81 
 

28 株艰难梭菌流行病学调查及毒素基因型分析 
 

戴玮 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作为引发住院病人难治性腹泻的病原菌之一，艰难梭菌自上世纪 70 年代被确认为伪膜性

肠炎、中毒性巨结肠等肠道疾病的重要致病菌以来，近 10 年间已引起临床医生及实验室相关

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相较于欧美及亚洲其他国家，在中国，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艰难梭菌

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相对滞后。本文旨在探明重庆地区艰难梭菌分子流行病学及毒素基因型情

况。 
方法 采用筛选平板 CCFA 自粪便标本中分离培养艰难梭菌菌株，分离到的菌株使用梅里埃毒

素检测试剂盒检测艰难梭菌 A/B 毒素。同时，提取菌株基因组 DNA 以 PCR 扩增检测菌株毒

素基因 tcdA、tcdB, 负向调节编码基因 tcdC 及两性毒素编码基因 cdtA、cdtB。分子流行病学

调查采用英国引物扩增菌株 16S-23S 基因间区域后行毛细管电泳核糖体分型,同时进行多位点

序列分型。 
结果 本次调查时间范围为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10 月，我们从 132 份临床送检粪便标本中

分离到 28 株艰难梭菌，总体阳性率 21.2%，28 株菌中 24 株毒素基因检测结果为 A+B+同时 t
cdC 阳性，24 株菌株中 1 株菌检测到两性毒素编码基因 cdtA 及 cdtB，28 株菌中剩余 4 株未

检测到 tcdA、tcdB、tcdC 及两性毒素编码基因。24 株毒素基因型为 A+B+的菌株毒素检测均

为阳性，其中，检测出两性毒素编码基因 cdtA 及 cdtB 的菌株毒素检测值偏低。毛细管电泳核

糖体分型目前发现 001、010、012、014 及 106 五种核糖体型别，其中 014 十二株、012 九

株、001 四株、106 二株及 010 一株。MLST 分型目前发现 2、3、5、8、15、37、39、42、
54、102、133、205 十二种 ST 型别，其中 ST2 七株、ST54 六株、ST3 三株、ST42 二株、

ST205 二株、ST5 二株其他型别各一株。 
结论 本次调查中发现两性毒素编码基因阳性菌株，同时该菌株 A/B 毒素基因型为 A+B+，但该

菌株毒素检测值偏低，考虑为未知调节因素影响了毒素蛋白的表达。在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核糖

体分型中发现的 001、012、010 及 014 四种型别的艰难梭菌在中国地区均已有报道，但在西

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另 106 型艰难梭菌在中国地区尚未见报道。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40 
 

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氯吡格雷抵抗的现象临床研究 
 

朱兵兵 屈玲 郑善銮 马越云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研究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的氯吡格雷的发生率，探讨其临床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冠心病 PCI 术后 102 例患者，服用氯吡格雷 75mg/d，连续 7 天进行治疗，抑制血

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发。服用最后一天于 24h 内空腹抽取静脉血，使用血小板功能分析仪

（Verify Now）检测其血小板抑制情况。根据氯吡格雷抵抗结果分析其抵抗的相关危险因素及

对病人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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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2 例 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中氯吡格雷抵抗发生率为 26％，。两组患者的性别构成比、

吸烟史、糖尿病史、高血压史，血脂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氯吡格雷抵抗组中

以男性居多达到 69%，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出现氯吡格雷抵抗的比例明显升高。 
结论 氯吡格雷抵抗在冠心病 PCI 术后服用氯吡格雷的患者中是存在的，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如

果发现氯吡格雷抵抗存在应及时调整用药。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50 
 
Serum IL-17 and IP-10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prognosing 

HBV infection outcome 
 
CAI BEI,ZHANG JUNLONG,CHEN JIE,AN YUNFEI,LIAO YUN,SU ZHENZHEN,ZHANG QI,TAO CHUANMI

N,WANG LANL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Research Center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Host immune status could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HBV infec
tion. Circulating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as important effector molecule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HBV infection. Here we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inflammatory, anti-inflammator
y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on HBV progression, e antigen seroconversion and the impairm
ent of liver function. 
Methods  123 patients with HBV (including 81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and 42 hepatoma, 7
0 subjects with HBV spontaneous clearance(SC) and 59 healthy controls (HC) were recruite
d from outpatients and inpatients in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Circulating le
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cluding IL-1β, IL-6, IL-17 and IFN-γ and anti-inflammatory IL
-10, as well as chemokines comprising IL-8, IP-10, MCP-1 and MIP-1β were measured by Bi
o-Plex system and Bio-Plex Pro human cytokine reagent kits. 
Results Serum IL-1βlevel in CHB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C and SC (P<0.05); I
L-17 level in SC striking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HC and CHB (P<0.05); IL-10 level in CH
B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compared with HC and SC (P<0.05); IP-10 strikingly increased i
n CHB compared with HC and SC (P<0.05). Discriminant analysis showed serum cytokines 
was more helpful to set up the model to discriminate HBV progression statuses, compared wi
th serum chemokines, and elevated serum IL-17, IL-1βand IL-6 would be more likely in SC, 
CHB and hepatoma, respectively. In CHB, serum IP-10 in stable liver function was significant
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unstable liver function (P<0.001).Good positive associations of 
serum IP-10 with ALT and AST were shown (rs=0.546 and 0.644, respectively, all P values<
0.001).  
Conclusions Serum IL-17, IL-1β and IP-10 in HBV patients potentially participate in HBV sp
ontaneous clearance and chronic progression and liver tissue damage, respectively, and ma
y b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prognosing HBV infection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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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81 
 

Determination of CpG Island Methylator Phenotype (CIMP) 
status of colon cancer in plasma using Droplet digital PCR 

 
hongli Yan1,liqiang hao2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
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Department of Colorectal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Background  The CpG island methylator phenotype (CIMP) with extensive promoter methyl
ation is a distinct phenotype in colorectal cancer. However, the accurate clinical and molecul
ar features of CIMP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is inconsistency incl
ud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ethylation markers used to define CIMP, and different hypermeth
ylation assays used.  
Methods  Based on previous DNA methylomes studies on CIMP/non-CIMP colon cancers, w
e selected five CpG islands in the promoter regions of SHISA3, STC2, TMEM200B, CTSL1 a
nd LRIF1, which are specifically methylated in CIMP tumors as a set of new surrogate panel 
markers for CIMP analysis. In addition, to quantify the methylation more accurately, we used 
a new technique of droplet digital PCR (ddPCR) to detect the methylation status.  
Results  Of the 216 tumors we investigated, our new panel delivered more sensitivity and sp
ecificity for CIMP analysis than previously validated five gene panel (classic panel) includes 
CACNA1G, IGF2, NEUROG1, RUNX3, and SOCS1. More importantly, by using droplet digit
al PCR, we found that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PV and NPV for determining CIMP 
status using plasma is 80%, 95.3%, 85.7% and 93.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new five gene panel for CIMP analysis is more sensitive and specific than
 the classic panels. Droplet digital PCR provides a new robust method for tumor genotyping 
using plasma when tumor tissue is unavailable.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87 
 

农村地区成人 2 型糖尿病发生风险相关生物标志物 
的筛选及预测模型的建立 

 
文江平

1,2 田亚平
2 鲁辛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在农村地区人群中筛选 2 型糖尿病(T2D)发生风险相关常见的临床与实验室标

志物，然后分别构建 T2D 发生风险简易预测模型和最佳预测模型，最后探索代谢组学标志物

与 T2D 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能够改善前期模型的预测能力。 
方法  (1)基于非实验室指标的 T2D 风险简易预测模型：以参加 2006-07 年至 2012-13 年邯郸

眼病调查 30 岁以上人群 4132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选择 2/3 人群为训练集，余下 1/3 人群为测

试集，应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筛选非实验室指标并建立简易预测模型，然后参照 Fram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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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模式建立简易评分工具并验证。(2)包含常见生化标志物的 T2D 风险最佳预测模型：在简

易模型基础上，筛选 T2D 发生风险相关常见生化标志物并建立最佳模型，然后构建相应的风

险评分工具并验证。(3)血浆氨基酸水平与 T2D 发生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以随访新发 209 例

T2D 患者为病例组，同时在队列内按照性别年龄匹配对照组 394 例，应用条件 Logistic 回归方

法探索代谢组学标志物是否与 T2D 发生相关，并评估这些标志物是否能够提高前期模型的预

测能力。 
结果  (1)T2D 风险简易预测模型纳入指标：年龄(8 分)、BMI(3 分)、腰围(7 分)、糖尿病家族史

(9 分)，总计分 0-27 分。在验证人群中，AUC 值 0.686，在最佳切点 9 分，敏感度 74.32%，

特异度 58.82%。(2)T2D 风险最佳预测模型纳入指标：年龄(8 分)、BMI(6 分)、腰围(8 分)、糖

尿病家族史(9 分)、空腹血糖(23 分)、甘油三酯(4 分)，总计分 0-58 分。在验证人群中，AUC
值 0.802，在最佳切点 27 分，敏感度 70.27%，特异度 80.83%。(3)血浆氨基酸水平与 T2D
发生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当校正年龄、性别、BMI、腰围和糖尿病家族史等，支链和芳香族

氨基酸等均与 T2D 发生风险显著相关。进一步校正糖脂标志物后，只有酪氨酸与 T2D 发生风

险显著相关。与前期模型比较，新模型(包含血浆氨基酸)C 统计量和 NRI 指数改善无显著意

义。 
结论  本研究首个报告在农村地区人群中采用队列研究方法建立 T2D 风险预测模型，纳入指标

简单，适于在农村基层医疗单位使用。(2) 支链与芳香族氨基酸等与 T2D 发生风险有关，特别

是酪氨酸与 T2D 发生风险强烈相关，这些标志物可能成为防治 T2D 的新靶点，但是未能显著

改善前期模型的预测能力。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6706 
 
Screening of exosomal microRNA profiling in urine of prostate 

cancer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Li Zhuo1,2,Ma Yueyun 2,Wang Juan2,Li Rui2,Li Laxiu2,Diao Yanjun2,Yang Chao1,Kang Wei1,Hao Xiaoke2 
1.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Background  Prostate cancer(PCa) is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 of male urinary sy
stem, but there is no effective clinica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 Seeking for ideal 
tumor biomarker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current clinical and basic research of prostat
e cancer. Recent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cells release a distinct class of small vesicles called
 'Exosomes', which selectively contain a large amount of proteins, mRNA and miRNA. It is re
ported that the miRNA can be selectively package into Exosomes and participate in informati
on transfer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ells. The change of Exosomal miRNA expression l
evels can reflect som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states, and it is expected to play a role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many diseases. What's more, the detection of exosomes in circula
ting body fluids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non-invasive, simple, etc. Therefore, the exo
somal miRNA molecular markers in body fluid have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um
or laboratory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bjective  To screen the exosomal miRNA profiling in urine of prostate cancer using next ge
neration sequencing. 
Methods  The morning urin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ree localized PCa patients, thre
e metastatic PCa patients, and three healthy male volunteers. ExoQuick-TC precipitation rea
gent was used to separate urine exosomes, RNA was extracted, and then Agilent 2200 Bi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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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yzer was used to carry out quality control. The cDNA library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HiS
eqTM Illumina 2500 platform was used for small RNA sequence analysis. Next, the data wer
e compared with miRBase21.0 database, and the miRNA expression of each sample was cal
culated.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profiles of exosomal miRNA were screened out, and the 
gene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was validated by qRT-PCR assay. 
Results  The deep sequencing results showed that average content of miRNA in urinary exo
somes was(8.10±0.03)%,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sample. Thr
ough the comparison, the difference of miR-375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showed a prog
ressive low expression in prostate cancer,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subseque
nt qRT-PCR assay in urine samples from 20 patients with PCa. In addition, there were 22 mi
RNA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prostate cancer, 10 of which were progressive low expressed
 (miR-664a-5p，miR-200b-5p，miR-30a-5p，miR-30a-3p，miR-200c-3p，miR-151a-3p，m
iR-532-5p，miR-361-3p，miR-30d-5p，miR-148-3p), and 12 of which were progressive hig
h expressed(miR-126-5p，miR-3656，miR-199a-5p，miR-4508，miR-9-5p，miR-1-3p，mi
R-126-3p，miR-199a-3p，miR-4497，miR-1273g-3p，miR-4532，miR-3960). 
Conclusion  Through deep sequencing, 23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cluding miR-375
 were screened out,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validation and study of the exosomal 
miRNA profiling in urine of prostate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31 
 

血小板参数联合肌钙蛋白 I 在非 ST 段 
抬高型心肌梗死诊断中的意义 

 
韩苗苗 谢珊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血小板参数和肌钙蛋白 I 联合检测在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我院确诊治疗的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患者

100 例作为试验组，同期选取体检中心的中老年健康体检者 50 例作为对照组，进行血小板参

数和肌钙蛋白 I 检测，并作相关分析。     
结果  试验组的 TnI 水平为（12.68±39.02），对照组为（0.04±0.02 ），试验组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1）；试验组的 PLT 水平为（177.39±43.31）×109／L，对照组为（219.98±43.9
0），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的 PDW 水平为（12.98±2.01），对照组为

（12.26±1.01），试验组稍高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的 PCT 水平为（0.21±0.06），对

照组为（0.19±0.04），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0.01）；试验组的 MPV 水平为（10.54±0.8
8），对照组为（9.39±0.98），试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血小板参数和肌钙蛋白 I 均可以作为诊断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血清生化标志物，二

者联合检测诊断 NSTEMI，可能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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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40 
 

葡萄糖 6 磷酸异构酶（G6PI）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成纤维

样细胞侵袭与迁移的调控作用 
 

宗明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研究葡萄糖 6 磷酸异构酶（G6PI）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成纤维样细胞（RA FLS）迁

移与侵袭的影响，并通过 Rho/ROCK 信号通路初步探索 G6PI 对 RA FLS 调控的分子机制。 
方法  原代分离培养 RA 和 OA 患者的滑膜成纤维样细胞，分别在正常氧和 3% 
氧环境中培养 48h，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G6PI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流式

检测其生长周期，划痕试验和 Transwell 小室共培养试验，观察 RA-FLS 迁移与迁徙的变化。

构建 G6PI 的过表达慢病毒载体，转染原代培养的 RA-FLS 细胞，48 小时后收集细胞，通过 R
eal-time PCR 和 Western-blot 技术鉴定其转染效率，利用划痕试验和 Transwell 小室共培养试

验，观察 RA-FLS 迁移与迁徙的变化。进一步采用 qPCR Array 技术分析 Rho/ROCK 信号通

路相关分子的表达，通过 GST-pull down 方法检测 Rho 活性。 
结果  与正常氧培养相比，经 3%氧培养 RA FLS G6PI mRNA 和蛋白表达明显增加；细胞的粘

附能力、侵袭、迁移的能力都明显增强；流式结果显示缺氧可急速 FLS G1→S 期转换，加速

细胞的活化增殖。利用慢病毒载体上调 G6PI 的表达后， FLS 与 ECM 的粘附能力明显增强；

划痕试验和 Transwell 小室共培养试验显示，G6PI 可以显著促进 FLS 的迁移与侵袭。qPCR 
Array 和 pull down 结果均显示 RhoA 表达明显上调，活性明显增强。 
结论  在缺氧环境下，RA-FLS 的 G6PI 表达明显增加，迁徙和侵袭能力明显增强；G6PI 可能

通过介导 Rho/ROCK 信号通路促进 FLS 迁移和侵袭。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69 
 

羟苯磺酸钙对甘油三酯、总胆固醇等几个基于 Trinder 
反应检测的负干扰 

 
国秀芝 侯立安 邱玲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临床发现血管保护剂——羟苯磺酸钙可对基于 Trinder 反应的肌氨酸氧化酶法肌酐（C
r）、尿酸酶-过氧化物酶偶联法尿酸（UA）的检测产生负干扰。现推测对其它几个基于 Trinde
r 反应检测也可能产生负干扰。本文探讨了该药对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等 4 个项目的干扰及对临床结果

的影响，并比较了不同检测系统间的差别。  
方法  各项目分别评估了 8 个不同检测系统。参考 CLSI EP7-A2 文件，每个项目分别留取 2 水

平干扰空白血清（TC：3.88mmol/L 和 6.47 mmol/L；TG：1.7 mmol/L 和 5.6 mmol/L；HDL-
C：0.9 mmol/L 和 1.8 mmol/L）。将羟苯磺酸钙标准品添加到每个项目的空白血清中，最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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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样本中药物终浓度分别为 0、2、4、8、16、32、64 μg/mL。用不同检测系统分别测定相应

指标，计算添加药物后与药物浓度为 0 时的百分偏差。  
结果  外源添加药物羟苯磺酸钙，以 TC 偏差±4.0%作为临床可接受标准，外源添加不同浓度

羟苯磺酸钙，在实验浓度（64μg/mL）内对一化、迈克、中生的 TC 检测系统无干扰，而罗

氏、西门子系统仅在药物浓度 64μg/mL 时有轻微负干扰（-4.6%~-5.9%）。以 TG 偏差±5.0%
作为临床可接受标准，在药物浓度为 8μg/mL 时，罗氏试剂即受到负干扰。药物浓度为 16μg/
mL 时，贝克曼 AU、西门子、迈克、利德曼、中生系统亦受到干扰。一化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较强，仅在 64μg/mL 时轻微负干扰。以 HDL-C 偏差±5.2%作为临床可接受标准，外源添加羟

苯磺酸钙，在实验浓度内（64μg/mL）对一化、迈克系统检测无干扰，而罗氏、西门子系统仅

在药物浓度 64μg/mL 时有轻微负干扰（-4.6%~-5.9%）。而利德曼系统受干扰较大，在药物

浓度 4μg/mL 时即产生干扰。以 LDL-C 偏差±6.8%作为临床可接受标准，外源添加不同浓度羟

苯磺酸钙，在实验浓度内（64μg/mL） 对 8 种 LDL-C 检测均无干扰。  
结论  药物羟苯磺酸钙对所评估的 TC、TG、HDL-C 系统的检测结果有负干扰，其中对 TG 的

干扰较为明显，而对 LDL-C 检测无干扰。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41 
 

参考方法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标准化中的应用 
 

晋臻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通过用参考方法赋值的校准品校准三套不同生化检测系统，观察校准前后 ALT 测定结果

可比性的改变程度。 
方法  使用经参考实验室重新赋值的 Randox 校准品作为校准品校准三套不同的检测系统，比

较校准前后各检测系统与参考方法的可比性。 
结果  校准前后各检测系统与参考方法的相关性无显著改变。校准后，偏倚除低浓度水平都得

到降低了。 
结论  使用互通性良好的校准品可以改善不同检测系统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可比性的提升还需

进一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990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在手足口病中的诊断价值 
 

吴亦栋 赵昕峰 赵仕勇 韦翊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目的 探讨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白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和 SAA/CRP
对手足口病早期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为手足口病的诊治提供有效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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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2015 年 4 月至 12 月间杭州市儿童医院收治的 873 例手足口病患儿作为研究对象，48
7 名正常儿童为健康对照组。用散射比浊法检测 SAA，免疫比浊法检测 CRP，流式细胞术微

球阵列法检测 IL-6。数据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诊

断效能。 
结果  手足口病组和健康对照组 SAA 中位数分别为 330.5 和 4.0 mg/L（Z=–29.023,P=0.00
0），IL-6 分别为 27.6 和 7.9 ng/L（Z=–15.052,P=0.000），CRP 分别为 10.0 和 1.0 mg/L（Z
=–23.793,P=0.000），SAA/CRP 分别为 23.06 和 2.40（Z=–24.792,P=0.000）。SAA 诊断手

足口病的 ROC 曲线下面积[0.980（95%CI:0.973～0.988）]高于 SAA/CRP 比值[0.911（95%
CI:0.894～0.929）]、CRP[0.899（95%CI:0.879～0.918）]和 IL-6[0.752（95%CI:0.722～0.7
82）]，取 SAA=10.30 mg/L 为阈值，其灵敏度为 91.6%，特异度为 96.6%，均高于 SAA/CR
P、CRP 和 IL-6。 
结论  SAA 与 IL-6、CRP 和 SAA/CRP 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手足口病早期的诊断效率。SAA
作为新的指标可为儿童手足口病的早期辅助诊断提供有用的参考信息，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00 
 

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应用 
 

侯金霞 李志平 丁国胜 魏莲花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分析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诊断提

供准确可靠的依据。 
方法 收集甘肃省人民医院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初诊 CLL 患者 60 例，同时以 60 例增

生性贫血患者为对照(贫血组)。使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测定其免疫型，评价其免疫型特征。 
结果 60 例 CLL 患者其中男性 39 例，女性 21 例，年龄 38-82 岁，中位年龄 63 岁，其中大于

60 岁患者 44 例。经流式细胞术检测，几乎所有患者都表达 HLA-DR，占 59 例（98.33%），

此外，CD5+和 CD22+均为 45 例（75%），CD19+38 例（63.33%），CD20+46 例（76.6
7%），CD23+35 例（58.33%），CD11c+22 例（36.67%），CD38+7 例（11.67%），CD1
1b+28 例（46.67%），与贫血组比较，P 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 CD10+和 FMC
7+在 CLL 组和贫血组均没有阳性表达，P=1.0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检测 CLL 相关抗原分子，可协助临床准确及时的诊断和评估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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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52 
 

整体调控子 SoxR 在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的表达调控研究 
 

李荷楠 张雅薇 王晓娟 王启 王若冰 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局部调控子在鲍曼不动杆菌多重耐药中的作用有限，提示整体调控

子可能具有重要调控作用。已有研究发现整体调控子 SoxR 广泛存在于多种类型的细菌中，其

在肠杆菌科细菌的多重耐药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但在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表达调控机

制不明。 
方法  利用分子克隆构建 SoxR 的回补质粒，通过电转的方式将回补质粒转入 SoxR 表达较低

的鲍曼不动杆菌中，构建 SoxR 回补株。利用 Etest 进行耐药表型分析。利用生长速率和竞争

生长试验进行功能分析。利用生物信息学和转录组分析研究整体调控子 SoxR 在多重耐药鲍曼

不动杆菌中的表达调控机制。 
结果  耐药表型分析结果显示 SoxR 回补株对阿米卡星、四环素、氯霉素、甲氧苄嘧啶和替加

环素的敏感性增加，但对环丙沙星的敏感性没有变化。生长速率分析结果显示 SoxR 回补株较

野生株生长略慢，但无统计学差异。竞争生长试验结果显示，SoxR 回补株在与野生株共同培

养时，相对敏感的回补株生长速度受到了限制，在检测的两个时间点（4h 和 24h）都有显著

性差异，竞争指数 CI 分别为 0.723（4h）和 0.299（24h），说明相对耐药的野生株较敏感的

回补株有更强的生存优势。利用生物信息学网站和软件，我们发现 RND 外排泵基因 adeB 其

启动子区存在与大肠杆菌 SoxR box 部分同源性的序列，提示 SoxR 可能直接调控 adeB。利

用 RT-qPCR 分析野生株和 SoxR 回补株的转录组，发现回补 SoxR 后，adeB 的表达升高。

我们也分析了其他转录调控因子的表达情况，包括 AraC、MarR、MerR 家族转录因子。结果

显示 SoxR 表达上调的同时，MerR 表达上调，AraC 表达下调，MarR 差异不显著。 
结论  整体调控子 SoxR 表达上调与 adeB 表达上调有关，SoxR 可能通过调控多个转录调控因

子（MerR 和 AraC），直接或间接调控 adeB 的表达。 
致谢  本研究由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No.7153177）。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82 
 

一种凝血因子Ⅷ抑制物自动化筛查的方法学研究 
 

李强 毛欣茹 孙德华 冯厚梅 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建立一种自动化的凝血因子Ⅷ抑制物筛查方法，并评价其临床应用。 
方法 通过对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纠正试验的优化，以 SYSMEX CA1500 为检测

平台，建立自动化检测方法，包括即时 APTT 纠正时间（APTT-1）与孵育后 APTT 纠正时间

（APTT-2）。采用自动化方法与改良 Bethesda 方法同时对 261 例血友病 A 患者的抑制物进

行检测，以抑制物滴度≥0.60BU/mL 判为阳性结果，计算 APTT 纠正差值（APTT-D），通过

ROC 曲线分析，建立本方法的 CUT-OFF 值，并对两种方法阳性率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P<0.
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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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改良 Bethesda 方法的阳性率为 20.31%。经 ROC 曲线分析，本研究方法 APTT-D 的 CU
T-OFF 值为 1.6sec，曲线下面积为 0.918，其 95%可信区间为（0.857，0.979），阳性率为

21.84%，灵敏度为 86.79%，特异度为 94.71%，阴性预测值为 96.57%，阳性预测值为 80.7
0%，诊断符合率为 93.10%。经配对卡方检验，两种方法的阳性率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
481）；一致性检验 kappa 值为 0.793，显示两种方法之间一致性较好。结论 本研究所建立的

凝血因子Ⅷ抑制物自动化筛查方法是一种简便、快速及准确的方法，可以适用于凝血因子Ⅷ抑

制物的医学实验室筛查。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8523 
 

医学独立实验室实行精益化管理探讨 
 

张玲 潘建华 张静雯 郑倩 巫志鹏 李艳红 胡朝晖 朱庆义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330 

 
目的  将生产企业推行的精益化管理运营模式运用到医学检验流程,制定工步法排班表、检测效

率表、6S 管理、图文作业指导书等来实现检测流程标准化、准时化、可视化、简单化的运营

管理。 
方法 根据医学独立实验室运作流程特有性，产能过程的时效性，以及操作程序的标准性，先

以某个科室为试点，设立工步法工作小组，每个小组建立自己的产能效率目标，每个岗位再按

不同项目，不同设备，不同人员技术水平的综合效率，设定每个工作日最高检测数，再重新梳

理现有整个实验检测流程，精准测试整个检测任务完成所需时间，将流程内容进行技术与非技

术分类以及工作人员角色分类，找出流程作业最佳节拍时间，核算检测任务完成最佳批次以及

最大标本量所需的时间和人数，确定纯作业时间并根据以上要素综合制定工步法排班表。 
结果 执行工步法精益化管理后，改进作业程序，按技术不同分工作业，让主要技术人员更多

参与到结果审核把关分析，让非技术工作分配到次要技术人员或具有一定医学背景的非检验技

术人员来协助完成辅助工作，所有主要技术检测人员按节拍作业，拉动式作业科室人均检测效

率均提高 20%，人员优化 23%，人员绩效提高 30%，取得工具与技术创新发明奖 5 项（其中

方法学改良专利 3 项，实用新型发明 2 项）通过 6S 管理改善作业现场环境。 
结论 在独立实验室实施精益化管理是可行的，运用工步法流程优化作业管理，不但能更好地

提高检验质量、减少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的缺陷、还能很好地做到杜绝浪费、更高更好地

利用仪器检测周期，降低试剂和人力成本、同时也能提升员工能力素质等方面来提升企业的竞

争力和把握机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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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657 
 

以半乳甘露聚糖为靶点筛选侵袭性烟曲霉病检测的分子探针 
 

崔智慧 兰小鹏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00025 

 
目的  从烟曲霉发酵液中分离纯化得到半乳甘露聚糖(Galactomannan, GM）纯品，利用滤膜印

迹杂交的方法 SELEX 筛选与 GM 特异性结合的高亲和力核酸适配子(aptamers)作为侵袭性烟

曲霉病检测的分子探针。  
方法  ①GM 纯品的纯化  选取烟曲霉标准菌株进行发酵，发酵液依次经大孔树脂柱层析和阴离

子交换树脂柱层析层析，流出液以无水乙醇沉淀、旋蒸，以适量水溶解，水溶液经 Sephacryl 
S100 分子筛层析和 ConA-Sepharose 亲和层析，洗脱液经冷冻干燥得到白色絮状 GM 纯品。

分别经 COSMOSIL Sugar-D 柱 Alltech ELSD 2000ES 检测纯度。经 NMR 一维 1H 谱及 13C
谱，二维谱 TOCSY, NOESY, HMBC 并结合高碘酸氧化实验及甲基化分析结果初步推定 GM
一级结构。②Aptamers 的筛选  合成寡核苷酸文库，将 GM 固定在 HAWP 膜上，将热变性后

的文库和 GM 分子在液相缓冲液中孵育。经数轮 SELEX 后进行 T-A 克隆、测序、二级结构预

测及聚类分析筛选确定高亲和力特异性 aptamers。③分子探针活性检测  采用商品化 GM 试剂

盒 PlateliaTM 分别测定 GM 纯品、GM 与 aptamers 孵育样品、侵袭性烟曲霉患者血清与 apta
mers 孵育样品中曲霉菌 GM 抗原活性。④运用 Discovery studio software (Accelrys, San Die
go, CA, USA)软件包初步模拟烟曲霉胞外多糖 GM 的空间结构及其与 aptamers 的相互作用。 
结果  从烟曲霉发酵液中纯化得到寡糖及多糖成正态分布的多糖样品，经 HPLC-ELSD 检测分

析其糖份组成为半乳糖和甘露糖，多糖纯度大于 93%。结合 NMR 一维谱、二维谱及高碘酸氧

化实验结果初步推定 GM 的一级结构中含有 α1→4 连接的吡喃甘露糖主链及 β1→6 吡喃半乳

糖、β1→5 呋喃半乳糖连接的侧链。经商品化 GM 试剂盒检测 GM 纯品具有抗 EB-A2 抗体的

抗原活性，其 S/CO 值为 4.399。利用滤膜印迹杂交的方法 SELEX 筛选得到 3 条与 GM 特异

性结合的高亲和力 aptamers，经生物学竞争性结合实验和计算机分子模拟对接均证明其能够

特异性结合 GM。 
结论  以微生物发酵液 GM 纯品为靶点筛选得到的 aptamers 可以特异性结合侵袭性烟曲霉病

患者血清 GM，具有良好的临床诊断价值，可以作为潜在的分子探针。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日程 
427355 
 

XDH 基因突变与低尿酸血症的发生关系及其机制研究 
 

谢小兵 李萍 张贞 邓远富 那婧婧 胡燕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7 

 
目的  研究黄嘌呤脱氢酶（xanthine dehydrogenase, XDH）基因缺陷与低尿酸血症发生的关

系，并从基因水平上探讨低尿酸血症的致病机制。 
方法  在本院住院患者的例行生化（罗氏 Modular DPP）常规中发现 1 例极度低尿酸血症患

者，并隔日复检该患者血液和尿液中尿酸浓度；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患者尿液中黄嘌呤及

次黄嘌呤的含量；利用 Sanger 测序法分析 XDH 基因序列改变；针对新发现的 XDH 突变，构

建 XDH 基因野生型和突变型过表达腺病毒载体，病毒包装纯化后，分别体外感染人永生化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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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系 L02，比色法检测 L02 细胞中 XDH 酶活性，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细胞内和细胞培养液

中尿酸、黄嘌呤和次黄嘌呤的含量。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以 a=0.05 作为检验

水准。  
结果  患者血液和尿液中尿酸含量分别为 0 μmol/L 和 1μmol/L，低于检测下限；尿液中黄嘌呤

浓度为 268μmol/mmol 
Crea（参考值：<31μmol/mmolCrea），次黄嘌呤浓度为 128μmol/mmolCrea（参考值：<31
μmol/mmolCrea）。XDH 基因外显子测序发现 4 个突变，分别为 14 号外显子杂合插入突变：

c.1323insA，导致终止密码子提前出现，该突变未见报道；16 号外显子 c.1696G>T，为同义

突变，SNP 位点：rs117399514；27 号外显子 c.3109T>C，为同义突变，SNP 位点：rs3134
8920；35 号外显子 c.3926C>T，为无义突变，氨基酸被截掉 51 个，SNP 位点：rs3133774
5。针对 c.1323insA 和 c.3926C>T 分别构建 2 种突变型过表达腺病毒载体和野生型过表达腺

病毒载体，分别感染 L02 细胞，与感染野生型过表达腺病毒载体的细胞相比，感染突变型过表

达腺病毒载体的细胞其 XDH 酶活性均显著下降，且黄嘌呤和次黄嘌呤的含量显著增加，p<0.0
1，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XDH 基因 c.1323insA 和 c.3926C>T 突变可导致 XDH 酶活性显著下降，这两种突变是

导致该患者发生低尿酸血症的主要原因。 
 
 
最终交流类型：口头发言 
类别：日程 
427358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研究 
 

杨再兴 梁艳 周琳 仲人前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胆汁淤

积性肝病，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明。但已明确的是肝内胆管上皮细胞（IBEC）持续炎症性损

伤和减少，是 PBC 发生发展的关键。但其具体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阐明。本课题组在该方面

进行了初步探讨。 
方法和结果  首先，我们通过循证研究方法，证实 HLA-Ⅱ类分子基因变异与 PBC 的相关性最

为明确，环境中，吸烟和泌尿道感染与 PBC 的发生也密切相关。泌尿道感染主要是由革兰氏

阴性菌引起，LPS 是其细胞壁主要成分，TLR4 是 LPS 模式识别受体。因此，我们推测 TLR4
通路在 IBEC 损伤或减少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经研究，我们发现 PBC 患者 IBEC 本身 TL
R4 表达明显升高，其下游信号转导通路活化后可以通过转录因子 Snail 诱导 IBEC 发生上皮-
间质转化（EMT），这一过程使 IBEC 大量减少，转换成成纤维样细胞，从而诱导 PBC 患者

的肝脏门管区发生纤维化。同时，我们还发现在低氧环境下（PBC 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现

象），PBC 的 IBEC 可以通过转录因子 HIF-1α 发生自噬，该过程也可以造成 IBEC 的大量减

少。另外，IBEC 微环境中的单核巨噬细胞 TLR4 的表达也明显升高，有利于诱导单核巨噬细

胞向 M1 极化，增强其炎症损伤作用，减弱其吞噬正常凋亡细胞的能力。 
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推测，PBC 的 IBEC 在 TLR4 通路及 HIF-1α 通路的作用下，发生了 EM
T 和自噬，其微环境中的单核巨噬细胞主要向 M1 极化，吞噬正常凋亡的 IBEC 能力大大减

弱，使得正常凋亡的 IBEC 无法及时被清除，而出现继发性坏死，从而造成 IBEC 的持续减少

和炎症损伤，诱发 PBC 的发生和持续进展。 



二、壁报交流



66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08964 
 

建立不受狼疮抗凝物干扰的凝血因子检测方法 
 

唐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建立并评价不受狼疮抗凝物干扰的内源凝血因子检测方法。 
方法  对已证实有或无狼疮抗凝物(LAC)的患者样本，采用含足量磷脂的硅凝固时间确证(SCT-
C)试剂，一步法检测凝血因子 VIII、IX、XI 活性，并与基于常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的凝血因子活性测定相比较。 
结果  在无 LAC 的样本中，基于 SCT-C 试剂和 APTT 试剂的凝血因子 VIII、IX、XI 活性检测

结果一致（相关系数>0.975，相对偏倚<7.5%)；存在 LAC 的样本中，基于 SCT-C 的因子活

性测定不受 LAC 干扰，且较常规方法需要的稀释度更少。 
结论  基于 SCT-C 的检测方法方便、可靠，可用于存在 LAC 样本的内源凝血因子测定。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13974 
 

运用 6 sigma 质量管理方法提升临床生化检验质量 
 

李润青 张玉娟 杨松 肖楠 赵秀英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目的  通过参加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AP）能力验证（PT），分析室内质控数据，及检验全过

程关键指标的 sigam 值，运用 6-sigma 质量管理方法评价临床生化检验过程中检验前、中、

后及检验全过程中关键指标，确定实验室项目检测能力，为质量改进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度 CAP 临床化学 C3B 系列 PT 回报结果及六个月的室内质控数据；按照美

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法案（CLIA'88）中允许总误差(TEa)标准，采用公式 sigma=(TEa%-Bi
as%)/CV%，计算各检验项目的 sigma 值。依据方法性能决定图，评估检测性能，计算检验项

目的质量目标指数，查找导致性能不佳的主要原因，提出优先改进方法。计算检验全过程的关

键指标的 sigma 值，对比改进前后 sigma 值的变化。 
结果  33 个常规生化检测项目平均 sigma 值为 6.56，其中 15 个项目的 sigma 值大于 6，2 个

项目 sigma 值小于 3，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标本不合格、紧急值未通知、紧急值未及时通

知、CtnI TAT 不合格、急诊生化项目 TAT 不合格、检验报告更改、室间质评不合格的平均 sig
ma 值改进前分别是 4.68、3.60、3.37、1.72、3.27、4.52、3.85；改进后达到 4.90、4.30、
3.55、3.10、3.75、4.65、4.55。 
结论  6-sigma 质量管理易于标准化，可为临床实验室检验全过程提供客观的衡量标准，有助

于发现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方向，是一项有效的实验室质量管理工具。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1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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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GM 检测对非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合并 IA

的诊断价值 
 

金欣 薛剑 苑鑫 陈建魁 许晓跃 袁方 吴海涵 佟利威 于农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 探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半乳甘露聚糖(GM)检测在非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侵袭性

肺曲霉病（IPA）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本院住院并符合纳入标准的 788 例患者，用

统计学方法对 BALF GM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确定高危患者中 BALF GM 检测的 cutoff 值。 
结果 共有 788 例患者入组，病例组 160 例，4 例确诊，156 例临床诊断病例，对照组 160
例。对于 BALF GM 检测，ROC 曲线分析当 cut-off≥0.935 时，约登指数 0.969 最高，是最佳

的界值点，敏感性：98.8%，特异性：98.1% 。当 cut-off≥1.51 时，敏感性 78.8%，特异性 10
0.0%。 
结论 BALF GM 检测在非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 IPA 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15295 
 

Interleukin-19 and angiopoietin-2 contributes to 

angiogenesis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Li Li,Zhao Guang-Chun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224500 

 

Aim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interleukin-19 (IL-19) in ang
iogenesis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with complications and to assess the relation of
 serum IL-19 and angiopoietin-2 (Ang-2) in T2DM.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group studied comprised of 240 patients with T2DM(132 males
 and 108 females), included ma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nd 
T2DM without vascular complications.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50 healthy blood donor
s. All subjects were evaluated for : IL-19, Ang-2, fasting plasma glucose (FBG) , fasting insuli
n (FINS)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  
Results   The serum IL-19 levels of T2DM patients with angiopathy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
antly higher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out angiopathy. IL-19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
y correlated with Ang-2,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for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an
d HbA1c(r=0.769, 0.523 and 0.491 , respectively, P＜0.01). In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
n analysis, IL-19 levels (P=0.01) were found to b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wit
h T2DM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are the first to implic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L-19 and T2
DM with vascular complications , IL-19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g-2. IL-19 
and Ang-2 may be involved in angiogenesis of T2DM with vascular complication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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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15540 
 

中间型、重型及复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在北京地区的

基因分析 
 

杨卓 甘勇 裴雨晴 陈雨 陈倩 吴卫 崔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 100730 

 

目的 分析具有明显南方地域发病特点的中间型、重型以及复合型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在北

京地区的基因型分布特点。 
方法 1084 例疑似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通过跨越断裂点-PCR 检测 α 珠蛋白链常见 3 种缺

失型突变、通过 PCR-反向点杂交法检测 α 珠蛋白链常见 3 种点突变及 β 珠蛋白链常见 17 种

突变、通过毛细管电泳仪进行血红蛋白电泳、通过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红细胞等参数及血涂片瑞

氏吉姆萨染色观察血细胞形态。 
结果 702 例被确诊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简称地贫），检出率达 64.76%（702/1084），共

检出 19 种基因型。23 例中间型 α-贫血即 HbH 病，表现为 4 种基因型，即-α3.7/--SEA、-α4.2
/--SEA、αCSα/--SEA 和 αQSα/--SEA，以-α3.7/--SEA 基因型最多（18 例）。3 例中间型 β-
贫血，为 βCD17(A→G)/β-29(A→G)、β-28(A→G)/β-28(A→G)和 βIVS-Ⅱ-654(C→T)/βCD17
(A→G)。1 例重型 β-贫血为 βCD41-42(-TCTT)/βCD17(A→T)。2 例 HbE 复合 β-贫血，为 βC
D41-42(-TCTT)/βE 和 βCD17(A→T) /βE。5 例 αβ 复合型贫血，包括 2 例 βCD41-42(-TCTT)/
βA 复合 αα/-α3.7 基因型、1 例 βIVS-Ⅱ-654(C→T)/βA 复合--SEA/αCSα、1 例 βCD17(A→T)/
βA 复合-α4.2/αα 和 1 例 βCD41-42(-TCTT)/βA 复合 αCSα/αα 基因型。其中--SEA/αCSα 复合

βIVS-Ⅱ-654(C→T)/βA 出现 HbA2 未升高及 HbH 缺失等不典型血红蛋白电泳特征。  
结论  北京地区的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检出率高，中间型、重型及复合型贫血表现为基因型

多样。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924 
 

Exploring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profiles 

altered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using Infinium 

Human Methylation 450 BeadChips 
 

李丹丹 Yunlong Yuan Jiaxi Song Junjun Wang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The current study is designed to explore novel genome-wide aberrant DNA methylation patte
rns that are predominantly related with ACS. Infinium HumanMethylation 450K Beadchip arra
ys were used to examine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profiles in 3 pairs of ACS and the c
ontrol samples.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11342 CpG sit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ACS and control samples, including 8865 CpG sites hypomethylated and 2477 hypermethyl
ated in ACS. Simultaneously, 9.04% of the hypermethylated and 11.8% of the hypomethylate
d CpG sites are found to have an absolute ACS/control methylation difference ≥ 20%.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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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s of GO and KEGG enrichment suggest that the methylated genes are associated with so
me biological processes and pathways. 
Our data identify an ACS-specific DNA methylation profile that highlights the contribution of d
ifferent genes and pathways to the disorder.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clues toward a bette
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AC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21024 
 

WT1 Expression in Circulating RNA as a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arker for AML Patients after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zhong ling,wei lingling,chen jiao,huang xiaobing,lu yanrong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610072 

 

Background Circulating RNA in plasma (CRNA) refers to soluble tumor-derived ribonucleic 
acids. The Wilms tumor 1 (WT1) gene appears to be a highly promising marker for minimal r
esidual disease (MRD) detection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patients after chemothera
py 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WT1 gene in CR
NA, bone marrow (BM) and peripheral blood (PB) RNA for the monitoring of MRD in AML pat
ients after HSCT. 
Methods One hundred eighteen AML patients were studied with WT1 expression assessed 
by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in plasma, BM and PB RNA.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gene expression difference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the WT1 gene was successfully detected in 118 cases but was a
bsent in controls (mean relative expression of WT1/ABL 8.77, range 0.5-56.0, P<0.001) [WT
1 in BM-RNA: mean relative expression 8.66, range 0.5-56.0, P<0.001; WT1 in PB-RNA: me
an relative expression 8.55, range 0.5-54.0, P<0.001]. WT1 expression in CRNA, BM-RNA a
nd PB-RNA showed no difference at diagnosis (CRNA versus BM-RNA, r=0.999; CRNA vers
us PB-RNA, r=0.988). After HSCT, 62 patients achieved remissi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WT1  in CRNA and BM-RNA in nine patients who achieved permanent remission fluctuated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WT1/ABL<0.02). The other 53 patients who were predicted to relap
se had elevated WT1 levels in CRNA and BM-RNA. Of these 53 patients, 48 ha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he WT1 gene in both CRNA and BM-RNA at a median of 1 month prior to clini
cal relapse. In the other five patients (5/53) diagnosed with extramedullary relapse, the level 
of WT1 in CRNA was elevated prior to relapse. However in these patients, WT1 expression i
n both 
BM-RNA and PB-RNA was still negative (at a median of 1 month earlier than in BM-RNA). T
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CRNA was no different from BM-RNA for determination of WT1 expr
ession in AML patients (F=0.260, P=0.642).  
Conclusion Analysis of WT1 expression in CRNA in AML patients could be a simple, conve
nient and noninvasive method to predict latent information about relaps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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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22 
 

1,3-β-D-葡聚糖检测对侵袭性真菌感染临床价值的再评价 
 

夏吉荣 牛司强 曹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 1,3-β-D-葡聚糖检测（G 试验）在侵袭性真菌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间临床 G 试验的住院

患者结果，分析 G 试验诊断真菌感染的敏感性、特异性、符合率、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

值、约登指数等能力指标。 
结果 真菌感染组 G 试验检测值 228.4±250.1pg/mL，非真菌感染组 G 试验检测值 32.6±13.6p
g/mL，两组间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G 试验对真菌感染的敏感性、特异性、符合

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约登指数分别为 0.83、0.92、0.88、0.89、0.87、0.75。 
结论 G 试验是真菌感染的重要早期实验室指标之一，对其合理应用可有效提高真菌感染的诊

治水平，特别是阴性结果对排除真菌感染的意义更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22382 
 

Glucocorticoid-induced TNFR family-related protein 

ligand regulates p38 MAPK / STAT3 axis to enhance 

Th17 cell response in autoimmune arthritis 
 

Tang Xinyi,Wang Shengjun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is an autoimmun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chronic inflammation o
f synovial joints and the progressive destruction of cartilage and bone tissue, ultimately leadi
ng to disability. Th17 cells, a subset of helper T cell populations that selectively produce IL-1
7, have developed a reputation as a critical element in RA patients and and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 (CIA) mice. The glucocorticoid-induced TNFR family-related protein (GITR) and its li
gand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utoimmune arthritis by enhancing the Th17 c
ell response, but their molecular mechanisms remain largely unclear. This study aims to defi
ne the role of 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MAPK) and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
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 signaling in GITRL-induced Th17 cells in autoimmune arthritis.
 We found that the p38 phosphorylation was enhanced by GITRL in activated CD4+T cells, a
nd the p38 inhibitor restrained the GITRL-induced Th17 cell expansion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Moreover, there was decreased STAT3 activity on Tyr705 and Ser727 with the p38 i
nhibitor in vitro. Notably, the p38 inhibitor could prevent GITRL-treated arthritis progression a
nd markedly decrease the Th17 cell percentages. The phosphorylation of the Tyr705 site wa
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GITRL-treated CIA mice treated with the p38 inhibitor. A significant
ly higher phosphorylation of p38 was detected in RA patients and ha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erum level of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CCP) antibody. 
Our findings have indicated that GITRL could promote Th17 cell differentiation by p38 MAPK
 and STAT3 signaling in autoimmune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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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28177 
 

Early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Serum 

PCT，CRP and IL-6 in Patients with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 
 

ding shuang,ma ping,jiang qingqing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3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early prediction of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in patients by combined detection of serum procalcitonin (PCT)，C-reactive protein(CR
P) and Interleukin-6 (IL-6)．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taken on 296 in patients who were executed blood cu
lture at the first time after been admitted to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of January  2015 to Ju
ne  2015，and the serum PCT, CRP and IL-6 detection were taken at the same time．Patie
nts with hematologic disease were excluded．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positive blood c
ulture group and the negative blood culture group．Compared the PCT，CRP and IL-6 1eve
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analyzed each indicator in the performance of bacterial BSI di
agnosis by drawing ROC curve．Compare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combined detect
ion with a sing1e indicator which had a better diagnostic value． 
Results 107 patients were of positive blood culture，179 patients were of negative blood cul
ture．PCT，CRP and IL-6 1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ositive blood culture group
 than the negative blood culture group (P<0.05)，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ana1yzed b
y rank test．PCT had an AUC value of 0.808，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RP(0.689) an
d IL-6(0.721)，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P
CT，CRP and IL-6were 86.6％, 75.2％,96.8％and 82.9％,78。8％,16.8％ respectively in the 
diagnostic of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while combined detection had 97.2％，90.
1％．when the three indicators were all negative，the specificity was up to 100％to exclude 
bacterial BSI． 
Conclusion Combined detection of PCT，CRP andIL-6can provide a more convenient and r
eliable method for the clinical early diagnosis of bacterial BSI．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516 
 

Fractalkine 对 β-淀粉样蛋白 1-42 激活的小胶质 TNF-α、

IL-1β 和 NO 表达的影响 
 
宋艳芳

1 林青
1,1 祝先进

1,2 
1.福建省人民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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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β-淀粉样蛋白 1-42（β-amyloid peptide1-42 , Aβ1-42）激活小鼠小胶质细胞后，对

小鼠小胶质细胞分泌 TNF-α、IL-1β 和一氧化氮的影响以及 fractalkine 对 β-淀粉样蛋白 1-42
（β-amyloid peptide1-42 , Aβ1-42）激活的小鼠小胶质细胞分泌 TNF-α、IL-1β 和一氧化氮的

影响。 
方法 用 0-20μM Aβ1-42 激活小鼠小胶质细胞或 10μM Aβ1-42 激活小鼠小胶质细胞前用 fracta
lkine 处理小鼠小胶质细胞 24h，分别收集培养上清，一氧化氮试剂盒检测培养上清中一氧化

氮的浓度，ELISA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 TNF-α 和 IL-1β 的浓度。 
结果 Aβ1-42 能够诱导小鼠小胶质细胞表达 TNF-α、IL-1β 和一氧化氮（P 均<0.05），且趋化

因子 Fractalkine 能够降低 Aβ1-42 诱导的小鼠小胶质细胞 TNF-α、IL-1β 和一氧化氮的表达

（P 均<0.05）。 
结论 Fractalkine 可能通过抑制 Aβ1-42 诱导的炎症相关因子 TNF-α、IL-1β 和一氧化氮的产生

从而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774 
 

Associations of Epstein-Barr virus-induced gene 3 

polymorphisms and expression with osteosarcoma risk 
 

wang junli,tang yujin,lu lu,lu xianzhe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Background No previous study reported the associations of Epstein-Barr virus-induced gen
e 3 (EBI3) polymorphisms with osteosarcoma risk to date. The aim of present study was to in
vestigate these associations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The plasma EBI3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Three EBI3 variants, rs4740, rs9807813 and rs428253 were evaluated in a case-control stud
y of 108 osteosarcoma patients and 216 health controls, by using SNaPshot method.  
Results The plasma EBI3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osteosarcoma patients than in c
ontrols, and also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tumor metastasis than without metastasis (P<0.01). 
Genotypes of rs4740 GA and GA+AA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osteosarcoma (AA: O
R=1.97, 95%CI=1.22-3.19; GA+AA: OR=1.93, 95%CI=1.21-3.08). No associations were obs
erved between rs9807813, rs428253 and osteosarcoma risk (P>0.05). Stratific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ssociation between rs4740 polymorphisms and the tumor metastasi
s (P<0.05). No associations between rs4740 polymorphisms and patients’ gender, tumor loc
ation (P>0.05).  
Conclusion Our data suggest that the elevated expression of EBI3 is involved in the carcino
genesis of osteosarcoma, and EBI3 rs4740 polymorphisms confer the susceptibility to osteos
arcoma risk and the osteosarcoma metastasi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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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微珠流式荧光免疫法对抗核抗体谱的检测意义 
 

郭佳 贾宇 杨辉 王珂君 曹建平 李阳 王春燕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研究分析多重微珠流式荧光免疫法对抗核抗体谱的检测意义，并对不同检测方法的特异

性分析。 
方法  分别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条带酶免分析法和多重微珠流式荧光免疫法对 214 例患者标

本进行检测抗核抗体谱。并对其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多重微珠流式荧光免疫法阳性 106 例，阳性率 49.53%，高于间接免疫荧光法和条带酶

免分析法，（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出阳性 76 例，阳性率为 3
5.51%，条带酶免分析法测得阳性 75 例，阳性率为 35.05%，这两种方法所测得阳性率比较无

较大差异，（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三种检测方法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为 60.7
5%,明显高于单独间接免疫荧光法及条带酶免分析法的阳性率，（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为了防止漏诊，误诊，采取间接免疫荧光法、多重微珠流式荧光免疫法和条带酶免分析

法联合应用的检查方式，可有效提高检出率，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诊断、检测以及预后判

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372 
 

Performance of urinary neutrophil gelatinase-

associated lipocalin, clusterin, and cystatin C in 

predicting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and diabetic 

microalbuminuria 
 

Zeng Xian-fei,Li jun-min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710054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Tubular biomarkers have been seen as emerging and promisin
g markers for early prediction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
as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capabilities of urinary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 clusterin, and cystatin C for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 and diabetic microalbumi
nuria, and whether they appear early than microalbuminuria. 
Design, setting, participants, and measurements In the consecutive cohort study, 146 typ
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patients with duration of ≥6 years were enrolled. Thirty age and
 sex-matched subjects without any systemic diseases were recruited as control group. Urinar
y samples collected before treatment were tested for NGAL, clusterin and cystatin C. 
Results The levels of biomarkers were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DKD (all p < 0.001) and positiv
ely correlative with urinary albumin 
creatinine ratio (UACR) (all p < 0.001). Within the patients with higher degree microalbuminu
ria, the urinary biomarkers levels were statistically elevated. The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
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s) in urinary NGAL, clusterin and cystatin C were 0.816 [9
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741–0.891], 0.775 (95% CI: 0.694–0.857) and 0.803 (95% CI: 
0.722–0.884), respectively, for DKD diagnosis. The levels of urinary NGAL and cystatin C in 



74 
 

normoalbuminuria (UACR < 30 mg /g Cr) group were elevat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
up, but urinary clusterin wasn’t.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three b
iomarkers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HbA1c.The diagnostic AUCs of urinary NGAL, clust
erin and cystatin C for diabetic microalbuminuria reached to 0.841 (95% CI: 0.775-0.907), 0.
783(95% CI: 0.710-0.856), and 0.805 (95% CI: 0.733-0.87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Urinary NGAL, clusterin, and cystatin C maybe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DKD 
and diabetic microalbuminuria diagnosis. Urinary 
NGAL and cystatin C could increase before onset of microalbuminuria in T2DM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35701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identify a recurrent CRYL1-

IFT88 chimeric transcript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Zheng Jiaying1,2,Huang Yi1,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2.Provincial Clinical College，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Aim  We performed transcriptomesequencing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adjac
ent non-tumorous tissues to investigate themolecular basis of HCC.  
Methods  Three patients diagnosed as primaryHCC were recruited and differentially express
ed genes (DEGs) were identified. Candidate fusion transcripts were also identified. Further R
T-PCR and Sanger sequencing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validate potential recurrent f
usion transcripts in other 50 pairs of tumor and adjacent non-tumor samples. 
Results   An average of 35,100,398 pair-end 125bp clean reads was generated. A total of 68
1 DEGs were detected, including 368 up-regulated and 313 down-regulated genes. Two path
ways were enriched with DEGs, including complement and coagulation cascades (hsa04610)
 and cell cycle (hsa04110). Threecandidate fusion genes were detected and the fusion gene 
CRYL1-IFT88 was successfully validated in the discovery sequencing sample and another 5 
tumor samples. This fusion gene was identified as a recurrent fusion transcriptin HCC with th
e recurrent rate of about 11.32% (6/53). 
Conclusion  Using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we detected and successfully validated CRYL
1-IFT88 as a recurrentchimeric transcript in HC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954 
 

EV71 感染激活树突状细胞中 RLR 信号通路 
 

史伟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1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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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肠道病毒 71 型(EV71)的复制与树突状细胞 RLR 信号通路的相互关系，为治疗 EV7
1 感染提供新的策略。 
方法  Ficoll-Hypaque 分离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
-CSF）、重组人白细胞介素-4(IL-4)诱导培养成树突状细胞（DCs）并检测其表型；PCR arra
y 技术检测 EV71 感染 DCs 前后不同时间 RLR 信号通路相关分子的 mRNA 的表达变化；并用

Western Blot 检测该信号通路关键分子及 EV71/VP1 水平。采用 Luminex 液相芯片技术检测 I
L-6、IL-2、MCP-1 等细胞因子表达水平。 
结果 EV71 感染未成熟 mDCs，分别在 1/2h、2h、8h 和 24h 取 mDCs 感染细胞、未感染细

胞，抽提 RNA。PCR array 检测发现 MDA5、IPS-1、IKK-α、IKK-β、IKK-γ、NF-κB、IRF3
等表达明显上调，但 RIG-I、LGP2、TRAF2、TRAF3、TRAF6 等未见明显变化；同时发现发

现 IKK-α、IKK-β、IKK-γ、IKB-α、NF-κB p50 和 NF-κB p65 磷酸化水平明显增强。另外，EV
71 感染促进了 IL-1α、IL-2、IL-6、IL-12、TNF-α、IFN-β 和 IFN-γ 分泌。 
结论  EV71 感染可刺激 RLR 信号通路的活化，对 EV71 的感染具有重要调控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623 
 

lncRNA-UCA1 通过 CREB 上调 miR-196a-5p 促进膀胱癌细胞对

顺铂/吉西他滨的耐药 
 
潘晶晶

1 李旭
1 薛梅

1 吴文婧
1 侯慧莲

1 翟文
2 陈葳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长非编码 RNA-UCA1 参与膀胱癌细胞顺铂/吉西他滨耐药的分子机制，为膀胱癌提

供新的治疗靶点。 
方法  应用 CCK8、流式细胞仪和 Western Blot 等检测敲低或过表达 UCA1 后顺铂/吉西他滨对

膀胱癌细胞活力和细胞凋亡的变化，利用双荧光素报告酶实验、siRNA 干涉技术和 Real Time 
PCR 研究 CREB 对 miR-196a-5p 以及 miR-196a-5p 对 p27Kip1的调控作用，明确 UCA1 参与

顺铂/吉西他滨耐药的分子机制。建立裸鼠移植瘤模型，通过 TUNEL 和免疫组化技术鉴定细胞

凋亡和相关蛋白表达。 
结果  敲低 UCA1 能增加顺铂/吉西他滨引起的膀胱癌细胞凋亡，降低细胞活力和磷酸化 AKT
和 CREB 的蛋白表达；过表达 UCA1 能减少顺铂/吉西他滨引起的膀胱癌细胞凋亡，增加细胞

活力和磷酸化 AKT 和 CREB 的蛋白表达。敲低 miR-196a-5p 能增加 p27Kip1的表达以及顺铂/
吉西他滨引起的膀胱癌细胞凋亡，减少细胞活力；增加 miR-196a-5p 的表达不仅能降低 p27Kip

1的表达，还可以逆转敲低 UCA1 引起的顺铂/吉西他滨诱导的膀胱癌细胞凋亡增加和细胞活力

下降。敲低 CREB 能显著降低 miR-196a-5p 的表达，而且 miR-196a-5p 启动子区 CREB 结合

位点突变能显著降低荧光素酶活性，p27Kip1 3’UTR 区 miR-196a-5p 种子序列结合位点的突变

也能显著降低荧光素酶活性。体内实验证实敲低 UCA1 联合顺铂/吉西他滨能显著抑制肿瘤生

长，而且敲低 UCA1 能抑制肿瘤组织磷酸化 AKT 和 CREB 的表达，下调 miR-196a-5p，继而

上调 p27Kip1的表达。 
结论  UCA1 能通过 CREB/miR-196a-5p/p27Kip1 通路促进膀胱癌细胞对顺铂/吉西他滨的耐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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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007 
 

HEp-2-NS1 改良细胞分离 6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的敏感性分析 
 
秦笙

1 王玉涛
2 孟少伟

1 许振杰
1 王伟亮

1 关文达
2 陈茶

1 江海明
3 

1.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3.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评价 HEp-2-NS1 改良细胞分离培养 6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的效果。 
方法  以 HEp-2 细胞为对照，HEp-2-NS1 改良细胞分别接种 6 种常见呼吸道病毒，包括甲型

流感病毒（IFA），乙型流感病毒（IFB），腺病毒（ADV），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副

流感病毒 1、3 型（PIV1/3），通过血凝试验、细胞病变法分别进行病毒滴度检测和观察细胞

病变（CPE）；使用 533 份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诊断的患儿咽拭子，对 HEp-2-NS1 细胞分离 R
SV 的阳性率和出现 CPE 时间进行评价分析。 
结果（1）病毒滴度：血凝试验结果显示 HEp-2 和 HEp-2-NS1 两种细胞中 IFA、IFB 滴度为 1:
8，PIV1/3 滴度为 1:4，与细胞对照 HEp-2 无差别；CPE 结果显示 RSV 在 HEp-2 和 HEp-2-N
S1 培养两天后病毒滴度分别为 2.67±0.16 和 3.67±0.2（P<0.05），有统计学差异；ADV 在两

种细胞中培养三天后病毒滴度分别为 2.67±0.18 和 3.33±0.49，无统计学差异。（2）CPE 检

测：相比 HEp-2 细胞，感染 RSV 
的 HEp-2-NS1 细胞培养 2 天后即可出现局部范围的细胞融合病变，病变范围占全视野的 3
0%；4 天后可在镜下清楚观察到大范围的细胞融合病变，病变范围占全视野的 95%。（3）临

床标本评价：HEp-2-NS1 和 HEp-2 两种细胞对临床患儿咽拭子 RSV 的初筛分离率分别为 7.5
0%和 3.75%，P<0.05,有统计学差异；CPE 出现时间 HEp-2-NS1 为 3.77±0.9 天，而 HEp-2
为 4.66±0.8 天（P<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HEp-2-NS1 细胞是一种新型的 RSV 鉴定细胞，为临床实验室快速分离培养 RSV 提供合

适的工具。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607 
 

血清可溶性髓系细胞触发受体-1 和 PCT 在败血症诊断中的临

床应用 
 

井发红 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探讨败血症患者血清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 sTREM-1 ）和降钙素原（PCT）的

表达及其对败血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 50 例败血症患者作为败血症组， 50 例非

败血症患者作为对照组。于入院第 1 天收集患者血清，采用定量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
检测 sTREM-1 水平，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 PCT 水平，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 C-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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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同时采集抗凝血检测白细胞计数（WBC）。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研

究 sTREM-1 、PCT、CRP 及 PJIWBC 在败血症诊断中的效能。  
结果  败血症组的 sTREM-1 及 PCT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sTREM-1 、PCT 、CRP 和 WBC 诊断败血症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 ）分为 0.922 、 0.7
75 、0.728 和 0.685 。sTREM-1 以 212.25 ng/L 为最佳截断点诊断败血症的灵敏度为 0.84 ，
 特异度为 0.90 ；PCT 以 0.482ng/ml 为最佳截断点诊断败血症的灵敏度为 0.78 ， 特异度为 0.
68。 
结论  sTREM-1 诊断败血症的 ROC 曲线下面积＞0.9，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血清 sTREM-1 
水平可作为败血症的早期诊断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683 
 

开发和评价关于乙肝两对半血清学标志物 ELISA 检测结果的

自动审核规则体系 
 

李贱成 蔡应木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自动审核是利用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使其按照人为设置的检测结果审核规则流程来审核确

认检验报告并且不需要人工参与的过程。到目前为止，自动审核提出已经有 20 余年历史了，

但其相关研究仍然较少。本文将阐述我们是如何在临床免疫实验室科学制定和合理评价乙肝两

对半检测结果的自动审核规则体系，并将其应用于临床以提升临床实验室的工作效率。 
方法  我们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2006 年颁布的 AUTO-10A 指南关于自动审核规则

建立的流程框架并结合布林逻辑来设计制定临床免疫实验室乙肝两对半检测结果的自动审核规

则体系。我们建立的规则体系共包括 6 大规则：仪器报警、阴阳性对照、质量控制、灰区范

围、两对半模式以及历史数据对比，详细规则确定后，运用计算机语言将其写入实验室信息化

系统（LIS），利用 LIS 的运算能力对乙肝两对半的检测结果进行自动审核判断，能够通过自

动审核规则体系的检测结果即可自动向医院信息化系统（HIS）发送。此外，我们对设置的自

动审核规则体系进行了验证，以评价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 
结果  为了评价我们建立的自动审核规则体系，我们在 2014/08/01-2014/10/31 期间进行了为

期 3 个月的临床实时数据验证，共对 11，585 例患者的乙肝两对半检验结果实施了自动审核

规则体系，其自动审核通过率为 79.52%，人工审核比例为 20.48%。标本周转时间（TAT）
降低 38.01%（78 分钟 vs 126 分钟）。此外，自动审核可疑错误率为 0.06%，较人工审核（0.
25%）明显下降。 
结论  临床检验科内部开发和应用自动审核系统不仅可以为医院节省财务开支，而且能够降低

人工审核报告数量和 TAT，减少临床检验科技术人员工作负担，使检验科工作人员能够集中精

力处理可能存在潜在问题标本、相应降低检验报告错误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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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合 HCV 多中和抗原表位乙肝 S 抗原病毒样颗粒的制备及鉴

定 
 

韦三华 张 海 林 芳 崔 颖 李 斌 张惠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制备嵌合 HCV 多中和表位及 HCV 包膜蛋白 E2 的 HBV S 抗原病毒样颗粒，进行鉴定、

纯化和浓缩。 
方法  HEK293T 细胞用 DMEM 培养至 90%密度时，将构建的重组真核表达载体 pCI-MEpS、
pCI-E2S 用脂质体法转染 HEK293T 细胞，48h 后在培养上清中得到自我装配的嵌合 HCV 多

中和表位及包膜蛋白 E2 的 HBV 病毒样颗粒（VLPs-MEpS, VLPs-M2S）。蔗糖密度梯度离

心，透析浓缩后，电化学发光法进行 HBsAg 定量测定，电镜分析和 western 鉴定。 
结果  制备出嵌合病毒样颗粒 VLPs-MEpS, VLPs-E2S，浓缩后 HBsAg 抗原定量最高达到 3.0
×104ng/ml。 
结论  成功制备出嵌合 HCV 多中和抗原表位的 HBV VLPs，为进一步分析诱导的中和抗体研究

奠定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0285 
 

新德里金属 β-内酰胺酶亚型在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中分布

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刘洋 魏丹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临床分离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肠杆菌科细菌中新德里金属 β-内酰胺酶（NDM）及

其亚型的分布及流行特点。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各种临床标本中分

离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563 株，结合改良 Hodge 试验、EDTA 协同及增效试验与 PC
R 扩增检测 blaNDM 基因。通过肠杆菌基因间重复一致序列聚合酶链反应（ERIC-PCR）及多

位点序列分型（MLST）分析菌株之间的同源性，采用药物敏感性试验、接合试验、质粒图谱

分析、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和序列分析等技术研究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分子机

制。 
结果  共筛选出 45 株产 NDM 酶菌株，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38 株，包括 NDM-1 型 37 株、 ND
M-5 型 1 株，大肠埃希菌 7 株，均为 NDM-7 型。所有菌株呈现多重耐药现象，且每株菌均携

带多种耐药基因，其中 blaCTX-M、blaTEM、blaSHV、qnrB、qnrS、acc(6’)-Ib、rmtB、arm
A 等为最常见共同携带耐药基因。MLST 分型显示，产 NDM-1 酶肺炎克雷伯菌主要分布于 ST
11、ST76、ST495、ST37、ST700 及 ST395 型中，产 NDM-5 酶肺炎克雷伯菌仅为 ST14
型。21 株产 NDM 菌株接合试验阳性,其中包括 13 株 NDM-1 型、1 株 NDM-5 型及 7 株 NDM-
7 型，部分质粒之间有着相似图谱，blaNDM 均定为于约 46 kb 大小 IncX3 质粒上。 



79 
 

结论 我院已出现多种 NDM 酶亚型，主要通过 IncX3 型质粒在肠杆菌科细菌中传播，存在克隆

传播现象。此外，NDM 酶亚型的出现也表明 NDM 酶或正处于快速进化过程中而导致其广泛

传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0286 
 

2 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患者血清 miR-16、miR-126、miR-

221 水平检测及临床意义 
 

万淑君 王成 王静 牛冬梅 张春妮 汪俊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临床检验科 210002 

 

目的  检测 2 型糖尿病（T2DM）及其微血管并发症患者（T2DMC）血清中 miR-16、miR-126
和 miR-221 水平，分析其作为 T2DMC 潜在辅助诊断指标的潜能。 
方法  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qRT-PCR）检测 55 例 T2DM 患者、55 例 T2DMC 患者

及 55 例健康对照血清中 miR-16、miR-126 和 miR-221 水平，生化分析仪测定相关生化指

标，ROC 曲线及逻辑回归分析三种血清 miRNA 对 T2DM 及 T2DMC 的辅助诊断价值。 
结果  qRT-PCR 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miR-16=(14.35±1.00)×10-5, miR-126=(11.75±
1.47)×10-5 和 miR-221= (32.26±3.98)×10-5]， 三种 miRNA 在 T2DM 患者[miR-16=(23.74±2.
70)×10-5, miR-126=(25.01±4.13)×10-5 和 miR-221=(84.76±11.79)×10-5]及 T2DMC 患者[miR
-16=(43.74±9.61)×10-5, miR-126=(17.66±2.20)×10-5 和 miR-221= (82.52±12.48)×10-5]血清

中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 < 0.05），其中 miR-16 变化更为显著；三种 miRNA 用于 T2DM 诊

断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ROC）分别为 0.63 (95% CI=0.53~0.74)、0.64 (95% CI=0.54~0.
74)和 0.74 (95% CI=0.65~0.83)；用于 T2DMC 诊断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ROC）分别为

0.75 (95% CI=0.66~0.84)、0.62 (95% CI=0.52~0.73)和 0.73 (95% CI=0.64~0.83)；进一步逻

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三种血清 miRNA 是 T2DM 和 T2DMC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血清中表达升高的 miR-16、miR-126 和 miR-221 是 T2DM 及 T2DMC 患者潜在非侵入

性辅助诊断标志物及独立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40308 
 

Pathogenicity of a 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Sequence Type 14 strain of serotype K2 harbouring 

blaNDM-5 in China 
 

liu yang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characterize a virulent K2 Klebsiella pneumoni
ae clinical isolate carrying the 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 (ND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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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carbapenem-resistant K.pneumoniae clinical strain NUHL24835, which was isol
ated from a human case of bacteriuria in a Chinese teaching hospital, was subjected to anti
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s,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string test,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
ng, and capsular genotyping. Transformation assays, transconjugation assays, PFGE and P
CR based replicon typing were used for plasmid analysis.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was evalu
ated by liquid mating using Escherichia coli J53 as a recipient. Pathogenicity of NDM-5 expre
ssing K.pneumoniae was analyzed by virulence gene profiles, serum killing assay, and mous
e lethality assay.  
Results  Strain NUHL24835 was highly resistant to carbapenems and belonged to ST14, ex
hibited hypermucoviscous and unique K2-aerobactin-kfu-rmpA positive phenotype. blaNDM-
5 was the only carbapenemase gene detected. blaNDM-5 were located on a 46-kb IncX3 self
-transmissible plasmid, which is a very close relation of pNDM-MGR194 from India. Genetic 
context of blaNDM-5 in strain NUHL24835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ose on IncX3 plasmids in 
various Enterobacteriaceae species in Chin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esistance to serum killi
ng and mice mortality were found in the NDM-5-positive, NUHL24835 isolate compared to th
e other, NDM-1 positive, K.pneumoniae strain.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scribes the association of important coresistance and virulence f
actors in the K. pneumoniae ST14 international high-risk clone with aerobactin-kfu-rmpA phe
notype. These findings are concerning for the potential of NDM-like genes to disseminate am
ong virulent K. pneumoniae isolate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40868 
 

品管圈活动在提升检验科满意度的应用 
 

金冠 

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 136000 

 

目的  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检验科于 2014 年 6 月-2014 年 11 月期间实施品管圈活动，该科

室主要包括血液室、体液室、生化室、免疫室、HIV 初筛实验室，工作人员共 15 名，年龄 22
-60 岁，平均年龄为 39 岁，研究生学历 1 名，本科学历 8 名，大专学历 6 名；正高职称 4
名，副高职称 2 名，中级职称 4 名，初级职称 2 名，技师职称 1 名，见习人员 2 名；大型仪器

设备共 13 台，年标本量大约为 18 万人次。并选择 700 例检验科门诊患者，调查其候单时间

满意度。 
方法  1.2.1 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及主题选定 
将品管圈活动理念作为基础，坚持自愿自发的原则组织召开圈会，本圈由该科室 15 名工作人

员参与，通过头脑风暴的手法确定圈名圈名为 LAB 圈（兰博圈），确定圈徽，将活动主题确

定为“提高门诊患者候单时间满意度”。 
1.2.2 拟定活动计划 
强调品管圈活动开展的目的性及规划性，根据品管圈活动特点、医院背景、圈员思维习惯、工

作特点对活动计划书进行拟定。 
1.2.3 现状把握 
圈员对检验科现有的工作情况进行详细的归纳与总结，绘制合理的工作流程图、制作检验科门

诊患者候单调查问卷表，随后统计问卷结果、汇总数据，分析调查结果、数据收集结果，制作

实施品管圈活动开展前的柏拉图，确定改善重点内容。 
1.2.4 目标设定 
根据本院检验科具体情况将改善检验科门诊候单患者满意度作为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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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解析 
将本次改善重点的实际情况作为基础，利用头脑风暴手段采用鱼骨图、因果关联图、冰山图对

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有效寻找该科室存在的真正原因，并对真因进行验证，绘制真因验证柏拉

图。 
1.2.6 对策拟定 
全体圈员需根据在真因对相应的处理方案进行探讨，针对每一要因拟定相应的处理对策；随后

根据对策的经济性、可行性及效益性评分，按照分值高低选择最恰当的处理对策，并确定处理

顺序。 
1.3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19.5 分析数据，计量资料用（±s）表示，且分别用 t、X2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实施品管圈活动后，检验科门诊患者候单时间满意 597 例，较好 70 例，一般 30 例，较

差 3 例，不满意 0 例，满意度为 85.29%，实施品管圈活动前满意 360 例，较好 240 例，一般

87 例，较差 13 例，不满意 0 例，满意度为 51.43%，数据对比存在显著差异（P<0.05）。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1663 
 

定植指数对于监测 EICU 患者发生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的临床意

义 
 

王晨 李贞 何羽童 姚天悦 陈铖 王偲鉴 彭奕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 200025 

 

目的  分析定植指数（colonization index, CI）对于监测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mergency Intens
ive Care Unit, EICU）患者发生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4 年 5 月-2015 年 2 月间入住上海瑞金医院 EICU 的患者标本，包括痰液（或咽

拭子）、粪便（或肛周拭子）、中段尿、皮肤拭子，通过科玛嘉念珠菌显色培养基进行培养、

分离及初步菌种鉴定，然后扩增内转录间隔区（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ITS）的基因片

段并测序，进行进一步的菌种鉴定；同时收集患者的临床信息，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定植指数

对于监测侵袭性念珠菌感染发生的临床意义。 
结果  纳入研究的 111 名患者中有 9 人发生了侵袭性念珠菌感染，其中 8 人在感染前已有念珠

菌的重度定植。CI≥0.5 和 CI<0.5 的两组患者相比，CI≥0.5 的患者其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的发生

率（P=0.002）、患者死亡率（P<0.001）及脓毒血症的发生率（P=0.003）都明显高于 CI<0.
5 的患者。 
结论  上海瑞金医院 EICU 患者发生侵袭性念珠菌感染与念珠菌定植有关，可用定植指数来反

映患者念珠菌的定植情况，且重度定植的患者更易发生侵袭性念珠菌感染。抗真菌药物及一些

侵袭性操作（中心静脉导管穿刺、导尿管、机械通气、肾脏替代疗法、手术）均是影响念珠菌

定植和感染的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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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个散发血友病 A 家系的基因突变分析 
 
陆晔玲

1 戴菁
1 吴希

1 丁秋兰
1 王鸿利

2 王学锋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 

2.上海血液学研究所 

 

目的  对 165 个散发血友病 A 家系进行基因突变分析，确定基因突变位点及分析突变来源。对

相应的家系成员进行携带者及产前基因诊断。 
方法  APTT、PT、TT、Fg、FⅧ活性、FⅨ活性及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等测定进行血友病 A 的

表型诊断；用长链 PCR 进行 F8 基因内含子 22 倒位检测，两组序列特异的 PCR 对 F8 基因内

含子 1 倒位进行检测；采用核酸直接测序法对 F8 基因各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进行检测并分

析；联合 F8 基因相关的 7 个微卫星位点进行家系遗传连锁分析。采用 AccuCopy 多重基因拷

贝数检测的方法对 F8 基因进行拷贝数检测。单碱基延伸法用于突变嵌合率的检测。 
结果  对 165 个散发血友病 A 家系进行 F8 基因检测，发现 58 个家系为 F8 基因内含子 22 倒

位（35.15%），6 个家系为 F8 基因内含子 1 倒位（3.63%）。对于内含子倒位阴性的家系，

采用 F8 基因直接测序进行突变分析发现 45 个家系为 F8 基因点突变（27.27%），38 个家系

为 F8 基因的小缺失/插入型突变（23.03%），7 个家系为大缺失型突变（4.24%）及 2 个家系

为重复型突变（1.21%）。F8 基因各外显子中，第 14 号外显子的突变数最多，占各外显子突

变总数的 43.5%，且第 14 号外显子 poly A 区的突变为 21 个（52.5%）。联合 F8 基因相关的

7 个微卫星位点对 165 个散发血友病 A 家系进行突变来源分析显示，102 个家系突变来源于患

者的外祖父 X 染色体（61.8%），20 个家系突变来源于患者的外祖母 X 染色（12.1%），43
个家系为患者 F8 基因自发突变（26.1%）。自发突变的家系中有一个家系的母亲外周血 DNA
的突变嵌合率为 17.6%，其余 7 个家系的母亲外周血 DNA 的突变嵌合率均为 0%。检测发现

1 个突变来源于外祖母的家系，患者外祖母的口腔细胞及血液细胞的突变嵌合率分别为 11.0
1% 和 10.62%。 
结论 F8 基因内含子 22 倒位及第 14 号外显子 poly A 区突变是散发血友病 A 家系的主要致病

突变。散发血友病 A 家系的突变来源主要为患者外祖父的 X 染色体。F8 基因内含子倒位及 F8
基因直接测序分析联合 AccuCopy 技术并以 F8 基因内外多个多态性位点进行遗传连锁分析可

应用于散发血友病 A 家系的突变及其来源分析。单碱基延伸法可用于突变嵌合率的检测，提高

突变检出的敏感性并为血友病散发家系的突变来源提供可靠的信息。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104 
 

四个重型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陷症家系基因诊断和分子发病

机制研究 
 

谢晓玲 

上海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凝血因子Ⅴ缺陷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出血性疾病，发病率约为 1:1000000。临

床上，凝血因子Ⅴ缺陷症的表型具有一定的异质性，部分患者甚至没有出血表现。四个先证者

均为重型凝血因子Ⅴ缺陷症患者，本研究先对这四个家系进行基因诊断和分子发病机制的研

究，为后续的表型异质性的机制研究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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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首先采用 APTT、PT 等初筛实验，并进行 FⅤ:C 检测，确诊为凝血因子Ⅴ缺陷症后，分

别对其 F5 基因的 25 个外显子进行一代测序以及 ACCUCOPY 方法检测拷贝数。大缺失用长

链 PCR 方法进行检测找寻断裂点。最后对其父母进行相应突变位点的检测，进行家系调查。 
结果  四个先证者的 PT 和 APTT 均延长，FⅤ:C 均低于 5%（范围从 0.1%~3.7%不等），并

存在不同程度的出血情况：月经量多、口腔出血、关节血肿、头颅出血等。基因检测发现，四

个先证者均存在双杂合突变。本次试验共找到 8 种突变，其中错义突变 1 种，无义突变 1 种，

剪切位点突变 2 种，小缺失/插入 3 种，大缺失 1 种。其中，有七个突变数据库并未报道。父

母均为携带者，并无临床出血表现。 
结论  F5 基因的突变是导致其发病的重要原因，通过基因检测可指导临床进行产前诊断，优生

优育。并为下一步研究表型异质性的机制做准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168 
 

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 TNF-α 值：用于快速诊断活动和潜伏性

结核感染的新指标 
 

侯红艳 汪峰 刘为勇 路艳芳 毛丽娥 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研究使用 ELISA 技术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在结核分枝杆菌抗原早期分泌

靶向抗原、培养滤液蛋白(ESAT-6、CFP-10)诱导后释放的特异性 TNF-α 值，用于鉴别活动和

潜伏性结核感染的方法。 
方法   纳入 25 例临床诊断明确且未经抗结核治疗的活动性结核患者（active TB）, 22 例潜伏

性结核患者(LTBI)，10 例非结核病患者（Non-TB）和 10 例健康对照(HC)。收集参与者的新

鲜外周血并分离 PBMCs，体外用 ESAT-6 和 CFP-10 刺激后，使用 ELISA 方法检测培养液上

清中 TNF-α 的含量。计算结核特异性 TNF-α 值：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在结核分枝杆菌抗原 ESA
T-6 或 CFP-10 刺激下分泌的 TNF-α 水平减去本底 TNF-α 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OC
曲线）确定鉴别活动和潜伏性结核感染时结核特异性 TNF-α 的临界值。 
结果   结核抗原刺激 PBMCs 分泌的 TNF-α 水平不能用于鉴别活动性结核感染。但是结核特异

性 TNF-α 值在活动性 TB 组内明显增高，和 LTBI、Non-TB 和 HC 三组相比，具有显著的统计

学差异性。ROC 曲线显示特异性 TNF-α 值 136.9 pg/ml 可以作为区分活动性 TB 和 LTBI 的最

佳界值，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2%和 90.91%。 
结论   活动性 TB 组内结核特异性 TNF-α 值显著高于 LTBI、Non-TB 和 HC 组，特异性 TNF-α
值不仅可以用于鉴别活动性 TB 和 LTBI，也可以用于区分活动性 TB 和 Non-TB。因此，结核

特异性 TNF-α 值可以作为临床诊断活动性结核病的新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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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mutation in GTB flexible loop affects B antigen 

expression 
 

Cai Xiaohong,Wu Wenman,Wang Xuefeng 

Shanghai Ruijin Hospital 200025 

 

BACKGROUND  Glycosyltransferases (GT) A and B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synthesis of A a
nd B antigen in ABO blood group. High resolution structures of GTA and GTB revealed the in
ternal flexible loop (amino acids 179-194) is involved in the multistage process of substrate bi
nding.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ABO subgroup with mutations in the loop has not been e
xtensively explored. By in vitro eukaryotic system, we evaluated the B antigen expression as
sociated with a novel B subgroup mutation located in the loop. 
METHODS  Serologic investigations including serum B transferases activity assay were perf
ormed in a Chinese individual and his family members with standard methods. Saliva of ABx 
members was determined for water-soluble ABH antigens by agglutination inhibition tests. D
NA sequences of all 7 exons and exon-intron boundaries of ABO gene were analyzed using 
genomic DNA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sequencing. Flow cytometric analysi
s of B antigen expression on RBCs and HeLa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utant plasmid were als
o performed, as well as B transferases activity assay in cell supernatant. Cell agglutination in
tensity was compared by direct microscopy after adding anti-B antibody to the Hela-Bx cells.  
RESULTS  ABx phenotypes were detected in the proband and his father by serologic typing.
 The ABx samples displayed Bw-like patterns by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using anti-B antibo
dy, consistence with the serologic typing. Plasma from both ABx samples in this study showe
d almost no B-transferase activities (titer:<1) and the soluble B antigen level in saliva of the p
roband and his father was obviously lower (both of the titers:64) than that of B secretor (tite:
2). A novel allele Bx11 (538C>T; R180C) was identified by DNA sequencing and sequencin
g after cloning in the pedigree. The B antigen remarkably declined on cell surface upon ectop
ic expression of Bx11 cDNAs in the Hela cells, and B transferases activity significantly reduc
ed (titer: 32) in cell supernatants compared with the wild tpye B control (titer: 1024). Decreas
ed cell agglutination was also observed by direct microscopy, which mimicking the weak aggl
utination of RBCs detected in ABx father and son. 
CONCLUSIONS  We report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538C>T mutation represents a new molecul
ar basis for the Bx blood subgroup. Amino acid residue Arg180, which is located on the edge
 of internal disordered loop, may play a critical role for the shift of GTB’s three conformations 
when the enzyme catalyses the synthesis of B antige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384 
 

婴幼儿与成人凝血因子检测结果差异性探讨 
 

黄学兰 白静 王银锋 侯兴宁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750004 

 

目的 凝血因子是参与机体内外源性凝血过程的重要分子，与体内抗凝系统相互协调，共同组

成机体的凝血系统，维持着机体重要的生理功能。为了探讨正常婴幼儿血浆凝血因子Ⅷ、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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Ⅺ检测结果与成人之间的差异，本文对我院 134 健康婴幼儿及 100 例正常成人健康体检者 F
Ⅷ、FⅨ和 FⅪ进行检测和分析。 
方法 利用日本 Sysmex CS5100 全自动血凝仪对 134 婴幼儿及 100 例正常成人健康体检者进

行 FⅧ、FⅨ和 FⅪ测定，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t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成人组 FⅧ活性 110.83±29.74%，FⅨ活性 101.23±18.00%，FⅪ活性 102.89±14.46%，

婴幼儿组 FⅧ活性 83.73±21.08，FⅨ活性 70.24±22.12，FⅪ活性 85.46±25.90%，婴幼儿 F
Ⅷ、FⅨ和 FⅪ检测结果与成人比较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在评价婴幼儿出血和血栓性疾病时，必须要考虑到凝血检测指标正常值与成人之间的差

别，不能一概按成人正常值进行界定，因此，各实验室应根据所用的仪器、试剂的不同，需建

立不同时期的、符合统计学要求的凝血因子水平参考值范围，避免将婴幼儿误诊为凝血因子缺

陷或存在凝血因子抑制物。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629 
 

多重数字 PCR 检测 KRAS 相关突变的平台的建立 
 

邬升超 吴炯 黄斐 虞倩 王蓓丽 张春燕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建立多重数字 PCR 体系检测外周血游离 DNA（cfDNA）中 KRAS 第 2 外显子 12、13
密码子突变情况。 
方法  构建 7 种 KRAS 突变型质粒用以建立多重数字 PCR 检测体系。以灵敏度、特异度和线

性等为主要参数评估体系的检测性能。检测 4 例胰腺导管腺癌患者（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 cfDNA 中 KRAS 的突变情况，并与组织中 ARMs 检测的结

果进行比对。 
结果  自建的多重数字 PCR 具备良好的线性检测能力（MUT/WT：0.01%-10%），且最低可

在 21606 个野生型中发现一个突变型拷贝（MUT/WT=0.0046%）。四名 PDAC 患者中，两名

PDAC 患者中 cfDNA 的检测结果与组织的结果一致，另外两名患者的 cfDNA 中包含其他突变

类型（PKRAS-3: G12D 0.79%, G12V 2.21%；PKRAS-4: G12D 3.25%, G13D 1.48%, G12S 
1.78%）。使用双重数字 PCR 对 PKRAS-3,4 的组织标本进行测试，结果显示 ARMs 的敏感

度要低于数字 PCR。 
结论  多重数字 PCR 具备极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可用于准确定量外周血游离 DNA 中 KRAS
相关突变的水平。液体活检在数字 PCR 的帮助下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682 
 

EpCAM+循环肿瘤细胞联合调节性 T 细胞在预测肝癌术后患者

早期复发中的作用 
 

周佳烨 周琰 王蓓丽 沈敏娜 周逸雯 郭玮 潘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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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研究肝细胞癌（HCC）患者术后外周血中表达上皮细胞粘附因子(EpCAM+ )的循环肿瘤

细胞（CTC）和 Treg 细胞的水平，探讨两者与 HCC 患者术后复发和预后不良的相关性，为

HCC 患者预后评估提供新的信息。 
方法  收集 2012 年 3 月至 6 月的 49 例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行 HCC 根治切除患者。采

用 PCR 和 FACS 方法分别定量检测 HCC 患者外周血 EpCAM+ CTC 和 CD4+CD25+Foxp3+ 
T 细胞水平，分析 EpCAM+ CTC 和 CD4+CD25+Foxp3+ 
T 细胞水平高、低组患者主要临床相关资料的差异，评价其与患者复发、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EpCAM+ CTC(2-ΔΔCT)、Treg/CD4+ (%)的最佳预后 cutoff 值分别为 2.22 和 5.07。Ep
CAM+ CTC(2-ΔΔCT) 32.22 和 HCC 患者术后复发率升高相关，且外周血 Treg/CD4+比例也

增高。EpCAM+ CTC 数量与外周血 Treg/CD4+数量呈显著相关性，存在伴随增高现象。单因

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 EpCAM+ CTC≥2.22 (P=0.001)、Treg/CD4+ ≥ 5.07(P=0.045) 是预后

危险因素；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 EpCAM+ CTC≥2.22(P=0.003，HR=6.668)是影响 HCC
患者术后早期复发最重要独立风险因素。高 CTC、高 Treg 组比低 CTC、低 Treg 患者早期复

发率明显升高（66.67% vs. 3.57%，P < 0.001），同时高 CTC、低 Treg 组比低 CTC、低 Tr
eg 组患者 1 年复发率高 46.43%（50.00% vs. 3.57%，P = 0.004）。 
结论 外周血 EpCAM+ CTC 和 CD4+CD25+Foxp3+ Treg 水平患者术后复发转移有关，两者联

合检测可进一步提高预测效能。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889 
 

Establishing Reference Intervals of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to-Platelet Ratio Index for 

Apparently Healthy Elderly 
 
zhang guoming1,guo xuxiao2, Zhu Bao-Lin1, Zhang Gao-Ming1,Bai Shu-Mei 2,Wang Hong-Jian1, Ma Xia-Bo1,
 Zhou Ye-Ting1 

1.Shuyang People's Hospital 

2.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ckgrou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to platelet ratio index (APRI) serves as a pa
rameter in evaluating liver fibrosis in current clinical 
practice. However, there is no unified reference standard (reference interval) or baseline leve
l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liver fibrosis with the noninvasive index,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st
ablish the reference range of APRI. WHO Issues Its First Hepatitis B Treatment Guidelines, 
which Ke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the use of a few simple non-invasive tests(for exampl
e, APRI) to assess the stage of liver disease to help identify who needs treatment.The Intern
ational Federation for Clinical Chemistry (IFCC) and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
stitute (CLSI) recommend that each laboratory establishes its own RIs. The calculation result
 of APRI affected by the value for the AST upper limit of norma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RIs of APRI for commonly used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
n using CLSI. 
Methods Blood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local elderly residents(selected  51?263 elde
rly Han Shu yang of Chinese from 65 to 97 years old, 32.97%  males and 67.03%  females.) 
by standard procedures. Complete blood counts were determined by Sysmex XE-2100 an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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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 and the AST values were measured by a TBA2000FR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
oshiba Co., Ltd., Japan). The 95% reference intervals were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nonpara
metric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C28-A3 of CLSI.  
APRI=AST level×100/ULNPlatelet  counts(109/ L) 
APRI data were pooled, analyzed, transformed, and showed as using nonparametric metho
d. (2.5th - 97.5th percentiles) and 95% reference intervals according to the CLSI C28-A3 gui
deline. A Gaussian distribution of all data was tested by Kolmogorov-Smirnov/D’Agostino-Pe
arson test. For outlier exclusion, Dixon-Reed’s outlier method was used. The ratio D/R propo
sed by Dixon  was adopted to detect outliers, but we 
decided not to exclude any data unless clear analytical or biological reasons could be demon
strated.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to determine APRI of significant-age/sex-different gr
oups.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y MedCalc Software (version 11.4.2.2, Ostend, B
elgium) and SPSS 18.0.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Kolmogorov-Smirnov test showed that APRI in our study was not 
normally distributed. Therefore, we calculated the RIs using the nonparametric method with 9
5% RIs (2.5th - 97.5th percentiles) for APRI. Outstanding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the indiv
iduals aged 65–74 and 75–97 in gender groups (P<0.05). A robust approach was employed t
o establish the reference values, and separate RIs were constructed for these 3 age groups, 
which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65–74 age group and between gend
ers. APRI RIs showed differences in the ≥75 years old age group and both genders. Therefor
e, the APRI of RIs established for healthy elderly include: 95%: 0.1398–0.6266 for males and
 0.1282–0.5798 for females. RIs of APRI for elderly mal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females,
 and values of APRI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ge for female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it wa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RIs of APRI by sex but not by a
ge for males. APRI RIs of the elderly should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ges and gender group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4107 
 

RT-PCR 技术在肺炎支原体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李锐成 张惠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了解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MP-DNA 的临床意义及不同标本类型 MP-DNA 检出率的差

异。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对患者的血清、痰液、胸水、鼻咽试子、胸腔穿刺液、肺泡

灌洗液、支气管灌洗液进行肺炎支原体 DNA 检测。    
结果  1402 份标本的总阳性率为 12.20% ，血清标本的阳性率在所有标本类型中最低，仅为 2.
36%，痰液、肺泡灌洗液和支气管灌洗液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 62.96%、77.08%和 88.7
1%。 
结论  实时荧光定量 MP-DNA 具有快速、简便、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的特点，适宜多种标本类

型的检测，是临床上早期诊断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有效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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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emolysis and lipemia interference on 

kaolin-activated thromboelastography 
 

TANG NING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Background Effects of hemolysis and lipemia on thromboelastography (TEG) analysis have 
been barely evaluated for human samples, and actually ignored in clinical practice.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 vitro mechanical hemolysi
s and lipemia on TEG analysis, and compared with routine coagulation tests. 
Methods  Twenty four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Besides of the controls,
 the slight, moderate and severe mechanical hemolysis groups were constituted according to
 free hemoglobin (Hb) concentrations: 0.5-1.0 g/L, 2.0-6.0 g/L and 7.0-13.0 g/L; mild, modera
te and high lipemia groups were constituted according to triglyceride concentrations: about 5
00, 1000 and 1500 mg/dL, respectively. Four TEG parameters: reaction time (R), coagulation
 time (K), angle (a), and maximum amplitude (MA), routine plasma 
coagulation tests by mechanical method, and platelet (PLT) count by optical method were de
tected together. 
Results In TEG parameters, R was most affected and in inverse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d 
free Hb concentration. Higher K , lower α 
and MA were observed in the moderately and severely hemolyzed samples, compared with t
he control samples (P<0.01); shorter R and higher K were observed at each level of triglyceri
de concentration, lower α and MA value were observed at moderate and high lipemia, comp
ared with the control (P<0.01). In plasma coagulation tests,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
me was most affected by hemolysis and shorter at each level of free Hb concentration (P<0.
01, compared to control); shorter prothrombin time at moderate and high level of triglyceride 
concentration was the only affected plasma test by lipemia (P<0.01, compared to control).  
Conclusion: Detection of TEG was in general more affected by mechanical hemolysis and li
pemia than plasma coagulation tests. These 
interferenc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unexpected TEG results were obtained.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4330 
 

热带假丝酵母菌菌丝在毒力中的作用及菌丝细胞的 RNA 测序

分析 
 

江岑 李贞 章黎华 田园 董丹凤 彭奕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 200025 

 

目的  近年来，热带假丝酵母的临床分离率逐年升高。某些热带假丝酵母菌可以作为共生菌定

植在人类的皮肤或粘膜表面，而另外一些菌株则会引起严重的侵袭性感染。这除了与病人本身

的免疫状态有关，也反映出菌株毒力存在强弱不同。目前，关于热带假丝酵母菌毒力的研究尚

不全面。因此，本研究旨在明确与热带假丝酵母菌毒力相关的因素及机制。 
方法  本研究从上海、江苏、广州、安徽省的五家医院收集了 52 株热带假丝酵母菌，分别对

其进行了六种毒力因子的检测，包括生物膜、菌丝、蛋白酶、磷脂酶、脂肪酶和溶血素等。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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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两组菌丝形成有显著差异的菌株感染免疫缺陷小鼠，进行肝肾脾的菌落计数和生存状态的观

察。对这六株菌抽提 RNA，进行 RNA 测序。 
结果  结果显示，52 株热带假丝酵母菌均可以生成生物膜、蛋白酶和溶血素，31 株和 16 株菌

株分别生成磷脂酶和脂肪酶，菌株间生成生物膜和胞外酶的量没有显著差异。革兰染色结果显

示，某些热带假丝酵母菌在相同培养条件下更容易形成菌丝。根据形成菌丝的量将 52 株热带

假丝酵母菌分为四组：第一组≤25% （7 株），第二组 25%-50% （17 株），第三组 50%-7
5% （15 株），第四组 75%-100% （13 株）。分别挑选第一组和第四组中的各三株菌进行动

物实验，这六株菌的其他毒力因子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生存曲线和肝肾脾的菌落计数显示，

第一组三株菌的毒力明显强于第二组。RNA 测序结果发现，与第二组相比，第一组菌株有 60
个基因表达显著升高，146 个基因表达显著下降。KEGG 和 GO 分析显示，氧化应激相关基因

的过度表达可能是引起两组菌株毒力差异的原因。 
结论  菌丝的形成在热带假丝酵母菌毒力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氧化应激相关基因的过度表达

可能会引起菌株毒力的增强。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4417 
 

miR221/222 对肺癌细胞株 XWLC-05 中 PUMA 的调控研究 
 
李庆

1 周琼芝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师范大学校医院 

 

目的  利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对 miR221/222 的靶基因（PUMA）进行验证；通过 MTT 实

验及 caspase3/7、9 的活性检测，研究 miR221/222 对肺          癌细胞 XWLC-05 增殖及凋亡

的影响；应用 RT-PCR 技术检测 PUMA mRNA 在肺癌细胞中的表达差异，探讨 miR221/222
在云南宣威肺癌细胞株          XWLC-05 中对其靶基因 PUMA 的调控作用。 
方法  1.通过基因克隆的方法构建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 
         2.培养云南宣威肺癌细胞株 XWLC-05，通过细胞转染进行后续实验； 
         3.进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荧光素酶活性，验证 PUMA 是否为 miR221/22 的靶

基因； 
         4. 应用 MTT 实验研究 miR221/222 对细胞增殖的影响； 
         5.通过 caspase3/7、9 的活性检测，分析细胞凋亡状态； 
         6.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PUMA mRNA 的表达差异。 
结果  1.所构建的荧光素酶基因载体经测序结果显示正确； 
         2.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显示：miR221/222 能够直接作用于 PUMA 基因的 3`UTR 端。 
         3.MTT 检测细胞增殖状态：Over-expression 转染的组别能促进细胞增殖；In-expressio
n 转染的组别能有效抑制细胞增殖。 
         4.caspase3/7、9 活性的变化为：Over-expression 转染的组别 caspase3/7、9 活性均降

低；In-expression 转染的组别 caspase3/7、9 活性均升高。 
         5.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PUMA mRNA 的表达变化，结果显示：XWLC-05 细胞经转染

后各个处理组之间 PUMA mRNA 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成功构建了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 
         2.在云南宣威肺癌细胞株 XWLC-05 中，PUMA 是 miR221/222 的靶基因； 
         3.miR221/222 能够通过 PUMA 影响细胞增殖及凋亡； 



90 
 

         4.miR221/222 在与其靶基因 PUMA 的作用过程中，从 mRNA 的水平来看，对于降解 m
RNA 无明显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44890 
 

关于卫计委新颁布的临床常用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适用性

的几点看法 
 

何谦 王香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1.儿童和孕妇是两大特殊群体，由于其生理特点其检验项目的正常参考范围与成人不同，此次

行业标准尚未覆盖这两个群体，给临床诊断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应尽快完善此群体参考区间的

研究。 
2. 此次标准是基于全国六大地区人群所得的参考区间，理论上适用于全国各地区人群，但一些

项目的参考区间可能会受到人群所在地域、经济水平、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诸多因素以及不

同实验室的检测水平的影响，即使引用本参考区间的实验室能够参照本标准进行参考区间验

证，可能还是会因为这是我国局部地区小样本人群的研究结果，难以反映和代表我国人群的整

体水平。我实验室原白蛋白（ALB）参考区间为 35-50 g/L，按照标准我们修改为 40-55g/L。
但普外科医生对此参考区间提出异议，按照新的参考区间 ALB 低值患者显著增多，均需输注

ALB。我们针对临床质疑，随机调取了我院普外病区及同期的正常体检人群资料，结果说明按

照标准将 ALB 参考范围下限上调后虽然正常体检人群验证可接受，但患者人群不可接受。我

们分析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与正常体检人群多为西安市内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而我院患

者则来自整个陕西地区，包括农村乡镇居民，两个整体人群的营养水平存在差异所致。考虑到

此次参考范围的调查均选择在 6 大中心城市，其参考区间的制定和验证人群的营养水平有可能

不能反映中国整体人群，故我们认为 ALB 下限仍沿用 35 g/L 为宜，ALB 参考区间修订为 35-5
5 
g/L。我们再次对正常查体者和住院患者数据进行调取，通过验证说明我们修订后参考区间适

当，临床使用良好。我实验室原总蛋白（TP）参考区间为 60-80 g/L，此次行标将总蛋白 TP
调为 65-85 g/L，我们通过数据调取，最终将 TP 参考区间调整为 60-85 g/L。此参考区间经正

常查体者验证适当。 
不可否认的是本次标准的发布实施，填补了我国在临床检验上参考区间标准规范的空白，对于

提高医疗质量，推进合理检查、合理治疗，有效利用医疗卫生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

调查和验证人群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我们认为尚待进一步的验证。在标准的实施过程中，检验

和临床工作者可以将更多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卫计委临检中心，为将来行业标准的进一步修订

和完善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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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type III 

secreti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Zhongshan, China 
 

Wang Juan,ZHANG XIUMING ,WANG WEIJIA ,LAN HAILI ,LU LANFEN ,SUN GEQIN 

中山市人民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528403 

 

Introduction  Pseudononas aeruginosa (P. aeruginosa) is an important causative agent of h
uman infection, especially in a host with compromised defense mechanisms. Severe infectio
ns such as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d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 due to multidru
g-resistant (MDR) P. aeruginosa result in greate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longer hospitalizati
on and higher cost than infections caused by susceptible bacteria.The type III secretion syste
m (TT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virulence factors recently recognized, and it is a contact de
pendent protein secretion pathway that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serious P. a
eruginosa infections. Infection with a type III secreting isolate has been shown to correlate wi
th severe disease. Upon host cell contact, the type III secretion system allows bacteria to dir
ectly inject toxins into the host cell via a translocation complex. The four well known T3SS eff
ectory molecules are exoenzymes (Exo) S, U, T and Y. As the presence of TTSS encoding g
enes in clinical isolates of P.aeruginosa is a variable trait, distribution of these genes in differ
ent populations should be studied. Moreover,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re is no previo
us report from Zhongshan investigating the prevalence of P. aeruginosa virulence genes. Th
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frequencies of exoT, exoY, exoS and exoU 
genes among the different clinical isolates of P. aeruginosa. We also sought to determine wh
ether there is an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these genes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phenotypes and genotypes profile of the isolates. 
Materials and method  This study included 152 P. aeruginosa samples isolated between Ja
nuary 2015 and June 2015 from 152 patients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of Zhongshan Hospit
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eruginosa and the drug-resistance phe
notype were performed by VITEK 2 COMPACT. The genes encoding the aac (6′)-I, aac (6′)-II,
 ant (2″)-I, ant (3″)-II, IMP-1, IMP-2, VIM-1 and VIM-2 were detected. The virulence genes ex
oY, exoS, exoT, exoU were amplified by the PCR method. Statistical associations were perfo
rmed using SPSS 21.0. Chi-square test or Fisher’s exact test was used and P value < 0.05 w
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drug resistance rate of P. aeruginosa was decreased year by year. Carbapene
ms, fluoroquinolones, and 
aminoglycosides are the last resort for treatment. The resistant data of carbapenems, fluoro-
quinolones, and aminoglycosides in 201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2010 in our are
a (17.6%, 6.1%, 2.1% vs 25%, 30%, 36.8%). The four virulence genes were deteced among 
all the isolates. However,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exoS was higher in the sputum (68%) and
 urine (66.7%) compared to that seen in the other clinical samples. Although, relative frequen
cies of virulence genes were different between clinical specimens,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
d no differences for the present of individual genes and source of isolation (P > 0.05). The T
TSS positive rate was 71.1% (108/152). 59.2% (90/152) of samples carried exoY, 10.5% (16/
152) of samples carried exoU, and 53.9% (82/152) and 7.9% (12/152) carried exoS and exo
T, respectively. Coexistence of exoS, exoY, and exoU was seen in 4% of the isolates. Of the 
one hundred and eight TTSS positive strains, there were nine types. Seventy-six strains hav
e two virulence genes. 9.21% (14/152) of the isolates carried both exoY and exoU while 46.0
5% (70/152) showed a concomitant existence of exoS and exoY, 2.63% (4/152) carried both 
exoS and exoT genes and 2.63% (4/152) carried both exoS and exoU genes. Eight strains h
ave three virulence genes at the same time (four of exoU-/exoS+/exoT+/exoY+, two of exoU
+/exoS+/exoT-/exoY+ and two of exoU+/exoS-/exoT+/exoY+). The others strains only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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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ype of the virulence gene, and there are no strains containing the four virulence genes. 
Sixty-six of one hundred MDR strains were TTSS positive strains (66%, 66/100). 62.0% of ex
oY was detected (62/100). Of the fifty-two non-MDR strains, forty-two strains were TTSS pos
itive (80.77%, 42/52). 65.4% of exoS and 65.4% of exoY were detected.The TTSS positive r
ate of non-MDR strain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DR strains (P >0.05). The drug resistance r
ate of TTSS negative strains of all the thirteen drug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TSS positive st
rain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resistance genes (β-lactam drug and amino glycosides antibiotics) and virulen
ce genes. The mutation rates of IMP-1, IMP-2, VIM-1, VIM-2 were 19.7%, 14.5%, 13.2% and
 13.2%, respectively. The mutation rates of amino glycosides genes (aac (6′)–I, aac (6′) -II, a
nt (3″) -I, ant (2″)-I) were 49.3%, 26.3%, 22.4% and 28.3%, respectively. The mutation rates 
of drug resistant genes of TTSS negative strain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TSS positive strai
ns, maybe it was related to the drug resistance phenotypes.  
Conclusion  Different frequencies of cytotoxin encoding gen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differe
nt studie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frequency of some P. aeruginosa virulence genes among
 different clinical isolates was characterized, there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domestic and abro
ad areas. The data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ere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TSS virulenc
e factors and drug resistanc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5399 
 

基于尿液 4-microRNA panel的肾透明细胞癌诊断模型的建立 
 

赵地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寻找敏感性、特异性高的 microRNA 生物标志物用于肾透明细胞癌的早期诊断及与良性

肿瘤进行有效鉴别。 
方法  利用 Illumina Hiseq 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尿液 miRNAs 进行系统分析，确定标准并利用

geNorm,Normfinder 软件评估，筛选出最适的内参及差异表达 miRNAs。引入 logistic 多元回

归分析方程，构建差异表达模型，评价其诊断肾透明细胞癌及与肾良性肿瘤鉴别的价值。 
结果  利用 Illumina Hiseq 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尿液上清 miRNAs 进行系统分析，确定标准筛

选出 miR-139-5p, miR-122-5p,miR-574-5p, miR-27b-3p, miR-423-3p, miR-15b-5p, let7e-5p
作为备选内参，进一步利用 geNorm and NormFinder 软件进行分析，miR-139-5p 和 miR-122
-5p 组合为最合适内参。筛选得到明显差异表达 microRNA（3 down-regulated (miR-92b-3p, 
miR-221-3p,miR-409-3p) and 4 up-regulate (miR-20a-5p, miR-181a-2-3p, miR-146b-5p,miR-
150-5p)）。另将文献报道的明星差异表达的 miR-15a-5p, miR-155-5p 和 miR-514a-3p 在大

样本的尿液上清中进行验证，筛选出四个 microRNA(miR-92b-3p, miR-146b-5p, miR-150-5p,
miR-514a-3p)在 ccRCC 患者尿液上清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对照者及肾良性肿瘤者。进行 lo
gistics 回归分析得到 logistics（P）判别公式，logit (p=ccRCC)= 0.4446-0.0209×(miR-150-5p)
+0.0131×(miR-146b-5p)+0.0060×(miR-514a-3p)+0.0577×(miR-92b-3p)。根据公式建立 ROC
曲线，获得 AUC= 0.861，95% 置信区间[CI]=0.794–0.913， 敏感性=81.94% 和特异性=77.7
8%。 
结论  获得了 4 个明显差异表达 microRNA, 进行 logistics 回归分析建立了 4-microRNA panel 
的检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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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088 
 

Small interfering RNA target for long non-coding RNA 

PCGEM1 increases sensitivity of LNCaP cells to 

baicalein and study for molecular mechanism 
 
Li Yuguang1,He Jinhua1,Han Zeping1,Zou Maoxian1,Chen Weiming1,Lv Yubong1,Zhou Jiabin1,Zheng Lei2 

1.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Blackground and aim  Evidence is accumulating that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re 
involved in human tumorigenesis in many cancers, including carcinoma of the prostate (PCa).
 The extremely high expression of prostate cancer gene expression marker 1 (PCGEM1)  pr
omote the proliferation and colony formation of cancer cell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
e baicalein ma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as well as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tumor cells in m
ultiple cancer cell lines.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inhibi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n the proliferati
on of LNCaP cells of prostate cancer and its potential molecular mechanism, LNCaP cells tra
nsfected with small hair RNA lentiviral vector targeting PCGEM1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ir 
expression in LNCap cells was silenced.  
Methods  The effect of baicalein or LV3-shRNAPCGEM1 alon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
wo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LNCap cells was detected with WST-8. The capability of cell colony
 formation was detected by a colony formation experiment. The effect on cell cycle was detec
t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PCGEM1 was detected by RT-PCR. The fo
rmation of autophagosomes was observed by immunocytochemistry and the levels of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The stable cell line of LNCaP cells infected with lentiviral vector (LV3-shRNAPCGE
M1)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LV3-shRNAPCGEM1 was also able to increase the baical
ein-induced inhibitory effects on LNCap cells. The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multiples was 2.3. 
LV3-shRNAPCGEM1 combined with baicalein inhibited the formation, increased G2 and S p
hase cells,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PCGEM1, and induced autophagy of LNCaP cells.  
Conclusion  LV3-shRNAPCGEM1 may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LNCaP cells to baicalein, a
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ecrease of PCGEM1 expression a
nd the induction of autophagy, providing an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combined treat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on prostate cancer in a clinical setting.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724 
 

探讨调节性 T 细胞的检测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诊断中的临

床意义 
 
薛海阔

1,2 明亮
1,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河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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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患者外周血中调节性 T 细胞(r
egulatory T cells, Treg)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以期为临床提供有效的诊断指标。 
方法  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0 例初诊 SLE 患者，根据美国风湿病学会(american colleg
e of rheumatology, ACR)1997 年推荐的 SLE 分类标准以及英国狼疮评估小组(BILAG)和 SLE
疾病活动指数(SLEDAI)对 SLE 患者进行分类，分为轻型 SLE、重型 SLE 和狼疮危象，每组选

取 30 例患者，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采集患者及健康体检者外周血标本，采用流式

细胞术分析各组外周血 Treg 细胞在 CD4+T 细胞中所占的比率，采用 real time 
PCR 检测各组 Foxp3 的表达水平，应用 ELISA 技术分析各组中 TGF-β 的含量。健康对照组

和患者组之间的比较用两组独立样本资料的 t 检验分析。 
结果  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外周血中 Treg 细胞在 CD4+T 细胞中的比率分别为：健康对照组(1.
31±0.37)%、轻型 SLE(1.24±0.24)%、重型 SLE(0.96±0.43)%、狼疮危象(0.53±0.32)%，健康

对照组与 SLE 患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型 SLE 与重型 SLE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real 
time PCR 检测各组外周血中 Foxp3 的表达水平与内参 HGPRT 相比分别为：健康对照组(3.6±
0.24)、轻型 SLE(2.13±0.36)、重型 SLE(1.92±0.34)、狼疮危象(1.62±0.31)，健康对照组与 S
LE 患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LISA 检测结果为：健康对照组（362±6.14）μg/ml、
轻型 SLE（313±7.81）μg/ml、重型 SLE（263±5.26）μg/ml、狼疮危象（212±8.34）μg/m
l，健康对照组与 SLE 患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型 SLE 与重型 SLE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在 SLE 患者外周血中 Treg 细胞水平显著下降，且有病情依赖趋势，检测外周血 Treg 细

胞水平可为 SLE 疾病的诊断提供临床诊断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969 
 

人乳头瘤病毒在临床患者中的感染现状及主要型别分析 
 

张睿 叶阿里 孔令君 伊 洁 窦亚玲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不同基因型别的感染和现状，以期对 H
PV 感染和病变的防治及相关疫苗研制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的 6917 份样本，

采用高危型 HPV 分型(16、18、31、33、35、39、45、51、52、56、58、59 和 68 型)和低

危型 HPV(6+11)型多重 PCR 核酸测定试剂盒，剔除重复检测样本 1357 份(588 人次)，分析 5
586 份样本中 HPV 总检出率和各亚型、不同年龄段的检出状况，对复检病例单独进行分析。 
结果  HPV 总检出率为 36.29% (2027/5586)，其中高危型检出率是 24.92% (1392/5586)、低

危型检出率是 1.66% (93/5586)、混合型检出率是 9.70% (542/5586)和 HPV 高危型混合检出

率是 7.75% (433/5586)；女性和男性在 HPV 高危型和混合型检出率分别为 25.52% (1366/53
53)和 11.16% (26/233)与 9.99% (535/5353)和 3.00% (7/233)，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2
4.61，χ2=12.45，P<0.001)。男性 HPV 低危型检出率是 3.86% (9/233)明显高于女性的 1.5
7%(84/5353)，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84，0.007)。HPV 高危型感染年龄分布主要在 3
0-50 岁之间，低危型感染主要分布在 20-40 岁之间；混合感染以 30-40 岁居多。在本次研究

中 HPV52、58 型感染阴转率最低。HPV 各亚型中检出率最高的前 3 位为 HPV52，16 和 58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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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PV 高危和低危型在男女性别之间的检出率明显不同，男性以低危型为主，而女性以高

危和高低危混合感染为主。检出率最高为 HPV52 型，其次为 HPV16 和 58 型；再次阴性检出

率最低的为 HPV52 和 58 型；HPV 感染主要集中在青壮年。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63 
 

定量检测人促黄体生成素的超顺磁性免疫层析法的初步建立 
 
王策

1 管笛
2 武会娟

2 王成彬
1 

1.解放军总医院 

2.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目的  应用超顺磁性磁珠标记的免疫层析技术建立一种用于促黄体生成素（LH）快速定量检测

方法。 
方法 采用 NHS/EDC 修饰磁珠，以 1 株 LH 单克隆抗体与磁珠偶联，另 1 株 LH 抗体包被于硝

酸纤维素膜，建立双抗体夹心法与免疫层析相结合的定量检测方法，通过线性范围、精密度、

准确度、特异性、稳定性等对所建方法进行性能评价。收集常规检测 LH 可信度较高的化学发

光法（CLIA）检测后标本，再用所建方法重复检测，验证方法的可靠性。 
结果  磁珠偶联 LH 抗体与 LH 结合后与硝酸纤维素膜包被 LH 抗体反应磁信号检测最佳时间为

20 min；所建方法低值、中值、高值变异系数（CV）为 8%~12%；偏倚＜10%；回收率为 9
0%~120%，灵敏度为 0.63 mIU/ml，与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促甲状腺激素（TS
H）、促卵泡激素（FSH）无明显交叉反应，与 CLIA 比对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R2=0.9
6，P＜0.05）。 
结论 超顺磁性磁珠标记免疫层析法检测血清 LH 简便快速、灵敏度高且成本低，有望成为即时

检验（POCT）方法定量检测生物样品中微量成分发展的方向。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841 
 

粪便分析仪的使用性能与临床应用评价 
 

向代军 马 飞 沙超敏 刘培培 马骏龙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0853 

 

目的 对三台粪便分析仪进行性状参数的检验，进行临床粪便标本的检测，评价其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制备粪便分析仪红细胞、白细胞成分质控品，进行粪便分析的一般性能评价，进行空白

试验、携带污染率、重复性试验；选取经人工显微镜检查含不同数量的红、白细胞粪便标本，

采用粪便分析仪进行检验，进行一致性检验分析，判断粪便分析仪的临床价值。 
结果 空白试验< 0.5%，批间、批内变异系数小于 15%， 
携带污染率<0.5%，一致性检验分析显示，白细胞 Kappa 值为 0.759 – 0.835，红细胞 Kappa
值为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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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白细胞<5 时的 Kappa 值为 0.535 – 0.725，灵敏度大于 94.7%，特异性 53.8% - 69.
8%。白细胞<10 时的 Kappa 值为 0.664 – 0.762，灵敏度大于 94.7%，特异性 69.3%- 73.
3%。红细胞<5 时的 Kappa 值为 0.588 – 0.847，灵敏度大于 98.5%，特异性 44.4%- 84.
6%。白细胞<10 时的 Kappa 值为 0.733 – 0.863，灵敏度大于 98.5%，特异性 62.5%- 84.
6%。 
结论 粪便分析仪与人工显微镜检验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851 
 

Exploration of acute phase protein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early stage diagnosis of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wang chi,Jiang Hui,Duan Jinyan,Yan Muyang,Chen Jingwen,Wang Chengbin,Wang Qi ,Guan Xu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β, IL-6，TNF-α) and seru
m acute phase proteins (C reactive protein, haptoglobin, transferrin and complement C3) an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serum proteins in the early diag
nosis of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AMS).  
Methods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o obtain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symptoms of s
oldiers rapidly ascending to Germu, Qinghai. AMS was diagnosed according to Lake Louis S
core system. Blood pressure (SBP, DBP), heart rate (HR) and oxygen saturation of fingertip 
were measured, while 38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serum was obtained through ce
ntrifugation. Plasma haptoglobin, transferrin and complement C3 were detected by immune s
cattered nephelometry and IL-1, IL-6, TNF-α were detected by chemical luminescence immu
nity analyzer.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erum acute phase protein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for the diagnosis of AM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
c (ROC) curv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based on 
meaningful serum proteins or cytokines. 
Results  SBP, DBP and H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the plateau than those at sea level, 
while fingertip oxygen saturation was lower whil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MS group 
and non-AMS group. In addition, serum transferrin of AM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
n those of non-AMS group while haptoglobin was lower. The sensitivity was 91.7% and 87%,
 respectively, while the specificity was 74.9% and 75%,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IL-1β, IL-6
 and TNF-α at high altitud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at sea level. These inflammatory cytokine
s of AMS group were also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AMS group. AUC of the combined cytoki
nes was higher than each cytokine alone. 
Conclusion  Acute phase protein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show significant changes bet
ween AMS group and non-AMS group. Combina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or acute phas
e proteins shows a better specificity in the diagnosis of early stage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which might provide objective indexes for scanning and screening rapid ascending individual
s susceptible to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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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396 
 

医用实验室纯水水质分析 
 

刘晓婷 向代军 邵安良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分析医学实验室净化前、后的纯水水质。 
方法 参照国家标准 GB/T 6682-2008“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分别从 pH 值、电导

率、可氧化物质、吸光度、蒸发残渣和可溶性硅的含量 6 个指标探索分析实验室在纯化前后的

纯水水质。 
结果 实验室净化前的纯水 pH 值为 7.4、电导率为 0.07 mS/m、可氧化物质含量为 0.07 mg/
L、吸光度值为 0.008、蒸发残渣含量为 0.8 mg/L、可溶性硅含量为 0.015 mg/L，符合二级水

质标准；而经设备纯化后的纯水 pH 值为 7.18、电导率为 0.006 mS/m、可氧化物质含量为 0.
06 mg/L、吸光度值为 0.001、蒸发残渣含量为 0.6 mg/L、可溶性硅含量为 0.01 mg/L，符合

一级水质标准。 
结论 实验室纯水净化前水质为二级水，而净化后水质符合一级水标准，净化后水质显著提

高，可满足医用实验室的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810 
 

SABER 法配合 Clin-TOF 质谱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检测中的应用 
 

陈树林 陈浩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作为全球头号癌症杀手，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仍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而这

一趋势在我国尤其明显。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女性发病率占

第二位，死亡率占第二位。Shi Y 等报道亚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EGFR 突变高达 51.4%。EGF
R 突变的检测对于靶向药物的选择以及耐药监测至关重要。因此本课题主要探讨单等位基因碱

基延伸法（Single Allele Base Extension Reaction，SABER）配合 Clin-TOF 质谱在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检测中的应用。 
方法 1.分别收集 1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前和术后 3 天血浆各 5-10 毫升，并在 4 小时内收

集血浆冻存于-80℃备用,同时收集患者肿瘤组织提取 DNA。2.肿瘤组织 DNA 采用荧光定量 PC
R 法检测 EGFR 45 个突变热点；3.根据肿瘤组织 EGFR 突变位点设计引物，采用 SABER 法

配合 Clin-TOF 质谱检测对应外周血浆 EGFR 突变点。4.分析 Clin-TOF 质谱检测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 
结果 1.10 例肿瘤组织 DNA 检测到 5（50%）例 EGFR 突变，其中 4（80%）例为 L858R 突

变，1（20%）例为 S752F 突变；2.20 份外周血浆 DNA 检测到 13（65%）例 EGFR 突变，

其中 12（92.3%）例为 L858R 突变，1（7.7%）例为 S752F 突变；3. Clin-TOF 质谱检测外

周血浆 EGFR L858R 突变特异度和灵敏度分别为 41.7%，57.1%；而对 EGFR S752F 突变检

测特异度和灵敏度分别为 1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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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ABER 法配合 Clin-TOF 质谱可方便用于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 EGFR 基因突变检测，但

是临床应用中要考虑到肿瘤的异质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955 
 

Analysis of High-resolution donor-recipient HLA 

matching  at HLA-A,-B,-C,-DRB1 and –DQB1 in Chinese 

Han pupulation 
 
Wang Daming1,Liu Chunchen2,Zhen Jianxin3,Li Zhen4,Gao Suqing4,Zou Hongyan4,Zhou Yiwen1,Zheng Lei5 

1.Shenzhen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3.Shenzhen Bao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4. Shenzhen Blood Center 

5.Nanfang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present study was to research the chance of finding a high-resolution 
HLA-matching unrelated donor at HLA-A,-B,-C,-DRB1 and –DQB1 in Province Guangdong o
f China.  
Methods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at the HLA High-resolution Laboratory, Shenzhen. H
igh-resolution typing was performed for HLA-A, -B, -C, -DRB1, -DQA1, -DQB1 using high-res
olution Sequence-Based Typing (SBT) commercial kits. Another high-resolution typing was p
erformed for HLA-A, -B, -C, -DRB1, -DQA1, -DQB1 using high-resolution Sequence-Specific 
Oligonucleotide Probes (SSOP) commercial kits. Ambiguous results were solved by Sequen
ce-Specific primers (SSP). Data in the study were entered into a Microsoft Excel sheet, Direc
t counting method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and potential donors is 211 and 370 in our study. 54 percen
t of patients can find one unrelated donor. The percentage of finding two, three, and four or 
more donors is 27.5, 10.9, and 7.6. 67.7 percent patients are male. The top three alleles of p
otential HSCT patients in this study is A*11:01，A*02:07，A*24:02, B*40:01, B*46:01, B*58:
01, C*07:02, C*01:02, C*08:01, DRB1*09:01, DRB1*15:01, DRB1*12:02, DQB1*03:03, DQB
1*03:01, DQB1*05:02. The frequencies percentage is 54.00, 27.33, 24.00,31.33, 33.33, 21.3
3, 32.67, 39.33, 24.67, 34.00, 24.67, 21.33, 34.00, 36.67 and 18.00. The top three alleles of 
potential HSCT donors in this study is A*11:01，A*02:07，A*33:03, B*40:01, B*46:01, B*58:
01, C*07:02, C*01:02, C*03:02, DRB1*09:01, DRB1*15:01, DRB1*12:02, DQB1*03:03, DQB
1*03:01, DQB1*05:02. The frequencies percentage is 29.59, 15.81，9.59，16.89，19.32，9.
32，14.86，22.16，10.00，19.32, 12.97, 11.22%, 33.98, 34.77, 17.19. Only 33.65 percent o
f patients can find HLA fully matched donors from age 18 to 45. Same sex (male/male) matc
h percentage is 15.6. Conclusions 
High-resolution donor-recipient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 HLA) matching contribute to the s
uccess of the unrelated donor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High-resolution HLA matchi
ng experiment will be conducted before donor-recipient donor marrow transplantation. A pati
ent waiting for transplation usually searches several donors to choose a better donor accordi
ng to the matching degree at HLA-A,-B,-C,-DRB1 and –DQB1. Data from 211 patients waitin
g for a transplant and 370 donors from 2010 to 2013 in Province Guangdong of China were a
nalyzed. Patient-donor pairs were fully typed for HLA-A, -B, -C, -DRB1, and -DQB1 allele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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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h resolution DNA matching for HLA-A, -B, -C, -DRB1, and –DQB1 (10/10 match) between 
donor and patient is the 
best for the patient’ survival.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retrive donors full-matched for some patie
nts in the China Marrow Donor Program.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is 
giving patients with such life-threatening diseases as leukemia, lymphoma, aplastic anemia 
(AA), multiple myeloma (MM), and immune deficiency disorders a good chance for cure. Hig
h-resolution matching of HLA-A, -B, -C, -DRB1, -DQB1 between volunteer hematopoietic ste
m cell donors and recipient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urvival. Theoretically, in each family ther
e is a 25% (1 in 4) chance of inheriting the same HLA haplotype, a 25% chance of inheriting 
no matching HLA haplotype (zero sharing), and a 50% chance of inheriting 1 matching HLA 
haplotype between siblings. The number of babies born since 1978 has been controlled strict
ly in China, so there are 1 to 3 children per family. Selecting a available donor is so important
 to a patient waiting for HSCT, but only a third of patients can find full-matched donors. Findi
ng a permitted mismatch donor can be more significant 
for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0564 
 

HLA-B 等位基因多态性与江苏地区汉族人群 2 型糖尿病的相关

性研究 
 
夏玲芝

1 曹鹏
1 李晓娥

2 许涛
2 Khawar Ali Shahzad 2 毛源

1 张厚智
1 沈传来

2 
1.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 

2.东南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系 

 

目的  探讨 HLA-B 等位基因多态性与江苏地区汉族人群 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 PCR-直接测序分型法（PCR-SBT）对 168 例江苏地区汉族 2 型糖尿病（T2DM）

个体进行 HLA-B 等位基因分型，通过直接计数法统计各等位基因频率和血清型频率，并与中

华骨髓库江苏分库汉族志愿者人群（644 例和 20248 例）进行统计学比较：2×2 列联表批量卡

方检验计算 P 值，Bonferroni 多重检验校正 P 值（Pc），SNP tools 分析 OR（95%CI）和 P
ower 值。 
结果 HLA-B*1501 的等位基因频率在江苏地区汉族 T2DM 人群中明显升高（10.12% 
vs. 3.03%，Pc=0.000，OR=3.61，95%CI=2.24～5.81，Power=99.95%），而 HLA-B*5801
的等位基因频率则明显下降（1.19% vs. 
8.62%，Pc=0.000，OR=0.13，95%CI= 0.05～0.35，Power=98.00%）；相对应地，HLA-B*
15 的血清型频率在江苏地区汉族 T2DM 人群中明显升高（22.62% vs. 13.03%，Pc=0.000，
OR=1.95，95%CI=1.44～2.64，Power=99.10%），而 HLA-B*58 的血清型频率则明显下降

（1.19% vs. 
8.62%, Pc=0.000，OR=0.13，95%CI=0.05～0.35，Power=98.00%）。 另外，HLA-B*1301
的等位基因频率（8.33% vs. 3.65%，Pc=0.000，OR=2.40，95%CI=1.48～3.90，Power=94.
34%）和 HLA-B*4601 的等位基因频率（15.77% vs. 9.55%，Pc=0.032，OR=1.77，95%CI=
1.25～2.51，Power=89.88%）在江苏地区汉族 T2DM 人群中也明显升高，但其血清型频率未

见显著上升。 
结论 HLA-B*1501 等位基因可能与江苏地区汉族人群 2 型糖尿病的易感性有关，而 HLA-B*58
01 则可能有保护作用。尽管研究例数偏少，但这些结果首次提示 HLA I 类基因多态性可能与

中国人群 2 型糖尿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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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1783 
 

血清 miR-21 联合尿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与尿肌酐比值

诊断糖尿病肾病的价值 
 
朱炳铭

1 吴勇
1 余权

2 温旺荣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暨南大学医学院 

 

目的  通过分析血清 miR-21（SmiR-21）联合尿微量白蛋白（UmAlb）和尿微量白蛋白与尿肌

酐比值（UmAlb/Ucr）的 ROC 曲线及逐步 Logistic 回归拟合曲线探讨三项指标对糖尿病肾病

的联合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5 例糖尿病肾病患者、25 例 II 型糖尿病患者 A（UmAlb<14.29μg/mL）、25 例 II 型
糖尿病患者 B（UmAlb>14.29μg/mL）及 25 例正常对照组的血清标本进行总 RNA 提取，并进

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以获得 SmiR-21 在各组中的相对表达水平，同时对尿液标本进生化与化

学发光检测，从而获得各组尿肌酐、尿微量白蛋白的浓度水平。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
y ANOVA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变量间的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而 UmAlb 和 UmAlb/ Ucr
无法转化为正态分布，利用原始数据多个独立样本比较的 Kruskal-Wallis H 检验进行统计分

析，多个变量间的两两比较采用 Tamhane’s T2 检验。通过 ROC 曲线分析和逐步 Logistic 回

归结果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对三项指标的单一及联合方式的敏感性、特异性进行比

较分析。 
结果  SmiR-21、UmAlb 和 UmAlb/Ucr 在糖尿病肾病组的水平与糖尿病 A、B 组及正常对照组

差异显著（均 P<0.05）。根据从各组中获得的 SmiR-21、UmAlb 以及 UmAlb/Ucr 数据建立单

一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计算得到的 SmiR-21、UmAlb 以及 UmAlb/Ucr 的 AUC 分别为 0.
808（95%CI：0.704-0.911），0.746（95%CI：0.633-0.859），0.718（95%CI：0.590-0.84
7），而逐步 Logistic 回归曲线联合三项指标预测概率的 AUC 为 0.846 (95%CI：0.754-0.937)
均高于各单一指标的 AUC，且敏感性为 80%。 
结论  基于 Logistic 回归的 ROC 曲线分析，三项联合检测能进一步增强诊断的准确性（81.
3%）。SmiR-21 联合 UmAlb 和 UmAlb/Ucr 检测是更具优势的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的组合。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286 
 

休眠结核分枝杆菌的毒力研究 
 

付晓蕊 郑青 周磊 旦正尖措 苏明权 郝晓柯 马越云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阐明结核分枝杆菌休眠的对其毒力因子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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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牛分枝杆菌卡介苗 BCG 野生株进行体外多重压力培养建立其休眠模型，在 600nm 下

测定其吸光度绘制生长曲线，并通过金胺-O、尼罗红双荧光染色验证；然后分别利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其毒力基因 hbha 和毒力因子 HBH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BCG 野生株经过休眠培养的生长速度与常规培养菌株相比明显减慢(P<0.01)；荧光染色

BCG 野生株菌体绿色荧光逐渐减弱，红色和黄色荧光逐渐增强。BCG 野生株在休眠条件培养

过程中 hbha 基因表达逐渐上调，且培养第 18 天菌株明显高于常规培养菌株（P＜0.05）；B
CG 野生株在休眠条件培养过程中 HBHA 蛋白表达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结论 BCG 菌株休眠后毒力明显增强。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38 
 

A novel and rapid strategy for protein detection 

using Chemically modified beads in the capillary 

based o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liang zhenlong1,2,3, Chen Chao2, Ma Xiaodong 2, Li Jiong2,Wang Chengbin1,3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2. Suzhou Institute of Nano-tech and Nano-bio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Zhejia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Genetics，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Wenzhou Med

ical College 

 

chemiluminescence enzyme immunoassay(CLEIA) is a fast, high sensitivity and effective wa
y of detecting antigen or antibody in clinical diagnostics. And it is also a significance of potent
ial assay for early detection of disease. However, most current methods have technical diffic
ulties (such as high-cost and time-consumption) in point of care test (POCT). Here, we devel
oped a simple, fast ,and low cost method to detect the human immunoglobulin(IgG), which a
s a model antibody. A sandwich immunoassay has been utilized with HPR-labed antibody. C
hemically modified beads were used as carried of the reaction to capture the target. The CL 
substrate to generate optical signals. In our proof-of principle study, we can detect the huma
n IgG at a concentration of 50 pg/ml within 30 min. Results show that our assay can be a pot
ential assay to enable POCT especially in the remote and resource-poor countrie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221 
 

Clinical features, Outcomes and Molecular Profiles of 

Drug Resistance in Tuberculous Meningitis in non-HIV 

Patients 
 
Zhang Jingya,Hu Xuejiao,Hu Xin,Ye Yuanxin ,Shang Mengqiao ,An Yunfe,Gou Haimei,Zhao Zhenzhen ,Pe

ng Wu,Song Xingbo ,Zhou Yanhong ,Kang Mei ,Xie Yi ,Chen Xuerong,Lu Xiaojun ,Ying Binwu ,Wang Lan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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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Tuberculous meningitis continues to be a serious problem for physicians because it is difficul
t to make an early diagnosi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delaying treatment are severe. The ob
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data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diagnostic and timely treatment o
f tuberculous meningitis. Of the 401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negative tuberculo
us meningitis patients in our study, 332 were found to have an impaired blood brain barrier (8
2.8%). Nearly 17.0% of patients failed to be timely diagnosed. Headache (53.6%) and fever 
(48.6%) were the most common features, and Computed Tom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T/MRI) detected 96 patients (23.9%) with abnormal meningeal imaging. Cerebros
pinal fluid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as positive in 73.8% of the tuberculous meni
ngitis patients, whereas, smears and cultures detected only 6.7% and 5.2%, respectively. Fu
rther analysis identified stri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drug-resistant and drug-susceptible tube
rculous meningitis. Patients with drug resistance correlated with grave prognosis. Tuberculou
s meningitis diagnosis should overall embody clinical symptoms, laboratory and cerebral ima
ging findings, and more sensitive diagnostic approaches are still warranted. Our data sugges
t cerebrospinal flui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for mycobacterial DNA and molecular drug su
sceptibility testing as routine assays for suspected tuberculous meningitis patients, and obse
rvation of the blood brain barrier function could be performed for individual management.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53617 
 

The correlation of FLT3-ITD and NPM1 mutations in de 

novo AML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gou haimei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00 

 

Background  FLT3-ITD and NPM1 mutations are the most frequent molecular abnormalities
 identified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nd it has been held that NPM1 mutation is stro
ngly associated with FLT3-ITD mutation. However, many questions remain about the influen
ce each other of NPM1 mutation and FLT3-ITD mutation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
osi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FLT3-ITD and NPM1 mutati
ons and their impact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and prognosis.  
Methods  In a cohort of 229 patients with de novo AML,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
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according to FLT3-ITD and NPM1 status.  
Results  FLT3-ITD mutation was observed in 10% (23/229) and NPM1 mutation in 17% (39) 
of the patients. FLT3-ITD mut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NPM1 mutation significantly (p=0.00
1). In the ITD+/NPM1+ cases, WBC counts and blast (%) were highest and it was most likel
y to be found in female, while the fusion genes (AML/ETO, CBFβ/MYH11, and PML/RARα) p
redominantly occurred in the ITD-/NPM1- cases. The expressions of CD34, CD64 and HLA-
DR were less in the ITD+/NPM1+ and ITD-/NPM1+ groups than in the ITD+/NPM1- and ITD-
/NPM1- groups. With respect to clinical prognosis, FLT3-ITD mut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
n inferior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NPM1 mutation was related to a higher complete r
emission (CR) rate. Both CR and DFS were found poorest in the ITD+/NPM1- group and bes
t in the ITD-/NPM1+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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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FLT3-ITD and NPM1 mutations are detected frequently in the AML. The detec
tion of simultaneous mutations of NPM1 and FLT3-ITD showed a correlation with the clinica
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of AML. The presence of single or double mutations of NPM1
 and FLT3-IT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in disease classification, chemotherapy evaluation 
and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908 
 

新生儿凝血危急值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以及正常参考范围的

调查 
 

白静 兰海琴 侯兴宁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10263355 

 

目的 探讨新生儿凝血危急值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及正常参考范围的调查，对制定临床诊疗方

案以及预防新生儿凝血疾病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新生儿科凝血标本 350 例,出生后

６ｈ内检测血浆凝血功能指标: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时

间（TT）及纤维蛋白原(FIB),同时收集我院同时期正常健康体检者：成人对照组 50 例和儿童

对照组 50 例，入选标准包括无既往出血、血栓性疾病；无心、肺、肝、肾和血液病史等，调

查新生儿凝血四项合适的参考范围；统计和分析所有与新生儿科电话联系后登记的信息完善的

危急值病例。调查发生危急值患儿的孕周、出生体重，并分析各危急值项目比例、疾病分布、

临床应答情况等。 
结果 新生儿 APTT、PT 和 TT 较成人及儿童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明显延长（P<0.01）,FIB 在新

生儿出生早期明显低于成人及儿童水平（P<0.01）；早产新生儿中的 PT、APTT 和 TT 较正

常足月新生儿对照显著延长（P＜0.01）；而早产新生儿 FIB 较正常新生儿对照显著减低（P
＜0.01）；另外严重患儿及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发生危急值可能性较大，并且在各项危急值分

布中 APTT 高值和 FIB 低值分布最多，新生儿重症肺炎和黄疸是危急值爆发的危险因素；临床

总体应答率占 33%,出现过多“非必要危急值报告”。 
结论 新生儿凝血有其特殊的生理特点，各项指标较成人及儿童均有较大差异，建立适合新生

儿凝血参数参考区间及定期对新生儿科凝血危急值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可以根据其特点对临床

诊疗方案制定提供依据，有助于制定适合本单位的危急值标准，进而提高临床综合诊疗水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55926 
 

Pathway Analyses Identify Novel Variants in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Associated with Tuberculosis in 

Chines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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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Xuejiao,Zhou Juan,Chen Xuerong ,Zhou Yanhong,Song Xingbo,Cai Bei ,Zhang Jingya,Lu Xiaojun,Yin

g Binwu 

West China Hospital 610041 

 

Background  Tuberculosis remains a glob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and its immunopathogen
esis is poorly understood.  Knowledge of genetic variation based on signaling pathways is im
portant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uberculosis. For the first time, we took a pat
hway based candidate gene approach in Chinese popul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polymorphism in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with tuberculosis risk from the host genetic per
spective. 
Methods  In this study, 25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the WNT pathway wer
e evaluated in relation to tuberculosis risk in a Chinese Han discovery set, and 6 candidate s
usceptible SNPs were further validated in a Chinese Tibetan cohort.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
y,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important WNT po
lymorphisms.  
Results  Five polymorphisms were associated with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after Bonferron
i correction: SFRP1 rs4736958, CTNNB1 rs9859392, rs9870255 and rs3864004 showed dec
reased tuberculosis risk; SFRP1 rs7832767 was related to an increased risk (OR = 1.81, 9
5% CI = 1.30-2.52, p = 0.010). Patients with TT genotype of rs4736958 and rs7832767 correl
ated with higher CRP concentrations (p = 0.003, < 0.001, respectively). Functional assays re
vealed that mutant alleles of rs9859392 (G), rs9870255 (C) and rs3864004 (A) were associat
ed wit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lower CTNNB1 mRNA expression and
 p-β-catenin level, which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ir effects of decreasing TB risk.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evidence that polymorphisms in the 
WNT pathway influence tuberculosis susceptibility and host immune response to Mycobacter
ium tuberculosis, suggesting that these variations may serve as novel markers for identifying 
the risk of developing tuberculosi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878 
 

miRNAs 在宣威肺腺癌中表达及相关生物信息学分析 
 

吴辉飞 张艳亮 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检测 miR-193a-5p、miR-486-5p、miR-4778-5p、miR-4271、miR-551b-3p、miR-4646
-5p 在宣威肺腺癌中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临床意义及相关生物信息学分析为后续研究 miRNAs
在宣威肺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奠定理论基础。 
方法  分别以 snRNAU44、snRNAU48 为内参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该 6 个 miRNAs 在

35 对宣威肺腺癌癌组织和相应对照组织相对表达量；分析 6 个 miRNA 癌组织和对应正常组织

中差异表达改变倍数进行 log2 转换后与宣威肺腺癌患者临床资料的相关性；Ucsc 基因组数据

库分析 miRNA 基因前体基因组定位，选取上游 10kb 为可能启动子区域进行分析，Neural Net
work Promoter Prediction 数据库预测启动子，Patch 数据库预测可能转录起始点， Promoter 
2.0、 proscan 预测可能转录因子，EMBOSS 数据库中预测启动子区是否存在甲基化位点；采

用 Targetscan 等数据库预测 miRNAs 可能的靶基因，将可能靶基因进行 GO 分析，推测该 6
个 miRNAs 在宣威肺腺癌中的可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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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分别以 snRNAU48、snRNAU44 作为内参时这 6 个 miRNA 在宣威肺癌组织中相对于对

应正常组织均表达下调（p 均小于 0.05）。6 个 miRNAs 对数转换后差异表达改变倍数是否小

于-1 与患者年龄是否大于 60 岁、肿瘤体积是否小于 1cm、肿瘤是否浸润生长、肿瘤是否发生

局部淋巴节转移均不存在相关性。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启动子区甲基化、SP1 等转录因子可

能参与该 6 个 miRNA 的调控，该 6 个 miRNAs 靶基因可能的功能为参与 DNA 甲基化、调控

细胞 DNA 生物合成、调控细胞膜稳定性、参与调控肿瘤微环境、参与细胞信号转导、参与细

胞转移、参与细胞凋亡等 
结论  miR-193a-5p、miR-486-5p、miR-4778-5p、miR-4271、miR-551b-3p、miR-4646-5p
在宣威肺腺癌中表达下调，该 6 个 miRNA 可能在 SP1 等转录因子调控下通过靶基因在宣威肺

腺癌中参与细胞信号转导、调控肿瘤微环境、参与细胞转移、调控细胞 DNA 生物合成、参与

细胞凋亡、调控细胞膜稳定性、参与 DNA 甲基化等。本实验为后续研究其在宣威肺腺癌中作

用机制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和开拓新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458 
 

TLR4 激活在糖尿病肾病炎症反应中的机制研究 
 

邓艳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糖尿病（diabetesmellitus，DM）最严重的

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慢性肾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机制复杂，近些年慢性炎症反应在

DN 中的作用机制备受关注。Toll 样受体 4（ Toll-like receptor4，TLR4）在介导多种细胞的信

号激活及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其在 DM 和 DN 发病中的作用逐渐受到关注，探讨 T
LR4 激活在 DN 发病中的作用机制，从而提出针对 DN 炎症反应的治疗策略，为 DN 免疫治疗

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1 研究高糖对 HK-2 和 THP-1 细胞 TLR4 表达及炎症反应的影响；2 研究巨噬细胞激活后

上清对 HK-2 的影响。 
结果  1 高糖环境能促进 THP-1 和 HK-2 表面 TLR4 水平表达；2 高糖环境下的 HK-2 和 THP-1
经 LPS 和 HSP60 刺激后细胞因子 TNF-α、MCP-1、IL-6、IL-8 mRNA 的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3 经 LPS 刺激过的 THP-1 细胞培养上清液作用于 HK-2 后，实验组 TNF-α、MCP-1、IL-
6、IL-8 mRNA 的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高糖环境可以诱导 THP-1 和 HK-2 TLR4 表达增加，且 LPS 和 HSP60 均可促进高糖环

境中的 THP-1 和 HK-2 炎症因子高表达；2 THP-1 培养上清液作用于 HK-2 可引起更加强烈的

炎症反应，且促进 HK-2 FN 的高表达。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8242 
 

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在肺外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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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甲甲 张玲英 谭泰昌 王智斌 

四川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610072 

 

目的  肺外结核是结核病中相对隐匿的一种，诊断相对困难，肺外结核的诊断金标准仍然是体

液（如痰液、胸、腹腔积液等）中找到抗酸杆菌或病理检查发现肉芽肿性炎症，其检出率通常

在 20%左右，严重影响肺外结核的诊断。本研究旨在探讨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T-SPOT.TB)
在肺外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本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5 月依据结核病原学、组织病理学、诊断性治疗有效及影

像学支持临床诊断肺外结核病例 103 例，52 例非结核肺部疾病以及 8 例健康对照。选用北京

万泰公司生产的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试剂盒，按照使用说明操作分别对外周静脉血中结核感染

T 细胞在特异性抗原刺激后分泌 γ-IFN 的浓度进行检测。同时，结合患者结核分枝杆菌抗体、

痰抗酸染色涂片检查及痰结核分枝杆菌培养( 采用改良罗氏法)的结果对单独应用结核感染 T 细

胞实验，或联合其他一种或多种检测方法对肺外结核的诊断价值进行评估。 
结果  外周血 T-SPOT.TB 在肺外结核组阳性率为 81.3%、敏感度为 84.2%、特异度为 97.
1%。肺外结核组外周血 T-SPOT.TB 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非结核疾病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与结核分枝杆菌抗体、痰抗酸染色涂片检查及痰结核分枝杆菌培养方法

相比，T-SPOT.TB 在肺外结核的诊断效率方面明显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与痰抗酸染色涂片检查及痰结核分枝杆菌培养方法联合应用，能够提高肺外结核的诊断

灵敏度。 
结论  肺外结核涉及多个脏器，且临床表现复杂多样，需要特异性强、敏感性高的实验室检查

以辅助诊断，T-SPOT.TB 检测是结核病诊断金标准之外的非常有效辅助诊断方法，可节约诊

断时间及不必要的检查，可更好利用医疗资源同时减轻患者负担，更好防治结核病。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299 
 

特种蛋白指标监测在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中的临床诊断价值 
 

孙琳 董菊子 杨淑娟 李兵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特种蛋白监测在临床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为临床诊断以及判断治疗效果提供依据。

本文对 100 例儿童急性呼吸道患者血清中特种蛋白的检测，并进行分组对比和结果分析，深入

探讨特种蛋白监测在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中的意义。 
方法  选取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来在我院治疗的 100 例小儿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作

为实验组，男 64 例，女 36 例，年龄为 0-13 岁；选取同年龄段的 6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

组，年龄 0-13 岁，男 36 例，女 24 例。采血前两组均无使用丙种球蛋白、血浆、免疫调节剂

和皮质激素史。所有被检测者清晨空腹静脉采血 3mL，3000r/min 离心 10min 后取分离血清检

测。采用美国 Beckman Coulter Immage 800 特种蛋白分析仪通过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两组血

清中免疫球蛋白(IgA、IgG、IgM)、补体(C3、C4)、抗链球菌溶血素“O”(ASO)、C 反应蛋白(C
RP)的含量，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应用 SPSS 22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

以均数 EQ \x\to(x) ±s 表示，组间比较用 t 检验，以 P 
< 0. 01 表示有极显著差异，P < 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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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组的 IgA、IgG、IgM 和 CRP 与对照组相比较有极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1)，补

体 C3 和 ASO 与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补体 C4 与对照组相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 (P>0.05)；其中实验组的 IgA、IgG、IgM、补体 C3 含量较对照组低,而 CRP 和 A
SO 含量较对照组高。 
结论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病毒、细菌、支原体是急性呼吸道感染最常见

的病原［3-4］。特种蛋白含量与感染病原的种类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在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

的诊断与治疗过程中，特种蛋白的测定有重要意义。通过检测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补体、C
RP、ASO 的水平,不仅能够判断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变情况,提高免疫缺陷病例的检出率，提示

感染类型是病毒性、细菌性还是支原体性。也对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诊断以及抗菌药物的使

用提供理论依据，对预后也起到监测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59715 
 

临床实验室自制质控品的应用和内部制备流程探讨 
 

李婷婷 王薇 赵海建 王治国 

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标准物质（Reference materials，RMs）以各种目的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实验室，且根据不

同的应用需选择最合适的材料。有证标准物质(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s，CRMs)是依照 I
SO 指南 34 生产的具有由计量学有效程序赋予的特性值和相关不确定度的物质，其主要用于

方法确认、检测系统的校准和检测系统中涉及测量结果正确度的所有其他方面的评价。对于质

量控制、精密度研究、操作者变异性检查、仪器性能检查、以及重复性和再现性研究等，其对

结果只是进行相对地比较，正确度并不重要，对 RMs 质量的唯一要求是足够均匀和稳定，这

时便可采用经济的自制质控品（Quality control materials, QCMs）。另外 QCMs 在方法确认

和不确定度估计方面可在有限范围内使用，如建立精密度估计作为总测量不确定度的一部分。

CRMs 是由已建立的 RMs 生产者生产，并已商品化；自制 QCMs 是由实验室内部制备仅供本

实验室内部使用。因此自制 QCMs 的要求要低于 CRMs（如运输方面的问题），ISO 指南 80 
第一次对 QCMs 内部制备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其制备的基本步骤包括：确定材料规格；材

料采购；材料加工；分装和包装；均匀性评价；特性描述/赋值；稳定性评价；文件/信息和保

存。不管 QCMs 的预期用途如何，都需要对其进行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但不需要建立计量

学溯源性，不确定度估计和广泛的稳定性试验。QCMs 是任何分析测量系统日常运行的重要部

分，而确保实验室测量系统处于统计控制下的最好方法是监测典型的常规样品，因此来源于实

验室日常检测样品的自制 QCMs 便能很好的满足要求，且其经济方便的特征将进一步推广其

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005 
 

高通量测序法检测乙肝病毒多耐药位点及基因分型的临床应

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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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萌 李慧明 周军 殷月鹏 高春芳*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验诊断科 200438 

 

目的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后，特别是使用核苷（酸）类抗病毒药物后，HBV 病毒易发

生变异进而发生耐药，从而影响抗病毒疗效。“HBV 多耐药位点及基因分型检测”是指导临床合

理使用抗病毒药物、监测抗病毒疗效、判断预后的有效手段。本研究旨在探讨高通量测序法在

乙肝患者 HBV 多耐药位点及基因分型检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高通量测序法（Illumina Miseq）对 HBV 基因聚合酶 RT 区约 800bp 的核苷酸序列

进行测序，分析 11 种主要耐药突变位点（rt169、rt173、rt180、rt181、rt184、rt194、rt20
2、rt204、rt207、rt236、rt250）的突变情况及频率，并进行 HBV 基因分型分析。对检测方

法的精密度、灵敏度、样本类型等进行性能评估，并与一代测序法进行比对。进而对 35 例患

者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该方法可检出 HBV DNA 载量在 1.0×103IU/ml 以上的血清样品中含量低至 5%的突变位

点，批间及批内精密度均<12%。对血清和血浆进行比对实验发现，各位点突变频率及基因分

型符合率达 100%。12 例样本与一代测序比对实验结果显示：1 例 HBV DNA 载量为 5.81×10
3IU/ml 的样本一代测序检测失败，其余 11 例样本的 11 种主要多耐药位点中突变频率在 17.
1%以上的位点检测符合率为 100%；基因分型检测中高通量测序法检出 2 例 BC 混合型，频率

分布分别为 B/C (25.4/74.6)和 B/C(71.5/28.5)，一代测序分别为 C 型和 B 型，检测总符合率为

81.8%，可能与一代测序的检测灵敏度及序列读取方式有关。对样本类型进行比对实验发现，

血清和血浆的耐药位点及基因分型检测符合率均为 100%。对 35 例患者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显示：基因分型中 HBV B 型、C 型及 BC 混合型分别为 3 例（8.57%）、30 例（85.71%）和

2 例（5.71%）；耐药突变位点结果显示：野生型和突变型分别为 12 例（34.29%）和 23 例

（65.71%）；其中 rt180、rt181、rt204、rt184、rt202 和 rt236 位点发生突变的例数分别为 1
2、5、16、5、4 和 4 例。 
结论  高通量测序法具有敏感性高、稳定性好、准确度高、能同时检测多个位点、且可提供突

变深度定量结果等优势，在临床 HBV 多耐药位点及基因分型检测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10 
 

三种核酸提取方法检测丙肝 HCV-RNA 定量的比较 
 

韩若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比较及评价 3 种不同核酸提取方法检测 HCV-RNA 结果的差异。  
方法  依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EP9-A2 文件规定，收集 40 个新鲜血清标本，分

别使用磁珠法，柱提法，手工法丙肝试剂以及 Roche 试剂进行平行检测，记录测定结果，计

算线性方程及相关系数，并对其进行偏倚评估。  
结果  磁珠法和柱提法试剂与 Roche 试剂方法间的相关性良好(r>0.975)，而手工法与 Roche
试剂方法相关性一般。  
结论  各方法学的试剂与 Roche 试剂检测结果大致相关性尚可，其中磁珠法结果较好。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109 
 

360160 
 

血清 LAP 活性水平与晚期妊娠几种并发症的探讨 
 

胡玉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血清亮氨酸氨基转肽酶（LAP）监测在晚期妊娠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检测晚期妊娠（孕 28~41 周，其中正常晚期妊娠 200 例、妊娠合并肝内胆汁郁积症 50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30 例、妊娠合并前置胎盘 10 例）孕妇血清 LAP 活性并作比较。 
结果  晚期妊娠合并肝内胆汁淤积症（ICP）组 LAP 活性明显高于正常晚期妊娠组（P<0.0
5），晚期妊娠合并前置胎盘组 LAP 活性显著低于正常晚期妊娠组（P<0.05），晚期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组 LAP 活性与正常晚期妊娠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LAP 活性水平与妊娠及妊娠合并症相关，通过监测 LAP 水平的变化可作为妊娠合并 IC
P、胎盘前置和胎儿健康情况动态监测的一项有效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64 
 

Identification and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y profile 

of Candida guilliermondii and Candida fermentati from 

a multi-center study in China 
 

cheng jingwei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Objectiv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pidemiology of Candida guilliermondii complex in Chin
a.  
Methods  C. guilliermondii complex isolates (n= 172) collected from 40 hospitals in 18 provin
ces of China, under the CHIF-NET program (2010-2014), were studied. We evaluated the pe
rformance of Vitek-2 Compact (bioMérieux, France) and two MALDI-TOF MS systems includi
ng Vitek MS system (IVD Knowledgebase version 2.0, bioMérieux) and Bruker Autoflex Spee
d TOF/TOF MS system (with Biotyper version 3.1 software, Bruker Daltonics, USA) in the ide
ntification of C. guilliermondii complex isolates. Sequencing of the rDNA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region was used as the gold-standard. 
Results  Among the 172 C. guilliermondii complex isolates, 164 (95.3%) isolates were confir
med as C. guilliermondii and 8 as C. fermentati by ITS gene sequencing. By using an accept
able confidence value of 99.9% for Vitek MS, and identification score of ≥1.700 for Bruker Bi
otyper MS for correct identification of C. guilliermondii to species level, Vitek MS and Bruker 
Biotyper MS systems performed better than Vitek 2 Compact, accurately identifying 92.7% a
nd 97.0% of this species, compared to 15.2% for Vitek 2 Compact (p < 0.01). All 3 systems f
ailed to identify any of the 8 C. fermentati isolates due to non-coverage of these species in th
e respective databases. To improve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of this species in the future, we h
ave added MSPs of the 8 C. fermentati isolates to the Bruker system.  
     Antifungal susceptibilities of the 172 isolates to nine antifungal agents are shown as follo
ws. All the three echinocandins exhibited good antifungal activity against the 164 C. guillierm
ondii isolates (97%-99.4%). For azoles, itraconazole showed the highest susceptibility ra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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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followed by posaconazole (95.7%), voriconazole (90.2%) and fluconazole (89.0%). Si
xteen (9.7%) isolates were cross-resistant to azoles, including five (3.0%) that were of the no
n-WT phenotype to all four azoles tested. Moreover, 93.9% and 100% of the isolates were as
signed to be wild type (WT) by epidemiology cut-off (ECVs) to 5-flucytosine and amphotericin
 B, respectively. The 8 C. fermentati isolates were all susceptible to the three echinocandins 
by break points (BPs) and belonged to WT for the other agents by ECVs. 
Conclusions  MALDI-TOF MS systems are recommende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organi
sm, and the data on reduced susceptibility to azoles will provide basis for clinical decision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65 
 

应用焦磷酸测序法对西北地区 HBV 基因型及其耐药突变位点

的调查 
 

李宏伟 杨柳 苏明权 郝晓柯 马越云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10032 

 

目的  使用高通量焦磷酸测序技术对西北地区乙型肝炎病毒（HBV）核苷类似物药物耐药突变

位点检测，并进行基因分型，对两者之间关系及耐药基因自然变异分布情况进行探讨。 
方法  收集 98 例未经抗病毒治疗的本地区慢性乙肝患者血清，采用焦磷酸测序方法对 HBVP
基因区 10 个位点(rtI169T、rtV173L、rtL180M、rtA181V/T、rtT184G、rtA194T、rtS202I、rt
M204V/I、rtN236T、M250V)进行检测，采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 方法对乙型肝炎病毒进行基

因分型。 
结果  98 例乙型肝炎患者中，检出 HBV-B 型 12 例（12.2%），C 型 81 例（82.6%），C+D
混合型 2 例（2%），未分型 3 例（3%）。发现拉米夫定耐药相关位点突变（rtI169T 
2 例、rtV173L 2 例、rtL180M 12 例、rtM204V/I 20 例）23 例，自然变异率为 23.5%，其中 C
型 27.1%（22/81）明显高于 B 型 8.3%（1/12）（P＜0.05）。阿德福韦耐药相关耐药突变

（rtN236T）4 例，自然变异率为 4.1%，并全部出现在 C 型乙型肝炎病毒中。并且发现一例患

者 HBV 出现 rtM204V/I、rtN236T、M250V 三个位点突变，提示该病人对核苷类似物药物全部

耐药。结论  西北地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HBV 优势基因型为 C 型，且其对拉米夫定耐药突

变发生率显著高于 B 型，突变类型以 rtL180M+rtM204V/I 为主。对本地区 HBV 进行拉米夫定

耐药突变检测具有重要的临床用药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848 
 

5 种抗菌药物与舒巴坦对临床分离 44 株鲍曼不动杆菌体外联

合药敏试验 
 

周梦兰 王瑶 徐英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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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头孢哌酮、头孢他啶、亚胺培南、替加环素、粘菌素单药及其与舒巴坦联合用药时

对鲍曼不动杆菌的体外抗菌作用。 
方法  选取 2011 年-2012 年 SMART 监测美罗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23 株、美罗培南敏感鲍

曼不动杆菌 21 株，采取棋盘稀释法进行联合药敏试验，计算部分抑菌浓度（FIC）指数判定

联合效应。 
结果  所有联合用药效应均未出现拮抗作用，头孢哌酮、替加环素与舒巴坦联合应用对鲍曼不

动杆菌的抗菌效应以协同作用为主，FIC 指数<=0.5 的菌株分别达 56.8%及 50.0%；亚胺培

南、粘菌素与舒巴坦联合应用对鲍曼不动杆菌的抗菌效应主要表现为协同和部分协同作用，FI
C 指数<1 的菌株分别占 61.4%和 52.3%；头孢他啶和舒巴坦联合应用则主要表现为无关作用,
FIC>=4 的菌株占 63.6%。在对美罗培南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中，亚胺培南、替加环素与舒巴

坦联合用药协同作用率较高，FIC 指数<=0.5 的菌株分别达 56.5%及 69.6%。     
结论  五种联合用药组合中，头孢哌酮与舒巴坦联合用药的体外协同作用效果最好，尤其对碳

青酶烯敏感的鲍曼不动杆菌，可增强其体外抗菌活性；亚胺培南、替加环素与舒巴坦联合用药

可增加对碳青酶烯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的体外抗菌活性。临床对碳青霉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引

起的院内感染，可考虑联合应用亚胺培南/舒巴坦、替加环素/舒巴坦进行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1087 
 

中晚期肝癌患者 TACE 术后外周血 Th17 细胞亚群的变化及其

预后意义 
 

廖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肝动脉栓塞化疗（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对肝癌患者外周免疫

状态的影响，找出有预后意义的免疫指标以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 
方法  在本前瞻性研究中，共入组中晚期（TNM-III 期）肝癌患者 69 例，其中 58 例行 TACE
治疗，18 例行手术切除治疗。并通过流式细胞术及流式蛋白定量分析技术，检测肝癌患者治

疗前、治疗后 3 天和治疗后 30 天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的比例，包括 CD4+T 细胞（Th1、T
h17 和 Treg）、CD8+T 细胞、NK 细胞和 NKT 细胞，以及血浆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IL-
2、IL-4、IL-6、IL-10、IL-17A、IFN-r 和 TNF-a）。作为对照，我们还检测了 28 例早期（TN
M-I 期）肝癌患者和 20 例健康人外周血中上述细胞亚群的比例和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中晚期肝癌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比例及 IL-6 的水平均显著高于早期肝癌患者及健康人

（P < 0.05）；TACE 治疗后 30 天，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比例相比治疗前有显著上升（P = 
0.036），而手术切除组 Th17 细胞比例在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P = 0.314）；进一步生存分

析结果显示，TACE 治疗后 30 天，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比例与总体生存时间（P = 0.007）
及无进展生存时间（P = 0.009）均呈正相关，并可以作为预测患者预后的独立指标，而其它

淋巴细胞亚群则与预后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对于行 TACE 治疗的中晚期肝癌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的比例是一个具有预后意义的

免疫指标，检测该细胞的比例及其动态变化，将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个体化免疫治疗方案。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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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693 
 

不同保存方法对液体质控品稳定性影响的研究 
 

沈巧 王玉明 高颖斐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650101 

 

目的  在日常工作中观察发现，液体质控品部分生化项目因保存方式不同，其稳定性呈现出与

使用期密切相关的周期性变化。本研究通过比较生化液体质控品复融后不同保存温度对测定结

果的影响，探讨合适的保存温度。 
方法  每天对两组质控血清同时进行 TP、AST、ALT、ALP、TB、DB、CHE、TG、IP、NEF
A 测定，连续测定两次，检测 20 天，计算各项目的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和相对变化率。 
利用 Excel2016 对实验数据进行数据趋势分析和 CV%的统计分析，根据基础值与每日结果的

平均值，计算出各项目 20 天的相对变化率，结果<1/3TEa 时可认为该项目稳定。利用 SPSS2
2.0 对数据进行配对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批号为 45722 的中值质控品的测定结果配对 t 检验，除 TP、AS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外，其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CV%除 TP、AST 无明显差异外，冷藏

组大于冷冻组。病理值质控品各项目在 20 天的观察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C
V%除 TP、ALP 无明显差异外，冷藏组大于冷冻组，CV%均大于 5%；而在-20℃保存条件

下，所有项目的 CV<2%。不同保存条件下病理值质控品的相对变化率，除 TP 外，冷冻组其

余项目在 20 天内基本可以保持稳定；冷藏组中 AST、ALP 可稳定 15 天以上，TG、IP 可在 1
0～15 天内保持稳定，ALT、TB、DB 可在 5～10 天内保持稳定，CHE、NEFA 仅能稳定 5 天

以下。各项目检测结果变化趋势图中可以看出，冷冻组的变化曲线都基本稳定；冷藏组除 TP
比较稳定外，其余项目均出现不同的变化趋势。从相对变化率图中可以看出，除 TP 外，其余

项目均为冷藏组变化大于冷冻组。 
结论  质控品在-20℃下保存时，所有项目的 CV<2%。而冷藏质控品的 CV%除部分项目与冷

冻质控品无明显差异外，大多数项目均大于冷冻质控品的 CV%。冷冻组各项目在 20 天观察期

内基本能够保持稳定。冷藏质控品中 TB、DB 可稳定 5～8 天，NEFA 可稳定 4 天，CHE 仅可

稳定 2 天。其余项目可稳定 10 天及以上。若开瓶后能在 3 天内用完，那么冷藏保存是一种较

好的保存方式；但如果使用时间超过 3 天，用分装冷冻的方法保存质控品可能更加可靠。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1724 
 

ICP-MS 技术在重金属中毒患者血样分析中的应用 
 
王德刚

1 于水
1 

1.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测试分析中心 

2.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 

 

目的  随着分析化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无机质谱技术已被应用于人体生物样品分析。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ICP-MS）具有快速灵敏、多元素同步测定、检测限低、抗干扰能力强等优

势，其在人体血液样品检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应用 ICP-MS 技术分析患者全血样

品，为重金属中毒患者的诊断筛查和后续治疗提供技术支持。  
方法  血液样品为某医院 10 名疑似中毒患者（年龄在 30-50 岁）的静脉全血，取血后加入抗

凝剂，冰袋保存立即送往实验室分析。从肝素管中取 2mL 全血样品放入聚四氟乙烯罐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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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65%浓硝酸 2mL，置于专用洁净通风橱内的加热仪上 120℃消解赶酸，待溶液蒸至约 100μ
L 时，加入 1mL40%硝酸稳定 10min，用去离子水定容至 20mL，将 20mL 的溶液逐级稀释 10
00 倍后上机测试（即一级稀释取 1mL 定容至 25mL，二级稀释取 2mL 定容至 40mL），10m
L 留样备用；检测元素：Cr，Cu，As，Cd，Pb，Hg；内标元素：45Sc，115In， 209Bi。加标回

收实验：随机抽取 3 份全血样品均匀混合后，取相同 4 份样品，分别加入 10μL 去离子水和 1n
g/mL、2ng/mL、10ng/mL 的标准溶液，消解后上机测定。 
结果  方法检出限：Cr 为 1.353×10-2 ng/mL，Cu 为 1.293×10-2 ng/mL，As 为 2.959×10-2 ng/
mL，Cd 为 7.667×10-3 ng/mL，Pb 为 9.593×10-3 ng/mL，Hg 为 1.513×10-1 ng/mL；加标回收

率：90.5%—101.1%;10 份患者全血样品检测结果：Cr 的浓度范围为 21.4 ~25.0 ng/mL，Cu
的浓度范围为 1.045×103~1.331×103 ng/mL，As 的浓度均低于检测限，Cd 的浓度范围为 0.01
 ~0.52 ng/mL，Pb 为 1.6~26.0 ng/mL，Hg 为 0.1~1.0 ng/mL。  
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Cr、Cu、As、Cd、Pb 在本方法的检出限约为 10-2 ng/mL，Hg 为 10-1 n
g/mL，因为 Hg 记忆效应较强，影响检测精度。所有样品的测定范围在 10-2到 103 ng/mL，相

对标准差小于 10%，ICP-MS 技术能够满足临床检测要求，可用于临床重金属中毒筛查。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191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Lifotronic H9，a new 

HbA1c analyser 
 

Wen Dongmei 

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528403 

 

Background  Hemoglobin A1c(HbA1c) is a powerful tool for both monitoring long-term glyce
mic control, and to diagnostic diabetes. Ion-exchange HPLC (IE-HPLC) assay has been cons
olidated as a gold standard to measure HbA1c,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valuate the analyti
cal performance of a new IE-HPLC analyser to measure HbA1c (Lifotronic H9) . and evaluat
e Lifotronic H9 in comparison to two other widely used HPLC systems(Primus Ultra2 ®boron
ate affinity HPCL and Bio-Rad Variant II turbo2.0® ion exchange HPLC) in patients with nor
mal and abnormal Hb. 
Methods  The current study was conducted at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affiliated Zhongsh
an hospital laboratory. All studies were evaluated using CLSI guidelines. The precision, accu
racy, linearity and interference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CLSI protocols EP5-A2, EP9-A3,
 EP6-A and EP7-A2 respectively. Measurements of HbA1c by the three methods were made 
in blood from 124 patients with normal Hb(HbA )and 34 patients with abnormal Hb(Hb E).Pri
mus Ultra2 was used as comparative system, and the other 2 systems were test systems. C
omparative analysis and bias evaluation were conducted on the results from three detection 
systems, Appropriateness of data for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hecked regards CLSI E
P9-A3 document, then performed both linear regression and difference plot analyses.    
Results  The within-run imprecision values(CV%) were less than 1.75% and the total impreci
sion values(CV%) were less than 2.02%. Bias using reference samples from NGSP ranged fr
om -2.78 to 2.63%. The linearity of was excellent in the range between 3.0% and 18.0%.Co
mparison of both methods against Primus Ultra2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Lifotro
nic H9: r = 0.997; slope= 0.96; intercept =0.20; Bio-Rad Variant II turbo2.0: r = 0.998; slo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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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 intercept =0.13). The differences of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between the t
est systems and the comparative system in normal HbA samples and HbE samples,were wit
hin ±0.70% HbA1c, bias% were less than 6%, (P >0.05).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fotroni
c H9 and Bio-Rad Variant II turbo2.0 were not affected by HbE.  
Conclusion  The Lifotronic H9 demonstrated high analytical performance similar to previous 
systems such as Primus Ultra2 and Bio-Rad Variant II turbo2.0widely used HPLC systems. 
were not affected by HbE. and is therefore suitable for its utilization in modern clinical laborat
orie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105 
 

胆道闭锁患儿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的筛查分析 
 

庞舒尹 陈奕豪 刘海英 杨丽媛 彭小芳 代玉梅 龙海锋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分析自身免疫性肝病相关抗体在胆道闭锁（BA）患儿血清中检出情况，探讨其在 BA 临

床诊断及致病机制中的意义。 
方法 采用线性免疫印迹法分别检测 65 例 BA 组、23 例疾病对照组（DC）和 32 例正常对照组

（NC）血清中自身免疫性肝病 IgG 抗体，包括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相关抗体（PBC 相关抗

体，含 AMA-M2、抗 M2-3E 、抗 Spl00、抗 PML 和抗 gp210 抗体）、自身免疫性肝炎相关

抗体（AIH 相关抗体，含抗 LKM-1、抗 LC-1、抗 SLA/LP 抗体）以及抗 Ro-52 抗体。 
结果 BA 组患儿中 PBC 相关抗体组合检出率为 16.9%，单一检出率由高到低分别为抗 M2-3E
抗体(13.8%)、抗 PML 抗体(3.1%)、AMA-M2(1.5%)、抗 sp100 抗体(1.5%)和抗 gp210 抗体(1.
5%)，其中，抗 M2-3E 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 NC 组（c2=4.884，P=0.028），但与 DC 组（8.
7%）无统计学差异（P>0.05）。AIH 相关抗体在 BA 患儿中仅检出抗 LC-1 抗体(6.2%),与 DC
组(4.3%)、NC 组（9.4%）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抗 Ro-52 抗体在 BA、
DC 和 NC 组的检出率分别为 3.1%，4.3%和 3.1%，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BA 患儿血清中可检测到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PBC 相关抗体检出率较高，尤其是抗 M2-
3E 抗体。自身抗体的检出提示 BA 存在针对靶抗原的体液免疫，但其在 BA 的血清学诊断意义

仍待进一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141 
 

MiR-200a/ZEB1 pathway in liver fibrogenesis of 

biliary atresia 
 
Chen Yi-hao , Pang Shu-yin, Wang Feng-hua,Peng Xiao-fang ,Yang Li-yuan ,Chen Zheng-rong ,Chen Yi

 ,Zhu Bing , Liu Hai-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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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510120 

 

Objective  Biliary atresia (BA) is characterized by progressive liver fibrosis. The epithelial-m
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has been implicated as a key mechanism in the pathogenesis o
f organ fibrosis. MiR-200a has been shown to repress EMT. We aim to explore the role of mi
R-200a in the fibrogenesis of BA. We obtained 
Methods  The plasma samples and liver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BA or controls to exami
ne the role of miR-200a. Histological liver fibrosis was assessed by Ishak fibrosis scores. Re
verse transcription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 was performed to dete
ct the expression of miR-200a in plasma. We also evaluated expression of miR-200a in liver 
tissues using tyramide signal amplification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TSA-FISH).The 
expression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 related proteins zinc finger E-box-bindi
ng homeobox 1(ZEB1), E-cadherin and α-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in liver sections wer
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  We found that expression of miR-200a was both elevated in plasma and liver tissue
s from BA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The hepatic expression of ZEB1 and α-SMA 
were markedly increased in liver sections from BA patien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s，where
as E-cadherin was downregulated in BA group. Simultaneously, we noted that the hepatic ex
pression of miR-200a, E-cadherin and α-SMA were upregul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liver 
fibrosis in BA group，while ZEB1 was downregul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liver fibrosis in 
BA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 suggest EMT has a critical effect on the fibrotic process of B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R-200a and ZEB1 may regulate EMT and eventually influence live
r fibrogenesis of B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158 
 

Epidemiology of Invasive Group B Streptococcal 

Disease in Infants in Guangdong, China, 2011-2014 
 
LIU haiying1,Mu Xiaoping 2,Ji Wenjing 3,Yuan Chunlei4,He Ping 1,Zhang Lian 1,Huang Yanfen 2,Li Juan 1,Ch
en Jianfeng 4,Zhong Huamin 1,Pang Shuyin 1,Tan Nan 4,Deng Qiulian 1,Guan xiaoshan1 

1.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Guangdong Women and Children Hospital 

3.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4.Zhongshan Boai hospital 

 

Background  Group B streptococcus (GBS) is a leading infectious cause of neonatal morbid
ity and mortality in many countries, while the disease burden in China is almost blank. We in
vestigated the epidemiology of invasive GBS infection to appraise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
ation of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data of infants younger than three months with GBS c
ulture positive from three large urban tertiary hospitals in Guangdong, China from Jan 2011 t
o Dec 2014.  
Findings  Out of 127206 livebirths given in the three study hospitals during study period, 70 
cases were identified as culture-confirmed invasive GBS infection, including 49 early-onset di
sease (EOD) and 21 late-onset disease (LOD). The overall incidence was 0·55 per 1000 live
births (95%CI 0·44–0·69). The incidence of EOD was 0·39 per 1000 livebirths (95%CI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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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an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0·12 per 1000 livebirths in 2011 to 0·58 per 1000 in 20
14 (P<0·05). The incidence of LOD was 0·16 per 1000 livebirths (95%CI 0·11–0·25) and rem
ained stable during study period. Additionally, 84 extra GBS cases were confirmed at study h
ospitals but born from elsewhere. Among the total 154 cases, 9 deaths (5·8%) before dischar
ged and 18 cases (12·4%) with neurological sequelae. All 154 isolates were susceptible to p
enicillin, ampicillin, and vancomysin, meanwhile 75·6% and 38·5% were resistant to erythro
mycin and clindamycin, respectively. In total, 68 GBS isolates were serotyped; serotype III ac
counted for 76·5%, followed by Ib (14·7%), V (4·4%) and Ia (4·4%).  
Con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invasive neonatal GBS diseas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Gua
ngdong, especially for EOD, it is therefore urgent to conduct a nationwide surveillance to find
 out the burden of GBS infection in Chin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2166 
 

临床医学实验室职业暴露事件回顾分析 
 
杨悦林

1 蔡双红
2 钱净

1 赵晓丽
1 黎海生

1 胡大春
1 

1.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验科 

2.昆明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专业 

 

目的  通过近五年实验室内职业暴露事件回顾分析，找到有效的职业暴露管理切入点，提高实

验室安全管理效能。 
方法  对 2011-2015 年实验室职业暴露事件中暴露人员的履职信息、生物安全理论培训记录和

职业暴露事件经过记录进行统计，找出趋势性规律进行 回顾分析。 
结果  实验室近五年职业暴露人员共计 24 人，工龄≤5 年的占比 95.8%，其中在第一年内发生

职业暴露的人员占比 66.7%；初级职称及以下员工占比 100%，其中实习学生占比 45.8%；职

业暴露类型中锐器伤占比 79.2%；接触锐器工作岗位(包括采血岗，血气分析岗和血培养转种

岗)发生职业暴露几率约是其他岗位 1.67 倍；实验室内职业暴露发生几率与工作人员累计接受

职业暴露理论授课培训的次数没有相关性。 
结论  实验室职业暴露事件的发生与低年资员工和实习学生对实验操作流程的熟悉程度不足有

明显相关性，同时也与上述人员对工作流程环节中存在的生物安全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不足有

重要关系。临床实验室应在职业暴露理论培训基础上加强工作流程中的现场实际安全操作培

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25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的可比性及其对甲状腺球蛋白检测的影响 
 

程歆琦 禹松林 金成 韩松 张葵 刘怀成 刘荔 邱玲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健康人群中 TgAb 的阳性率及其与性别、年龄的关系；研究不同化学发光方法检测

TgAb 和 Tg 的可比性以及 TgAb 对 Tg 测定的影响。  



117 
 

方法  回顾分析北京协和医院 2008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检测 TgAb 的全部查体人群 105998
名，男性 56874 名，女性 49124 名，探讨 TgAb 在查体人群中的阳性率及其与性别、年龄的

关系。根据我院常规检测系统（Roche Cobas e601）结果，按 TgAb 阴性（<115 IU/ml）和

浓度范围 116～500、501～1000、1001～2000、2001～3000、3001～4000 和>4000 IU/ml
收集于 2014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就诊于我院的患者，共计 285 名，年龄 37.8±16.0 岁，男

性 133 名、女性 152 名，无黄疸、溶血、乳糜等干扰物。分别使用 Roche cobas e601、Beck
man UniCeL DxI800、Siemens Diagnostics Immulite 2000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

测 TgAb 和 Tg。参照各制造商建议的 cut off 值（Roche：<115 IU/ml；Beckman：<4.0IU/m
l；Siemens：<40 IU/ml），将 3 个系统 Tg 检测结果按 TgAb 阴性和阳性分组并比较 Tg 可比

性，同时计算 TgAb 的符合率。  
结果  查体人群 TgAb 阳性的比例为 10.99%，女性显著高于男性（18.05% vs. 4.88%，P<0.0
01）。男性 TgAb 阳性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P<0.001），女性 TgAb 阳性率在绝经前随年

龄的增长而增加，绝经后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P<0.001）。3 个检测系统 TgAb 结果均为阴

性的标本占 23.2%（66/285），TgAb 结果均为阳性的标本占 57.2%（163/285），TgAb 结果

阴阳性不符合的标本占 19.6%（56/285）。TgAb 阴性血清的 Tg 在 3 个系统的可比性较好（R
2 均≥0.95），但对于 TgAb 阳性血清的 Tg 结果，不同系统之间结果可比性不满意（Siemens 
vs. Roche：R2=0.69；Siemens vs. Beckman：R2=0.66）。  
结论  TgAb 阳性率与国外人群相似，不同化学发光检测系统 TgAb 的阴阳性符合率较差，同

时，TgAb 能够干扰 Tg 的测定。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32 
 

健康查体人群和神经科住院患者内因子抗体和血清维生素 B12

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程歆琦 杜亚丽 鲁军 韩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健康查体人群和神经科住院患者血清内因子抗体、维生素 B12 水平与年龄、性别的

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5 月-6 月北京协和医院 40 岁以上查体人群共计 1000 名，年龄 54.3±9.8
岁，其中男性 541 名、女性 459 名。选择 2015 年 3 月-7 月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住院患者 299
名，年龄 47.9±16.9 岁，其中男性 171 名、女性 128 名。使用 Beckman 
DxI8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上述个体血清内因子抗体和维生素 B12 水平，比

较查体人群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个体内因子抗体的阳性率和维生素 B12 缺乏率（≤145pg/m
l）的差异，以及查体人群和神经科住院患者之间内因子抗体阳性率和维生素 B12 缺乏率的差

异。 
结果  查体人群中 40-59 岁、60-69 岁以及 70 岁以上各组内因子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4.76%、5.
77%和 6.90%（x2=0.91，P=0.634）；维生素 B12 缺乏率分别为 2.67%、2.56%和 5.75%
（x2=2.68，P=0.261）。查体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组内因子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5.73%和 4.36%
（x2=0.97，P=0.325）；维生素 B12 缺乏率分别为 2.42%和 3.52%（x2=1.04，P=0.307）。

神经科住院患者内因子抗体阳性率为 4.35%，与查体人群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vs.5.1
0%，P=0.325）；神经科住院患者维生素 B12 缺乏率为 5.35%，维生素 B12 缺乏率高于查体

人群（vs.2.92%，P=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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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查体人群中内因子抗体阳性率以及维生素 B12 缺乏率随年龄的增长有增高的趋势，尤其

是 70 岁以上人群，但由于 70 岁以上人群样本量较少，还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核实。神经

科住院患者的维生素 B12 缺乏率高于查体人群，但内因子抗体阳性率两组人群的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2255 
 

TaqMan-MGB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RIG-G 基因方法的建立及

其方法学验证 
 

权文强 庞丽 吴军录 姚懿雯 李冬 

上海市同济医院检验科 200065 

 

目的   建立一种以 TaqMan-MGB 荧光探针为特点，检测人类急性早幼粒白血病（M3）中维甲

酸诱导基因 G （RIG-G）的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方法，并运用该方法对

正常人、M3 患者外周血中的 RIG-G 表达水平进行分析，探讨其在 M3 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方法学建立。针对人 RIG-G 基因设计特异性引物和 TaqMan-MGB 荧光探针，以逆转录

的 cDNA 为模板，建立 TaqMan-MGB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和标准曲线；在方法特异

性、正确度、精密度、分析灵敏度、干扰物质等各方面对检测方法的性能进行评估，并用该法

验证 M3 患者外周血与骨髓中 RIG-G 表达水平相关性，同时检测 40 例正常人及 20 例 M3 患

者标本，t 检验比较两组外周血 RIG-G 水平，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其对 M3 的

检测效能。 
结果  RIG-G 标准品拷贝数 log 值与阈值循环数（Ct）的标准曲线方程为：y=-3.539x+42.95
2，R2=0.999，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用建立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标准品，结果与已

知值比较，相关性系数 r=0.999，计算偏倚值均<5%；分别选取高值（107 拷贝/μl）、中值

（104 拷贝/μl）、低值（101 拷贝/μl）三个浓度，批内 CV 分别为 1.38%、2.31%、7.56%；

批间 CV 分别为 0.71%、1.17%、5.07%，均<10%；该方法的分析灵敏度为 101 拷贝/μl；黄

疸（TBIL<500μmol/L）对本试验无明显干扰，脂血（TG<13.56mmol/L）则对本试验无明显干

扰。M3 患者外周血与骨髓中 RIG-G 表达水平相关系数为 r=0.996，斜率 b=0.973，结果相关

性良好。t 检验，t=0.099，P>0.05，显示两组标本检测结果无显著性差异。40 例正常健康体

检外周血标本结果与 M3 病人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  成功建立了检测人外周血 RIG-G 基因的 TaqMan-MGB 荧光实时定量 PCR 方法。且该

法具有较好的正确度、精密度、灵敏度及特异性，能够为临床 M3 病人的早期诊断及治疗监测

提供必要帮助。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73 
 

含抗 Hp 特异性抗体羊奶的检测及临床效果观察 
 

颜晰 赵连梅 单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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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寻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的防治方法。 
方法  用国际标准菌株 ATCC26695 及 SS1 混合菌液免疫奶羊，制备含抗 Hp 体的羊奶，经双

相免疫扩散试验及 ELISA 确定羊奶中含有足够的抗 Hp 抗体后，收集抗体羊奶经脱脂、巴士消

毒灭菌后备用；30 名受试者按照随机抽样法分为两组，每组 15 人，采用双盲安慰剂对照试

验，试验组每天晚餐后 1-1.5h 口服羊抗体牛奶 200mL，对照组口服普通羊奶 200mL，连续饮

用 30 天，分别记录受试者服用前、后 14C 尿素呼气试验（UBT）情况。 
结果  双扩试验及 ELISA 结果显示羊奶中抗 Hp 抗体效价可达 1:800，试验组 15 人服用抗体羊

奶治疗有效率为 66.6%，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ATCC26695 及 SS1 混合菌液免疫奶羊后可获得高效价的抗 Hp 抗体羊奶，其对 Hp 感

染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号：ChiCTR-TRC-14005207。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2353 
 

APE1 overexpression promotes the progression of 

ovarian cancer and serves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Yu Yiwen,Lu Renquan,Wen Xuemei,Xie Suhong,Zheng Hui,Wang Yanchun,Gao Xiang,Guo L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Shanghai， China 2

00032 

 

OBJECTIVE  Apurinic/apyrimidinic endonuclease 1 (APE1)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promi
sing anticancer target in several malignancies, and its selective inhibitors such as APX3330 
has been advanced in research recently. However, the anticancer effect of APE1 against ova
rian cancer (OC) has not been well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biological fun
ction of APE1 in ovarian cancer cells and its anticancer effect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in OC.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was used to detect the APE1 protein levels in tissu
e samples from 12 OC patients and 11 Non-OC patients. Knockdown of APE1 expression w
as achieved by stable transfection of SKOV3 and A2780 cells with a construct encoding a sh
ort hairpin DNA directed against the APE1 gene. Then, cell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ce
ll cycle and apoptosis-associated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reveal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APE1 in ovarian cancer cells. In addition, SKOV3 and A2780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Camptot
hecin (CPT) and Ultraviolet Rays (UV) to assess the link between APE1 and chemoresistanc
e.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PE1 was overexpressed in OC tissues. Knockdown of 
APE1 in A2780 and SKOV3 reduced cell proliferation, arrested cell cycle progression, repres
sed colony formation and slightly promoted cell apoptosis through BAX and Bcl-2 apoptosis 
pathways. In addition, down-regulation of APE1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sensitivity of ovari
an cancer cells to CPT and UV.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APE1 may be essential for the growth of ovarian c
ancer cells, implicating a potential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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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690 
 

Effects of Wuzhi capsules on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tacrolimus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li yi,Yan Lin , Ren Jing,Tang Jiang-Tao , Wang Lan-Lan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041 

 

Objective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Wuzhi capsules on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tacrolimus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58 Chinese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receiving tacrolimus and/or Wuz
hi capsul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 random division of 126 recipients wer
e included in the case-control study, 86 recipients out of 126 took Wuzhi capsules (WZCs) b
ut the rest 40 recipients didn’t take WZCs as a contrast. The rest 32 recipients were involved 
in a self-control study. They did not take WZCs until two weeks later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
f WZCs lasted for next two weeks. Tacrolimus trough concentration data on Day 7, 14, 21, 2
8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surgery was collected as well as CYP3A5 (6986A>G) genotype.  
Results  The blood trough concentration of tacrolimus in WZ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WZC group (P <0.05). 
In addition, this improvement of Wuzhi capsules was generally significant in CYP3A5 expres
sers other than non-expressers following subgroup analysis. Furthermore, WZC group had a 
remarkable higher rate of reached target tacrolimus concentration than non-WZC group (P <
0.001) both in CYP3A5 expressers (P =0.01) and non-expressers (P <0.00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elf-control analysis confirmed Wuzhi capsules’ positive impact on ta
crolimus pharmacokinetics (P <0.001). Creatinine recovery and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
n rat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enal function in W
ZC group and non-WZC group (P=0.765 and P >0.0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Wuzhi capsules can increase blood trough concentration of tacrolimus without
 causing additional harm to graft function, especially in CYP3A5 expressers. Efficient and co
nvenient immunosuppressive effect o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could be achieved by using
 rational combination of Wuzhi capsules and tacrolimu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56 
 

建立微滴式数字 PCR 体系检测 MPLW515L/K 突变 
 

许笑 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异常血小板增高是临床上常见的指征，根据起病原因可分为继发性和原发性，其中原发

性血小板增多症（ET）是一种以血小板异常增殖为主的骨髓增殖性肿瘤。分子标志物 JAK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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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F 突变、CALR 突变和 MPLW515L/K 突变检测一直是 WHO 推荐对 ET 进行鉴别诊断的主

要标准。MPLW515L 突变和 MPLW515K 约占 ET 病例的 3~4%，且突变含量较低，临床上现

有的检测方法和平台对其检测灵敏度有限，从而检出率非常低。因此，尽可能提高其检测灵敏

度对临床检出率及病人的诊断治疗十分有益。数字 PCR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灵敏度的

检测方法，通过纳升级的扩增体系，借助荧光探针的方法，可以定量检测极其微量的核酸拷

贝。本研究选择微滴式数字 PCR 平台，旨在建立高灵敏度的多探针 MPLW515L/K 突变复合

检测体系。 
方法  数字 PCR 平台选择 Bio-rad QX200，而对照 realtime PCR 平台选择 Bio-rad CFX96。
数字探针的设计分别包括 FAM 荧光标记的 MPL515 野生型、VIC 标记的 MPLW515L 型突变

和 VIC 标记的 MPLW515K 型突变的 MGB 探针。使用定量 MPL 野生型和突变型质粒作为标

准品用于重复性性和灵敏度的验证。选取已知突变 ET 样本 10 例、已知野生型 ET 样本 90 例

和 100 例正常对照样本，验证其准确性。 
结果  MPLW515L 和 MPLW515K 的 VIC 荧光信号强度分别位于 3500~4000 和 4500~5000 两

个区间，能特异性区分同色荧光下的两种不同基因型。在 100 例已知基因型的 ET 病例中，数

字方法和 realtime PCR 检测结果和完全一致，而正常组样本皆未检出 MPLW515L/K 突变。 
结论  建立了基于微滴数字 PCR 检测平台的 MPLW515L 突变和 MPLW515K 突变的复合检测

体系，该体系灵敏度高、特异且稳定，有助于微量 MPLW515L/K 突变的临床检测，提高临床

上该突变的检出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77 
 

Down-regulation of miR-335 suppresses migration of 

multiple myeloma by targeting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receptor 
 
shi linying2,qi jing1,wu yin2,yuan jie1,shen xianjuan1,shi wei1,wu xinhua1,jin chunjing1,cong hui1,ju shaoqing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335 and the methylation level in periph
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 of 87 multiple myeloma (MM) patients and 46 healthy 
normal controls;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335 and c
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miR-335 in the development of MM and the clin
ic value of miR-335 in the prognosis of MM cells;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miR-335 on the migration of MM. 
Methods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were applied to de
tect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335 in 87 MM patients and 46 healthy normal controls and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335 and clinical characteri
stic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nosis of MM. Methylation specific PCR (MSP) 
was used to detect the methylation level in 87 MM patients and 46 healthy normal controls. 
Transfecting the miR-335 mimics, miR-335 inhibitor and their negative controls into U266 to 
detect the migration of MM by Transwell and Western blot was prepared for detecting the eff
ect of miR-335 on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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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P-9). Looking forward the target of miR-335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receptor (IGF-1R)
 in MM by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target on the migration of MM. B
y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target genes of Akt 
signaling pathway. 
Result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335 in MM patients was lower than in the healthy no
rmal controls (24.33, 25-75%: 6.454-84.89 vs. 136.5, 25%-75%: 54.48-527.2, P<0.05). MiR-
335 was hypermethylation in MM patients while 
miR-335 was hypomethylation in healthy normal controls. Clinical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335 and the exp
ression levels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 beta 2-microglobulin (b2-M) , Immunoglobulin G (IgG) , light chain λ, light chain κ（r=0.072
19， r=-0.2078， r=0.1082， r=-0.1080， r=0.1396，P>0.05） in serum, gender (P>0.05), c
linical types (IgA, IgG, IgD and unknown, P>0.05) o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bone lesion, kid
ney lesion, lung lesion and no symptoms, P>0.05). In additi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3
35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emo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335 chang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disease. Compared with t
he negative control of miR-335 mimics, the number of U266 cells which were transfected wit
h the miR-335 mimics passing through the Transwell chamber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0.05) and thers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cell proliferation (P>0.05) and apoptosis (P>0.05).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R) was the target of miR-335 by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It was also found that after 
knocked down of IGF-1R, the number of 
cells passing through the Transwell chamber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Tr
answell chamber with up-regulation of IGF-1R (P<0.05). IGF-1R could active the Akt signalin
g pathway.  
Conclusions  MiR-335 was low expression and hypermethylation in MM. The expression lev
el of miR-335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emo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
e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335 chang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disease, indic
ating miR-335 can as mm monitoring diseas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supervision as molec
ular markers. Over-exprsssion of miR-335 suppressed the migration of MM while over-exprs
ssion of IGF-1R promoted the migration of MM, suggesting that miR-335 may be a new pote
ntial target of MM.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92 
 

甲苯对 24h 尿总蛋白和白蛋白检测结果的影响 
 

余琳 刘忠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  研究添加与不加甲苯对 24 小时尿微量总蛋白(MPr)和尿微量白蛋白(UMA)定量测定的影

响。 
方法  收集各个浓度段门诊及住院病人的新鲜随机尿共 82 份，检测即刻与在低、中、高温度

条件下，加和不加甲苯保存 24 小时后尿液 MPr 和 UMA 的浓度，通过配对 t 检验方法检验差

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即刻尿 MPr 的值与低中温条件下、有无甲苯的 24h 尿 MPr 的检测值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但与在高温条件有无甲苯检测值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即刻尿 UMA 的值与低中温条件下、有无甲苯的 24h 尿 UMA 检测值比较，差异均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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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P＞0.05），与高温条件下有无甲苯检测值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
5）;同一温度保存 24h，得到尿 MPr、尿 UMA 的检测值，有无甲苯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统计学方法来分析并证实甲苯在 24h 尿 MPr 与尿 UMA 的定量检测中无使用的必要

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872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60 例 HBV 耐药基因突变的检测

和统计分析 
 

张艳亮 铁金磊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的复制过程缺乏校对酶的作用容易发生碱基配对错

误，因而 HBV 基因突变十分频繁。研究显示 HBV 基因组逆转录酶区的变异与 HBV 耐药密切

相关，目前仅明确少数位点突变与耐药的关系，尚不清楚其他位点突变是否会导致 HBV 耐

药。本研究拟了解 HBV 逆转录酶区的突变情况，以便为 HBV 逆转录酶区的突变与其耐药的相

关性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期间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 260 例，应用

ABI 3500Dx 测序仪进行测序，用 celloud（http://www.celloud.org/）在线工具对突变位点进行

分析。 
结果  260 例 HBV 中，检测到存在临床意义明确的位点突变的 HBV 例 64 例（23.85%，64/26
0），突变位点共计 99 个，位点突变情况统计如下 rt M204I（28 个）、rt L180M（28 个）、r
t M204V（20 个）、rt A181V（6 个）、rt V173L（5 个）、rt A181T（5 个）、rt N236 T（4
个）、rt M250L（3 个），rt M204I/V 占总突变位点的 48.48%，为最主要的突变位点。260 例

HBV 中，不存在临床意义明确的耐药突变位点但存在临床意义不明确的耐药突变位点 186 例

（71.54%，186/260），数量位于前十位的位点包括 rt L169 I（163 个）、rt S223A（154
个）、rt I224V（116 个）、rt F221 Y（87 个）、rt T222 A（67 个）、rt Q267 L（46 个）、r
t V278 I（39 个）、rt Q267 H（21 个）、rt E263D（12 个）和 rt V191I（10 个）。260 例 H
BV 中，存在临床意义明确的耐药突变，但无临床意义不明确的位点突变的 HBV 有 2 例（0.7
6%，2/260）。260 例 HBV 中，不存在突变的 HBV 有 10 例（3.85%，10/260）。 
结论  HBV 逆转录酶区中普遍存在突变，尽管大部分位点的突变与 HBV 耐药之间的关系尚须

进一步研究，但给我们提示：规范用药、加强 HBV 耐药检测对于控制耐药株的出现和提高乙

肝患者的疗效至关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78 
 

血清 cystatin C、IgA 及 IgA/C3 检测在 IgA 肾病诊断及预后

判断中的临床 IgA 肾病 

http://www.cellou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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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昌 秦爽 王菁 邢瑞青 张涛 张小宁 彭道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 IgA 肾病患者血清 cystatin C，IgA 和 IgA/C3 比值在 IgA 肾病的诊断及预后判断中

的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乳胶增强散射比浊法测定 62 例 IgAN 患者和 58 例非 IgA 肾病患者血清 cystatin C、

IgA 及 C3 含量，同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①IgAN 患者血清 cystatin C 水平[(1.26±0.46)mg/L] 与非 IgAN 患者血清 cystatin C[(1.66
±1.17)mg/L]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0,P<0.05）；IgAN 患者血清 IgA/C3 比值(2.
59±1.41)显著高于非 IgAN 患者(2.07±1.03)，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t=2.33,P<0.05）；而血清

IgA 含量[(2.44±1.04)g/L]和 C3 含量[(1.07±0.27)g/L] 与非 IgAN 患者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② 
Lee 氏分级为Ⅲ、Ⅳ、V 级的 IgAN 患者血清 IgA 水平及 IgA/C3 比值均显著高于 Lee 氏 I 和Ⅱ

级，差异有统计学意（t=-2.21，p<0.05；t=-2.04，p<0.05）；③IgAN 患者 IgA 水平>3.0g/L
和 IgA/C3 比值≥2 时诊断 IgAN 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 Youden 指数

YI 分别为 68.42%、51.48%、20.97%、89.66%、0.20 和 59.68%、56.90%、59.68%、56.9
0%、0.17。 
结论  血清 IgA/C3 比值联合 IgA 及 cystatin C 水平可作为 IgAN 鉴别诊断、病情判断、预后评

估的参考指标；血清 cystatin C 可能是反映 IgA 肾病中肾小球滤过功能更为敏感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82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 ICU 感染中的耐药性及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徐修礼 周珊 刘家云 马越云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研究 2014 年全院 ICU 患者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特点及分子流行情况。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12 月 ICU 病房临床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应用 phoenix-100 全自动

细菌鉴定仪对细菌进行鉴定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用 spa 及 MLST 分型方法以了解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流行情况。 
结果 160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中 MRSA 为 120 株占 75%。与 MSSA 相比，MRSA 对素青霉素

类，大环内酯类，林可霉素类，喹诺酮类等抗菌药物均有较高耐药率。spa 及 MLST 分型结果

显示，我院 MRSA 以 ST239-t030 型别为主，同时存在有 ST239-t037 及 ST5-t2460；MSSA
存在型别较多 ST59-t437，ST6-t701，ST398-t3625，ST398-t1793，ST121-t2092，ST7-t09
1，ST5-t002 七个型别。从各科室分布上看，ST239-t030 MRSA 菌株为我院主要流行菌株，

并存在院内播散现象。MSSA 分布存科室内流行趋势。 
结论  我院 ICU 病房 MRSA 有较高分离率，院内分布主要以 ST239-t030 克隆株为主，具有独

特的地域分布特征。MSSA 在各科室内存在流行趋势。应引起临床及院内感控工作的高度重

视。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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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F 罕见所谓的蠊缨滴虫形态学识别的研究 
 
杨麦贵

1 杨阳
2 杨铮

3 岳波
4 马越云

1 刘家云
1 程晓东

1 郑善銮
1 杨莉

1 颜楠
1 郝晓柯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北京军区联勤六分部 252 医院 

3.学员旅研究生大队学员旅研究生大队 

4.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近年中国随着支气管肺泡灌洗技术的开展，呼吸系统尚未熟知罕见的机会性致病病原体-蠊缨

滴虫检出报道增多，根据我们多年临床检测经验及动物实验、AE1/AE3 和 CK7 免疫组织化学

染色和电镜扫描，在结合报道文章的图片研究分析，报道的蠊缨滴虫为呼吸道的纤毛柱状上皮

细胞，应引起同仁们的重视防止错判错报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误诊及损失。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443 
 

TDR-X120 和 Versa TREK 240全自动血培养系统的检测性能比

对研究 
 

郭建 何丽华 倪丽君 吕莉 吴文娟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医学检验科 200123 

 

目的  评估 TDR-X120 和 Versa TREK 240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的性能及临床应用。 
方法  ①采用菌株留样再测方法分析系统对 20 种常见需氧/厌氧菌、兼性厌氧菌、苛养菌及真

菌检测能力。②平行试验比较 TDR-X120 和 Versa TREK 240 系统对标本检出能力。 
结果  ① TDR-X120 和 Versa TREK 240 系统均可在 72h 内检出 10、100 CFU/ml 金黄色葡萄

球菌、化脓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伤寒沙门菌等；对专性厌氧菌 TDR-X120 和 Versa TREK
 240 培养瓶对 100 CFU/ml 卵形拟杆菌、双酶梭菌阳性检出时间一致。但 TDR-X120 系统对 1
0 CFU/ml 卵形拟杆菌、双酶梭菌样本检出时间稍有延迟；两检测系统对 100 CFU/ml 侵蚀艾

肯菌阳性检出时间一致，但是 Versa TREK 240 系统对 10 CFU/ml 侵蚀艾肯菌检出时间稍有

延迟。两检测系统对白念珠菌、新型隐球菌和烟曲霉等均能在 4 天内检出。二者均能较好检出

苛养菌，其中流感嗜血杆菌需加入 5 ml 无菌新鲜血液模拟菌血症标本。②150 例临床患者平

行检测，每位患者双部位采集需/厌氧瓶，随机分配两种检测系统。TDR-X120 和 Versa TREK
 240 系统阳性检出率一致，为 12.00%。分离阳性菌 18 株，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

伯菌、毗邻颗粒链球菌、、嗜麦芽糖寡养单胞菌、光滑念珠菌等。 
结论 TDR-X120 和 Versa TREK 240 系统对常见需氧或兼性厌氧菌、苛养菌及真菌均有较好

检测能力，能满足临床的检测需求。对疑似厌氧菌或侵蚀艾肯菌感染时，需要延长培养时间以

确保病原检出。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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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道病原体感染对男性精液质量及形态学的影响 
 
李赟

1 轩乾坤
2 杨帆

1 周俊彦
1 何丽华

2 
1.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2.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医学检验科 

 

目的  探讨 2014 年至 2015 年我院生殖中心男科就诊患者精液常规病原体的感染情况。分别对

受感染和未受感染患者的精液进行数据比对，分析精液常规质量及精子形态学参数，总结其受

病原体的影响，为临床的治疗提供理论知识和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来我中心就诊的 2093 例门诊男性患者进行精液常规检测，对

其中 658 例患者同时进行解脲脲原体(Ureaplasmaurealyticum,UU)、人型支原体(Mycoplasma
 hominis,MH)、沙眼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s,CT)、淋病奈瑟菌(Neisseria gonorrhoeae,
NG)、精液常规及精子形态学检测。统计分析感染组和未感染组精液常规和精子形态学重要参

数。 
结果  658 例男性患者中 543 例未检出病原体。UU 阳性 104 例，感染率为 15.81%；MH 阳性

5 例，感染率 0.76%；UU 和 MH 同时阳性的有 5 例，感染率 0.76%；CT 阳性 3 例，感染率

为 0.45%；未检出 NG。统计分析发现精液常规中重要参数 PH 值、液化时间、镜子浓度、前

向运动精子、非全向运动精子和活率，在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精子

形态学中重要参数正常形态、头部畸形、中段畸形、主段畸形和圆形细胞在感染组和非感染组

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男性生殖道感染病原体对精液常规质量和精子形态畸形呈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25 
 

CCL22  and  IL-37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process of NSCLC 

A549 cells 
 

Chen YuHua,Wu Xian-J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524001 

 

Objectiv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C chemokine ligand 22 (CCL22) and inter
leukin-37 (IL-37)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of non-sm
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A549 cells. 
Methods  pDsRed-CCL22 and pEGFP-IL-37 plasmids were constructed. A549 cells were div
ided into six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the pDsRed-N1 blank plasmid group, the pEGFP-C1 
blank plasmid group, the pDsRed-CCL22 plasmid group, the pEGFP-IL-37 plasmid group an
d the pDsRed-CCL22 + pEGFP-IL-37 plasmids group.Expressions and localizations of CCL2
2 and IL-37 in cells were detected by confocal microscopy.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 was a
pplied for observing cellular morphology. 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
n reaction (RT-qPCR) was used for detecting the mRNA levels of Vitenmin, N-cadherin and 
E-cadherin, and their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tes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Constructed plasmids could express CCL22 and IL-37, both of which had a co-local
ization in the cell membrane. MTT assay and cell observation results revealed that CCL2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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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IL-37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and EMT process of the A549 cells. The results of RT-q
PCR and Western Blot presented that decreased Vimentin and E-cadherin mRNA and protei
n expressions, and increased N-cadherin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found in the p
DsRed-CCL22 plasmid, pEGFP-IL-37 plasmid and pDsRed-CCL22 + pEGFP-IL-37 plasmids
 group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pDsRed-N1 blank plasmid, and pEGFP-C1 blank pl
asmid groups (all P < 0.05), and decreased Vimentin and N-cadherin mRNA and protein exp
ressions and increased E-cadherin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found in the pDsRe
d-CCL22 + pEGFP-IL-37 plasmids group 
when compared with the pDsRed-CCL22 plasmid and pEGFP-IL-37 plasmid groups (all P < 
0.05). 
Conclusion  CCL22 and IL-37 with a co-localization in the A549 cells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
tion and EMT process of the A549 cells. The anti-tumor effects of CCL22 and IL37 provided 
a direction for treatment of NSCL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36 
 

孕妇显性和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分子进化特征分析 
 

刘海燕 罗业飞 胡安群 熊海燕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  了解孕妇人群显性和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occult Hepatitis Binfection,OBI）及其病

毒株 S 基因分子进化特征。 
方法  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住院孕妇队列研究。招募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15 日医

院产科孕妇 1130 例，收集其血清，并采用罗氏电化学发光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e
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s, HBsAg），及巢式 PCR 进行 HBV S 片段的扩增并测序，分

析并比较孕妇显性 HBV 感染与 OBI 的人口学分布特征及 S 区序列变异。 
结果  在 1130 例孕妇中，HBV 感染比例为 16.55%（187/1130），其中显性 HBV 和 OBI 的感

染率分别为 8.41%（95/1130)和 8.89%（92/1035）。共获得 136 株 HBV S 基因序列，其中

基因 C 型 17 株，基因 B 型 119 株。与基因 B 型显性 HBV 株相比，OBI 株出现更高的核苷酸

和氨基酸替换率，以及 8 个核苷酸位点出现统计学显著的次要等位基因频率，并导致 HBV S
基因和对应的 HBV P 基因出现非同义氨基酸替换，分别为 5 个（G44E、T126A、R129Q、W
156L 和 Y200F）和 4 个（I438L、K478N/D、N481S/D 和 L511F）。此外，3 例 OBI 出现 W
35 终止码替换及 1 例 OBI 出现第 123 位和第 124 位点的插入替换。 
结论  住院分娩孕妇人群存在较高的 HBV 感染比例 OBI 与显性 HBV 感染比例大致相当。在某

些位点的核苷酸和氨基酸上，B 基因型的 OBI 株出现统计显著的位点替换，可能与 OBI 的发

病机制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69 
 

全血元素质控品的自配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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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 高红 莫南勋 王家健 文国学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10252903 

 

目的  探讨全血元素质控品的实验室自配方案及对该自配质控品进行性能和应用评估。 
方法  以小牛抗凝全血为基质，盛放于去污染容器中，根据各元素目标浓度，均匀喷射雾化后

的金属盐或标准液，加入杀菌剂 Proclin300、分装处理后制成全血质控品，对该质控品的性能

（无菌、均匀性、稳定性、基质效应）进行评估，并比较自配质控品和商业质控品的 CV 值、

实验室间比对的 SDI 值。 
结果  杀菌实验结果显示加入 Proclin300 后无细菌生长，菌落数 0cfu/mL，均匀性测试中，各

项目 F 值均小于临界值 3.02，稳定性测试中各项目 t 值小于临界值 2.23，说明该质控品至少

可稳定一年，分装瓶间具有足够的均匀性。另外，自配全血元素质控品各项结果均达标，用于

实验室间比对效果与商业质控品结果无差异。基质效应评估结果显示除血铅在 ICP-MS—GF-A
AS 的结果比对中存在 18%的正偏倚外，其它元素的测定均值均落在 95%预期区间内，说明七

个元素中只有血铅质控品和样本在 GF-AAS 测定中存在明显的基质效应。使用效果方面，自

配质控品与相似浓度商业质控品半年测试数据的 CV 值比较显示所有数据变异均在室内质控质

量目标内，除全血钙、锌外，其它元素质控品之间的变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广州实验室使用

ICP-MS 实验室室间比对结果显示各项目 SDI 值均同方向且绝对值小于 2，说明自配质控品不

仅可用于室内质量控制，也能够能室间比对中发挥作用。 
结论  本实验室的全血元素质控品自配方案可行，按照该自配方案配置的全血元素质控品性能

满足临床实验室室内质控应用的要求，且可用于室间比对。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97 
 

ESAT-6 刺激结核患者 CD4+ T 淋巴细胞前后释放 IFN-γ mRNA

差异表达及信号通路变化 
 

张焰 王晓玮 程晓雯 徐元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30022 

 

目的  利用全基因组表达谱芯片对早期分泌靶向抗原 6 (ESAT-6)刺激结核患者外周血 CD4+ T
淋巴细胞前后释放 IFN-γ mRNA 进行检测，并对 mRNA 在刺激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信号通路

变化进行分析。 
方法  抽取 3 例痰涂片 MTB 阳性，未经过抗结核治疗的首诊结核患者外周静脉血各 10 ml，密

度梯度离心法获得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ESAT-6 刺激 PBMC，6 h 后磁珠法分选 CD4+ 
T 淋巴细胞。TRIzol 提取细胞总 RNA 并纯化，NanoDrop ND-1000 和变性琼脂糖凝胶电泳评

估其浓度和完整性，总 RNA 用 Agilent Quick Amp Labeling Kit，One-Color 逆转录为 cDN
A，扩增后转录为 cRNA，并用 Cy 3-UTP 标记。用 Agilent GeneExpression Hybridization Kit
将标记好的 cRNA 断裂，使用 Agilent SureHyb 进行杂交，使用含 27958 个探针的芯片 Agilen
t Human 4 X 44K Gene Expression Microarrays v 2，行人全基因组表达谱检测刺激前后差异

表达基因。利用 GO 分析对差异表达的基因进行功能分类，KEGG 进行信号通路分析。 
结果  ESAT-6 刺激后差异表达的 mRNA 共有 2297 条，相对高表达的 mRNA 有 1071 条，相

对低表达的 mRNA 有 1226 条（>2 倍变化且 P<0.05）。信号通路分析显示差异表达的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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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 17 条信号通路的调控， 12 条信号通路中的基因发生上调表达，5 条信号通路的基因发

生下调表达(P<0.05)。其中 JAK-STAT，Toll 样受体，NF-κB，MAPK，PI3K-AKT 等 5 条信号

通路与结核释放 IFN-γ 关系密切。 
结论  当结核感染机体时，主要通过 T-bet 激活 STAT 4 介导分泌 IFN-γ 等细胞因子。分析芯

片结果显示，在 ESAT-6 刺激后上调的通路中 JAK-STAT 信号通路同时出现，说明在特异性

蛋白 ESAT-6 刺激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产生 IFN-γ 的作用机制，基本与结核杆菌感染机体后刺激

机体的免疫反应生成 IFN-γ 的过程相近。ESAT-6 刺激后的 CD4+ T 淋巴细胞有大量 mRNA 发

生差异表达，其在多个与结核释放 IFN-γ 密切相关的信号通路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709 
 

Exosomes released by granulocytic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attenuate DSS-induced colitis 
 

Wang Yungang,Wang Shengjun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 have been described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
e (IBD), but their role in the disease remains controversial. In this study, we sought to define 
the role of granulocytic MDSC-derived exosomes (G-MDSC exo) in dextran sulphate sodium 
(DSS)-induced murine colitis. G-MDSC exo-treated mice showed 
greater resistance to DSS-induced colitis, as reflected by lower disease activity index, decrea
sed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and less colon tissue damage. Meanwhile, there was a decr
ease in the number of Th1 cells an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regs in mesenteric lymph nodes from G-MDSC exo-treated colitis
 mice. Moreover, lower serum levels of interferon (IFN)-g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were detected in G-MDSC exo-treated colitis mice. Interestingly, inhibition of arginase (Arg)-
1 activity in G-MDSC exo partially abrogated the spontaneous improvement of colitis. In addit
ion, G-MDSC exo could suppress CD4+ T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FN-g secretion in vitro and i
nhibit the delayed-type hypersensitivity (DTH) response, and these abilities were associated 
with Arg-1 activity. Moreover, G-MDSC exo promoted Treg expansion in vitro. In conclusion, 
G-MDSC exo can attenuate DSS-induced colitis and inflammation, suggesting that they coul
d be a potential therapy for IBD.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779 
 

NLRP3 炎症小体在宿主抗铜绿假单胞菌免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陈康

1 邓秋婵
2 王伟佳

1 张秀明
1 

1.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2.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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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铜绿假单胞菌是医院感染最常见的机会致病菌，多见于感染肺结核、癌症，尤其是囊性

纤维化等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常引起急性和慢性感染。固有免疫是机体抵抗微生物的第一道

防线，新近发现由 NLR 家族成员含热蛋白结构域蛋白 3（NLR family，pyrin domain containi
ng protein 3，NLRP3）和接头蛋白 ASC 以及下游的效应蛋白 caspase-1 组成的 NLRP3 炎症

小体，在多种细菌感染中发挥不同的炎症调控作用。然而，NLRP3 炎症小体在机体铜绿假单

胞菌感染中发挥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目的是，阐明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巨噬细胞时 NLRP3 炎

症小体激活的情况，并通过沉默炎症小体相关基因探讨 NLRP3 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过程中的

作用与机制。 
方法  用 Real-time PCR、Western-blot 和免疫荧光的方法检测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后 NLRP3 炎

症小体激活情况；用 siRNA 沉默 NLRP3 和 ASC 后，ELISA 检测细胞因子白介素-1β（interle
ukin-1β，IL-1β）和 IL-18 的分泌；细菌平板计数检测巨噬细胞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杀伤； West
ern-blot 和激光共聚焦的方法分别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LC3 蛋白水平的表达和自噬溶酶体的形成

情况结果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blot 结果显示，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巨噬细胞后 NLRP3
的基因和蛋白水平的表达均增高；免疫荧光结果显示，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后，能够激活 NLRP
3 炎症小体。ELISA 结果显示，沉默 NLRP3 炎症小体后细胞因子 IL-1β 和 IL-18 的分泌降低。

细菌平板计数、Western-blot 和激光共聚焦结果显示，沉默 NLRP3 炎症小体后，机体通过抑

制自噬促进铜绿假单胞菌的清除。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巨噬细胞后能够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沉默 NLRP3 炎症小体后可抑

制感染引起的炎性因子的分泌；沉默 NLRP3 炎症小体后可通过抑制自噬促进细菌的杀伤。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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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非对称二甲基精氨酸(ADMA)与早发性冠心病关系的研究 
 
玄超

1 徐龙强
1 田清武

1 李慧
1 何国伟

2,3 伦立民
1 

1.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山东，青岛，266000） 

2.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基础医学研究中心（天津，滨海新区，300450） 

3.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心血管外科（美国，波特兰，97201） 

 

目的  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在维持血管结构和功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非对称二甲基精

氨酸（Asymmetric dimethylarginine, ADMA）在蛋白质甲基化的过程中产生，是一种内源性

的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O synthase, eNOS）抑制剂，能与 L-精氨酸竞争 eNO
S 的结合位点抑制 NO 的产生。ADMA 还可以通过产生氧化自由基诱导内皮细胞凋亡等机制损

伤血管内皮功能。ADMA 已证明与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具有相关性。本研究旨在研究 AD
MA 是否与早发性冠心病（Early-onset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EOCAD）存在相关性。 
方法  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认的 EOCAD 患者（男性<50 岁，女性<55 岁）及年龄性别匹配的对

照组纳入研究，收集时间为 2013 年 9 月-2016 年 3 月。血清 ADMA 浓度测定采用 ELISA
法。冠状动脉硬化程度通过冠状动脉造影明确的病变血管数量评价。 
结果  EOCAD 患者 286 例，对照组 315 例进入研究。与对照组(0.457 ± 0.091μmol/l)相比 EO
CAD 组 ADMA 水平显著升高(0.480 ± 0.110 μmol/l, P = 0.007)。血清 ADMA 水平随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程度有升高趋势（P < 0.000）。血清 ADMA 水平还受到糖尿病和吸烟情况的影响并

且与血清肌酐水平和 BMI 存在线性相关性。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血清 ADMA 水平与 EOCAD 及其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提示 ADMA 参与

了 EOCAD 病理过程。ADMA 有可能作为 EOCAD 发生风险的重要生物标志物。 
 



131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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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 年长沙地区淋病奈瑟菌对头孢曲松耐药现状及其耐

药基因多态性研究 
 

彭婷 林慧 刘青林 王泽友 朱晓琳 姚冬梅 曹伟 唐玲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了解长沙地区淋病奈瑟菌(淋球菌)对头孢曲松的耐药现状；初步探讨 penA、mtrR 和 po
nA 基因在介导淋球菌对头孢曲松低敏中的作用，为本地区淋病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琼脂稀释法，对长沙地区淋球菌临床分离株进行头孢曲松最小抑菌浓度(MIC) 测
定，分析其对头孢曲松的耐药现状；对淋球菌临床分离株的 penA、ponA 和 mtrR 基因进行扩

增测序，探讨基因突变在介导淋球菌对头孢曲松低敏中的作用。  
结果  2014 年 4 月-2016 年 3 月共收集到 128 株淋球菌，未发现头孢曲松耐药株，但头孢曲松

低敏株有 14 株（11%）；通过对 69 株淋球菌 penA 基因测序分析，共得到 penA 基因编码的

青霉素结合蛋白 2（PBP2）氨基酸模式 12 种，本地区淋球菌临床分离株主要的 PBP2 氨基酸

模式是 NEW1（24.6%）、XXVII（17.4%）、XII（14.5%）和 XIII（11.6%），每种 PBP2 氨

基酸模式所含菌株对应的头孢曲松 MIC 值分布具有多样性，其中模式 NEW1、XIII 和 XXVII
对应的头孢曲松 MIC 值相对较高，而模式 V 和 XI 对应的头孢曲松 MIC 值较低，69 株菌中有

48 株菌的 PBP2 蛋白 50l 位氨基酸发生替换(A501 V 或 A501T)，随着 MIC 值的增加，其替换

率也在上升，MIC≥0.25μg/mL 的 3 株菌的替换率为 100%，有 12 株菌发生了 G542S 突变，

其突变率也随 MIC 值的增加而增加，本次研究发现一株头孢曲松高敏淋球菌有镶嵌样结构；

对 mtrR 基因测序分析，发现 13 种突变模式，主要为 R64Q（43.5%）和 L61W 联合 R64Q
（34.8%）模式；所有菌株的 ponA 基因都发生了 L421P 的氨基酸替换；淋球菌临床分离株的

mtrR 和 ponA 基因的突变模式在高敏株和低敏株之间均未见显著差异。  
结论  2014-2016 年长沙地区淋球菌对头孢曲松的低敏率为 11%，未发现耐药菌株，且淋球菌

对头孢曲松的敏感性趋势未见明显改变，头孢曲松仍可用于本地区淋病治疗的首选药物，但需

加强监测，预防耐药株的产生和防止低敏株的分布范围扩大；penA 镶嵌样结构并不是导致长

沙地区淋球菌对头孢曲松低敏的主要原因，非镶嵌样 penA 基因的 501 和 542 位氨基酸的突变

可能在介导本地区淋球菌对头孢曲松低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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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non-coding RNA HOXC-AS1 suppresses Ox-LDL-

induced cholesterol accumulation through promoting 

HOXC6 expression in THP-1 macrophages 
 
huang chuan1,Hu Yan-Wei1,Ye Zhi-Dong2,Zhao Jing-Jing1,Ma Xin3,Zhang Yuan1,Guo Feng-Xia1,Kang Chun
-Min1,Lu Jing-Bo4,Xiu Jian-cheng5,Sha Yan-Hua1,Gao Ji-Juan1,Wang Yan-Chao1,Li Pan1,Xu Bang-Ming1,Zh
eng Lei1,Wang Qi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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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partment of Cardio vascular Surgery， China- 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Beijing 

3.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4.Department of Vascular Surger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Objective  Atherosclerosis is a common pathological ba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hich 
remains the leading cause of mortality. lncRNAs are newly studied non-protein-coding RNAs 
involved in gene regulation, but how lncRNAs exert regulatory effect on atherosclerosis rema
ins unclear.  
Methods  Microarra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find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an
d mRNAs between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and normal renal arterial intimal tissues. The mRN
A and protein levels of lncRNA HOXC-AS1 and HOXC6 were determined by quantitative rev
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High per
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s of t
otal cholesterol (TC), free cholesterol (FC) and cholesterol ester (CE). 
Results  With the use of microarray analysis, we found that lncRNA HOXC cluster antisense
 RNA 1 (HOXC-AS1) and HOXC6 were downregulated in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The result
s were verified in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and normal arterial intimal tissues by qRT-PCR an
d Western blot analysis. Lentivirus-mediated overexpression of lncRNA HOXC-AS1 induced 
HOXC6 at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in human acute monocytic leukemia (THP-1) macr
ophages. Moreover, we found that Ox-LDL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lncRNA HOXC-AS1 and
 HOXC6 in a time- dependent manner. Induction of cholesterol by Ox-LDL could be compens
ated by overexpression of lncRNA HOXC-AS1.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lncRNA HOXC-AS1/HOXC6 pathway was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cholesterol homeostasis by Ox-LDL in THP-1 macrophages. lncRNA HO
XC-AS1 and HOXC6 may be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s in preventing atherosclerosi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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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M5C regulates the occurrence of preeclampsia by 

adjusting expression of BMP7 
 
shi xufeng1,zhang zhan1,2 

1.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Shangqiu Medical College 

 

Background  Preeclampsia (PE) is a common, pregnancy-specific disease that belongs to t
he family of hypertensive disorders in pregnancy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hypertension, protei
nuria and other systemic disturbances at or after 20 weeks of gestation.PE is a major contrib
utor to maternal and fetal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 The precise mechanisms of PE pathogene
sis remain unknown.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pre-eclampsia associated with in
creased Apoptosis of trophoblast cells.Some scholars have found that KDM5C-mediated BM
P7 inactivation in HCC cell invasion.however, its role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 severe 
preeclamsia remain unclear. 
objectiv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tect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s of KDM5C,BMP7and BMPRII in the placenta using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
eal-time-PCR)and western blot,evaluate their location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IHC),in ord
er to understand their potential rol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severe preeclamp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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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Ninty pregnant woman who had undergone cesarean section at The third Affiliate
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from  january 2010 to january 2016,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This sample includeed 30 healthy pregnant woman,who constituted the control grou
p，30 early onset severe preeclamptic woman and 30 later onset severe preeclamptic woma
n,who were classified as the severe PE group,using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
al-time-PCR)and western blot,evaluate their location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IHC),in orde
r to understand their potential rol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severe preeclampsia. 
Results    The KDM5C mRNA expression of normal control group,early onset sPE group an
d  later onset sPE group were1.25±0.18,1.05±0.18 and 1.45±0.23 respectively,The KDM5C 
mRNA expression in the severe PE group was increased,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
p (P>0.05）； The BMP7 mRNA expression of normal control group,early onset sPE group 
and  later onset sPE group were 1.35±0.22,0.52±0.11 and 1.14±0.25 respectively,The BMP7
 mRNA expression in the severe PE group was reduced,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
roup,and the BMP7 mRNA expression in the early onset sPE group was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later onset sPE group(P<0.05）；The BMPRII mRNA expression of normal control 
group,early onset sPE group and  later onset sPE group were 1.20±0.13,0.55±0.11 and 0.70
±0.10 respectively,the BMPRII mRNA expression in the severe PE group was reduced,comp
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and the BMPRII mRNA expression in the early onset sPE 
group was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later onset sPE group(P<0.05）；The KDM5C protei
n expression of normal control group,early onset sPE group and  later onset sPE group were
0.005±0.005,0.002±0.003 and 0.010±0.001 respectively,The KDM5C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
e severe PE group was reduced,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5）； The 
BMP7 protein expression of normal control group,early onset sPE group and  later onset sPE
 group were 0.051±0.074,0.119±0.195 and 0.102±0.255 respectively,The BMP7  protein expr
ession in the severe PE group was increased,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0.
05）；The BMPRII protein expression of normal control group,early onset sPE group and  la
ter onset sPE group were 0.023±0.487,0.166±0.348 and 0.152±0.331 respectively,and the B
MPRII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sPE group wa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0.05）。Furthermore,We observed that the immunostaining for the KDM5C,BMP7 
and BMPRII was observed in villous trophoblast and extravillous trophoblast,the staining inte
nsity of KDM5C in the placental tissue trophoblasts cell nucleus,was stronger than the contro
l group,and the staining intensity of BMP7 and BMPRII in the placental tissue trophoblasts cy
toplasm,was strong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KDM5C,BMP7 and BMPRII are express
ed in human placentas,increased KDM5C expression,as well as  BMP7 and BMPRII low-exp
ression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pathogenesis of P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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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致病菌的诊断模型建立与临

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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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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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建立针对血培养中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CNS）做为菌血症感染的致病菌的诊断模

型，并对其价值进行临床评价。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到 2015 年 6 月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住院患者 178 例，均为血培

养报阳为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且在采集前均进行了体温(T)记录，血液中白细胞计数（WB
C），中性粒细胞比值检测(NEU%)，常规 C 反应蛋白(CRP)检测，降钙素原检测(PCT)，血沉

(ESR)检测，血糖(GLU)检测以及血培养首瓶报阳时间(TTP)及报阳瓶数(N)等 9 项指标，将其

分为致病菌组 104 例及污染菌组 74 例，比较各单项指标在两组中的差异，并构建 CNS 作为

致病菌的回归模型，并评价各单项指标与模型对 CNS 做为致病菌的诊断价值，对该模型进行

临床验证。 
结果  致病组中 T,WBC,NEU%,CRP,PCT,ESR,N 均高于污染组；而 GLU 与 TTP 均低于污染

组（5.74±1.47mmol/L VS 6.30±1.65mmol/L, p<0.05；20.7±8.1h VS 41.8±19.4h, p<0.01
 ），各单项指标诊断 CNS 为致病菌的 AUC 前三位是 TTP,PCT,NEU%(0.870，0.869，0.83
3)；用前进法构建的致病菌诊断模型由 T、PCT、TTP 和 NEU%4 项组成，模型诊断 CNS 为

致病菌的 AUC 为 0.959。当模型的诊断界值定为 0.5 时，敏感性为 0.918，特异性为 0.9，约

登指数达到最大值 0.818，此时模型的诊断正确率为 92.0%，模型诊断与临床诊断的一致性分

析 κ 系数达到 0.827。 
结论  在判断血培养中的 CNS 是否为致病菌中，TTP,PCT,NEU%等都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但由 T、PCT、TTP 和 NEU%构建的诊断模型具有很高的诊断价值，对临床快速的判断 CNS
血流感染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而且对临床遇见此类情况时是否应该使用抗生素提供参考依

据，防止抗生素的滥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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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外 5’-AMP 与胰岛素共同调控葡萄糖动态平衡 
 

夏琳 阴晴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2 型糖尿病是一种复杂的代谢紊乱综合症，该疾病受到遗传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前期研究表明血浆 5’-AMP 与 2 型糖尿病中高血糖症状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5’-AMP
如何影响血糖水平的分子机制仍不明确。本研究将探讨在调控葡萄糖动态平衡中，胞外 5’-AM
P 与胰岛素及其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分子机制。 
方法  在早 9：00（血浆胰岛素浓度较低）和晚 9：00（血浆胰岛素浓度较高）给小鼠腹腔注

射外源 5’-AMP，1 h 后检测血糖浓度；在早 9：00，外源 5’-AMP 和胰岛素以不同比例的剂量

处理小鼠，1 h 后检测血糖浓度；Western blotting 检测肝脏中胰岛素受体（IR）及其下游蛋白

AKT 的磷酸化水平；HPLC 检测肝脏中腺苷的含量；Docking 分析 5’-AMP 和 ATP 与 IR 酪氨

酸激酶的结合情况；体外酶反应实验检测腺苷激酶（ADK）的活性，荧光定量 PCR 检测 Adk
的 mRNA 水平。 
结果  外源 5’-AMP 对血糖的影响与血液中胰岛素的浓度直接相关，相比于外源 5’-AMP 与胰岛

素的绝对浓度，外源 5’-AMP 与胰岛素的比例在调控血糖水平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5’-AMP
在肝脏中抑制胰岛素引起的 IR 自磷酸化以及 AKT 的磷酸化水平，并呈剂量依赖性。Docking
分析显示 5’-AMP 导致的高浓度腺苷是 IR 酪氨酸激酶潜在的抑制剂，从而削弱胰岛素信号通

路。同时 5’-AMP 增加小鼠血浆中胰岛素水平；胰岛素也可以通过增加肝脏内 ADK 的活性，

降低细胞内 5’-AMP 导致的高浓度的腺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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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5’-AMP 和胰岛素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调控血糖的动态平衡。血浆 5’-AMP 浓度有希望成

为临床中指导胰岛素用量的新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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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D3 与骨保护素、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及其基

因表达的研究进展 
 

郑青 云小健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摘要] 维生素 D3 在骨的生长和骨量维持方面起重要作用，而近年研究发现的的 OPG /RANKL
/RANK 系统是破骨细胞分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信号传导通路。维生素 D3 能通过上调成骨细胞

RANKL mRNA/OPG mRNA 及 RANKL/OPG 比例促进破骨细胞的生成，抑制成骨细胞 OPG
的表达，同时增加 RANKL 的表达，增强骨吸收功能及骨更新。本文主要对维生素 D3 与 OP
G、RANKL 及其基因表达的基础研究及两者的关系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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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quantitative detection for cell free miR-155 

in urine supernatant of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张欣 Zhang Yanli Liu Xinfeng Fang Aiju Wang Jinfeng Yang Yongmei Wang Lili Du Lutao Wang Chuanxi

n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To develop a novel RT-qRCR approach directly applied in urine supernatants (RT
-qRCR-D) to quantify cell free miR-155, and assess it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potential in 
NMIBC.  
Methods  Pilot stud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RT-qRCR-D method. In validati
on phase, miR-155 was evaluated in 162 NIMBC patients, 76 cystitis patients and 86 healthy
 donors using novel developed method.   
Results  Cell free miR-155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urine supernatants of NIMBC
 patients detected by RT-qPCR or RT-qPCR-D, and correlated with their expression in match
ed tissues. In validation phase, increased miR-155 expression was successfully vali.  miR-15
5 distinguished NMIBC patients from others with 80.2% sensitivity and 84.6% specificity, whi
ch superior to urine cytology.   
Conclusions   Detection of cell free miR-155 in urine supernatants by RT-qPCR-D is a simpl
e and noninvasive approach for NMIBC diagnosis or predicting 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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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Dose Sevoflurane May Reduce Blood Loss and Need 

for Blood Products After Cardiac Surgery 
 

Chen Hao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Introductio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often experience abnormal bleeding, due 
primarily to cardiopulmonary bypass (CPB)-induced activation of platelets. Activated platelets
 upregulate their surface expression of adhesion molecules such as P-selectin and glycoprot
ein (GP) IIb/IIIa and release platelet-specific proteins from alpha granules, such as platelet fa
ctor 4, which can induce progressive platelet dysfunction. This dysfunction is observable as 
weakened platelet aggregation in response to agonists such as collagen  and adenosine dip
hosphate (ADP).For example, chest tube drainage after surgery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im
paired collagen-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Risk of massive blood loss can be reduced by i
ncreasing the numbers of collagen-activated functional platelets.These studies raise the pos
sibility that sevoflurane inhalation during CPB may reduce the volume of post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the need for blood produ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ects of sevoflurane on platele
ts may last up to 24hours; since hemostasis requires platelet activation, this prolonged effect 
may actually raise the risk of postoperative bleeding.Whether sevoflurane inhalation during c
ardiac surgery reduces or increases bleeding is unknown. Therefore, we undertook this pros
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study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evoflurane inhalation on 
bleeding.  
Methods  Patients between 18 and 65 years old who were scheduled for cardiac surgery un
der CPB at our hospital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and randomized to receive intravenous a
nesthetics alone (control group, n=77) or together with sevoflurane (0.5 – 1.0 vol/%) from an 
oxygenator (sevoflurane group, n=76).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postoperative blood loss, t
he secondary outcome was postoperative need for blood products.  
Results  Of 198 eligible patients, 39 were excluded and 6 exited the study, leaving 153 in th
e final analysis. The 2 groups were similar in terms of duration of surgery and CPB, but the s
evoflurane group showed marginally higher platelet count and plasma fibrinogen concentrati
on.Volume of blood loss was 48% lower in the sevoflurane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t 4 
hours after surgery, and 33% lower at 12 hours after surgery. Significantly fewer patients in t
he sevoflurane group lost >700 mL blood within 24 hours (9 of 76 vs 28 of 77, P < 0.001). As
 a result, the sevoflurane group received significantly smaller volumes of packed red blood c
ells (1.25±2.36 vs 2.23±3.75 units, P=0.011) and fresh frozen plasma (97±237 vs 236±344 m
L, P=0.004). Thus the sevoflurane group was at significantly lower risk of requiring complex 
blood products after surgery (adjusted odds ratio [OR] 0.3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1
7 – 0.68, P=0.002).  
Conclusions  Sevoflurane inhalation from an oxygenator during CPB may reduce blood loss
 and need for blood products after cardiac surger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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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human cytomegalovirus microRNAs in 

circulation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mmun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patients with fever of unknown origin 
 
Wang Cheng1,Ding Meng1,2,Wang Chen2,Zhang Chenyu2,Wang Junjun1,2,Zhang Chunni1,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Jinling Hospital，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Nanjing Advanced Institute for Life Sci

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Objective  The etiology of fever of unknown origin (FUO) were various and delayed diagnosi
s of FUO is still an exhausting challenge in clinical. Recently studies revealed that human cyt
omegalovirus (HCMV) infection was a caus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however, the clinical relev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HCMV in FUO have rarely been investigat
e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erum HCMV
 microRNA profile in patients with FUO and further evaluate its clinical value for the disease 
monitoring and preventing usefulness and revue a novel potential etiology clue involved in thi
s disease.   
Methods  Serum samples from 109 patients who met the criteria for classic FUO and 106 ag
e-gender matched control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Demographic, laboratory, diagnostic, 
and outcom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26 known HCMV encoded miRNAs were determined by a hydrolysis probe-based stem-loop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 assay. Serum HCM
V IgG and IgM were assessed using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Based on the medical records of the 109 studied patients, 95 (87.2%) patients ultim
ately had their underlying disease diagnosed, of which 58 (53.2%) were diagnosed as infecti
ous disease, 19 (17.4%) were non-infectious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5 (4.6%) were malig
nancy (lymphoma), 13 (11.9%) were other miscellaneous disease and 14 (12.8%) were finall
y undiagnosed. RT-qPCR analysis 
identified a panel of 8 HCMV miRNAs including 8 miRNAs including hcmv-miR-US4-3p, hcm
v-miR-US29-3p, hcmv-miR-UL70-5p, hcmv-miR-US5-2-3p, hcmv-miR-US5-2-5p, hcmv-miR-
UL148d, hcmv-miR-UL112 -3p and hcmv-miR-US25-2-3p,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the serum samples of FUO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 < 0.05). Univariate and multiv
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eight miRNAs and their panel were novel 
potential risk factors for FUO. Multiple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e serum levels of 
five HCMV miRNA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erum CRP levels and interleukin 6 (IL-
6) concentrations. In addition, HCMV IgG and IgM could be detected in 100%, 0% of patients
 and 92.0%, 0% of control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 higher HCMV miRNA levels in FUO patients indicated that HCMV may be a p
otential etiology participated in FUO. Our study defined a panel of 8 serum HCMV miRNAs a
s novel potential risk factors for FUO diagnosis and provided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future 
management of FUO.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56 
 

临床生化常规项目干湿化学检测结果比对及一致性研究 
 

史德宝 吕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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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临床生化常规项目（TP、ALB、TBIL、ALT、AST、GGT、ALP、LDH、BUN、C
RE、UA、K、NA、CL、HCO3

-、CA、P、MG、GLU、CHOL、TG、CK、CK-MB、AMY
L）干湿化学检测结果的可比性以及检测结果一致性研究。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EP9-A2 文件，以罗氏 Modular DPP 全自

动生化仪为参比方法，强生 Vitro 4500 全自动干式生化仪为比较方法，用患者新鲜血清（浓度

覆盖各项目医学决定水平）分别在 2 台仪器上检测 24 项常规项目，对检测结果进行离群点检

查、回归分析及偏倚评估，并以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CLIA’88）规定的室间质评允许

误差及国家行业标准（WS/T 403-2012）为判断依据，评价各比对项目偏倚的临床可接受性。

偏倚超出可接受范围的项目，计算校正方程，并另取 20 例患者新鲜血清评估干化学校正后结

果与湿化学结果的可比性。  
结果  24 项常规生化项目干湿化学检验结果相关性良好，R2 均>0.95。本次研究的各项目中，

GGT、ALP 在低水平的预期偏倚超出可接受范围不被接受，CL 在高水平的预期偏倚不被接

受，且 AST、ALT、LDH、ALB、CHOL、CA、P 这 7 项指标在多水平的预期偏倚不被接受，

其余各指标不同医学决定水平处的预期偏倚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可以接受。偏倚超出要求的项

目校正后，AST、ALP、ALB 在低水平的预期偏倚不被接受，P、GGT 在多水平的预期偏倚不

被接受，其余指标经校正后，各医学决定水平处的预期偏倚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结论  虽然干湿化学检测系统间存在一定偏差，但是大部分检测项目具有可比性，为达到临床

报告一致性，应注意定期进行结果比对及偏倚评估。偏倚超出可接受范围的项目，通过校正可

部分达到要求，仍未达到要求的项目，也多在低水平不被接受，对临床诊断影响不大，故本研

究支持干湿化学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可比性，检测结果差异较大的项目经校正后，也可达到临

床报告一致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18 
 

晚期妊娠孕妇阴道及直肠 B 族链球菌携带率及其对母婴预后

的影响 
 

牛敏 杜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B 族链球菌是引起围产期生殖道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本研究探讨了昆明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晚期妊娠孕妇阴道及直肠 B 族链球菌携带率,及其对母婴预后的影响，为临床提供

参考。 
方法  首先回顾性分析了我院临床微生物室 2015 年 3 月-2016 年 2 月晚期妊娠孕妇 B 族链球

菌筛查实验的阳性率。筛查实验的方法为无菌拭子分别采集孕妇阴道分泌物和直肠分泌物，使

用 B 族链球菌显色培养基（郑州安图）进行培养，最后采用 VITEK-2 微生物全自动细菌鉴定

和药敏系统及其配套试剂（法国梅里埃）进行菌种鉴定和药敏试验。然后在同期我院产科收治

的晚期妊娠孕妇中选取 262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孕晚期 B 族链球菌筛查实验的结果，将研究

对象分为携带组 131 例与非携带组 131 例。通过临床病例查询，收集孕妇基本信息和分娩结

局，回顾性分析妊娠晚期 B 族链球菌携带对母婴预后的影响。 
结果 我院临床微生物室 2015 年 3 月-2016 年 2 月共筛查晚期妊娠孕妇 3793 例，其中 B 族链

球菌检测阳性者 257 例，阳性率为 6.78%。不同年龄、产次和流产史的孕妇 B 族链球菌的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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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携带组孕妇剖宫产为 37.40%，而非携带组孕妇为 24.42%，携带组

孕妇剖宫产率明显高于非携带组孕妇，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携带组

孕妇早产、胎膜早破、产褥感染和胎儿窘迫的发生率与非携带组孕妇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携带组新生儿感染发生率为 12.98%，非携带组为 4.58%，携带组新生儿感染的

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携带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 族链球菌的携带可能增

加孕妇剖宫产率和新生儿感染的发生率，但是与孕妇胎膜早破、早产等无明显关系，这与其他

研究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87 
 

HBV 感染引起的肝癌中 HBV cccDNA 与 APOBEC3 的相关性研究 
 

罗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为了研究肝癌发生过程中宿主对 cccDNA 的调控，本研究检测了肝癌（hepatocellular c
arcinoma,HCC）中配对的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 HBV cccDNA 的表达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了宿

主抗病毒因子 APOBEC 家族基因与 HBV cccDNA 的相关性。 
方法  利用特异性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了 49 例配对的癌组织及癌旁组织 HBV cccDNA 和 H
BV total DNA 的表达水平；应用滚环扩增技术特异性扩增 49 对癌组织及癌旁组织 HBV cccD
NA，测序后分析 HBV 基因组的 preC/C , RT , X, preS 调控区域中 cccDNA 发生的突变，进一

步应用 3D-PCR 比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 cccDNA 发生的 G-A 突变； 
RT-qPCR 检测了 APOBEC3B 家族在这 49 对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肝脏内的表达差异，并通过

Western Blot 进行验证；最后通过荧光定量 PCR 检查 APE1 酶处理前后的 cccDNA 水平的变

化。 
结果  癌组织 HBV cccDNA 平均表达水平显著低于癌旁组织中(p =0.003)，同时肝脏内 HBV c
ccDNA 与 HBV total DNA 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性；通过滚环扩增，我们发现在 preC/C 和 X
区出现 G-A 的高突变，用 3D-PCR 发现癌组织 cccDNA 的 preC/C 区主要发生 G-A 突变，突

变率高于癌旁组织（3.9/1000bp vs 0.12/1000bp），并且更多的 G-A 突变发生于 GpA 二联核

苷酸形式；最后我们分析了 APOBEC3 家族在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转录表达水平，发现 A
POBEC3B 在癌组织的表达上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经过 APE1 处理后，在 cccDNA
在癌组织和癌旁组织的比率<1 的样本中，癌组织 cccDNA 水平降低程度是癌旁组织的 3.1 倍
(44.15% vs 14.04%, p = 0.0014) 
结论  肿瘤中 HBV cccDNA 表达水平发生明显降低，同时发生了较多的 G –A 突变，这种变化

可能是由于肿瘤中 APOBEC3B 基因表达上调引起。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89 
 

血液来源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临床及分子特征分析 
 

肖代雯 杨永长 喻华 周薇 姜伟 刘华 黄文芳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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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血液来源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 HvKP )的临床及

分子特征，为其临床诊疗奠定基础。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0 月我院微生物实验室培养鉴定的血液来源肺炎克雷伯菌

37 株，查阅整理其临床资料，利用粘液丝实验检测细菌的高粘液表型筛选高毒力菌株，PCR
扩增检测主要的荚膜血清型及毒力因子，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37 株血液来源的肺炎克雷伯菌中，有 15 株粘液丝试验阳性，即 HvKP 阳性率为 40.5
4%（15/37）。除氨苄西林和呋喃妥因外，15 株 HvKP 菌株对临床常用的抗生素大多是敏感

的。与普通菌株相比，HvKP 菌株引起社区获得性感染(P=0.017)和化脓性感染(P=0.004)病例

数明显增多。HvKP 菌株 K1/K2/K57 荚膜血清型检出率为 86.67%(13/15)，rmpA 基因和 Aero
bactin 基因在 HvKP 菌株中的阳性率也在 86.67%(13/15)以上。 
结论  血液来源的 HvKP 菌株对大多数临床常用的抗生素都是敏感的，但较普通菌株更容易引

起社区获得性感染和化脓性感染，HvKP 菌株以 K1/K2/K57 荚膜血清型为主，大部分携带了 r
mpA 和 Aerobactin 毒力基因，为 HmKP 菌株感染的临床诊疗提供了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91 
 

RNA 干扰抑制 CD147 表达对结直肠癌干细胞样细胞 HT-29 增

殖、侵袭及药物敏感性的影响 
 

潘玉琴 何帮顺 孙慧玲 王书奎 

南京市第一医院 10096923 

 

目的  利用 RNA 干扰（RNA interference，RNAi）抑制 CD147 基因的表达，探讨其对结直肠

癌干细胞样细胞 HT-29 生物学功能产生的影响。 
方法  1）将人的 Oct4 基因启动子序列克隆至 pEGFP-N1 载体中，构建 Oct4-EGFP 重组质

粒； 
2) 将重组质粒 Oct4-EGFP 转染结直肠癌细胞 HT-29，随后用 G418 筛选能够稳定表达的细

胞； 
3) 利用流式细胞仪对 EGFP+ 细胞进行分选，并检测其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CS
C）标志物 CD44 所占的比例； 
4) 利用本实验室前期构建的 pYr-mir30-shRNA 载体通过脂质体 Lipo 2000 转染人胚肾细胞（H
EK293），得到的重组腺病毒分别命名为 Ad-shRNA 及 Ad-shRNA-control； 
5) 利用荧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两种方法，分别检测经腺病毒感染后 EGFP+ 细胞中 CD
147 mRNA 及蛋白的表达情况； 
6) MTT 法探究肿瘤干细胞样细胞（CSC-like cells）经腺病毒感染后增殖能力以及药物敏感性

的变化情况； 
7) Transwell 法研究肿瘤干细胞样细胞经腺病毒感染后侵袭能力的变化情况。 
结果  1）成功构建 Oct4-EGFP 重组质粒，并用 G418 筛选出能够稳定表达该质粒的细胞； 
2）流式细胞仪分选出 EGFP+ 细胞，其 CD44 表达量高达 99.0%； 
3）荧光定量 PCR 以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经腺病毒感染后 CD147 mRNA 与蛋白表达水

平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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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TT 实验结果显示，感染后 24、48、72 与 96 小时，Ad-shRNA 组细胞增殖能力分别下

降至 42.4% 、43.7%、59.3% 与 61.1%；药物敏感性研究中，除 10 μM 紫杉醇组外，Ad-shR
NA 组细胞对其它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明显增强； 
5）Transwell 实验结果显示，Ad-shRNA 组细胞穿过膜的数量与对明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少。 
结论  本实验成功从结直肠癌细胞 HT-29 中分离出肿瘤干细胞样细胞，通过抑制 CD147 表达

能够降低其增殖与侵袭能力、增强其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为以结直肠癌干细胞为目标的治疗

提供了新的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03 
 

Correlational study on mitochondrial DNA mutations as 

potential risk factors in breast cancer 
 

Li linha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of 

PLA 510010 

 

The presented study performed an mtDN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is to scree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for high-risk germline mutations. Unlike previous st
udies, which have used breast tissue in analyzing somatic mutations, we looked for germline 
mutations in our study, since they are better predictors of breast cancer in high-risk groups, f
acilitate early,non-invasive diagnoses of breast cancer and may provide a broader spectrum 
of therapeutic options. The data comprised 22 samples of healthy group and 83 samples fro
m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 sequencing data showed 170 mtDNA mutations in the healthy 
group and 393 mtDNA mutations in the disease group. Of these, 283 mtDNA mutations (88 i
n the healthy group and 232 in the disease group) had never been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Moreover,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32 mtDNA mutati
ons. According to our relative risk analysis of these 32 mtDNA mutations, 27 of the total had 
odds ratio values (ORs) of less than 1, meaning that these mutations have a potentially prote
ctive role to play in breast cancer. The remaining 5 mtDNA mutations, RNR2-2463 indelA, C
OX1-6296 C>A, COX1-6298 indelT, ATP6-8860 A>G, and ND5-13327 indelA, whose ORs w
ere 8.050, 4.464, 4.464, 5.254 and 4.853, respectively, were regarded as risk factors of incre
ased breast cancer. The five mutations identified here may serve as novel indicators of breas
t cancer and may have future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In addition, the use of peripheral bloo
d samples was procedurally simple and could be applied as a non-invasive diagnostic techni
qu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68 
 

Carba NP 实验检测产碳青霉烯酶的肠杆菌科细菌的方法学评

价 
 

徐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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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评价 Carba NP 实验检测临床分离产碳青霉烯酶的肠杆菌科细菌的特异性和灵敏度，评

估 Carba NP 实验用于筛查产碳青霉烯酶的肠杆菌科细菌的临床价值。 
方法  连续收集临床分离肠杆菌科细菌 150 株，使用 Vitek MS 全自动细菌鉴定系统进行细菌

鉴定，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对厄他培南（ETP）、亚胺培南（IPM）和美罗培南（MEM）三种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最低抑菌浓度（MIC）进行验证。同时采用 PCR 扩增及 DNA 测序检测碳

青霉烯酶基因，共选取 77 株碳青霉烯酶基因表达阳性的菌株作为试验组，73 株非产碳青霉烯

酶肠杆菌科细菌（包括产 ESBLs、AmpC 酶及不产酶菌株）作为对照组，采用 Carba NP 实

验进行碳青霉烯酶检测。 
结果  77 株产碳青霉烯酶菌株 Carba NP 实验筛查均为阳性，PCR 及测序证实 77 株菌中，9
株携带 KPC-2 基因，46 株携带 NDM-1 基因，6 株携带 IMP-4 基因，3 株携带 IMP-8 基因，1
0 株同时携带 KPC-2 和 NDM-1 基因，1 株同时携带 IMP-8 和 NDM-1 基因，2 株同时携带 KP
C-2 和 IMP-4 基因。73 株非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 Carba NP 实验筛查均为阴性，其中 3
0 株产 ESBLs，10 株产 AmpC 酶，12 株同时产 ESBLs 和 AmpC 酶，21 株菌不携带 β-内酰

胺酶基因。 
结论  Carba NP 实验能快速、准确筛查出临床分离鉴定的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可为

医院感染监测和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实验室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69 
 

Sequence Signatures Comparison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Data Indicate Genetic Difference of PreS 

Region in HBV Genome between CHB and HCC Patients 
 
Jia Jianan1,4,Bai Xin2,Wang Hui1,Li Huiming1,Sun Fengzhu3,Gao Chunfang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Eastern Hepatobiliary Surgery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

edical University 

2.entre for Computational Systems Biology，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3.Molecular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Program，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4.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105th Hospital of PLA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 with high sensibility and throughput bring new insight into 
relationship between hepatitis B virus(HBV) variation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w
hile burdensome sequence parsing obstruct its extensive application. Sequence signature an
alysis, which is extensively used in metagenomics, compare frequencies of k-tuples in nucle
otide sequence between individual species and is a kind of alignment-free sequence compari
son method.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 to analyze NGS data of preS region in HBV genome from 
CHB and HCC and compare sequence signatures from different cohort by using several dissi
milarity measures.  
Methods  Briefly, 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 were conducted on HBV genome PreS regi
on from samples of 45 chronic hepatitis B(CHB) patients and 94 HCC patients. HBV genotypi
ng was performed on merged reads with HBV STAR software. Several dissimilarity measure
s, including Manhattan, d2s and d2*, based on k-tuple frequency were studied for analysis of
 NGS data sequence signatures in PreS region. Based on the dissimilarity matrix, hierarch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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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ordinate analysis(PCoA) were carried out for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patients groups and different sample origination groups of HCC patients. F
urthermore, a cross validation model based on PCoA of sequence signatures was evaluate
d. Concretely speaking, 70 HCC samples and 30 CHB sampl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r
aining set and the remaining 24 HCC samples and 15 CHB samples were set as testing se
t. PCoA coordinates of testing samples based on Manhattan distance from each sample in te
sting set to all training samples were calculated by nearest neighbor method and probability t
hat the testing sample belong to HCC group was estimated. Finally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c
ross validation model in disease classification was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
stic(ROC) curve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AUC) was calculated.  
Results  An average filtered reads number per sample of serum sample in CHB group was 5
417, while counterparts in serum, tumor tissue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 in HCC group wer
e 14783, 15576 and 9251 respectively. HBV genotyping showed that heterogeneous infectio
n prevailed both in CHB and HCC patients and genotype C composed major virus population
 with a percentage of 74% and 57% in CHB and HCC patients separately. Surprisingly, sequ
ence signature method significantly classified NGS data from genotype B and genotype C sa
mple group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genotype C fraction and first co
mponent of PCoA based on sequence signature can reach up to 0.966. Sequence signature 
comparison also revealed high consistency of genetic composition in preS region between h
omogenous serum, tumor tissue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 of HCC patients. Furthermore, s
equence signature method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equence composition betwe
en NGS sequence of PreS region from CHB and from HCC patients. In the cross validation 
model,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testing sample belong to HCC group was estimated grounded 
on PCoA coordinate determination of each sample in testing set and AUC value was 0.865 w
hen ROC curve was performed  
Conclusion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offer deeper insight into HBV genome replication s
tatus and gene composition. Sequence signature analysis, as a new approach on HBV NGS 
data processing, show robust efficiency on gene composition comparison and disease classif
ic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81 
 

二代测序对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 HBV 耐药突变的检测 
 

李慧明 高春芳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验诊断科 200438 

 

目的  原发性肝细胞癌（HCC）患者术后 3 年复发率高达 50%，与 HCC 复发的危险因素包括

肿瘤大小、HBeAg 阳性、HBV DNA 载量、HBV 再激活、肝硬化等因素。通过服用核苷酸类

似物可明显降低 HBV 相关的 HCC 的复发率，提高术后生存率。但是，在核苷酸治疗的过程

中，不少患者对抗病毒药物产生耐药性，从而会再激活 HBV、HBV DNA 载量升高。术前对 H
CC 患者血清 HBV 进行耐药检测，观察患者是否存在耐药突变位点，从而协助临床选择最适

合的抗病毒药物。 
方法  收取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接受肝癌外科治疗的患者血清 28 例，纳入标准：HBsAg
阳性，无抗病毒用药史，血清 HBV DNA>3log10IU/ml，但在术后接受抗病毒药物的治疗，药

物包括拉米夫定、阿德福韦、替比夫定、替诺福韦等。分别检测 HCC 术前和服用药物后 HCC
血清的 HBV 载量，使用高灵敏度的二代测序对 HBV 耐药位点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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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4.1（1.06-29.7）月，11 例服用拉米夫定的患者中，9 例存在突变频率

为 5%以下的 rtM204V/I 的突变；10 例患者服用 ETV 抗病毒治疗，均存在 rtM204V/I 的突变，

其中有 1 例高达 27%，在随访 1.3 月后，HBV 载量从 5.88log10IU/ml 下降到 3log10IU/ml 以
下；经阿德福韦治疗的 3 例患者，都存在 rtF221Y 的突变，频率分别为 9%、64%、75%，均

获得了完全的病毒学应答。其余 4 例也有低频的 rtL180M 和 rtM204V 发生，在两种抗病毒药

物的联合治疗下，HBV DNA 下降至 3log10IU/ml 以下。 
结论  通过二代测序对患者 HBV 变异检测，在术前未服用抗病毒药物患者 HBV 种群中，存在

低频（<5%）的耐药突变位点，对于服用拉米夫定和恩替卡韦同时存在 rtM204V/I 的患者，需

要定期监测，以防该耐药株成为优势株，而联合治疗可以很好的控制 HBV 的载量。在抗病毒

治疗的之前，预先了解 HBV 种群突变状况，有利于指导临床选择用药，从而进行个性化诊

疗。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82 
 

不同肾小球滤过率估算方程在术前肾癌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

究 
 

陈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评价七种不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方程在术前肾癌患者肾功能监测方面的应用

价值。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重医大附一院泌尿外科肾细胞癌术前住院患者 386
例，以 99mTc-DTPA 肾动态显像测定肾小球滤过率作为参考标准（rGFR），与七种 eGFR 做

比较。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和 Bland-Altman 一致性分析评价 rGFR 与 eGFR 的相关性；

计算系列诊断性能指标以及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各估算方程在不同影响因素下

的诊断能力。 
结果  七种 eGFR 与 rGFR 的结果具有显著相关性（P 均<0.001）。从诊断性能来看，eGFR1
和 eGFR2 较好；而通过各估算方程 ROC 曲线发现，eGFR5、eGFR2 和 eGFR1 的 ROC 曲

线下面积相对较高。 
结论  七种 eGFR 方程在肾癌患者肾功能评价方面存在一定差异。CKD-EPI-Asian Crea 和瑞

金公式作为肾癌患者肾功能评估的方程诊断价值最大，但是在大于 70 岁的老年患者中存在局

限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87 
 

37580 例宫颈液基细胞学结果分析 
 

庞晓川 王永香 续薇 苗微微 李琳 王曌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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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对宫颈病变的诊断价值，对疑难病例和与 HPV DNA 检测结

果、组织学诊断不符病例重新阅片分析，以提高细胞学诊断水平。 
方法  通过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 37580 例宫颈液基细胞学诊断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阳性病例与 HPV DNA 检测结果和组织病理诊断对照分析。 
结果  37580 例液基细胞学检查结果，阴性病例 36170 例，占 96.2%，阳性病例 1410 例，占

3.8%。1410 例阳性病例中非典型鳞状上皮内病变（非典型鳞状上皮内病变，意义不明确和非

典型鳞状上皮内病变，不除外高度）775 例，占 54.9%，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269 例，占 19.
1%，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311 例，占 22.1%，非典型腺上皮内病变 31 例，占 2.2%，鳞癌 1
1 例，占 0.78  %，腺癌  11 例，占 0.78  %，淋巴瘤 1 例，占 0.07%，恶性黑色素瘤 1 例，

占 0.07%。134 例有组织病理对照，细胞学诊断与组织学诊断符合率 98%。 1410 阳性病例中

有 813 例同时检测 HPV DNA ，150 例 HPV DNA 检测结果正常，其中有 100 例液基细胞学诊

断非典型鳞状上皮内病变，意义不明确。 
讨论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也是目前唯一明确发病原因的肿瘤。近年来，由于宫

颈液基细胞学筛查普检工作的广泛开展和高危型 HPV DNA 检测的普遍应用，使宫颈病变在早

期非典型鳞状上皮内病变、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和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时查出并相应治疗，使

宫颈鳞癌的发病率有所下降。非典型腺上皮内病变和腺癌检出率明显高，与报导的近年腺癌发

病率上升，液基细胞学取材制片的优势、诊断人员水平的提高有关。宫颈液基细胞学和 HPV 
DNA 联合检查，可提高诊断的阳性率和准确性。HPV DNA 检测对非典型鳞状上皮内病变进一

步诊治有指导意义，对于液基细胞学诊断非典型鳞状上皮内病变，意义不明确的病例，如果 H
PV DNA 检测结果正常，则定期复检。如果 HPV DNA 检测结果异常，则进一步检查阴道镜或

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501 
 

肝纤维化患者血清 HE4 浓度诊断价值初探 
 

侯玉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究血清 HE4 浓度在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65 例肝纤维化患者血清、25 例慢乙肝患者血清、25 例肝癌患者血清及 50 例健康

体检者血清，电化学发光法检测各组血清 HE4 浓度，比较各组 HE4 浓度差异，ROC 曲线分

析血清 HE4 浓度在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并分析肝纤维化患者血清 HE4 浓度与 Child-Pugh 
分级的关系。 
结果  肝纤维化患者血清 HE4 浓度｛105.35 (82.64, 164.18) pmol/L}显著高于慢乙肝组｛65.6
5(50.08, 100.10) pmol/L，P=0.001}、肝癌组｛89.91(69.12,108.1) pmol/L，P=0.005}、健康

体检组｛76.2(59.9, 98.9) pmol/L，P=0.00}，其他各组血清 HE4 浓度无显著性差异；通过 RO
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分析发现，当取诊断界值为 76 pmol/L 时，血清 H
E4 浓度对肝纤维化诊断价值最大，曲线下面积、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0.829、73.1%、80.
4%；肝纤维化 A 级的患者血清 HE4 浓度｛ 81.42 (69.73, 99.26)pmol/L}显著高于 B 级｛113.
10(88.92,169.50)pmol/L}和 C 级｛143.75(106.50,186.08)pmol/L}并且随着分级的增加呈递增

趋势（P=0.004)。肝纤维化患者血清 HE4 浓度与患者性别、年龄、乙肝病毒含量无显著相关

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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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HE4 浓度作为肝纤维化的诊断指标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在临床上值得进一步

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04 
 

胆固醇与肝细胞肝癌病理分级相关性研究 
 

栾芳 成士清 王勇 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通过临床标本检测分析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高密度胆固醇（high density 
cholesterol, HDL-CHO）、低密度胆固醇（low density cholesterol, LDL-CHO）与 HCC 分级

的关系。 
方法  收集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病人 449 例，分组如下：Ⅰ级 45
例，Ⅰ～Ⅱ级 24 例，Ⅱ级 272 例，Ⅱ～Ⅲ级 69 例，Ⅲ级 39 例。贝克曼 AU5800 生化分析仪

酶比色法定量检测病人术前外周血中 TC、HDL-CHO LDL-CHO。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不同病理分级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有显著性差异时运用 LSD 法进行

两两比较。 
结果  对肝细胞肝癌患者不同病理分级之间的 TC 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F=0.776，p
=0.567>0.05，尚不能认为 TC 在肝细胞肝癌患者不同病理分级之间的表达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对肝细胞肝癌患者不同病理分级之间的 HDL-CHO 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F=2.7
16，p=0.02<0.05，HDL-CHO 在肝细胞肝癌患者不同病理分级之间的表达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运用 LSD 法进行两两比较，发现Ⅱ与Ⅲ级之间 HDL-CHO 表达差别有统计学学意义（p=0.
001<0.05），Ⅱ～Ⅲ与Ⅲ级 HDL-CHO 表达差别有统计学学意义（p=0.005<0.05）；对肝细

胞肝癌患者不同病理分级之间的 LDL-CHO 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F=0.862，p=0.50
6>0.05，尚不能认为 LDL-CHO 在肝细胞肝癌患者不同病理分级之间的表达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肝细胞肝癌患者不同病理分级可能与 HDL-CHO 表达量有关，HDL-CHO 越高，分化越

好。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8498 
 

KlcA genes are ubiquitous in blaKPC-2 gene positive 

Klebsiella pneumonia clinical isolates 
 

Liang Wei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Objectives   KPC-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 isolate, has emerged and spread widely i
n the world.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KlcAHS, 
located within a plasmid that may contribute to the extraordinary dissemination of the KPC-pr
oducing is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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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ive plasmids were collected and sequenced from Imi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
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s from 2006 to 2010. The frequency of KlcAHS gene, which is harb
ored in all the five plasmids, was investigated between 112 blaKPC-2 positive K. pneumonia
e isolates and equal negative ones using PCR technology.Moreover,all the KlcA genes isolat
ed from K. pneumonia ,deposited  in the GenBank database were collected ,removing redun
dant sequences,all of  which were identifie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together with known 
KlcAs via MEGA6 software and whose conserved regions were predicted using A PROMALS
3D software. The klcAHS gene was ligated into pET24a (kanamycin resistant) and antagonis
tic test against 2-aminopurine( 2-AP)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klcAHS gene ha
s it conjectural function that acts as anti-restriction proteins and inhibit bacterial restriction-m
odification (R-M) systems . 
Results  The genemap of the five plasmids were depicted by sequencing technology. All of t
he annotations were deposited in the GenBank., under the GI numbers GI:574609217(pHS0
62105),GI:576201427(pHS082416),GI:583930940(pHS092753),GI:576201388（pHS09283
9）and GI:583930927（pHS10505）,respectively. The frequencies of KlcAHS are 98.2% an
d <1% in blaKPC-2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oup 
accordingly, which can encode a protein with 39% identity and 63% similarity to KlcA from p
RK2. 98 KlcA amimo acid sequences were searched out from GenBank database, deleting r
epeat sequences, 17 KlcA records were left to generate the phylogenetic tree. The Secondar
y structure was predicted that they had highly conservedα-helices and β-strands comparing 
with known ArdB and KlcA.Theresultsfromantagonistic test against 2-aminopurine indicate th
at the protein encoded by the klcAHS is able to block EcoKI restriction without involving the c
lpXP protease. 
Conclusion  A high frequent gene (KlcAHS) is found in blaKPC-2 positive Klebsiella pneum
onia clinical isolates of Huashan Hospital Shanghai China, which has an anti-restriction functi
on, may be a positive factor in dissemination of blaKPC-2 between bacteria of various 
species and gener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15 
 

KlcA genes are  ubiquitous in blaKPC-2 gene positive 

Klebsiella pneumonia clinical isolates 
 

Liang Wei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Objectives  KPC-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 isolate, has emerged and spread widely in
 the world.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KlcAHS, located within a plasmid that may contribute 
to the extraordinary dissemination of the KPC-producing isolate. 
Methods  Five plasmids were collected and sequenced from Imi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
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s from 2006 to 2010. The frequency of KlcAHS gene, which is harb
ored in all the five plasmids, was investigated between 112 blaKPC-2 positive K. pneumonia
e isolates and equal negative ones using PCR technology.Moreover,all the KlcA genes isolat
ed from K. pneumonia ,deposited  in the GenBank database were collected ,removing redun
dant sequences, all of  which were identifie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together with known 
KlcAs via MEGA6 software and whose conserved regions were predicted using A PROMALS
3D software. The klcAHS gene was ligated into pET24a (kanamycin resistant) and antagonis
tic test against 2-aminopurine( 2-AP)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klcAHS gene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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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t conjectural function that acts as anti-restriction proteins and inhibit bacterial restriction-m
odification (R-M) systems .  
Results  The genemap of the five plasmids were depicted by sequencing technology. All of t
he annotations were deposited in the GenBank., under the GI numbers GI:574609217(pHS0
62105),GI:576201427(pHS082416),GI:583930940(pHS092753),GI:576201388（pHS09283
9）and GI:583930927（pHS10505）,respectively.The frequencies of KlcAHS are 98.2% an
d <1% in blaKPC-2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oup 
, which can encode a protein with 39% identity and 63% similarity to KlcA from pRK2. 98 Klc
A amimo acid sequences were searched out from GenBank database, deleting repeat seque
nces, 17 KlcA records were left to generate the phylogenetic tree.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was predicted that they had highly conservedα-helices and β-strands comparing with known 
ArdB and KlcA. The results from antagonistic test against 2-aminopurine indicate that the pro
tein encoded by the klcAHS is able to block EcoKI restriction without involving the clpXP prot
ease.  
Conclusion  A high frequent gene (KlcAHS) is found in blaKPC-2 positive Klebsiella pneum
onia clinical isolates of Huashan Hospital Shanghai China, which has an anti-restriction functi
on, may be a positive factor in dissemination of blaKPC-2 between bacteria of various specie
s and gener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17 
 

MiR-340 Reverses Cisplatin Resistance of 

Hepatocelluar Carcinoma Cell Lines by Targeting Nrf2-

ARE Antioxindant Pathway 
 
shi liang1,Chen Zhanguo1,Wu lili2,Zheng Fang3,Lin Xiangyang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Dingli Clinical College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Center for Gene Diagnosis，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s  In recent years, chemotherapy outcome is usually poor because of drug resistance 
in cancer patients. It is an urgent concern for oncologist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and fin
d a way to deal with chemoresistance. Failed chemotherapies are usually due to either intrin
sic or acquired drug resistance in cancer patients and acquired resistance was observed in 
most cases. The intrinsic drug resista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genetic disorders, while the epi
genetic abnormality of genes mainly lies in acquired resistance. DNA methylation, histone m
odifications and the non-coding RNA modulation are involved in epigenetics abnormality, pla
ying a crucial role in regulating drug resistance of cancer cells. recently, there are few works 
on miRNAs related to chemotherapeutic drug resistance in hepatoma cells, Studies showed t
hat miR-221 and miR-122 was overexpressed in drug resistant hepatoma cell lines, repressi
on of these above miRNAs could restored the expression of PTEN and TIMP3, inhibited the 
AKT signaling pathway and sensitized hepatoma cells to chemotherapeutic drug-induced ap
optosis.For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possible role of miRNAs in the evolution of drug resistance
 in hepatoma cell line HepG2/CDDP, We conducted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s: 
 Methods  1. High throughput miRNAs microarrays combined with qRT-PCR are used to det
ect and verify the difference of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s between drug resistant hepatoma 
sublines, HepG2/CDDP and their parental cell line HepG2, computation software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predieted accessible miRNAs which could bind to 3’UTR of Nrf2 mRNA. 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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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was finally selected as our objective miRNA. 2. To exogenously increase or decrease th
e expression of miR-340 in HepG2/CDDP or HepG2 by transient transfection of the correspo
nding miRNA mimics or inhibitors, respectively, validate the effect of the transfection on drug 
sensitivity for the resistant or parental hepatoma sublines through CCK8 assay, IC50 assay, 
and the apoptosis rate assay by cytoflowmetry. 3. The relationship of miR-340 and Nrf2 was 
verified by dual-luciferase activity assay. the mechanism of miR-340 regulating drug resistan
ce was elucidated by detection of Nrf2-related signaling using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
alysis  
Results 1. 17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 between HepG2/CDDP and HepG2 respectivel
y were obtained through high throughput miRNA microarrays. Among them, there were 9 mi
RN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change fold >=2.0) and 8 miRNAs downregulated (change fo
ld <0.5 fold) in HepG2/CDDP sublines compared with HepG2, respectively. miR-340 was vali
dated to be downregulated in drug resistant HepG2/CDDP cells by qRT-PCR , and it was fou
nd to be the most lowly downregulated miRNA（change fold>=0.07，P<0.01） in HepG2/C
DDP sublines compared with HepG2 among the 8 downregulated miRNAs. 2. HepG2/CDDP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340 mimics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poptotic rate(46.5% ,6
5.8% vs 25.1%, P<0.05) and decreased IC50(-2.72 fold, P<0.01)than that in the Nc group, wi
hle HepG2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340 inhibitors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poptotic
 rate(45.8%,33.0% vs 69.8%, P<0.05) and increased IC50 (+1.06 fold, P<0.05)than that in th
e Nc group. 
3. It was validated by dual-luciferase activity assay that Nrf2 was the direct target genes of m
iR-340, Enforced miR-340 expression reduced Nrf2 level and Nrf2-relate gene expression( b
oth RNA and protein levels, vsNC,P<0.01）. 
Conclusions  Based upon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of miRNA microarrays, we found a gro
up of hepatoma CDDP resistance related miRNAs for the first time. Further, miR-340 may be
 the important molecule playing crucial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hepatoma CDDP resistance, m
iR-340 were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whereas Nrf2 was upregulated in HepG2/CDDP (cis
platin) cells, compared with parental HepG2 cells, miR-340 mimics could suppress Nrf2-depe
ndent antioxidant pathway and enhancing the sensitivity of HepG2/CDDP cells to cisplatin. C
ollectively, the results first suggested that lower expression of miR-340 is involved in the dev
elopment of CDDP resistanc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at least partly due to regu
lating Nrf2-dependent antioxidant pathwa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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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creased ratio of serum miR-210 to miR-34a levels 

for detecting and monitoring colorectal cancer 
 

Qu Ailin,Yang Yongmei,Wang Chuanxin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Colorectal Cancer (CRC) is the third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 all over the w
orld and is also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cancer-related death. Conventional serum tumo
ur markers, such as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and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
9), lack sufficient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o facilitate early detection of cancer. Therefore, th
e significance of detecting novel biomarkers using low invasive diagnostic assays for colo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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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cancer should be emphasized. It has been recently reported that miRNAs were stable and 
detectable in serum/plasma and can be used as new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cancer. mi
R-210, in particular, is a master miRNA of the hypoxic response and correlates with adverse 
outcomes in certain cancers, while miR-34a is known to be a tumor suppressive miRNA in co
lorectal cancer.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measure miR-210 and miR-34a, especially
 hypoxia-induced miR-210, in colorectal cancer serum and corresponding tumor tissue to exp
lore whether serum miR-210 could reflect tumor dynamics and can be used as a new non-inv
asive biomarker to detect CRC. 
Experimental Design This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Evaluation of serum miR-2
10 and miR-34a expression levels by comparing results from 50 CRC patients, 10 colon poly
p patients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using quantitative RT – PCR. (2) Evaluation of whether th
e serum miRNA expression could reflect and monitor tumour dynamics. (3) Validation study 
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erum miRNA assays in 50 CRC patients and 30 healthy volunte
ers.  
Results  (1) miR-210 expression in CRC seru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lon po
lyps patients (P<0.05) and control groups (P<0.05) , while miR-34a levels in serum of CRC p
atients were decreased than that of control samples and miR-210/miR-34a ratio of CRC pati
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s. Compared with miR-210 and miR-34a, mi
R-210/miR-34a ratio had the biggest AUC of ROC. (2) 10 CRC patients with the highest seru
m miR-210 expression level were selected and we found that miR-210 levels of CRC tissu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in all of the 10 selected patients. The expr
ession levels of miR-210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paired and unpaired post-operative 
serum than that in pre-operative serum (P<0.05), the level of miR-210 in the unpaired relaps
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exhibited a similar level to that in the pre-operative g
roup. (3) The miR-210 levels in CRC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size (P<
0.05)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5).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creased ratio of serum miR-210 to miR-34a lev
els could reflect tumor dynamics and can be used to detect and monitor CR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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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可弃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器检测人附睾蛋白 4 的新方法

研究 
 

逯岭松 刘蓓 冷建杭 卓广超 马霄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纳米金（AuNPs）和石墨烯（Graphene sheets，GS）自组装纳米复合膜

检测卵巢癌患者血清人附睾蛋白 4（HE4）的电化学免疫检测新方法。 
方法  将纳米金和石墨烯组成的纳米复合物自组装在丝网印刷电极表面，利用纳米金粒子和石

墨烯具有比表面积大，电子传导速率快等特点，可将大量 HE4 一抗吸附在纳米金表面，继而

结合大量 HE4 抗原。根据双抗体夹心法原理，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二抗也大量与 HE4 抗原

结合，利用辣根过氧化物酶可催化过氧化氢产生的电流值改变与 HE4 的浓度值呈线性关系，

绘制标准曲线，来测定人附睾蛋白 4 抗原浓度。 
结果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丝网印刷电极表面修饰的纳米材料进行表征，图中可见粒径为 16
纳米的纳米金粒子均匀散在地分布在单层的石墨烯表面，可极大提高 HE4 抗体的吸附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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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降低检测下限。该传感器检测人附睾蛋白 4 的检测范围是 0 pmol/L ~ 4
00 pmol/L，检测下限是 0.5 pmol/L。 
结论  与目前的检测方法相比较，可早期鉴别病人罹患卵巢癌的风险，为临床早期诊断卵巢癌

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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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Xpert  MTB/RIF检测技术在艾滋病合并肺结核双重感染

中的诊断价值 
 

张丽霞 秦中华 

天津市海河医院 300350 

 

目的 采用 GeneXpert MTB/RIF 检测技术对 HIV 阳性病人进行结核分枝杆菌（MTB）检测与利

福平耐药基因 rpob 的突变筛查，证实该技术在艾滋病合并肺结核感染患者中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 
方法 选取本院 2012 年至 2014 年收住院病人中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血清 HIV 抗体阳

性，并经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法(WB 法)确认 HIV 阳性的病人。嘱患者

晨起同时留取 2 份晨痰，用无菌管吸取约 0.5 mL 痰液涂片，经萋苊氏染色镜检抗酸杆菌(AFB)
检查后再分两组进行。一组采用 GeneXpert MTB/RIF 检测技术进行结核分枝杆菌鉴定及利福

平耐药性的检测；另一组采用 BACTEC MGIT -960 液体培养法进行结核菌培养和药敏试验，

分析不同方法对 HIV 阳性病人检测结核分支杆菌的特异性和药物敏感试验的符合性。 
结果  48 例 HIV 阳性患者中萋苊氏染色检出抗酸杆菌(AFB)阳性标本 15 例，阴性标本 33 例。

跟据 AFB 镜检菌量多少分别判断为 4+（4 例）、3+（6 例）、2+（4 例）、1+（1 例）；第

一组采用 GeneXpert 
MTB/RIF 系统检测出结核分枝杆菌阳性标本 17 例、阴性标本 31 例，检测结果以 MTB DNA
拷贝数的大小分为高荷菌量 4 例、中荷菌量 3 例、低荷菌量 6 例、极低荷菌量 2 例，另外在涂

片为阴性的标本中也检测出 2 例极低荷菌量标本，利福平药敏试验 16 例敏感，1 例耐药；第

二组采用 BACTEC MGIT -960 液体法培养出结核分枝杆菌阳性标本 16 例，阴性标本 32 例,利
福平药敏试验均判断为敏感。 
结论  GeneXpert MTB/RIF 检测系统与 BACTEC MGIT -960 液体培养法相比，操作简便、检

测速度快、生物安全性好、特异性高，对涂阴标本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同时还能判断出标本

中带菌量的级别和快速鉴定利福平是否耐药，对艾滋病合并结核菌感染患者在早期诊断和抗结

核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具有重要意义 。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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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检测白细胞 CD35 和 CD11b 表达作为细菌感染新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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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检验科 

2.山东省威海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目的  评估补体受体 CR1(CD35)和 CR3(CD11b)作为鉴定细菌感染指标的可能性。 
方法  随机选择新华医院的门诊或是住院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组，随机选择来我院体检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抽取肝素抗凝外周血 4ml，2 小时内完成检测。荧光抗体鼠抗人 CD35-FITC
和鼠抗人 CD11b-PE，以及鼠抗人 CD45-Pe-Cy5，取个荧光抗体各 5ul 到流式试管内，加入

外周血 50ul，避光孵育 10min，商品化细胞裂解液 1ml，裂解红细胞 10min，流式细胞仪检测

外周血白细胞包括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上 CD35 和 CD11b 的平均荧光强度。查

询研究对象的血培养或是痰培养结果并进行比对，排除血培养或是痰培养阴性的研究对象，排

除伴随病毒感染的研究对象，剩余 39 例（男性 22 例子，女性 17 例，年龄范围为 14-84 岁，

均值 55 岁）。体检组排除血常规检测和各免疫等指标异常者，剩余 23 例（男性 13 例，女性

10 例，年龄范围为 18-76 岁，均值 52 岁）。 
结果  检测分析发现，（1）CD35 和 CD11b 在细菌感染患者淋巴细胞中平均荧光强度低于对

照组，分别 P<0.0001 和 P=0.0038；（2）CD11b 在细菌感染患者单核细胞中平均荧光强度

高于对照组，P<0.0001；CD35 在细菌感染患者单核细胞中平均荧光强度与对照组间无统计学

差异，P=0.06；（3）在细菌感染患者中性粒细胞中平均荧光强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均是 P<0.
0001；（4）按照公式感染指数=中性粒细胞平均荧光强度/淋巴细胞平均荧光强度，感染指数

CD35 和感染指数 CD11b 在细菌感染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是 P<0.0001；（5）按照公式

感染指数=中性粒细胞平均荧光强度 2/（淋巴细胞平均荧光强度*单核细胞平均荧光强度），感

染指数 CD35 和感染指数 CD11b 在细菌感染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亦均是 P<0.0001。 
结论  研究发现，补体受体 CR1(CD35)和 CR3(CD11b)在细菌感染患者中性粒细胞高表达，在

淋巴细胞表达降低，CD35 和 CD11b 或许可以作为鉴定细菌感染的新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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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cellular location of phosphorylated β-catenin 

and the relevance with coloretal cancer 
 

Wang Lili,Wang Chuanxin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To address the distribution of phosphorylated β-catenin and the sub-localization i
n colorectal cell, and also to investigated its relevance with coloretal cancer development. 
Methods  The typital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 (SW480) and corresponding rescued cell line
(SW480APC)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Cells were cultured and harvested by scraping in osm
olysis buffer , homogenized with a tight fitted Douce homogenizer. The total homogenates w
ere treated with digitonin and Percoll-sucrose gradient, and then centrifugated with high spee
d of 49,000rpm.  Kinase assay was also used to monitor the level of  β-catenin phophorylatio
n.The steady distribution of β-catenin was detected by measuring the relative fluorescence of
 YFP-β-catenin. The components of the Wnt pathway including APC, GSK, Axin were also d
etected.  
Results  There were five fractions were yielded with cytosol, nucleosol, nuclear insoluble , m
embranes and dense insoluble material. The most active β-catenin phosphorylation was the 
dense insoluble fraction, which accounted for about 70% of the total cell activity. The β-c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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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hosphorylation activity in cytosol only showed nearly 20%. Axin was mainly found in the c
ytosol, GSK existed in cytosol and also in the dense insoluble fraction. APC and its truncated
 form were found in cytosol, nuclear and the dense insoluble fraction. 
Conclusion  The activity of  β-catenin phosphorylation occurs mainly in the insoluble fraction,
 which co-sediments with centrosome. APC is necessary for  β-catenin phosphorylation and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 development.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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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somal EphA2 transmits chemoresistance and predicts 

pancreatic cancer patient responsesto therapy 
 

WEI QI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300060 

 

Background & Aims   Tumor heterogeneity is responsible for intrinsic and acquired resistan
ce to therapy. Exosomes are secreted by most cells, including tumor cells, and exosomes se
creted at one location can alter the behavior of distant cells. We therefore analyzed whether t
umor-derived exosomes and specific exosomal proteins can transfer chemoresistance betwe
en heterogeneous pancreatic cancer (PC) cell lines and act as functional biomarkers to predi
ct treatment response in PC patients.  
Methods   Exosomes isolated from three PC cell lines displaying variable gembicitabine (GE
M) resistance (PANC-1, MIA PaCa-2, and BxPC-3) were tested for their capacity to transmitc
hemoresistance among these cell lines. Comparative proteomic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e
xosomal proteins that conferred chemoresistance. Cell survival was assessed in GEM respo
nsive PC cell lines treated with recombinant Ephrin type-A receptor 2 (EphA2), a candidate c
hemoresistance transfer factor, or exosomes from a chemoresistant PC cell line treated with 
or without EphA2 shRNA. Circulating Exosomal EphA2 levels were examined in mice bearin
g PC tumors and human PC patients.  
Results  Exosomes ofchemoresistantPANC-1 cells were internalized by and increased GE
M resistance ofchemosensitivePC cells.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found that EphA2 was s
pecially enriched in exosomes transferring chemoresistance. Exosome-mediated chemoresis
tance transmission was inhibited by EphA2 knockdown in exosome donor cells, but recombin
ant EphA2 treatment did not promote chemoresistance. Circulating exosomal EphA2 levels 
wer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in mice bearing PANC-1 cells, and in human PC patients who s
ubsequently revealed poor responses to various chemotherapy and/or chemoradiation regim
ens. 
Conclusion  Exosomal EphA2 can transmit chemoresistance between heterogeneous PC c
ells and maypotentially serve as a non-invasive biomarker to predict treatment response in p
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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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表面共刺激分子的表达

变化及临床意义 
 

孙孟炎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探讨 T 淋巴细胞表面共刺激分子在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

义. 
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126 例 CHB 患者和 90 例健康对照者

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流式细胞术和定量 PCR 检测 CHB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表面共刺激分子 CD28、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抗原(CTLA)-4、程序性死亡分子(PD)-1、T 细胞

免疫球蛋白粘蛋白分子(Tim)-3 及 T 淋巴细胞亚群的表达变化,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CHB 患者外周血 CD3+、CD4+T 细胞百分率及 CD4+/CD8+比值均低于对照组,而 CD8+
T 细胞百分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 t=4.0868,7.4660,5.5207 和 3.81
60,均 P＜0.01);同时,HBV DNV 阳性组患者外周血 CD3+、CD4+T 细胞百分率及 CD4+/CD8+
比值均低于 HBV DNA 阴性组,而 CD8+T 细胞百分率高于 HBV DNA 阴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分别 t=5.1567,2.7884,2.9987 和 2.9087,均 P＜0.01);此外,CHB 患者外周血共刺激

分子 CD28+及 CTLA-4+的表达量均低于正常对照组,而 PD-1 和 Tim-3 的表达量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 t=6.0546,5.0669 和 6.3006,8.2151,均 P＜0.01);同时,HBV DNA 阳性

高拷贝组患者外周血共刺激分子 CD28 及 CTLA-4 的表达量均低于低拷贝组,而 PD-1 和 Tim-3
的表达量高于低拷贝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 t=3.1293,2.7459,2.8661,2.7960,均
P＜0.01). 
结论 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及其表面共刺激分子的表达水平对于指导 CHB 患者的临床治疗和

判断预后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83 
 

Et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results of 11291 cases of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 
 
Wang Xingye1,Fei Yanru2,Yang Xiujing1 

1.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qihar Medical University 

2.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iral etiology in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tract viral infections in 
Qiqihar area.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1291 cases of respiratory tract viral infection from Janu
ary 2011 to May 2016,was made using Biological chip microarray technology for Influenza vir
us (IV), Respiratory syncytin virus(RSV), Adenovirus(ADV)in venous blood. The viral etiology
 of respiratory viruse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virus, the age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seasons.  
Results  Viruses were detected in 6429 cases of the 11291 samples .The over all positive ra
te of respiratory viruses was 57%, Among the viruses, the top detected virus was IV(79%), fo
llowed by RSV(55%) and ADV(16%); Among the positive cases , preschool children (<= 7 ye
ars of age) with 2607 cases, school-ag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8 to 18 years of ag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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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cases, adults (> 18 years of age) with 3182 cases, accounted for the total positive sampl
es of 67%,53%, 52% respectively; spring (March to May) positive samples with 2536 cases, 
Winter (December to February) positive samples with 1707 cases , autumn (September to N
ovember) positive samples with 901 cases, summer (June to August) positive samples with 1
285 cases, accounted for the total positive samples 39%, 27%, 14%, 20% respectively.   
Analysis  Virus infection is a major cause of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Qiqihar area, the Inf
luenza virus was the main pathogens, preschool children are most susceptible population, an
d the spring and winter were the high season of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 This study monitor
s th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Qigihar area in recent five years. It provides the evidence f
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the abuse of antibiotics befor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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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分离产 NDM-1 肠杆菌科细菌血清型、毒力基因及分子流

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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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院感染控制中心 

 

目的  了解临床分离产 NDM-1 肠杆菌科细菌的血清型、毒力基因，并探讨其分子流行病学特

征。  
方法  收集湖南地区 2012 年 8 月～2014 年 7 月临床分离非重复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PCR 法筛查 blaNDM-1 基因。blaNDM-1 基因阳性菌株：①PCR 检测耐药基因（包括主要 β-
内酰胺酶基因、16S rRNA 甲基化酶基因和质粒介导的喹诺酮类耐药基因）、血清型基因及毒

力基因；②质粒分析，接合试验检测质粒的接合性，质粒复制子分型方法（PBRT）和流行性

质粒分型（pMLST）技术分析质粒的类型；③肠道细菌基因间重复序列（ERIC-PCR）和多位

点序列分型技术（MLST）分析同源性。  
结果  共收集到 40 株 NDM-1 阳性的菌株（19 株肺炎克雷伯菌、10 株阴沟肠杆菌、7 株大肠

埃希菌、2 株产酸克雷伯菌及 2 株弗氏枸橼酸杆菌）。耐药基因阳性的有 blaCTX-M、blaTE
M、blaSHV、blaIMP、blaMOX、blaDHA、qnrA、qnrB、qnrS、aac(6′)-Ⅰb、oqxA 和 oqx
B，阳性率依次为 17.5%、100.0%、57.5%、7.5%、5.0%、10.0%、2.5%、30.0%、22.
5%、45.0%、52.5%和 35.0%，3 株肺炎克雷伯菌检出 rmtC 基因。19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在

被检测的血清型中仅有 1 种被检出（K2 型，n=1），8 种毒力基因阳性（fimH、ureA、uge 和

wabG 均为阳性，rmpA、ybtA、iucB、iroNB 阳性率依次为 21.1%、21.1%、5.3%、15.
8%），15 株（78.9%）接合试验阳性，检出 5 种类型质粒（IncN、IncA/C、IncHI2、IncFIA
和 IncFIB）。19 株肺炎克雷伯菌经 ERIC-PCR 分为 A～K 共 11 种不同的指纹图谱。MLST 分

型以 ST17 为主，占 26.3%，其它包括 ST20、ST25、ST34、ST35、ST45、ST54、ST49
0、ST629，另外一株未确定型别。  
结论  产 NDM-1 菌株同时携带多种耐药基因，可通过接合的方式在菌株间水平转移，大部分

为非强毒力血清型。尽管本地区产 NDM-1 菌株呈散发形式存在，但在不同医院及同一医院不

同病区之间存在克隆传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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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49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reverse dot blot 

assay II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common 

alpha and beta thalassemia in Chinese 
 
Zheng Xiangbin 1,Yang Hui1,Lin Min1,Xie Long-Xu 2,Lu Min2,Lin Fen 1,Zhan Xiao-Fen1,Luo Zhao-Yun 1,Yang
 Hui-Tian1,Yang Li-ye1 

1.Chaozhou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Chaozhou Hybribio Limited Corporation 

 

        Thalassemia is one of the most prevalent inherited disease in southern China. In this re
port, we describe a new multiplex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verse dot blot assay II (M-PC
R/RDB II)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6 kinds of common α-thalassemia and 19 kinds o
f common β-thalassemia in Chinese. This method involved one multiplex PCR amplification s
ystems of α-thalassemia and β-thalassemia and one time of hybridization. The whole PCR a
nd RDB procedure could be completed in 2 h. The diagnostic reliability of this M-PCR/RDB II
 method was evaluated on 1060 samples (785 cases of thalassemia and 275 healthy person
s) in a blind study. The M-PCR/RDB II method was in complete concordance with the referen
ce method [multiplex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verse dot blot assay I (M-PCR/RDB I), rev
erse dot blot assay (RDB) and direct DNA sequence analysis]. Hb Westmead (Hb WS) were 
successfully detected using this M-PCR/RDB II method. The M-PCR/RDB II method was a si
mple, rapid, accurate, and cost-effective method to identify common thalassemia genotypes i
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319 
 

2 型糖尿病肾病状态与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的关系 
 
陈保德

1 王瑾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 

 

目的  探讨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与 2 型糖尿病肾病状态的关系。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 2011-2014 年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例 2 型糖尿病

患者共 759 例。按 UACR 与 eGFR 进行分组，对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比较，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 Spearman 相关分析 RDW 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 
结果  1). 53.1%的糖尿病患者肾功能正常且无蛋白尿；25.2%的糖尿病患者肾功能正常但有蛋

白尿; 21.8%的肾功能受损的糖尿病患者中，有 24.2%的人尿蛋白正常；(2).RDW 越高，年龄

越大，收缩压、白细胞计数和尿白蛋白清除率越高；而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

白、肾小球滤过率降低。(3) RDW 与 UACR 正相关，与 eGFR 负相关。控制 gender, age, B
MI, SB,DB,WBC, RBC, Hb, MCV, PLT MPV 和 HbA1c 变量后, RDW 仅与 UACR 相关，与 e
GFR 无关；（4）RDW 与糖尿病肾病的早期(UACR>30 and eGFR>90)状态显著相关，与糖

尿病肾病的进展期（UACR>30 and eGFR<90）以及终末期肾病（UACR<30 and eGFR<9
0）没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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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DW 水平可反映糖尿病患者的早期肾损伤,对糖尿病肾病的预防和诊断均有重要的临床

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70 
 

Astaxanthin induces mitochondria-mediated apoptosis 

in ra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BRH-7919 cells. 
 

wang meirong 

Yan 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64100 

 

Objective  We designed to study the role of mitochondria in astaxanthin-induced apoptosis i
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Methods  Effect of astaxanthin on cell proliferation was studied by using methyl thiazolyl tetr
azolium (MTT) in three tumor cell lines (CBRH-7919, SHZ-88 and Lewis) and normal human 
hepatocyte HL-7702 cell. Cell apoptosis rate, changes of mitochondrial morphology, mitocho
ndrial transmembrane potential and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were evaluated respectively. Ex
pressions of B cell lymphoma/leukemia-2 (Bcl-2) and Bcl-2 associated X protein (Bax)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Results as following, astaxanthin had little effect on HL-7702 cell, however its inhibi
tion was most pronounced in CBRH-7919 cell line with an IC?? of 39 μM. This dose of astax
anthin and CBRH-7919 cell line were chosen for further studies. Astaxanthin could induce ce
ll apoptosis an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damage. The mitochondrial transmembrane potent
ial and function of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were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Bcl-2 protein 
was down-regulated but that of Bax protein was up-regulated.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astaxanthin showed anticancer effect by inducing cell apoptosis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mitochondrial-dependent manner.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9481 
 

6σ 质量管理方法及风险管理在检验前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宋鉴清 赵连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检验科 110001 

 

目的  应用 6σ 质量管理方法分析临床实验室分析前质量缺陷的原因，借助风险管理工具，识

别风险，找出导致风险的根本原因，并制定消除风险的方案，指导质量改进，保证患者安全。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门诊、住院患者和体检者在我院检验科接

受检测的全部样本。统计各类不合格样品分布百分率，计算 σ 度量值。使用风险管理工具分析

检验检验前不合格样品原因，对不可接受的风险进行调查、控制和监测。并对过程改进前后的

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临床实验室分析前影响质量的因素共有 18 类，其中发生率最高的不合格因素为“无采集

时间”。经过 6σ 质量管理方法及风险管理，不合格样品百分率由 0.456%降为 0.236%；σ 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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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由 4.2 提高到 4.4，四个年度 6σ 的过程控制性能评定均为“优”；“无采集时间”样品由 2012
年度的 0.152%降为 2015 年度的 0.08%。 
结论  6σ 质量管理方法及风险管理是有效的临床实验室分析前质量控制的管理工具，有助于发

现影响分析前质量的潜在因素,不断提高临床实验室质量水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9494 
 

临床检验液相色谱-质谱（LC-MS）检验中质量控制 
 

叶圆圆 王薇 赵海建 王治国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随着液相质谱-色谱法（LC-MS）的发展，LC-MS 检测如今已在代谢紊乱、疾病扫描、激

素定量、药物治疗监测、微生物有机体确定和药物毒性/中毒的诊断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 LC-
MS 检测的分析特异性比目前广泛开展的诊断方法如免疫法和酶法更高，但是 LC-MS 检测的

重复性并不理想，质量控制过程有待提高。定量 LC-MS 检测可能会使用标本准备或预处理步

骤如稀释、衍生化、水解、提取、加入内标和浓缩程序，为了使质量控制过程能充分地监控整

个检验测量阶段，应用与患者标本测量相同的程序来测量质控品。质控品的选择还应考虑质控

品基质对结果的影响并进行质控品稳定性评估。以 LC-MS 为基础的定量检测要求额外监控质

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以保证检测的色谱条件和质谱条件处于最佳状态，需要进行系统适应性评

估。LC-MS 法的优势之一在于注入一次样品可以检测多重分析物。这种多组分法的质控应包

含合适浓度的每种分析物。检测中应建立每种分析物的质量控制可接受标准。此外，还应对 L
C-MS 检测进行周期性质量保证，包括质谱仪质量校准、多仪器间相关性评价、新色谱柱的确

认和周期性的正确度监控等。LC-MS 检测的质控过程有其特殊之处，其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内容有待进一步探索。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48 
 

一种快速、灵敏、准确的定量测定血清游离 DNA 的方法的建

立 
 

谢丽 宋现让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血液循环 DNA（Cell free DNA, cfDNA），又称游离 DNA，主要来源于细胞的凋亡和死

亡，可作为肿瘤、自身免疫病及胎儿遗传学检测的依据。目前的检测方法均需要先从血清或血

浆中提取 DNA，然后扩增基因组中某个基因的方式，计算 cfDNA 的浓度或基因组拷贝数。由

于不同的操作者、不同的提取方法和试剂会造成 DNA 提取效率存在巨大差别，在此基础上的

cfDNA 测定结果误差会更大。寻找新的更加精确的检测 cfDNA 的方法十分必要。 
方法  采用新型的荧光染料 SuperGreen，将特殊的技术工艺处理后的血清直接进行定量 PCR
反应，检测血清中 cfDNA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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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特殊的技术工艺处理，直接用血清进行定量 PCR 反应，不影响 PCR 反应，扩增效

率与提纯 DNA 相比一致，减少了实验误差。采用新型的荧光染料 SuperGreen，对 PCR 扩增

过程中的抑制作用更轻微，可使用较高浓度，荧光信号值高、反应灵敏度高，可精确检测出低

至纳克水平的血清游离 DNA。 
结论  利用该免 DNA 提取的定量 PCR 方法检测血清中 cfDNA，减少了使用 DNA 提取试剂盒

的费用和实验误差，操作简便，反应灵敏度高，可用于大规模肿瘤高危人群筛查、肿瘤的早期

诊断及疗效预后的动态观察。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68 
 

大肠埃希菌 ST131 型在女性尿路感染患者中的分子流行特征 
 
钟一鸣

1 孟倩
2 刘文恩

1 晏群
1 李艳明

1 李虹玲
1 刘清霞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调查本院女性尿路感染者临床分离大肠埃希菌系统发育分群情况，研究 ST131 型菌株与

非 ST131 型菌株的耐药性及毒力基因特征是否存在区别，探讨女性尿路感染者临床分离大肠

埃希菌 ST131 流行特征。 
方法  收集湘雅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女性尿路感染者临床分离大肠埃希菌 216
株，采用多重 PCR 方法检测大肠埃希菌的系统发育群；采用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 及多位点

序列分型法鉴定 ST131 克隆型；采用 Vitek2 compact 药敏分析仪检测大肠埃希菌对 11 种药

物的耐药性；采用 PCR 方法检测 31 种毒力基因。 
结果  （1）对 216 株大肠埃希菌进行系统发育群检测，结果以 B2 群为主，占 46.3%（100/21
6），其次为 D 群、F 群及 A 群，分别占 16.7%（36/216），13.4%（29/216）和 13.0%（28
/216)；（2）ST131 型有 41 株（19.0%），其中 27 株 O25b-B2-ST131，14 株 O16-B2-ST1
31。ST131 型菌株对氨苄西林、环丙沙星、头孢曲松及氨苄西林/舒巴坦的耐药率均高于非 ST
131 型菌株，对呋喃妥因的耐药率低于非 ST131 型，ST131 菌株多重耐药率及 ESBLs 阳性率

高于非 ST131 菌株。ST131 型菌株 malX、bmaE、iutA、hlyA、kpsM II、traT、afa/draBC、

cnf1、iha、ompT、iss、sat、afa FM955459、usp、iucD、F10 papA 及 fimH 等基因的阳性

率高于非 ST131 型，而 fyuA、K2、cvaC、iss 及 iroN 阳性率低于非 ST131 型；（3）O25b-
ST131 对头孢唑林、环丙沙星、头孢曲松的耐药率及 ESBLs 阳性率高于 O16-ST131，毒力基

因特征无明显差别。 
结论  本地区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女性尿路感染的大肠埃希菌以 B2 群为主，ST131
型菌株的流行率达 19%，以 O25b-ST131 为主；ST131 较非 ST131 型菌株的毒力更强，耐药

谱更广泛，产 ESBLs 菌株更多；O25b-ST131 血清型菌株耐药率较 O16-ST131 的更高，产 E
SBLs 菌株更多，但毒力特征无明显差别。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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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补血合剂对放射性肺损伤小鼠模型 TGF-β1 及 SOD 表达

影响的研究 
 

刘利胜 刘美芹 龚继勇 刘敏 宋现让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研究当归补血合剂对放射性肺损伤小鼠模型血清转化生长因子（TGF-β1）、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表达的影响，以了解当归补血合剂对放射性肺损伤的防治作用。 
方法  昆明小鼠 60 只随机分为 4 组：对照组，单纯给药组，单纯照射组，照射给药组；每组 1
5 只，应用美国 PXi 小动物辐照仪 X-RAD225，单次照射 12Gy 建立急性放射性肺炎小鼠模型;
以当归补血合剂灌胃给药，每天一次，每次 0.3mL，至实验结束。在照射后 21 天，将四组小

鼠全部麻醉，挖眼球法取血，检测 TGF-β1 以及 SOD 的含量变化；福尔马林固定肺组织，制

作小鼠肺组织切片行 HE 染色，观察小鼠肺组织病理改变。 
结果  照射给药组肺组织急性炎症轻于单纯照射组，其血清 TGF-β1 浓度低于单纯照射组(P<0.
01),照射给药组和单纯照射组 TGF-β1 的浓度均高于对照组和单纯给药组(P<0.01)；而照射给

药组以及单纯照射组血清 SOD 的浓度要低于对照组和单纯给药组(P<0.01)，照射给药组的 S
OD 浓度要高于单纯照射组(P<0.01)。 
结论  当归补血合剂可降低急性放射性肺损伤小鼠的血清 TGF-β1 浓度，提高血清 SOD 的含

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急性肺损伤，对放射性肺损伤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9587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Two Quality Indicators of 

Test with Inappropriate IQC Performance and 

Unacceptable Performances in EQA Schemes Rate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in China 
 

Ye yuanyuan,Fei Yang,Wang Wei,Zhao Haijian,Wang Zhiguo 

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the two quality indicators of test with inappropriate IQ
C performance and unacceptable performances in EQA schemes rate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and make a comparison among hospitals with different grades to summarize the quality contr
ol condition of the two indicators. 
Methods  A survey on 15 quality indicators published by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
g Commission was performed in the national wide in 2015. Data of the test with inappropriate
 IQC performance and unacceptable performances in EQA schemes rate and relative basic i
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via Clinet-EQA reporting system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Center fo
r Clinical Laboratories.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with percentages and sigma scales (σ). 
Results  4572 and 4768 participant laboratories enrolled in this survey. Test with inappropria
te IQC performance in most laboratories were 0-5% (62.93%) and 5-10%(19.66%). The sigm
a level mainly focused on 3-4(37.03%), 6(35%) and 2-3(25.96%). The unacceptable perform
ances in EQA schemes rate had a similar result with the test with inappropriate IQC perform
ance. Most of laboratories of which were 0-5% (68.33%) and 5-10%(18.48%). The sigma 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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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mainly focused on 6(40%), 3-4(36.83%) and 2-3(22.36%). The median of the test with inap
propriate IQC performance and unacceptable performances in EQA schemes rate in hospital
s of third class A and third class B were 1.61%,1.98%, and 1.28%,1.92%. As for second clas
s A and second class B, it was 3.64%,4% and 2.56%,3.19%.  
Conclusio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test with inappropriate IQC performance and unaccep
table performances in EQA schemes rate in laboratories in China is in a relatively good order.
 Laboratories should reinforce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 testing items and make pe
rsistent efforts to obtain a better result in the futur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35 
 

不同肝损伤指标用于鉴别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HBeAg 血清学转

换过程的价值 
 

谢而付 赵中建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定量检测慢性乙型肝炎感染患者 HBeAg 血清转换过程中 HBeAg 阳性(+)/抗-HBe 阴性(-
)、HBeAg 阳性(+)/抗-HBe 阳性(+)和 HBeAg 阴性(-)/抗-HBe 阳性(+)三个阶段的肝损伤指标，

并比较不同指标用于鉴别 HBeAg 血清学转换过程不同阶段的价值。 
方法  检测各阶段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肝功能指标，主要包括 ALT、AST、ALP、GGT、T-
Bil 和 D-Bil，使用 MedCal Ver 15.2.2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ROC 曲线比较各肝损伤指标在鉴

别血清学转换过程的效能。 
结果  随着 HBeAg 转阴的血清学变化，患者的年龄呈增长趋势；肝损伤指标对鉴别 HBeAg(+)
/抗-HBe(-)组与 HBeAg(+)/抗-HBe(+)组的比较，结果显示鉴别诊断最高的为 GGT，ROC-AUC
为 0.667，鉴别诊断最低的为 ALT，ROC-AUC 为 0.591；而对鉴别 HBeAg(+)/抗-HBe(+)组与

HBeAg(-)/抗-HBe(+)组比较，结果显示 AST 和 ALT 的鉴别诊断最好，ROC-AUC 分别为为 0.
726 和 0.691，鉴别诊断最低的为 ALP，ROC-AUC 为 0.559。 
结论  不同肝损伤指标对 HBeAg(+)/抗-HBe(-)、HBeAg(+)/抗-HBe(+)和 HBeAg(-)/抗-HBe(+)
三组之间鉴别诊断性能不同，GGT 对鉴别 HBeAg(+)/抗-HBe(-)组与 HBeAg(+)/抗-HBe(+)组之

间最强，而 AST 和 ALT 对鉴别 HBeAg(+)/抗-HBe(+)组与 HBeAg(-)/抗-HBe(+)组之间最强。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41 
 

壳多糖酶 3 样蛋白 1 的性能评价及其在肝细胞癌诊断中初步

应用 
 

张巧娣 谢而付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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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壳多糖酶 3
样蛋白 1（Chitinase 3-like 1，CHI3L1）的试剂盒性能进行评价，以及评估该指标初步用于肝

细胞癌诊断的价值。 
方法  根据 CNAS-CL02 和《CLIA88》修订版的要求，对厂商提供 CHI3L1 的试剂盒的精密

度、正确度、可报告范围、参考区间四项性能指标进行验证；选取我院 2015 年 12 月份至 20
16 年 1 月份收治入院且经病理学证实肝细胞癌患者，同时按性别和年龄配对选择健康体检者

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肿瘤组和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CHI3L1，并比较两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CHI3L1 性能验证结果如下：低浓度和高浓度水平的批内不精密度分别为 3.60%和 3.0
6%，总不精密度分别为 3.95%和 5.49%，均小于厂家的声明的 15%；通过和其它医院进行比

对，正确度指标符合要求； CHI3L1 为一阶线性，线性回归方程和判定系数为 Y= 0.995X-13.
217，r = 0.998，b、a 和 r 均符合要求，线性范围为 60.35～969.98 pg/mL；20 例健康人群的

CHI3L1 结果有 19 例检测结果在厂家声明参考区间范围之内，厂家给定参考区间适用于本实

验室；CHI3L1 结果，HCC 组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ELISA 法检测 CHI3L1 的验证指标均到达规定要求，能满足临床使用要求；初步临床应

用结果显示，HCC 时 CHI3L1 指标会升高，可以初步应用于 HCC 临床辅助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53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胚胎干细胞来源暴式集落形成细

胞形成的作用研究 
 

李娜 韩兆东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目的  在拟胚体培养阶段施加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验证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暴式

集落形成细胞产生的调控作用及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１.购买小鼠胚胎干细胞 D3 细胞系，取第 3－5 代小鼠原代胚胎成纤维细胞，加入新配

制含丝裂霉素 C 的 DMEM 生长培养基孵育 2.5 h，使饲养层细胞失去增殖能力；加入胰酶适

度消化，离心后制成单细胞悬液，以 10×104 个/cm2 的密度种至用明胶包被的培养瓶中，放

入孵箱内培养 24 h 之后使用。复苏胚胎干细胞 D3 细胞并将其接种于饲养层细胞之上。培养

至一定时期后传代并及时冻存。２．在拟胚体培养阶段按培养基成分不同分为 4 组：对照组

(标准培养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干细胞因子组)、5μg/L bFGF 组（标准培养基+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干细胞因子+5μg/L bFGF 组）、10μg/L bFGF 组（标准培养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干细

胞因子+10μg/L bFGF 组）、15μg/L bFGF 组（标准培养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干细胞因子+
15μg/L bFGF 组）。各组于培养 3、4、5、6d 时分别计数克隆形成数，通过免疫荧光法及 IM
AGE-PRO PLUS 图像分析系统检测集落形成细胞 Flk-1 的表达情况,以此来筛选其最佳作用浓

度。3．通过免疫荧光法检测集落形成细胞相关表面标志（Flk-1）的表达情况。４．通过免疫

荧光法检测 Wnt 信号通路的受体表达情况，通过 RT-PCR 法检测 Wnt 信号通路特异性靶基因

Axin2 的表达情况，从而来进一步探讨 bFGF 发挥作用的相关机制。 
结果  1.培养体系中加入 bFGF 后，有大量克隆形成，克隆 Flk-1 呈阳性表达，不同的浓度梯度

克隆形成数量不同，且 Flk-1 的表达强度不同，其中 10μg/L bFGF 组克隆形成数量最多且 Flk-
1 的表达最强(P < 0.01)；2.在 BL-CFC 形成过程中，Wnt 信号通路的表面受体表达逐渐增强，

Wnt 通路的特异性靶基因（Axin2）的表达也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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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bFGF 促进了 BL-CFC 的形成，其最佳作用浓度为 10μg/L；2.在 BL-CFC 形成过程

中，Wnt 信号通路的表面受体表达逐渐增强，Wnt 通路的特异性靶基因（Axin2）的表达也逐

渐增强，初步证明 bFGF 促进 BL-CFC 形成的作用机制与 Wnt 通路的激活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56 
 

LC-MALDI-TOF/TOF 方法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滑膜液中瓜氨酸

化肽的鉴定分析 
 

王菲 王海永 管晓龙 赵琴飞 宋淑圣 李昂 李晓军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采用 LC-MALDI-TOF/TOF MS（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串联飞行时间质谱）方法对 RA
（类风湿关节炎）滑膜液中 ACPAs 靶向的瓜氨酸化自身抗原进行鉴定，以期发现新的瓜氨酸

化自身抗原。 
方法  连续收集行诊断性穿刺治疗的 RA 患者（血清 ACPA>200U/ml，滑膜液 ACPA>200U/m
l）关节滑膜液（SFs）6 份；同时收集诊断性穿刺治疗的骨性关节炎（OA）患者 SFs 6 份作

为对照。采用免疫共沉淀法，从 RA 及 OA 患者 SFs 中提取瓜氨酸化抗原，用 western blottin
g 法鉴定免疫共沉淀的有效性。对提取出的瓜氨酸化抗原进行 LC-MALDI-TOF/TOF 质谱分

析，43Da 的特称性丢失代表蛋白发生瓜氨酸化。 
结果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通过免疫共沉淀法可有效地提取 SFs 中的瓜氨酸化抗原。LC-MA
LDI-TOF/TOF 质谱分析结果表明，从 RA SFs 中鉴定出 182 个瓜氨酸化肽、200 个瓜氨酸化

位点，来源于 83 种蛋白；而 OA 滑膜液中只鉴定出 3 个瓜氨酸化肽、4 个瓜氨酸化位点，来

源于 3 种蛋白。RA 滑膜液和 OA 滑膜液中都发现了精氨酸脱亚氨酶亚型 2 (PADI2)和精氨酸

脱亚氨酶亚型 4(PADI4)，但它们的瓜氨酸化位点不同。有趣地是，在对照组 OA 滑膜液中发

现了瓜氨酸化组蛋白 H3.3，而在 RA 滑膜液中并没有发现。 
结论  RA 滑膜液中鉴定出的不同瓜氨酸化蛋白可能是潜在的 ACPAs 靶向的自身抗原，这些蛋

白可能在 RA 关节滑膜组织免疫复合物形成、补体激活和关节炎症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

用，为探寻新的 RA 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74 
 

群体感应分子联合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调控 MAPKs 抑制白

色念珠菌早期生物膜形成机制的研究 
 
商安全

1,2 魏军
1,3 刘晓明

1,3,4 
1.宁夏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检验医学系 

2.江苏省盐城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医学科 

3.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4.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干细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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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群体感应信号分子法尼醇(Farnesol)联合钙调神经磷酸酶信号抑制剂环孢菌素 A(CS
A) 通过调控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家族（MAPKs）信号转导途径对白色念珠菌早期生物膜形成

抑制作用的机制研究。 
方法  体外构建标准菌株 ATCC SC5314 生物膜状态的白色念珠菌；采用 XTT 法、qRT-PCR
法、Western Blot 法检测分别经 CSA、Farnesol、Farnesol 联合 CSA 不同处理组处理后的生

物膜型白色念珠菌中 MAPKs 信号转导途径中相关蛋白激酶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在生物膜形

成过程中受磷酸化级联反应的调节的变化。 
结果  强产生物膜的标准菌株 SC5314 经不同药物处理组处理后，生物膜状态白色念珠菌的 M
APKs 信号转导途径中的相关蛋白激酶基因 CEK1、HST7、STE11 的 mRNA 表达量与空白处

理组的 mRNA 表达量相比，均显示受不同程度抑制，且群体感应信号分子 Farnesol 联合钙调

神经磷酸酶信号抑制剂 CSA 处理组对白色念珠菌生物膜的抑制作用较群体感应信号分子 Farn
esol 处理组及钙调神经磷酸酶信号抑制剂 CSA 处理组，能够更有效的抑制白色念珠菌生物被

膜的形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群体感应信号分子 Farnesol 联合钙调神经磷酸酶信号抑制剂 CSA 通过对 MAPKs 信号

转导途径的相关调控，能够更有效的抑制白色念珠菌早期生物膜的形成，从而增加白色念珠菌

对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727 
 

探讨血小板指标在 HBV 肝炎肝硬化进程中的变化 
 

王海霞 刘林秀 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 HBV 肝炎肝硬化进程中血小板数量（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分

布宽度（PDW）、血小板最大聚集率的变化。 
方法  根据《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的纳入排除标准，选择我院住院病人 226 例，其中慢性

乙型肝炎非复制期组 27 例，慢性 HBV 携带者组 50 例，非活动性 HBV 携带者组 26 例，HBe
Ag（+）慢性乙型肝炎组 31 例，HBeAg（-）慢性乙型肝炎组 37 例，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代

偿期组 21 例，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组 34 例。采用 SPSS17.0 软件包对各组间 PL
T、MPV、PDW 指标进行组间差异性分析，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并进行受试者工作曲线

分析。另外，收集慢性乙型肝炎住院患者 66 例，其中 HBV 感染携带肝功正常组 36 例，慢性

乙型肝炎组 18 例，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组 11 例。采用江苏英诺华公司 PL-12 血小板功能分

析仪检测血小板聚集功能。 
结果  PLT 在疾病进程中呈降低趋势，但肝功能正常（慢性乙型肝炎非复制期、慢性 HBV 携

带者与非活动性 HBV 携带者）组间、慢性乙型肝炎（HBeAg+与 HBeAg-）组间、慢性乙型肝

炎肝硬化（代偿期与失代偿期）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肝功正常组、慢性乙型肝

炎组、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LT 临界值在肝功正常组

与慢性乙型肝炎组间为 181.5×109/L（AUC=0.634），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组与肝功正常组间

为 126.5×109/L（AUC=0.951）。MPV、PDW 仅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组增高，MPV 临界值

为 11.25fl（AUC=0.596），PDW 临界值 13.35（AUC=0.63）。ADP、AA 最大聚集率在慢性

乙型肝炎肝硬化组最低（P<0.05）。 
结论  PLT、MPV、PDW 和最大聚集率在 HBV 感染进程中呈趋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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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9735 
 

西格玛性能验证图在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性能评价及质控方

法选择中的应用 
 

章晓燕 王薇 赵海建 王治国 

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目的  利用西格玛性能验证图评估实验室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性能并帮助选择适当的质控规则

和每批质控测定值数量（N）。 
方法  选择某一家既参加了 2015 年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全国肿瘤标志物室间质量评价计划又

上报了肿瘤标志物室内质量控制数据的实验室，将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累积变异系数作为测量

不精密度的估计值，将该实验室在室间质量评价计划中的百分差值作为该实验室的偏倚估计，

采用三种生物学变异导出的允许总误差（TEa）和目前 EQA 评价标准的允许总误差作为质量

规范，根据公式 σ=[(TEa - |bias|)/CV]计算各项目 σ 值。利用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与北京科临

易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临床检验定量测定室内质控规则评价和选择软件绘制西格玛

性能验证图评价试验性能。根据西格玛性能验证图上实验室所处区域，为实验室各项目选择适

当的质控规则和每批质控测定值个数。 
结果  对于 AFP 和 CEA 项目，根据生物学要求的最低 TEa%质量规范的 σ 分别为 4.26 和 4.7
4，应选择 13s/22s/R4s/41S规则，N=4, R=1 或 N=2, R=2，其他 3 种要求的 σ＜3，应选择 13S/2
2S/R4S/41S/8x规则，N=4, R=2 或 N=2, R=4。对于 CA153 和铁蛋白项目，所有 TEa%质量规范

的 σ均小于 3，应选择 13S/22S/R4S/41S/8x规则，N=4, R=2 或 N=2, R=4。对于 CA125 和总 PS
A 项目，根据生物学要求的最低 TEa%质量规范的 σ≥6，可选择 13s规则，N= 2，R=1。CA19
9 项目在使用最低生物学变异要求时 σ≥6，选择 13s 规则，N= 2，R=1，采用适当生物学变异

要求时 5≤σ＜6，采用 13s/22s规则，N= 2，R=1。β2-微球蛋白只有在使用 EQA 评价标准时 σ
≥4，采用 13s/22s/R4s/41S规则，N=4, R=1 或 N=2, R=2。 
结论  西格玛验证图能直观的评估和显示不同项目的检测性能，并且可以为不同项目选择适当

的质控规则和每批质控测定值数量。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736 
 

Tim-3+PD-1+T 细胞在复发性自然流产中的调控作用研究 
 
段忠亮

1 李敏
2 

1.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探讨复发性自然流产（RSA）患者负性共刺激因子 T 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im-
3）及程序性死亡因子-1（PD-1）在 CD3+T 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及 Tim-3+PD-1+T 细胞对母胎

免疫反应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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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9 例 RSA 患者作为研究组，17 例正常早孕者作为对照，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CD3
+T 细胞表面 Tim-3 及 PD-1 含量，及 IFN-γ 和 IL-10 在 Tim-3+PD-1+、Tim-3－PD-1－

、Tim-3－

PD-1＋
和 Tim-3＋PD-1－

四群 T 细胞内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一：RSA 组 Tim-3＋PD-1＋T 细胞比例（0.57±0.26%）明显低于对照组（1.24±0.77%）

（P<0.001），而 RSA 组 Tim-3－PD-1－T 细胞（61.17±11.81%）、Tim-3－PD-1＋T 细胞（37.
81±11.95%）和 Tim-3＋PD-1－T 细胞（0.46±0.41%）与对照组（57.14±15.88%、41.08±15.6
4%、0.54±0.3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二： RSA 组 Tim-3＋PD-1＋

、Tim-3－PD-1－
、Tim-3－PD-1＋

和 Tim-3＋PD-1－T 细胞中 IL-10 阳

性细胞比例分别为 33.55±16.27%、0.92±0.88%、1.61±1.35%、16.36±13.98%；对照组四群

T 细胞中 IL-10 细胞比例分别为 45.92±17.89%、0.49±0.27%、0.92±0.68%、33.43±16.9
8%。对照组和 RSA 组中 Tim-3＋PD-1＋T 细胞群中 IL-10 的含量都显著高于其他三群（P<0.0
5）；RSA 组中 Tim-3＋PD-1＋

和 Tim-3＋PD-1－T 细胞中 IL-10 阳性细胞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而另两群 T 细胞中 IL-10 阳性细胞含量在两组中比较并无显著性差异。对照组和

RSA 组四群 T 细胞中 IFN-γ 含量并无显著差别。 
结论  Tim-3＋PD-1＋

双阳性 T 细胞对维持正常妊娠发挥作用；RSA 组 Tim-3＋PD-1＋T 细胞中 IL
-10 阳性细胞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而 IFN-γ 阳性细胞并未显著改变，提示 Tim-3＋PD-1＋T 细

胞可能通过上调 IL-10 以使促炎/抑炎的免疫平衡向后者偏倚。对 Tim-3 和 PD-1 的调控或许可

作为 RSA 治疗的潜在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738 
 

血清 1,3-β-D 葡聚糖联合半乳甘露聚糖检测在侵袭性真菌感

染中的价值评估 
 

王莹 孙恩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250012 

 

目的  探讨 1,3-β-D 葡聚糖（G 试验）和半乳甘露聚糖（GM 试验）联合检测在侵袭性真菌感

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间临床疑似诊断为侵袭性真菌

感染住院患者的数据资料，以相应器官侵袭性真菌感染指南为标准确定是否感染，分析 G 试

验、GM 试验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二者联合检测后诊断的敏感

度和特异度。 
结果  G 试验敏感度 88.9%，特异度 85.4%，阳性预测值 82%，阴性预测值 91.21%；GM 试

验敏感度 77.4%，特异度 92.5%，阳性预测值 76.0%，阴性预测值 93.6%；二者联合检测

时，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2.6%和 76.8%。 
结论  G 试验和 GM 试验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的重要早期实验室指标，联合动态检测可有效提高

诊断效能，为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的实验室证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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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 133b 体外抑制乳腺癌细胞 FSCN1 蛋白表达的研究 
 

陶国华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 miRNA?133b 能否抑制乳腺癌细胞 FSCN1 蛋白的表达。 
方法  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即靶基因预测软件(TargetScan)预测可能调控 FSCN1 基因的 mic
roRNA，并检索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寻找可能参与调控 FSCN1 基因表达的 microRNA。
采用脂质体 Lipofectamine 2000 介导的转染技术，将 miRNA?133b mimics、miRNA?133b in
hibitor 转染入乳腺癌细胞癌 MCF-7 中，并用 RT-qPCR 证实转染 48 h 后 miRNA?133b 的表达

情况。通过 RT-qPCR 技术检测乳腺癌细胞 MCF-7 细胞在转染 miRNA?133b mimics 或 miRN
A?133b inhibitor 后 FSCN1mRNA 的相对表达量。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 miRNA?133
b mimics 后 FSCN1 蛋白的表达，并通过 MTT 法、Transwell 侵袭、迁移实验分别检测 miRN
A?133b 对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的影响。 
结果  l、经过文献查阅以及 TargetScan 软件预测，在 FSCN1 基因上可能存在 miRNA?133b
的结合位点。2、乳腺癌细胞 MCF-7 转染 miRNA?133b mimics 后，与阴性对照相比，miRNA?
133b 表达量显著上调(P<0.05)；转染 miRNA?133b inhibitor 后，与阴性对照相比，miRNA?1
33b 表达量显著下调(P<0.05)。3、RT-qPCR 技术检测 FSCN1 mRNA 结果显示:与阴性对照相

比，转染 miRNA?133b mimics 后 FSCN1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0.05)；转染 miRNA?
133b inhibitor 后 FSCN1 mRNA 表达水平明显增高(P<0.05)。4、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 MCF
-7 细胞中 FSCN1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下调，细胞增殖、侵袭及迁移能力均明显抑制(P<0.05)。 
结论  FSCN1 基因 mRNA 的 3’非翻译区存在 miRNA?133b 结合位点，miRNA?133b 靶向 FS
CN1 基因，抑制 FSCN1 的 mRNA 转录和蛋白表达，miRNA?133b 抑制乳腺癌细胞 MCF-7 增

殖、迁移和侵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9784 
 

Increased ROS production in non-polarized mammary 

epithelial cells induces monocyte infiltration in 3D 

culture 
 
Li Linzhang1,2,Zhang Hui1,2,Tian Qi1,K. St. Clair Daret2,Xu Ren2,Xu Wei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Markey Cancer Center， University of Kentucky 

 

OBJECTIVE  Increased ROS levels contribute to the disruption of polarized acinar structures
 and induce monocytes recruitment through the NF-κB pathway. 
METHODS  Cell polarity was authenticated using the basal marker α6-integrin and cell prolif
eration was assessed by quantification of proportion of cells with Ki-67 positive staining. To e
valuate ROS levels, non-polarized T4-2 and polarized S1 and T4R cells were cultured in 3D 
Matrigel and stained with CellROX Deep Red, followed by live cell imaging and quantification.
 To investigate whether increased ROS levels contribute to the disruption of polarized acinar 
structures in 3D culture, we lowered ROS in T4-2 cells using antioxidant NAC or GSH, and tr
eated S1 cells or MCF-10A cells with glucose oxidase. To recapitulate the interaction of mam
mary epithelial cells with monocytes during breast tumorigenesis, we developed a 3D co-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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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 assay. To determine whether loss of tissue polarity enhances cytokine expression and su
bsequently promotes monocytes infiltration, we compared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in non-pol
arized T4-2 cells and with expression in polarized S1 and T4R cells by Real-time RT-PCR an
d ELISA. Luciferase assay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NF-κB activity. 
RESULTS  (1) Disruption of the polarized acinar structure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OS production: Non-polarized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T4-2, genera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ROS compared to the polarized S1 and T4R cells in 3D culture; Introduction of RA
C1 L61, a constitutively active RAC1, into T4-2 cells inhibited restoration of polarity in respon
se to TYR, but had little effect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RAC 1L61 significantly 
elevated ROS levels in TYR-treated T4-2 cells. (2) Elevation of ROS is necessary and suff
icient to disrupt polarized acinar formation: Minimizing ROS levels in T4-2 cells with antio
xidants reprogramed the cells to form polarized spheroids and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In c
ontrast, elevation of ROS levels in S1 cells and MCF-10A cells with glucose oxidase impaire
d polarized acinar formation in 3D culture. (3) Disruption of polarized acinar structure pro
motes monocyte infiltration by elevating ROS levels: Gain- and loss-of function experime
nts demonstrate that elevation of ROS in non-polarized cells is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to en
hance monocyte recruitment. (4) ROS enhances cytokine expression through NF-κB pat
hway in the non polarized mammary epithelial cells: Activation of the NF-κB cascade in n
on-polarized T4-2 cells partially mediates induction of inflammation-related cytokine expressi
on; Increased ROS production in polarized mammary epithelial cell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
ytokine expression and NF-κB activity.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1) Increased ROS production in mammary epi
thelial cell leads to the disruption of cell polarity and promotes monocyte infiltration, providing
 new insight into the regulation of cancer-associated inflammation; (2) RAC1 is a key regulat
or that integrates non-polarized tissue formation and ROS production; (3) ROS enhance cyto
kine expression and monocyte infiltration by inducing the NF-κB pathway in non-polarized br
east cancer cell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19 
 

快速检测法与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甲、乙型流感病毒的性能

比较 
 

黄盛 许雯 李莉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比较基于荧光标记的床旁快速检测（point of care test,POCT）法与直接免疫荧光染色

（Direct Fluorescence Antibody staining，DFA）法检测甲、乙型流感病毒的敏感性，评价 P
OCT 法的临床适用性。 
方法  收集 1688 份有呼吸道感染症状或体征患者的鼻咽拭子标本，分别用 DFA 法和 Sofia 荧

光快速法（fluorescence immunology assay, FIA）检测甲、乙型流感病毒，比较两种方法在

检测参考盘标本、不同年龄组和不同季节患者标本的灵敏度，对不一致的检测结果用实时荧光

定量 PCR（real time-PCR，RT-PCR）方法确认。 
结果  Sofia FIA 荧光快速法检测甲、乙型流感病毒的灵敏度显著高于 DFA（甲流：11.8% vs 7.
8%，P<0.01；乙流：6.9% vs 5.6%，P<0.01），对不同年龄组患者标本的比较，以及对采自

不同季节的样本比较的结果也表明 Sofia FIA 荧光快速法较 DFA 法更敏感，且检测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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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ofia FIA 荧光快速法的敏感性高于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速度更快，其临床适用性更

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26 
 

Mast cell-derived exosomes promote Th2 cell 

differentiation via OX40L-OX40 ligation 
 

fei li,Wang Yuping,Lin Lihui,Wang Juan,Xiao Hui,Li Jia,Peng Xia,Dai Huirong,Li Li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Exosomes are nanovesicles released by different cell types, such as dendritic cells (DCs),
 mast cells (MCs) and tumor cells. Exosomes of different origin play a role in antigen present
ation and modulation of immune response to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
e that mast cells and CD4+T cells co-located in peritoneal lymph nodes from BALB/c mouse.
 Further, bone marrow-derived mast cells (BMMCs) constitutively release exosomes, which e
xpress CD63 and OX40L. BMMC-exosomes partially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CD4+ T c
ells. BMMC-exosome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aive CD4+ T cells to Th2
 cells in a surface contact method, and this ability was partly inhibited by the addition of anti-
OX40L Ab. In conclusion, BMMC-exosomes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2 cells via ligation of OX40L and OX40 between exosomes and T cells. This method repre
sents a novel mechanism, in addition to direct cell surface contacts, soluble mediators and s
ynapses, to regulate T cell actions by BMMC-exosome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51 
 

Mast cell exosomes can suppress allergic reactions by 

binding to IgE 
 
Xie guogang1,yang haiwei2,peng xia1,lin lihui1,wang juan1,lin kun1,cui zelin1,li jia1,xiao hui1,liang yuting1,li li1 

1.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院 

 

Background  IgE is the central macromolecular mediator responsible for the progression of 
allergic reactions. High-affinity IgE receptors (FcεRI) may possibly be transferred outside of 
mast cells(MCs) via exosom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exosomes deri
ved from MCs have the potential as anti-IgE agent by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Objective  We tested the hypothesis that exosomes derived from MCs could bind to free IgE,
exerting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allergic asthma. 
Methods  Exosomes were isolated from mouse bone marrow-derived mast cells(BMMCs) an
d the presence of the FcεRI in exosomes was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 Flow cytometry an
d degranulation assa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ombination of IgE to BMMCs after incubation
 of IgE with exosomes. Mouse asthma model was then develope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B
MMC exosomes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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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Exosomes derived from MCs expressed FcεRI and could bind to free IgE, which re
duced IgE levels and subsequently inhibited mast cell activation through PLCγ1-PKC signalli
ng pathway. In mouse model of allergic asthma，treatment with BMMC exosomes significant
ly reduced the levels of serum OVA-sIgE and histamine、interleukin (IL)-4、IL-5、IL-13 and 
inflammatory cells in BALF, although the levels of IL-10 and IFN-γ raised at the same time. M
oreover, BMMC exosomes inhibited the development of AHR,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airwa
y remodeling. 
Conclusion  Our studies demonstrate BMMC exosom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developed 
as a novel anti-IgE agent.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62 
 

A Promoter Polymorphism rs2075824 within IMPA2 Gene 

Affecting the  Transcription Activity: Possible 

Relationship to Schizophrenia 
 
Li jia1,Huang Sheng1,Dai Hui-Rong1,Wang Juan1,Lin Li-Hui1,Xiao Hui1,Peng Xia1,Li Fei1,Wang Yu-Ping1,Yua
n Jian-Min2,Li Li1 

1.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Department of Central Laboratory， Wuxi Mental Health Center， Wuxi， Jiangsu 

 

Previous  studies  with  biological  and  genetic  evidence  indicate  that  the  myo-inositol mo
nophosphatase  2  (IMPA2)  gene  may  influence  schizophrenia.  We  performed  a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y   in   Han   Chinese   cohorts.   Fiv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within   IMPA2   promoter   region   (rs971363,   rs971362, rs2075824, rs1114107
94, and rs111610121), as well as one (rs45442994, in intron 1) that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
d in another study, were selected for genotyping in 1,397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1,2
85 mentally healthy controls. Genotype and allele frequencies were assessed by gender stra
tification. Interestingly, rs2075824 showed a strong  association  with  schizophrenia  (P=  4.
1×10-4),  and  the  T  allele  was  more frequent in cases than controls [P= 5.6×10-5, OR (9
5%CI) =1.26(1.13-1.41)]. In vitro promoter  assay  showed  that  the  transcription  activity  of
  the  T  allele  promote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 allele promoter and the T allele of rs2
075824 contributed to risk  for  schizophrenia.  By  stratifying  males  and  females,  we  foun
d  a  sex-specific association  for  IMPA2  and  schizophrenia:  the  T  allele  of  rs2075824
  was  more frequent  in  male  cases  compared  with  male  controls  [(P= 1.4×10-4,  OR  (9
5%CI)  =1.33(1.15-1.55)]. Our data suggests that a promoter polymorphism of IMPA2 possibl
y contributed  to  risk  for  schizophrenia  by  elevating  transcription  activity  in  Han Chinese
 individual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63 
 

富氢水预处理对预防大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病理学研究 
 

孟令国 



171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探讨富氢水预处理后大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病理学改变。 
方法  健康雄性 SD 大鼠 30 只，质量 220~250g，釆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3 组（n=10)，假手

术组（Sham 组)、缺血再灌注组（IR 组）和富氢水组(HS 组）。Sham 组仅暴露肝门，不夹

闭动、静脉；IR 组采用夹闭左、中叶肝肝动脉支 60min（保留门静脉血流），然后恢复灌

注，制备大鼠肝缺血再灌注模型；HS 组于手术前 3 天口服 2%富氢水（40ml.kg-1.d-1），其

余两组口服同等剂量生理盐水。各组于再灌注 6h 抽取下腔静脉血样并取肝组织，光镜下观察

肝组织病理学变化。 
结果  Sham 组未见明显肝细胞坏死改变，肝小叶及肝细胞索结构完整，中央静脉、肝窦均正

常。IR 组肝脏再灌注后 6h，肝细胞广泛变性，可见肝细胞灶性及片状坏死，肝中央静脉、肝

窦间淤血，汇管区大量炎细胞聚集，部分肝小叶组织结构破坏。HS 组与 IR 组相比，细胞坏死

程度均减轻，肝细胞可见不同程度的水肿变性和空泡状变性，未见成片状细胞坏死，肝小叶结

构完整，未见显著组织结构破坏，病理损害明显减轻。 
结论  富氢水预处理可减轻大鼠肝脏的缺血再灌注损伤。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994 
 

Detection of PIK3CA mutations in plasma DNA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by an ultra-sensitive PNA-

mediated PCR 
 

Zeng qian,Xie li,Zhou na,Liu min,Song xianrang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250117 

 

BACKGROUND   Colorectal cancer (CRC) wa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cancers and the le
ading causes of cancer-related mortality worldwide. The occurrence of CRC was partly attrib
uted to the accumulation of genetic alterations in a multistep process and environmental exp
osures. It was reported that PIK3CA (phosphatidylinositol -4,5-bisphosphate 3-kinase,catalyti
c subunit alpha) mutated frequently and associated with the treatment outcome and prognosi
s in CRC.Whereas, their detection was limited because of complicated procedures and the lo
w sensitivity of the present approaches. Furthermore,considering that a majority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ere impossible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tumor by biopsy, pe
ripheral blood could be the only practical sample for detection of mutations.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a hypersensitive PNA-PCR assay to detect PIK3CA gene mutat
ion with circulating free DNA (cfDNA) of 128 colorectal cancer. Genomic DNA and Circulatin
g DNA was prepared from cells using Omega Blood DNA kit and 1ml plasm with QIAamp Cir
culating Nucleic Acid Kit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 respectively. To evaluat
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n-house PCR assay, all the genomic DNA was diluted to a concentrati
on 25 ng/ul for evaluation of the test. Then mutated DNA from DLD-1 and HCT116 cells were
 diluted into wild-type DNA (from A549) with the following ratio:1:0, 1:1, 1:2, 1:4, 1:8, 1:16, 1:
32, 1:64, 1:128 and 0:1, corresponding to the mutation ratio from 33% and 50% to 0%, respe
ctively. At last, to verify the results of PCR by direct sequencing. The subjects were 128 patie
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ho underwent treatment by surgery or chemotherapy at Shandon
g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ion from June 2014 to November 2015. Six patients with stag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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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isease were followed up to observ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PI3KCA mutations from circu
lating tumor DNA. 
RESULTS  Detection limits for E545K and H1047R mutation were assessed using serial dilut
ion of the mutant DNA from DLD-1 and HCT116 into wild type genomic DNA from A54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tection limits were up to 0.1% and 0.2%, respectively. The PIK3C
A mutation in 128 CRC plasma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by  PNA-PCR followed sequencin
g. E545K mutation was detected in 33, and H1047R was detected in 29 of 128 cases. Thirte
en of them were positive with both E545K and H1047R mutation, and 79 of them were both n
egative. Totally, 38.3% (49/128) of CRC carried at least one code mutation either E545K or 
H1047R in PIK3CA gen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IK3CA mutation and clinical parameter
s were analyzed. The mutation rate of PIK3CA in ctDNA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patients’ ag
e, gender, tumor’s stage, location and the serum CEA level. Six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em
otherapy plus cetuximab therapy were followed up to observ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PI3K
CA mutations from circulating tumor DNA. The ctDNA PIK3CA mutation status remained neg
ative in 4 patients whose disease were stable. One patient was PIK3CA E545K mutation bef
ore therapy and remained mutation positive during therapy, whose disease was progressive. 
And one patient whose ctDNA PIK3CA H1047R was wild before therapy and conversed to m
utant after 6 cycles of therapy was also resistant to therapy, the disease is progressive. The r
esults of PNA-PCR followed by Sanger’s sequencing were regarded as standard. The cut-off
 values of ΔCp were set at 9.0 and 8.0 for determined E545K and H1047R mutation, respecti
vely. The accuracy of PNA-PCR for determining E545K and H1047R mutation status was 93.
75% and 92.2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 simple, accurate, sensitive real-time PCR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an
d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detecting PIK3CA mutation with cfDN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068 
 

临床检验后阶段质量指标及其质量规范 
 
张诗诗

1,2 费阳
1,2 王薇

2 赵海建
2 王治国

1,2 
1.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2.北京医院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探讨目前我国检验后阶段的质量指标（QI）及其质量规范，为临床实验室建立 QI 体系

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NCCL）和北京科临易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设计开发的

网络平台，向参加我中心“2015 年全国临床检验专业 15 项质量指标调查”的所有实验室发放调

查表并回收上报数据。应用该网络平台、SPSS 19.0 和 EXCEL 2010 软件分析检验后阶段 3
项 QI 的调查数据，结果以百分数（%）和西格玛（σ）度量为单位表示；运用卡方检验按照不

同省份、不同医院等级、不同医院床位数对各 QI 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各 QI 总体分布的第 2
5 百分位数（P25）、中位数和第 75 百分位数（P75）分别作为其基于当前技术水平的最低、

适当和最佳质量规范。 
结果  分别有来自全国 28 个省份/直辖市 5229、4643 和 4421 家实验室上报了“检验报告不正

确率”、“危急值通报率”和“危急值通报及时率”的调查数据。3 项 QI 分专业统计结果显示，各 Q
I 微生物专业的总体率和均值大于其他专业。69.40%的实验室检验报告不正确率在 0.05%以

下，σ 水平多（47.87%）处于 6σ；92.18%的实验室危急值通报率在 99%以上，σ 水平多（9
1.17%）处于 6σ；88.17%的实验室危急值通报及时率在 99%~100%之间，σ 水平多（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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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处于 6σ。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各 QI 在不同省份、不同医院等级、不同床位数间均有统

计学差异 (P＜0.05)。3 项 QI 的适当质量规范均达到 5σ 水平以上。 
结论  目前我国检验后阶段 3 项 QI 的情况较好，但由于该调查的时间局限性，还需进一步深入

的调查以辅助实验室建立更有效的 QI 实时监测系统和相适应的质量规范。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63 
 

First description of NDM-1-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Mediated by IncX3-Type Plasmid in 

Hefei, China 
 

liu zhou,Yang Kai,Xu Chen,Zhou Qiang,Guan Shihe 

Dept of Clinical Laborator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60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features of the Enterobacteriaceaecarrying blaNDM-
1 in atertiary hospital in Hefei,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33 carbapenemase-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 isolates were col
lected from clinical specimens during January 2014 to July 2015.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DNA sequencing were used to detect their carbapenemase genes. Pulsed-field el
ectrophoresis (PFGE)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 were applied to evaluate their 
genotype. S1 nuclease-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S1-PFGE) and Southern blot hybridi
zation were conducted to ascertain the gene location of blaNDM-1.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transferability of blaNDM-1-haboring plasmids.  
Results  Five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to harbor the blaNDM-1 gene. PFGE was performed wi
th the E.coli isolates and three patterns were identified among them. Two isolates were highl
y similar pattern and the rest belonged to different clusters. MLST typing showed that EC-04 
and EC-05 belonged to novel ST5216, while EC-02 belonged to novel ST5215 and EC-03 be
longed to ST410. All of the blaNDM-1 gene could easily transfer to Escherichia coli by conjug
ation. S1-PFGE and southern blot revealed that the blaNDM-1 gene were located on plasmid
s with different sizes ranging from 33.3 to 54.7kb and 54.7 to 78.2kb. Three of them belonge
d to the IncX3-type plasmid which was confirmed by IncX3-specific probe.  
Conclusion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blaNDM-1-positive Enterobacteriaceae from Hefei, chi
na. IncX3 plasmids, reported in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may contribut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blaNDM-1.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devoted to monitoring thedissemination of blaNDM-1
 gene due to its potential transfer via IncX3 plasmid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65 
 

ABO 基因重组导致弱 A 血型的分子机制研究 
 

蔡晓红 

瑞金医院 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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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ABO 亚型是一种遗传性 ABO 血型弱表现型，易造成 ABO 血清学正反定型不符，血型鉴

定的困难，进而造成患者输血的延误。本文对 2 例中国籍个体的弱 A 血型的分子机制进行进

一步研究。 
方法  进行 ABO 血清学定型，红细胞 H 抗原测定，血浆中 A 酶活性测定。ABO 基因分型采用

SSP 方法。对 ABO 基因第 1-7 号外显子及 5 号内含子进行 PCR 扩增、基因克隆和测序分

析。采用 SWISS-MODEL 软件构建野生型及突变 GTA 同源蛋白模型，预测氨基酸改变对 A
糖基转移酶结构的可能影响。 
结果  血清学鉴定为 Ax 表型，红细胞上 H 抗原明显强于正常 A 型，血浆中未检出 A 酶活性。

SSP 基因分型为 A/O 血型。测序分析显示 2 例 Ax 个体的 ABO 基因编码区均存在 106G>T， 
188G>A，189C>T，220C>T 和 1009A>G 5 个单碱基置换，导致了 A 糖基转移酶 V36F，R6
3H，P74S 和 R337G 4 个氨基酸改变。其中，前 4 个 SNP 是 ABO*O02 等位基因中的多态性

位点，而 1009A>G 则与 A205 等位基因相关，提示为 O02-A205 重组。经过序列分析，发现

2 例个体重组区域分别在 ABO 基因第 5 内含子第 306 位至第 450 位核苷酸，以及第 5 外显子

220 位核苷酸至第 5 内含子第 103 位核苷酸。分子同源蛋白模型分析提示 V36F，R63H，P74
S 和 R337G 突变引起酶构象的改变，从而可能减弱其催化活性。 
结论  ABO 等位基因 O02 与 A205 在内含子 5 中发生的重组，导致形成不同的 O02-A205 杂
交体（hybrid），引起 A 糖基转移酶部分氨基酸置换，可导致 ABO 血型抗原 A 的弱表达。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92 
 

CatS 和 LOX 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再狭窄的关系 
 
刘军锋

1 田海英
2 贾克刚

1 李永姝
1 韩雪晶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2.河北北方学院医学检验学院 

 

目的  探讨组织蛋白酶 S(CatS)、赖氨酰氧化酶（LOX）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

的关系及其临床价值。 
方法  临床病例对照研究。选取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 PCI 术后随访冠状动脉造影(CAG)检查确诊再狭窄患者 100 例，为再狭窄组；同期 PCI 术
后 CAG 检查未发生再狭窄患者 87 例，为不明显病变组；对照组为同期 PCI 术后 1-7 天的患

者，共 96 例。记录 3 组的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指标，检测 CatS、LOX、D-二聚体（D-dime
r）、β2 糖蛋白/氧化低密度脂蛋白（β2GPI/oxLDL）、总胆红素（TBil）。对各组指标进行比

较，对 CatS、LOX 与 Gensini 积分及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对再狭窄组联合高水平 CatS、L
OX 与联合低水平 CatS、LOX 的主要不良心脏事件（MACE）的病程进行比较。对 PCI 术后

31 例发生再狭窄和 51 例未发生再狭窄患者进行多因素 Cox 模型预后分析。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t 检验、Kruskal-Wallis H 检验、Mann-Whitn
ey U 检验、X2 检验、Spearman 相关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Cox 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

析。 
结果  对照组、不明显病变组、再狭窄组 3 组比较，CatS: Z=57.535，P＜0.001；LOX：F=9.
221，P＜0.001；β2GPI/oxLDL：Z=6.071,P=0.048；D-dimer：F=3.041,P=0.049。再狭窄组

CatS、LOX 与 Gensini 积分均无相关性。CatS 与 D-dimer 呈一定的正相关，LOX 与 LVEF 呈

一定的正相关。联合高、低 CatS、LOX 组间 PCI 术后至发生 MACE 病程比较：Z=2.180,P=0.
033。 CatS 是 PCI 术后独立的影响因素。CatS、LOX 对 PCI 术后再狭窄均无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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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atS、LOX 可能参与了 PCI 术后再狭窄病变的过程，CatS 是 PCI 术后独立的影响因

素，联合高水平 CatS、LOX 与 PCI 术后至发生 MACE 的病程相关，CatS、LOX 均不是 PCI
术后再狭窄的预后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24 
 

CAP 认可要求下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测定网织红细胞及其参数的

性能验证和干扰因素研究 
 

蒋浩琴 顾剑飞 陈健 史珂玮 王凯俊 吕元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评价 SysmexXN-9000 检测网织红细胞（RET）及其特异性参数的性能，进一步加强临

床对贫血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  收集 508 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标本，采用新亚甲蓝（NMB）染色显

微镜目视计数法与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的网织红细胞百分比（RET%）进行方法学比

对和不同干扰因素分组研究；根据 CLSI-ICSH H44-A2 文件要求对自动网织红细胞百分比（R
ET%）、自动网织红细胞绝对值（RET#）、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LFR）、中荧光强

度网织红细胞比率（MFR）、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比率（HFR）、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指数

（IRF）进行了精密度、携带污染率、可比性、线性范围、准确度、稳定性、正常参考范围的

验证；采用 Stata 统计软件用直线回归和配对 T 检验进行相关性统计，用 T 检验或 Wilcoxon
秩和检验对干扰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目视计数法与仪器法相关系数 R2=0.96，一致性符合率 91.7%；精密度、携带污染率、

准确度、稳定性均在允许范围内，线性范围和正常参考范围（RET%和 RET#）均符合验证，

荧光参数的正常参考范围建立为 LFR（男 84.2%-96.2%；女 84.6%-95.3%）、MFR（男 3.
8%-13.0%；女 4.4%-13.0%）、HFR（男 0.2%-4.9%；女 0.2%-3.5%）和 IRF（男 3.8%-15.
8%；女 4.7%-15.4%）；红细胞、血小板增多，红细胞碎片、有核红细胞等干扰因素的存在

均能导致 RET%结果的假性增高（均 p<0.05），荧光类药物和疟原虫等影响因素对 RET 结果

产生严重干扰。  
结论  Sysmex XN-9000 对 RET 及其参数的检测性能良好，但在临床应用中仍需结合仪器报警

信息并设置复检标准及时发现和纠正可能存在的干扰。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54 
 

Characterization of teicoplanin non-susceptible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clinical isolates 

belonging predominantly to ST267 
 

Liu Cailin,Ming Liang,Zhang Fushan,Feng Xia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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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is the main cause of bacteremia and infections of indwelling 
catheters, glycopeptide antibiotics are often considered as the choice of empirical drugs for t
he treatment of staphylococcal infections. In the present study, 12 teicoplanin non-susceptibl
e S. epidermidis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between January and October 2013. All strains carri
ed the mecA gene, displayed multiple drug resistance, and showed heterogeneous resistanc
e to vancomycin using the PAP/AUC metho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revealed f
our different sequence types among these isolates, eight isolates belonged to the same ST t
ype (ST267). Pulsed field electrophoresis (PFGE) with SmaI endonuclease showed four disti
nct pulsotypes. Six isolates that belonged to ST267 shared the same PFGE bands, indicatin
g that they were clonally related. In addition, cell wall thickening and decreased autolysis wer
e found in these isolate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ST267 was the most epidemic clone 
among teicoplanin non-susceptible S. epidermidis, and identified a potential endemic clone i
n this region, which wa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report that the ST267 clone has spread in Chi
na.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strengthened monitoring of S. epidermidis for drug resistance t
o glycopeptide antibiotics is urgently needed, and heighten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c
ontrol the further spread of the ST267 clon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74 
 

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机制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储雯雯 管世鹤 刘周 杨凯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临床分离的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基因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方法  收集并鉴定临床分离非重复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株 44 株。采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鉴定进行常规药敏试验，改良 Hodge 试验检测 KPC 型碳青霉烯

酶，EDTA 协同法检测金属 β-内酰胺酶，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检测细菌携带的耐药基因。

肠杆菌基因间重复性共有序列 ERIC-PCR 对菌株进行同源性分析，了解其分子流行病学特

征。 
结果  44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和氨曲南等抗菌药物显示了较

高的耐药性。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 41 株，金属酶检测试验结果均为阴性。PCR 结果显示，

临床分离的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以 KPC-2 型为主，共 42 株。ERIC-PCR 将 44 株肺炎克

雷伯菌分为 14 型，以Ⅰ型为主，共 18 株,集中于重症监护室(ICU)和神经外科。 
结论  分离的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表现出高水平耐药；其耐药机制

主要是该类细菌产 KPC-2 碳青霉烯酶，ICU 与其它科室的患者频繁转诊治疗可能是导致碳青

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在全院范围播散流行的主要原因。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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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儿童肠道携带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分子流行特征及危

险因素分析 
 
钟一鸣

1 徐薇
2 刘文恩

1 晏群
1 李艳明

1 李虹玲
1 刘清霞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本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湖南长沙某幼儿园健康儿童肠道携带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分

子流行特征并分析携带该菌的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湖南长沙某幼儿园健康儿童的粪便标本，用显色培养基分离出产 ESBLs 大肠杆菌，

采用多重 PCR 对其进行系统发育分群、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 鉴定 ST131 菌株，并采用 Logi
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携带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收集粪便标本 113 份，检出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 68 株，占 60.2%，系统发育分群中

A 群 13 株，占 19.1%，B1 群 14 株，占 20.6%，B2 群 18 株，占 26.5%，D 群 18 株，占 26.
5%，F 群 4 株，占 5.9%。B2 群中分离出 ST131 菌株 4 株，占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 5.
9%，其中 3 株为 O16-ST131 菌株，1 株为 O25b-ST131 菌株。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仅 3 月内有头孢类抗生素使用史为肠道携带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长沙某幼儿园健康儿童肠道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携带率高达 60.2%，3 个月内头孢菌素

使用史是其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应加强抗菌药物分级管理、防止抗菌药物滥用、加强对社区儿

童卫生教育和环境消毒等干预措施，减少耐药菌的流行和传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08 
 

肥胖和糖尿病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caspase 活性的研究 
 

张诗田 牛文彦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300070 

 

目的  慢性低度炎症在肥胖和糖尿病的胰岛素抵抗中发挥重要作用，炎性信号的激活与免疫细

胞的凋亡密切相关，但肥胖和糖尿病与单核细胞凋亡的相关性尚不清楚。本实验探讨外周血非

炎性单核细胞（CD14+CD16-）和炎性单核细胞（CD14+CD16+）的 caspase 活性与肥胖、空

腹血糖、血液中生化指标和炎性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招募志愿者 38 名，测定身高、体重、腰围，计算 BMI。血糖仪测定空腹血糖（FP
G）、高压液相色谱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HbA1c)、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甘油三酯(TG)、总

胆固醇(TC)。按照 BMI、腰围、FPG、TG 将志愿者分为正常组（BMI<24Kg/m2、腰围<85c
m、FPG<6.1mmol/L、TG<1.71mmol/L）、2 型糖尿病组（BMI<24Kg/m2、腰围<85cm、FP
G>6.1mmol/L、TG<1.71mmol/L）、2 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组（BMI>24 Kg/m2、腰围>85cm、F
PG>6.1mmol/L、TG>1.71mmol/L）。试剂盒检测血中游离脂肪酸(NEFA)，ELISA 检测血中 I
L-1β。密度梯度离心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表达 CD14、CD16 细胞的数量

以及细胞内 caspase 活性。 
结果  BMI 和腰围均与总单核细胞 caspase 活性正相关（p<0.05），2 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组总

单核细胞、炎性单核细胞以及非炎性单核细胞的 caspase 活性均显著高于正常组（p<0.0
5），但与 2 型糖尿病组无显著差异。2 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组血中 IL-1β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和 2 型糖尿病组（p<0.0001），血中 IL-1β 水平分别与总单核细胞凋亡率（p<0.001）、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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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率正相关（p<0.0001）。2 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组血中 TG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组（p<
0.01）和 2 型糖尿病组（p<0.05）,TC 水平在三组间无明显差异。FPG、HbA1c、TG、TC、

NEFA 均与总单核细胞 caspase 活性、炎性单核细胞 caspase 活性不相关。 
结论  肥胖与单核细胞的 caspase 活性及 IL-1β 水平正相关，血糖与单核细胞的 caspase 活性

及 IL-1β 水平不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30 
 

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在肝损伤中的应用 
 

赵克斌 周双艳 杜怡青 杨泽华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肝细胞损伤程度评价主要通过血清学转氨酶检测，通常转氨酶检测能准确的反应肝细胞

损伤程度，但对肝损伤潜在危险性预测存在局限性。血浆中游离的线粒体 DNA 会引发全身无

菌性炎症，而肝细胞功能活跃内存大量线粒体，当肝细胞受损时肝细胞内的线粒体会随细胞的

破坏游离到循环血液中，而线粒体亦会崩解释放其内容物线粒体 DNA。本次实验主要通过检

测肝损伤患者及健康体检者血浆中游离的线粒体 DNA 的拷贝数并进行比较，探究肝损伤患者

相较健康体检者血浆中游离线粒体 DNA 是否有升高，为肝损伤患者所释放的线粒体 DNA 导

致的全身无菌性炎症反应预测、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50 例健康体检者的标本为健康对照组，同时收集 40 例肝损伤患者的标本为肝损伤

组，标本处理 
首先通过 3000g 离心 10min 再通过 18000g 离心 10min，用 Blood DNA Kit 提取血浆中游离线

粒体 DNA，应用荧光定量 PCR 法测定其线粒体 DNA 拷贝数。 
结果  健康对照组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的中位数为 40，四分位数间距为 70；肝损伤组

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的中位数为 316，四分位数间距为 655，肝损伤组血浆游离线粒

体 DNA 拷贝数高于健康对照组，秩和检验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肝损伤患者血浆内较高的线粒体 DNA 水平提示肝损伤的存在，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检

测可能会成为判断损伤存在的生物学标志物，同时应重视血浆线粒体 DNA 引发无菌炎症反应

的发生的可能。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57 
 

EB 病毒 BALF4 基因的短肽合成及在鼻咽癌检测中的应用 
 

黄建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合成 EB 病毒抗原多肽 gp125，并探讨其在鼻咽癌血清学诊断中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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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获得的 EBV gp125 蛋白（BALF4 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为模板，在（http://www.e
mbl-heidelberg.de/predictprotein/ submit_def.html#top）服务器上采用抗原性方案，在（http:/
/www.expasy.org/tools/ protscale.html）服务器上采用 Hopp 和 Woods 亲水性参数、Janin 可

及性参数、Zimmerman 极性参数及柔韧性参数以及二级结构方案分别对 EB 病毒 gp125 蛋白

的 B 细胞抗原表位进行预测。经分析比较后确定优势抗原肽，送生物工程公司合成短肽。包被

聚丙乙烯板，制备 ELISA 试剂，检测鼻咽癌患者和正常人群 gp125-IgA 抗体，对 B 细胞抗原

表位在鼻咽癌诊断中的价值进行评估。 
结果  共合成 6 条短肽(001 VGIELPDAFKCIE，002 TSSPPSSPSPPAPS，003 ETMCYSRPL
VSF，004 MTEVCQATSQYYFD，005 GIATLQTFISLNTD，006 SKTELQAIMLALH)，其中

2 条（001，002）特异性不高，其他短肽序列鼻咽癌组阳性检出率均高于健康组（P < 0.00
1）。 
结论  成功合成 EB 病毒 BALF4 基因短肽并筛选出特异性高、免疫原性强的表位，为表达具有

更高特异性和灵敏性的 gp125 蛋白作准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79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in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He qitian,Xie li,Deng yan,Li taijie,He yu,Li shan,Qin xue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530021 

 

Aim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is a condition in which there is sometimes difficulty in making a 
preoperative diagnosis since there are rarely routine symptoms like tuberculosis such as fev
er, cough or dyspnea, and this condition is usually intraoperatively diagnosed. The neutrophil
-to-lymphocyte ratio(NLR)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PLR) are useful markers in variou
s inflammatory diseases, but their diagnostic capability in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has not bee
n evaluated. Our aim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capability of NLR and PLR in the diag
nosis of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Methods  Patients surgically treated for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2012 to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in this st
udy.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all subjects to examine laboratory indexes such as c
omplete blood count,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 and C-reaction protein(CRP). Th
e laboratory parameters of the patients with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and the controls were co
mpared. Correlations between NLR, PLR and laboratory indices in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pa
tients were evaluated by the Spearman’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NLR and PLR were assessed by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s. In add
ition, the odds ratio(OR)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 among the cat
egorical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Seventy-four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patients and 54 healthy i
ndividual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laboratory indices between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
s including neutrophil count, lymphocyte count, Platelet count, NLR, PLR, haemoglobin, ESR,
 and CR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LR and CRP and ESR in t
uberculous spondylitis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respectively. Similarly, the correlati

http://www.expasy.org/tools/
http://www.expasy.org/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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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tween PLR and CRP and ESR in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
elated, respectively. The ROC curves analysis of NLR and PLR in tuberculous spondylitis pat
ient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A 81.1% sensitivity and 83.3% specificity for NL
R > 2.1 were identified, and a 89.2% sensitivity and 85.2% specificity for PLR > 131 were ob
served.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values of NLR and PLR were 0.878 and 0.922, respectivel
y. The OR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NLR and PLR were 19.3 (7.2-52.1) and 20.3(7.4-55.
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NLR and PLR were easily attained and were inexpensive indicators. Th
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LR and PLR might be served as a valuable marker in patients with t
uberculous spondylitis. It is crucial that NLR and PLR be considered along with other inflam
matory makers to provide the useful inform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84 
 

Influence of storage time on DNA of Chlamydia 

trachomatis, Ureaplasma urealyticum, and Neisseria 

gonorrhoeae for accurate detection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Lu Yu1,Rong Chengzhi2,Zhao Jiangyang2,Lao Xianjun1,Xie Li1,Li Shan1,Qin Xue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21， Guangxi， China.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Children's Hospit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

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Nanning 530003， Guangxi ， China. 

 

Objective  The shipment and storage conditions of clinical samples pose a major challenge t
o the detection accuracy of Chlamydia trachomatis (CT), Neisseria gonorrhoeae (NG), and U
reaplasma urealyticum(UU) when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
T-PCR).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torage time at 4°C on 
the DNA of these pathogens and its effect on their detection by qRT-PCR. 
Methods  CT, NG, and UU positive swabs from 70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DNA of all s
amples were extracted and divided into eight aliquots. One aliquot was immediately analyzed
 with qRT-PCR to assess the initial pathogen load, whereas the remaining samples were stor
ed at 4°C and analyzed after 1, 2, 3, 7, 14, 21, and 28 day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T, NG, and UU DNA loads were observed between b
aseline (Day 0) and the subsequent time points (Days 1, 2, 3, 7, 14, 21, and 28) in any of the
 70 samples. Although a slight increase in DNA levels was observed in day 28 compared to d
ay 0, paired sample t-test results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ans of D
NA level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following storage at 4°C(all p>0.05).  
Conclusions  Overall, the CT, UU, and NG DNA loads from all genital swab samples were s
table at 4°C over a 28-day period.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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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携带 ESBLs 大肠埃希菌病人发生菌血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刘敏雪 马莹 康梅 陈知行 谢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携带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的大肠埃希菌(ESBLs-Eco)的 ICU 住院患者发生 ESBLs-E
co 菌血症的危险因素。 
方法  以 2011 年 3 月到 2013 年 9 月间入住我院 ICU 病人，筛查 ESBLs-Eco 携带情况，以 7
天内发生菌血症的病人为研究组（22 例），以筛查出 ESBLs-Eco 而未发生菌血症的病人为对

照组（41 例）。收集病人临床信息包括：人口学资料、住院天数、住院科室、基础疾病、感

染因素、主要临床诊断、近三个月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感染类型和致病菌、菌血症发生 72h 前

及针对此次菌血症的抗菌药物使用情况、预后和转归以及相关实验室检测指标等。分别采用单

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危险因素。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人口学资料和基本临床信息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病

人实验室检查数据比较显示，中性粒细胞占比和 PCT 水平，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
5）。研究组患者近三个月和 72h 前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的使用显著高于对照组病人。发生 E
SBLs-Eco 菌血症时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46.4% vs 15.2%，P<0.05），抗

生素使用强度（DDDs）比对照组高 13.6。胰腺炎、尿路感染、72h 前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的

使用是肠道携带 ESBLs-Eco 的 ICU 病人发生 ESBLs-Eco 菌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ICU 病房，携带 ESBLs-Eco 的胰腺炎患者或尿路感染患者发生 ESBLs-Eco 菌血症的风

险较高。72h 前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也是 ESBLs-Eco 菌血症高危因素。ICU 病房应开展 ESB
Ls 菌株筛查监测，特别注意 ESBLs-Eco 携带者同时患胰腺炎、尿路感染和 72 前使用过头孢

菌素类抗生素患者发生 ESBLs-Eco 菌血症的危险。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484 
 

脑脊液细胞因子 IL-6 和 IL-10 表达水平在原发中枢神经系统

淋巴瘤中的诊断价值 
 

陈锟 樊妮 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10261581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 6(IL-6)和白细胞介素 10(IL-10)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脑脊液中的

表达。 
方法  收集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就诊的原发性中枢神

经系统淋巴瘤（PCNSL）40 例、继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SCNSL）11 例、脑转移瘤（B
M）20 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CNSI）20 例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ONSD）16 例的血清和脑

脊液，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及脑脊液中 IL-6 及 IL-10 水平，比较各组总体水平差异，

采用 ROC 曲线分析法评价 IL-6 及 IL-10 水平在 PCNSL 诊断中的价值。 
结果  PCNSL 组、BM 组、SCNSL 组、CNSI 组及 ONSD 组之间的血清 IL-6 及 IL-10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H 值分别为 4.165 和 5.368,P 均＞0.05）。CNSI 脑脊液 IL-6 水平显著高于

其他各组（Z40=51.36，Z11=28.18，Z20=51.50，Z20=85.45，Z16=42.16，，P＜0.05）。

CNSI 及 PCNSL 脑脊液 IL-10 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各组（Z40=74.50，Z11=34.68，Z20=35.3
5，Z20=72.95，Z16=15.66，P＜0.05）。PCNSL 脑脊液 IL-10 水平显著高于 SCNS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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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3，P＜0.05)和 BM(Z=－5.034，P＜0.05）以及 ONSD（Z=－5.786，P＜0.05）。脑脊

液 IL-6 和 IL-10 水平在诊断 PCNSL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是：0.461 和 0.806，当 IL-10 为

19.62pg/mL 时，敏感度为 77.5%(31/40)，特异度为 70.1%(47/67)；脑脊液 IL-6 和 IL-10 水平

在诊断 CNSI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是：0.861 和 0.718。当 IL-6 为 155.12pg/mL 时，敏感

度为 80.0%(16/20)，特异度为 90.8%(79/87)；当 IL-10 为 26.76pg/mL 时，敏感度为 80.0%(1
6/20)，特异度为 66.7%(58/87)。 
结论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脑脊液 IL-6 和 IL-10 表达水平可作为辅助诊断的鉴别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75 
 

寻找细胞衰老标志物 
 

韦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细胞衰老对于个体健康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是促进机体防御肿瘤发生，另一方

面与在个体老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伴随个体衰老，很多老年性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这些疾

病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性肿瘤等。预防和尽早发现可以减少或延

缓疾病的发生，而细胞衰老标志物的发现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细胞衰老与个体老化

息息相关，针对细胞衰老的特征寻找敏感性高、特异性好的衰老标志物是减缓老年病发生的关

键。本研究通过分析多种细胞衰老模式的基因表达找出普遍上调的基因，并且通过在更多的细

胞衰老模型中进行验证，从而发现细胞衰老的普遍性标志物。 
方法 我们以双氧水等压力刺激引起的的人类正常成纤维细胞（NHF）的衰老为模型，构建复

制衰老和氧化损伤诱导的细胞衰老模型 ，通过基因芯片对这两种类型的衰老细胞和正常细胞

进行基因表达谱检测。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找出在这两种衰老细胞相对于正常细胞表达上调

的基因。通过实时定量 PCR，对筛选到的基因在多种细胞衰老模型中的表达进行检测验证。

使用 SA-beta-gal 染色、BrdU 掺入实验以及克隆形成等手段确定细胞衰老模型的可靠性。 
结果  通过对基因表达谱的分析，我们发现有一些基因在多种细胞衰老模式中均显著上调。 
结论  我们通过基因表达谱筛选和在细胞衰老模型中的验证发现了可作为细胞衰老潜在标志物

的基因，后续将继续检测这些基因与个体老化的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660 
 

临床检验危急和重大风险结果的管理 
 

章晓燕 费阳 王薇 赵海建 王治国 

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及时报告需要临床紧急处理的结果是医学实验室的基本责任。它对患者安全至关重要且是实验

室和医疗机构监管和认可的强制要求。危急-风险结果一类预示重大不良后果直接风险的实验

室定量、半定量或者定性结果。这些结果需要立刻报告给负责患者的医护人员而不能延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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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紧急的临床评估和医疗干预。重大-风险结果可能并不会立即危及患者生命，但是他们仍

然表明患者处于风险之中，除非在特定时间内对患者进行了临床评估和管理。它们的迅速识别

和及时报告机制对患者安全至关重要。危急和重大风险结果的管理描述了需要紧急临床处理的

实验室结果的有效通讯系统，建立报告危急和重大-风险结果的政策和程序时应使用正式的风

险管理实践。 
建立管理危急和重大-风险实验室结果的组织过程包括建立危急和重大-风险警示清单和阈值、

危急和重大-风险结果报告过程和实施危急和重大-风险过程。各医疗机构应自行制定需要紧急

临床处理并应直接报告给负责患者的医护人员的实验室结果清单，在某些机构中，制定特定条

件或环境的警示阈值和规则以避免报告相同患者重复的危急和重大-风险结果，同时应对提议

的警示清单和警示阈值进行评估，确认能及时的报告、保证有效的临床干预和患者安全。在建

立警示清单和警示阈值后实验室应建立危急和重大-风险结果报告过程，识别和验证风险结

果，确定报告结果的人员，建立报告风险结果的报告系统并且用文件记录报告。最后是实施危

急和重大-风险过程，医疗机构应该保证任何实验室或非实验室环境中的全部分析员都训练充

足并且有能力胜任检验前、检验中和检验后程序。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682 
 

临床化学自建检测系统的精密度、正确度和准确度性能确认 
 
张秀明

1,2 温冬梅
1 

1.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 

 

目的  探讨临床化学自建检测系统分析性能的确认方法。 
方法  方法学评价研究。以血清肌酸激酶（CK）测定为例，选择在参考区间上限和下限以及医

学决定水平（MDLs）浓度的 6 份实验样品，进行批内精密度（重复性）和日间精密度实验，

计算批内 CV 和日间 CV；使用 5 份能力验证（PT）试验定值样品、5 份参考方法定值样品、4
0 份新鲜冷冻血清与参考方法进行方法学比对等三种方法进行正确度性能确认，计算在 MDLs
处的相对偏倚；基于 MDLs 处的 CV、偏倚和允许总误差（TEa），绘制方法性能决定图、计

算实验总误差和西格玛（∑）层级评价实验方法的准确度；实验结果与质量目标比较确认实验

方法的精密度、正确度和准确度是否达到质量要求，并评价不同方法的有效性。 
结果  6 个实验样品的批内 CV 和日间 CV 均小于行标规定的最佳精密度要求（5.5%）。正确

度初步评价结果显示，5 份 PT 定值样品的平均偏倚为-8.96%，未达到行标规定的质量指标

（允许偏倚为 5.5%）；采取纠正措施后，除 1 个参考方法定值样品的测定偏倚（-5.8%）略

高于允许偏倚外，其余 9 个样品的平均偏倚均小于允许偏倚；与参考方法的比对结果显示，在

MDLs 处的相对偏倚均小于允许偏倚。方法性能决定图显示，在 MDLs 处实验方法的操作性能

点均位于优秀区；在接近 MDL 浓度处的实验总误差分别为 14.2%、10.4%和 7.6%，均小于行

标规定的 15%；在 MDLs 浓度处的∑层级分别为 5.9、7.5 和 15，达到了优秀水平。 
结论  该自建检测系统测定血清 CK 的精密度、正确度和准确度性能均达到了国家行标规定的

最佳质量要求，且不同方法的评价结果一致，实验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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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膜蛋白 ATP1B3 可通过产生Ⅰ型干扰素影响 EV71 复制 
 

路艳芳 刘为勇 侯红艳 汪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肠道病毒 71(EV71) 是手足口病的常见病原体，可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疱疹性咽峡炎、

无菌性脑膜炎、脑炎、心肺衰竭，脊髓灰质炎样综合症等致命的疾病。其主要影响五岁以下儿

童，引起高发病率和死亡率。EV71 3A 蛋白是 87 个氨基酸的病毒非结构蛋白，为肠道病毒等

RNA 病毒复制所必需。本文旨在寻找影响 EV71 复制的宿主因子，为治疗 EV71 感染提供新

思路。 
方法 酵母双杂交技术、激光共聚焦技术、小干扰 RNA 技术、实时定量 PCR 技术、蛋白质印

记技术 
结果 在本研究中，我们运用酵母双杂交技术筛选 EV71 3A 蛋白与人体均一化蛋白质文库。 经
测序发现人体膜蛋白 ATP1B3 是与 EV71 3A 蛋白相互作用的潜在蛋白。并且我们运用 confoc
al 和 Co-IP 试验证明 ATP1B3 蛋白和 3A 蛋白的相互作用。在 RD 细胞系虽然 EV71 3A 并不

影响 ATP1B3 蛋白的表达水平，但 EV71 感染导致 ATP1B3 在 mRNA 和蛋白质含量的表达升

高。有趣的是，运用 si-ATP1B3 干扰 ATP1B3 可以显著增加 EV71 病毒的复制，而过表达 AT
P1B3 显著抑制 EV71 的复制。此外，ATP1B3 的表达可以诱导Ⅰ型干扰素的生产。我们的研

究表明，ATP1B3 通过提高Ⅰ型干扰素的产生抑制 EV71 病毒复制，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治疗

EV71 感染的靶点。 
结论 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在分子水平上说明 ATP1B3 在先天免疫和 EV71 复制周期的作

用。ATP1B3 可以作为一个潜在新的治疗 EV71 感染相关疾病的靶点。这一发现将会扩大我们

对人体防御机制和 EV71 感染的发病机理的理解。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12 
 

Xpert MTB/RIF和 T-SPOT.TB 对结核性脑膜炎诊断价值的比较 
 

张瑞雪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XpertMTB/RIF 和 T-SPOT.TB 作为两种最新的早期检测结核的手段，其对结核性脑膜炎

（tuberculous meningitis，TBM）的诊断性能尚不完全明确，本研究旨在比较这两种方法对结

核性脑膜炎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2 月至 12 月在西京医院就诊的疑似脑膜炎的连续病例 89 例（男性 51 例，

女性 38 例），取 1 ml 脑脊液标本进行 Xpert MTB/RIF 检测，并同时采集患者外周血进行 T-S
POT.TB 检测。根据 2010 年结脑专家共识对入组患者进行分组，分别以临床诊断和 MGIT960
液体培养作为参考标准，比较 Xpert MTB/RIF 和 T-SPOT.TB 的诊断性能。  
结果  89 例纳入研究对象中临床诊断为结脑的有 48 例，其中经培养确诊的 TBM 患者有 19
例，很可能的 TBM 患者有 12 例，可能的 TBM 患者有 17 例，非结核性脑膜炎患者 41 例。以

MGIT960 液体培养为参考标准，T-SPOT.TB 和 Xpert MTB/RIF 诊断 TBM 的灵敏度分别为 94.
7%（18/19）和 73.7%（14/1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0），而 Xpert MTB/RIF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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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明显高于 T-SPOT.TB（100.0% vs 80.5%，P=0.005）。若以临床诊断为参考标准，T-
SPOT.TB 诊断 TBM 的灵敏度明显优于 Xpert MTB/RIF（72.9% vs 47.9%，P=0.012）。  
结论  XpertMTB/RIF 和 T-SPOT.TB 在诊断结脑上各有其优势。T-SPOT.TB 检测灵敏度较

高，标本易于获得，可用于结脑患者的筛查。而 XpertMTB/RIF 诊断特异性高，具有较好的确

诊结核性脑膜炎的价值，并可同时获得利福平耐药结果。因此，两种方法的合理应用可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临床医生诊治结脑的能力。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47 
 

Knockdown of CD24 inhibits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sensitizes breast cancer MCF-7 cells to tamoxifen 

in vitro 
 

chen yanping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34 

 

OBJECTIVE  CD24 is overexpressed in breast cancer, and patients with high CD24 expressi
on was resistant to tamoxifen treatment. Furthermore, treatment with CD24 antibody to inhibi
t CD24 expression could induce 
apoptosis and inhibits migration in breast cancer cells in vitro.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
he anti-tumor efficacy of CD24 knockdown using siRNA targeting CD24 on proliferation, inva
sion and sensitivity to tamoxifen (TAM) of breast cancer MCF-7 cells in vitro.  
MATERIALS AND METHODS  CD24 siRNA vector (CD24-siRNA) and empty plasmid vecto
r (EP) were transiently transfected into the breast cancer MCF-7 cells and the knockdown effi
cacy was assess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CD24 knockdown on cell viability, apoptosis and sensitivity to TAM in MCF-7 c
ells were determined using methyl thiazolyl blue tetrazolium bromide (MTT), ELISA and termi
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mediated 
nick end-labeling (TUNEL) assays. The effects of CD24 knockdown on cell invasion and migr
ation were determined using chemoinvasion assay and wound scratch assay, respectively. 
RESULTS  Transfection of CD24-siRNA effectively down-regulated CD24 expression in MC
F- 7 cells in vitro. CD24 suppressed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
d increased apoptosis as well as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TAM in vitro in MCF-7 cells. 
CONCLUSIONS  Knockdown of CD24 expression by CD24-siRNA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va
sion and cell viability, and induced apoptosis and increased sensitivity of MCF-7 cells to TA
M, indicating that knockdown of CD24 by siRNA might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approach a
gainst human breast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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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27-3p targets XRCC3 to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to enhance the 

chemosensitivity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cells 
 
zhen ni1,yang qingyuan1,yu yongchun1,sun fenyong1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上海市中医院 

 

Aim  MicroRNAs (miRNAs) are small non-coding RNAs with 18- 22 nucleotides in length and
 have been proposed to function in various bi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apoptosis, cell cyc
le, cell growth, metastasis and differentiation, by targeting genes for post-transcriptional degr
adation via their 3' untranslated region (3'UTR).Moreover, miRNAs have been suggested to c
ontribute to the chemosensitivity in a band of tumors. However,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mi
R-127-3p in esophageal carcinoma (EC) have never been reported by now.  
Material and methods  Colony formation assay, flow cytometry assay, establishment of tum
or-bearing nude mice were employed to identify whether miR-127-3p suppressed the grpwth 
of EC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Afterwards, using the online miRNA-targeting gene prediction 
software and the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to predicate the target gene of miR-127-3
p. Furthermore, using the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HR) and non-homologous end j
oining repair (NHEJ) reporter syste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127-3p and H
R. Besides, we novelly synthesized one phenanthroline derivatives, named L203, the produc
t was characterized using the spectra of IR , the 1H NMR and the 13C NMR. MTT, western b
lotting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L203.  
Results  In the study, we firstly elaborated that miR-127-3p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the gro
wth of EC cell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 we confirmed that miR-127-3p specifically reduced t
he expression of X-ray repair complementing defective repair in Chinese hamster cells 3 (XR
CC3), the RAD51 paralog, at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via its 3'UTR. we found that miR
-127-3p merely compromised the HR repair. Besides, miR-12-3p obviously increased the ch
emosensitivity of EC cells against a 1,10-phenanthroline-5,6-dione derivative, named L203, a
nd mechanistically impaired the recruitment of RAD51 by downregulating XRCC3.  
Conclusion  Above all, our findings provide a novel and efficient miRNA candidate for EC m
olecular therapy, which not only inhibits tumor growth, but also enhances the chemosensitivit
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86 
 

长链非编码 RNA SNHG5 在食管癌中的表达及其对食管癌细胞

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孙士萍 赵连梅 戴素丽 李磊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长链非编码 RNA SNHG5 在食管癌组织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并探讨其对食管癌细

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方法 RNA-pulldown 实验及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检测食管癌细胞中 SNHG5 能否与 MTA2 蛋

白结合；应用 qPCR 法检测食管癌组织、癌旁组织和食管癌细胞中 SNHG5 和 MTA2 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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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并分析 SNHG5 与食管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SNHG5 与 MTA2 二者表达水平的

相关性；MTS 法、Transwell 迁移和 Matrigel 侵袭实验检测过表达 SNHG5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

活性、迁移能力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SNHG5 在食管癌细胞中能够与 MTA2 蛋白相结合。食管癌组织和细胞中 SNHG5 的表达

水平下调、MTA2 的表达水平上调，SNHG5 与 MTA2 表达水平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0.0
5），食管癌组织中 SNHG5 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的淋巴结浸润和远端转移相关（P<0.05）。过

表达 SNHG5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活性无明显影响，但能够明显抑制食管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

力（P<0.05）。 
结论 SNHG5 在食管癌组织和细胞中表达下调，MTA2 在食管癌组织和细胞中表达上调，且两

者表达水平呈负相关关系。SNHG5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活性无明显影响，但能够抑制细胞的迁

移、侵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96 
 

Elavated Serum Minicromesome Maintenance2 (MCM2) in 

Colorectal Cancer 
 

jia yanfei,wu hongqiao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erum minichromosome maintenance 2 (MCM2) levels in patients wi
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to elucidate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The study group consisted of 78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60 
healthy volunteers. Serum MCM2 level was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
ay (ELISA)． 
Results  The serum MCM2 level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persons (P<0.05)，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x, age, metastasis of ly
mph node and TNM stage.  
Conclusion Levels of serum MCM2 were elevated. MCM2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
u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It  has promising valu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05 
 

脂蛋白(a)颗粒水平与早发性冠脉粥样硬化相关性研究 
 

王扣琼 徐世骥 吴炯 张春燕 王蓓丽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血清 Lp(a)颗粒水平与早发性冠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首次研究以 nmol/L 为检测单

位的 Lp(a)试剂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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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检测 177 名早发性冠脉粥样硬化患者和 200 名体检健康对照组的血清 Lp(a)颗粒水平，

将检测结果与患者冠脉粥样硬化程度（以 Gensini 积分评估）和其他血清标志物进行相关性分

析。 
结果  该 Lp(a)试剂的检测精密度在可接受范围内，在 2.65 nmol/L 至 235.2 nmol/L 浓度间的线

性验证良好。在早发性冠脉粥样硬化组中有 35.51% 的患者 Lp(a)颗粒水平升高，该比例显著

高于对照组（4%），P <0.001。Lp(a)，CHO，APO-B，CRE，hs-CRP 与早发性冠脉粥样硬

化严重程度呈显著正相关（P <0.05）。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到 Lp(a)（OR=2.883，
P=0.004）与 APO-B（OR=5.440，P =0.007）是早发性冠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的独立风险因

素。 
结论  以 nmol/L 为检测单位 Lp(a)试剂的精密度和线性范围均符合实验室检测性能要求，适合

于临床检验应用。血清 Lp(a)颗粒水平是早发性冠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的独立风险因子，可预

测早发性冠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17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ains with an Incomplete Hemolytic Phenotype 
 

Zhang Haifang,Zheng Yi,Zhou Huiqin,Wang Min,Xie Xiaofang,Li Aiqing,Zhu Xueming,Du Hong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Staphylococcus aureus with an incomplete hemolytic phenotype 
(SIHP) and study their 
microbiologic 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ir hemolysins, antibiotic resistance, virulence an
d genotyping.  
Methods  Sixty S. aureus SIHP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various specimens of in-patients i
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control Staphylococcus aure
us strains with the complete hemolytic phenotype were isolated in the same period. Then, th
ey were inoculated on four kinds of sheep blood agar plates supplied by different manufactur
ers to compare their hemolytic phenotype. Expression of hemolysin genes hla, hlb, hlgC and 
hld of SIHP and control strains was detected by qRT-PCR. In addition, the alpha-hemolysin e
ncoded by gene hla was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 At the same time, the antibiotic sensitivity
 of SHIP was tested using the broth dilution method. The main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me
cA and virulence genes tst were detected by PCR in these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ains. F
urthermore, the virulence of these strains was detected through comparing their intracellular 
survival in macrophage. The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secreted by macrophage was meas
ured by flow cytometry. Finally, the genotyping of SHIP was performed by multilocus sequen
ce typing (MLST) analysis.  
Results  The incomplete hemolytic phenotype of SIHP was all observed on the sheep blood 
agar plates from different suppliers. The relative mRNA expression of hlb in SHIP was obvio
us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ains,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hla, hlgC and hld in SHI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addition, it was shown that the al
pha-hemolysin of SHIP was less than that of control strains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as well. 
All sixty SHIP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to be the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
RSA) by the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test, and moreover these SHIP strains all contains mecA 
gene. The virulence gene tst were all present in SHIP, and the intracellular survival ability of 
SHIP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gene tst negative Staphylococcus aureus. We als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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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nd that IL-2, IL-6 and IL-17A secreted in the supernatant of SHIP infected macrophages in
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tst negative control strains infected ones. MLST analysis s
howed that all of SHIP strains were classified into ST5 clone. 
Conclusion  The SHIP strains are a kind of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rains which express beta-h
emolysin highly and they possess a potential high virulence and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
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36 
 

尿干化学和尿有形成分分析显微镜复检规则的建立与应用 
 

顾梅秀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制定适合本实验室的尿液流式分析仪  Sysmex UF-1000i 结合尿干化学分析仪 Roche 
UKUSYS-2400 的复检规则 
方法  随机选取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5 月上海中山医院门诊患者 2141 份尿液标本。每份标

本经 UF-1000（分析 WBC、RBC、CAST）和 URISYS-2400 干化学（分析 LEU、ERY、PR
O）检测后，由 2 位主管技师采用双盲法做显微镜计数，以 2 位主管技师的检测结果的均值作

为镜检结果。以镜检结果为判断标准，对 2141 份标本结果进行复检规则的设置。计算复检规

则的真阳性率、假阳性率、真阴性率、假阴性率（漏检率）和复检率。随后选择 270 份尿液标

本对该复检规则进行临床有效性验证，初步确定本实验室的复检规则。 
结果  最终筛选出需复检的规则 41 条和无需复检的规则 23 条。该规则的真阳性率为 42.83%
（917/2141），假阳性率为 14.15%（303/2141），真阴性率为 40.78%(873/2141)，漏检率

（假阴性率）为 2.24%（48/2141），复检率 21.21%（454/2141），符合率为 83.61%（179
0/2141）。选取的 270 份尿液标本对该规则进行验证，其验证结果真阳性率为 41.11%（111/
270），假阳性率为 17.04%（46/270），真阴性率为 39.63%（107/270），假阴性率为 2.2
2%（6/270），复检率为 19.63%（53/270），符合率为 80.74%（218/270），6 例漏检标本

的 WBC 镜检结果为 3-5/HP，RBC 结果为 4-7/HP 范围内，对严重肾衰的患者不会造成漏诊。 
结论  实验建立的复检规则漏诊率较低，复诊率适中，适合本实验室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41 
 

The phospholipids composition under macrophage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zhang cuiping1,Wang Fang2,Wang Yi2,Lu Yu1,Qin Xue1,Yu hongxiu2,Yang pengyuan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2.Fudan University， Institutes of Bio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Macrophages lipid metabolism play a pivotal role in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e r
esponse. Further research suggest that lipid metabolism in macrophage not only required for
 immunity against viral and bacterial infection but also contribute to pathogenesis of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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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erosclerosis, cancer, and other immunometabolic diseases. M1 macrophages, also know
n as classically activated macrophages stimulated 
with LPS, are key players of defense against bacterial infe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alternati
vely activated or M2 macrophages stimulated with IL-4 are involved in tissue repair and wou
nd healing.In present study, we used human monocyte THP-1 cell line and mouse macropha
ges RAW264.7 to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macrophages differentiation and polarization. 
Method  The lipid extraction process wa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Bligh and Dyer [1]. Lipid e
xtracts were redissolved with the solution of A phase (IPA: hexane: 100nmol/L ammonium ac
etate) before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We adopted the method of interfacing HPLC with 
ESI-MS on 4000 QTRAP hybrid triple quadrupole/linear ion trap mass spectrometer (AB Scie
x, CA). Lipids were quantified in positive ion mode and negative ion mode. 
Results  The major phospholipids composition of phosphatidylserine (PS), phosphatidylcholi
ne (PC), 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PE), Phosphatidylinositol (PI), phosphatidylglycerol (P
G), and sphingomyelin (SM) classes were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ipid class cont
ent were observed between M1 and M2 macrophages. PI is considered as a bioactive lipid, p
laying a role in inflammatory conditions. Comparing both types of macrophage, the most abu
ndant of PI species was PI (38:4), and a signification increase of PI (38:4) was observed in M
1 macrophages. PS acts as a structural component in biological membranes, and it is also a 
precursor of other lipids and subtract for metabolic pathways. PS (36:1) as a most abundant 
of PS in macrophag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M2 macrophage compared to M1 and M0 
macrophage. Besides, the alteration of sphingolipid molecules was observed. Shpingosine-
1 phosphate (S1P) and ceramide-1-phosphate (C1P) were elevated in M1 and M2 macropha
ge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We utilized HPLC-MS/MS with MRM scanning, which simultaneously determin
ed a broad spectrum of lipid molecules. Totally, we identified 228 lipids in negative mode sca
n and 257 lipids in positive mode scan. We detected five classes phospholipids(PC, PE, PG, 
PS and PI) and SM, sulfatide and C1P. Activated macrophages shown a higher level of PE a
nd a lower level of PC. 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ipid metabolism is modulated during macro
phages polarization, and lipids may be involved in macrophages pro-inflammation and anti-in
flammation activities. 
Reference  1.Bligh EG, Dyer WJ (1959) Can J Biochem Phys 37:911–917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850 
 

间接法建立上海地区常规肝肾功能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 
 

王冲 吴文浩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间接法建立上海地区 9 项常规肝肾功能生化指标参考区间，并与其行业标准参考区间进

行比较，验证间接法可靠性。 
方法 提取 2012 至 2014 年健康体检人群数据，通过偏度－峰度值检验数据的正态性，非正态

数据使用 BOX-COX 转换成近似正态，通过四分位距法剔除离群值后使用 Hoffman 法获得参

考区间，直接法结果进行比较，以各项目参考变化值（RCV）作为标准。 
结果 9 个项目当中 LDH 和 ALB 的间接法参考区间与行业标准存在一定差异，其他项目与行业

标准之间的差异均小于 RCV。  
结论 本次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间接法建立参考区间的可靠性，适合广大临床实验室推广和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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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897 
 

iQM 智能化自动安全保证与传统质控模式在 GEM 血气分析仪上

的比较 
 

赵建忠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对 iQM 自动安全保证在 GEM Premier 3000 血气分析仪上，在临床环境下及时检测错误

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 
方法  通过对外部质量控制物质在多套 GEM 分析包上的分析、对患者样本分析过程中所检测

到的错误信息的数量及种类进行检查，对 iQM 自动安全保证的检测结果与传统质量控制流程

的结果进行了对比。 
结果  iQM 自动安全保证中的大多数分析项目的 PC 溶液的 Sigma 值均大于 4，且在多数情况

下大于 6，iQM 自动安全保证的内部质控 Sigma 值小于 4 的情况共有 3 项；外部质控 Sigma
值小于 4 的情况共有 8 项；所有的一体化分析包在未发生传统的外部 QC 失败的情况下，在 1
000 份样本中有四个样本的至少一个分析项目受到了微小凝块的影响被自动纠正。 
结论  iQM 自动安全保证特有的主动的、连续性的且实时的运行特性，能够立即自动的检测错

误并执行纠正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分析仪的质量保障。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01 
 

无血清悬浮培养富集肝癌干细胞及相关分子作用机制的研究 
 

周琰 高姚怡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140069 

 

背景  成球试验已经被广泛使用于检测干细胞在体外单细胞水平时的自我更新及分化能力。然

而，它在肝细胞性肝癌（HCC）中的应用依然受限，成球培养能富集肿瘤干细胞的潜在作用

机制也未明确。 
方法  将三个有着不同转移潜能的 HCC 细胞系以及 25 个新鲜原代肿瘤细胞培养于特殊环境中

使 HCC 细胞成球。检测其自我更新能力、分化增殖能力、耐药性及肿瘤形成能力，以系统性

地评估 HCC 成球细胞的干细胞特性。肝癌干细胞（CSC）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由 qRT-PCR
检测。并检测成球与复发的关联系。基因芯片用以找出维持成球细胞的干细胞特性的关键分

子。 
结果  MHCC97H、MHCC97L、Huh7 细胞系以及 56%的原代肿瘤细胞能成球。HCC 成球细

胞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更新、分化能力，广泛增殖，且有较强耐药性。qRT-PCR 的结果显示原

代肿瘤细胞成球后能富集不同的亚群。500 单位的成球 Huh7 细胞或 200 单位的原代肿瘤细胞

能促使 NOD/SCID 小鼠的肿瘤生成，发生率为 100%。成球与早期复发密切相关（≤6 个月，5



192 
 

7.14%VS18.18%，P=0.04）。经过基因芯片分析发现，成球细胞与非成球细胞内表达的分子

中表达差异最大的是 CD73 分子。靶向抑制 CD73 分子可抑制成球细胞的干细胞特性。 
结论  无血清悬浮培养能有效地富集 HCC 中的肝癌干细胞，且 CD73 分子在维持干细胞特性

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 CD73 的靶向治疗可成为一种新的 HCC 治疗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64 
 

Fucosylated haptoglobin of human serum yields a novel 

candidate biomarker of HCC 
 
Shang Shuxin1,Zhang Shu2,Qin Xue1,Liu Yinkun2,3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21， Guangxi， China 

2.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

sis and Cancer Inva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200032， China 

3.Cancer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s of Biomedic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

2， China 

 

Objective  Fucosylated glycan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cell biology processes during the occurr
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umor, such as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cellular differentiation, ligan
d-receptor interactions and metastasis formation. Fucosylated haptoglobin (Hp) was reported
 to be increas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develop a convenient and sensitive AAL@Magbeads-ba
sed Hp ELISA assay to rapid detect fucosylated Hp in 270 serum samples from HCC patient
s and normal controls, which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l binding of Hp to AAL@Magbeads. The
 system contained two steps, AAL@Magbeads capture and polyclonal antibody detection.  
Results  Fucosylated Hp levels was significant increased in HCC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
ols. Additional, fucosylated Hp exhibited an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0.818 with s
ensitivity of 72.59% and specificity of 79.26% as well as accuracy of 75.93% in distinguishing
 HCC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For 40 AFP-negative HCC cases and 135 normal volunt
eers, AUC of fucosylated Hp was 0.892 with sensitivity of 80%, specificity of 81.48% and acc
uracy of 81.14%.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AL@Magbeads-based Hp E
LISA assay could efficiently determine fucosylated Hp, which may serve as a promising glyc
obiomarker in the diagnosis of HCC, including AFP-negative HCC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09 
 

HLA-B*58:01 替代指标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张心菊

1 吴之源
2 马玮哲

1 关明
1,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心实验室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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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别嘌醇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治疗的一线药物，但约 1%的患者服用别嘌醇后会发生严重

超敏反应，死亡率高达 10%-40%。HLA-B*58:01 已被证实在中国地区可以预测别嘌醇严重超

敏反应的发生。但现有检测方法操作繁琐、干扰因素多，导致其无法在临床顺利推广使用。日

本学者发现能够以完全连锁不平衡的 rs9263726 基因型替代 HLA-B*58:01 检测。本研究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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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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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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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HLA-B*58:01 携带情况，评估 rs9263726 临床应用价值。对结果不一致的样本以及 rs9263
726 的 AA 基因型样本，做 HLA-B 基因分型，进一步明确两者的关联性。 
结果  rs9263726 与 HLA-B*58:01 的连锁不平衡程度在汉族中最高（r2=0.886，D’=1.0），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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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预测值 87.3%，灵敏度 100%，特异性 98.3%。汉族样本中 4 例 rs9263726 基因型为 AA 的

样本全部是 HLA-B*58:01/ B*58:01 纯合型携带者。回族中 2 例 AA 基因型样本则都为 HLA-B*
44:03/B*58:01 携带者。而藏族样本由于仅发现 1 例 AA 型（0.2%），虽然其 HLA-B 分型为 B
*58:01/B*58:01 纯合型，但因 AA 型样本数太少不足以说明问题。  
结论  中国汉族人群可以借助简便易行的 rs9263726 单个 SNP 位点检测取代复杂繁琐的 HLA-
B*58:01 检测，但两者并非完全连锁不平衡。汉族中 rs9263726 的 GG 基因型代表非 HLA-B*
58:01 携带者，AA 基因型代表 HLA-B*58:01 纯合型携带者，而 GA 基因型则不具有指代性，

需要通过更复杂的 HLA-B 分型方法进一步确认是否为 HLA-B*58:01 携带者。藏族和回族人群

中 rs9263726 与 HLA-B*58:01 连锁不平衡强度较弱，rs9263726 无法作为 HLA-B*58:01 的替

代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29 
 

YgaE 在伤寒沙门菌克服环境高渗应激中促进 HlyE 表达及溶血

现象的研究 
 
王敏

1 高林
2 杜鸿

1 张海方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江苏大学 

 

研究背景  伤寒沙门菌是一种重要的人类肠道致病菌，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和深入的原核生物

之一。在高渗应激条件下，伤寒沙门菌 ygaE 基因受 RpoE 和 RpoS 的共调节，并调节膜蛋白

的表达，可能是伤寒沙门菌的一个重要调控因子。伤寒沙门菌 hlyE 基因是溶血素相关的基

因，在伤寒沙门菌入侵上皮细胞的过程中发挥其辅助作用，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hlyE 可表

达溶血素 E，并在血琼脂平板上产生草绿色溶血环。 
研究目的  研究 ygaE 基因在伤寒沙门菌克服环境高渗应激中对溶血素相关基因 hlyE 表达水平

以及在血琼脂平板上产生的溶血现象的影响。 
研究方法  在等渗和高渗应激条件下，分别提取伤寒沙门菌野生株、ygaE 缺陷株的总 RNA，
经逆转录后，利用 qRT-PCR 验证野生株、ygaE 缺陷株中 hlyE 基因的表达水平；在高渗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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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使用浸有肾上腺素的滤纸片分别刺激血琼脂平板中伤寒沙门菌野生株、ygaE 缺陷

株，对比野生株、ygaE 缺陷株在血琼脂平板上的溶血现象。 
研究结果  等渗及高渗应激条件下，伤寒沙门菌野生株 hlyE 基因的表达水平均明显比 ygaE 缺

陷株高；在高渗应激条件下，受肾上腺素刺激后，伤寒沙门菌野生株能在血琼脂平板上产生比

ygaE 缺陷株直径更大的溶血环。 
结论  在克服环境高渗应激中，伤寒沙门菌 ygaE 基因可能促进溶血素相关基因 hlyE 的表达，

继而促进溶血素 E 的释放，在血琼脂平板上产生显著的溶血现象。本文通过分子实验和表型实

验，阐述 ygaE 基因在伤寒沙门菌克服环境高渗应激中对溶血素相关基因 hlyE 表达水平以及

在血琼脂平板上产生的溶血现象的影响，初步揭示 ygaE 基因调节伤寒沙门菌的一种外毒素-溶
血素 E 及其相关基因 hlyE 表达的规律。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5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SR1 PvuII and XbaI 

polymorphisms and T2DM risk: a meta-analysis 
 

Jiang Kongmei,Lu Yu,Li Haiwei,Liu Denghe,Shang Shuxin,Zhang Cuiping,He Qitian,Lai Zhanfe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

nning， 530021， Guangxi， China. 530021 

 

Objective and Backgrou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g
ene related diseases worldwide. Numerous studies have hypothesized that estrogen recepto
r alpha (ESR1) may be a susceptibility gene for T2DM. However, results of published studies
 were inconsistent. We aimed to clar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SR1 PvuII and XbaI polymo
rphisms and T2DM risk.  
Methods  Available researches were comprehensively searched through PubMed, Excerpta 
Medical Datebase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Web of Science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
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Pooled odds ratios (ORs) and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
ervals (95%CIs) were calculated using fixed-effects or random-effects models.   
Results  Totally 8 studies involving 1806 cases and 1714 controls on PvuII and 9 studies inv
olving 1855 cases and 1852 controls on XbaI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For PvuII, we foun
d no obvious association between PvuII polymorphism and T2DM risk in the overall populatio
n. In subgroup analyses, significant increased risk of T2DM was only found among studies w
hose controls deviated from HEW under allele model: OR= 1.379, 95%CI: 1.095-1.737; rece
ssive model: OR= 1.67, 95%CI: 1.148-2.429; and homozygous model: OR= 1.73, 95%CI: 1.0
83-2.762. For XbaI, no obvious association was found in the overall population, as well as th
e subgroup analyses.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ESR1 PvuII and XbaI polymorphisms were n
ot associated with T2DM risk and the observed significant increased risk of T2DM may just b
e a partial result.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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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W 预测急性胰腺炎死亡风险的诊断价值与网织红细胞各参数

相关性的研究 
 

黄猛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 RDW 预测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患者死亡风险的诊断价值与网织

红细胞（Ret）各参数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外科 2015 年 3 月-2016 年 5 月收治的 AP 患者 164 例,其
中生存患者 151 例，死亡患者 13 例，另选取 175 例健康人做为对照组，采集研究对象静脉

血，采用 sysmex XN-1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全血 RDW 和 RET 各参数。组间比较行 Ma
nn-Whitney U、Kruskal-Wallis H 检验；用 ROC 曲线和 AUC 评价 RDW 对 AP 死亡风险的诊

断价值；RDW 与对照组、AP 患者 Ret 各参数的相关性行 Spearman 相关检验。 
结果  AP 死亡组 RDW 水平为 15.7  (14.1~21.8)高于 AP 生存组的 13.3 (12.7~14.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c2 =40.02，p<0.01）；以 RDW 诊断 AP 死亡风险的 ROC 曲线 AUC 为 0.835
（95% CI:0.786～0.951），；以 RDW≥14.5 为诊断 AP 死亡风险指标的 cut-off 值，敏感度为

71.43%（95% CI:41.90 ~91.60%），特异度为 89.40%（95% CI:83.40~93.80%）；AP 患者

RDW 与 RET%、IFR、MFR、HFR 呈正相关（r=0.376、0.502、0.468、0.475，p<0.01）， 
与 LFR 存在负相关（r=-0.502，p<0.01）。 
结论  AP 患者 RDW 升高与 Ret 生成密切相关，使得 RDW 成为早期预测 AP 死亡风险的指标

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74 
 

济南地区 20672 例梅毒血清学检测结果分析 
 

孙志玉 王萍 闵彦 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250031 

 

目的  对 2015 年 8 月-2016 年 5 月济南军区总医院 20672 例梅毒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探讨其

流行病学趋势及预防的意义。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酶联免疫法（ELISA）进行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采用梅毒甲苯胺红

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进行梅毒非特异性抗体检测。资料分布比较采用 X2 检验。 
结果  20672 例梅毒检测试验中，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阳性患者共 292 例。梅毒特异性抗体和

梅毒非特异性抗体检测双阳性的患者 147 例，其中男性 75 例，女性 72 例，男性女性无统计

学差异(P ＞0.01)。其中，0-20 岁占 3.4%，21-40 岁占 38.0%，41-60 岁占 28.5%，60 岁以

上占 29.9%。梅毒非特异性抗体高滴度（≥ 1:8）患者 56 例：0-20 岁占 3.6%，21-40 岁占 46.
4%，41-60 岁占 30.4%，60 岁以上占 19.6%。梅毒现症感染患者发病年龄集中在 20-60 岁(P 
＜0.01)，职业构成以农民工，个体无业为多，学历多以小学初中学历。少部分现症感染患者

为术前检查时发现。 
20672 例梅毒检测中，门诊 8480 例梅毒特异性抗体单阳性 176 例，阳性率 2.07%，其中男性

总数 86 例，女性阳性总数 90 例，男性女性无统计学差异(P ＞0.01)。其中，0-20 岁占 2.8%
 ，21-40 岁占 51.7%，41-60 岁占 26.7%，61 岁以上占 18.6%。住院术前检查 12192 例中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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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特异性抗体单阳性患者 116 例，阳性率 0.95%，其中男性阳性总数 87 例，女性阳性总数 2
9 例。其中，0-20 岁占 0%，21-40 岁占 8.6%，41-60 岁占 39.7%，61 岁以上占 51.7%。术

前检查病人中，60 岁以上老年人中阳性率最高(P ＜0.01)。结合病史综合分析，老年人梅毒特

异性抗体阳性存在假阳性的情况。 
结论  面对梅毒逐年升高的发病率，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大力做好宣传普及知识工

作，从而控制梅毒的发病率。对于老年人的梅毒的假阳性问题，初筛实验室也应引入 TPPA 的

确证试验，以帮助医务人员做出正确诊断，排除假阳性，以免误诊。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83 
 

术前血栓弹力图对骨科病人大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发生的预测

性分析 
 

韩天乐 胡丽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研究术前血栓弹力图（Thrombelastography,TEG）检测对骨科病人大手术后深静脉血栓

（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发生的预测性及其他术前实验室指标与 DVT 发生的相关

性。探讨术前 TEG 对术后 DVT 的临床意义和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骨科 2015 年 9 月-2016 年 3 月收治 57 例行髋/膝关节置换等大手术病人为研究

对象，记录患者个人信息、一般身体状况及术前 TEG、部分血常规参数和凝血四项等检查结

果。于病人出院后 1 周、2 周、1 个月分别进行电话随访，按照 Wells（1997，）评分标准[1]
询问患者是否具有以下临床表现：长时间卧床、下肢麻木、水肿、疼痛，静脉曲张等表现。对

具有以上任何一项（卧床除外）或一项以上表现的病人抽血检测 D-二聚体，结果阳性者再通

过静脉血管超声确诊是否发生了 DVT。统计分析患者的性别、年龄、BMI、吸烟状况、高血压

和糖尿病以及术前 TEG、部分血常规参数、凝血四项等检查结果与术后 DVT 发生的相关性。 
结果  术前 TEG 检测指标中 K 和 MA 有显著性差异(p<0.05)，R、A、G 无显著性差异；术前

部分血常规参数中 Hb 和 PLT 有显著性差异，WBC、RBC、N%、L%无显著性差异；常规凝

血四项参数 PT、APTT、FIB、TT 均无显著性差异;患者的一般身体状况中，年龄有显著性差

异，性别、BMI、吸烟、高血压、糖尿病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术前 TEG 结果（K 和 MA）对术后 DVT 发生具有预测性；患者的年龄和术前血常规结

果（Hb 和 PLT）与术后 DVT 发生具有相关性。手术前的 TEG 检测是预测骨科大手术患者血

液高凝状态的敏感指标之一，值得临床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56 
 

血浆循环 microRNA-30d-5p 在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诊断和预后

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石萍 贾克刚 王雄关 梁海青 刘军峰 韩雪晶 李永姝 唐红霞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30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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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估血浆循环 microRNA-30d-5p（miRNA-30d-5p）在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早期诊断及患者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 122 例 AMI 患者（包括 70 例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和 52 例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

死）、48 例不稳定心绞痛（UAP）患者和 41 名健康人的血浆标本，通过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

反应（qRT-PCR）检测血浆中循环 miRNA-30d-5p 的相对表达量；另外，在 122 例 AMI 患者

中，我们收集到 20 例胸痛发作后 0-3h、4-6h、7-9h，10-12h 及 13-24h 的连续时间点血浆样

本，用以评估 miRNA-30d-5p 的相对表达量随胸痛发作时间的动态变化。 
结果：本研究发现胸痛发作 0-3h 内，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和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血

浆中 miRNA-30d-5p 的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升高，分别为对照组的 7.208 倍（P＜0.001）
及 7.989 倍（P＜0.001），但不稳定心绞痛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748）；绘制 20 例 AMI 患者不同胸痛时间血浆循环 miRNA-30d-5p 相对表达量的折线图，发

现其在 0-3h 后开始升高，4-6h 达到峰值，7-9h 开始下降，且其相对表达量变化与 cTnI 浓度

变化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为 0.402（P＜0.01）；胸痛发作 0-3h 内，miRNA-30d-5p 诊断

AMI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82（95%CI 0.830-0.935）、灵敏度为 0.795（95%CI 0.711-0.
861）、特异度为 0.854（95%CI 0.716-0.935）；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发现胸痛发作 0
-3h 内，血浆循环 miRNA-30d-5p 水平与 AMI 患者 1、12 个月心脏主要不良事件（MACE）无

关（1 个月：X2=0.506，P=0.477；12 个月：X2=0.002，P=0.963）。  
结论：血浆循环 miR-30d-5p 的相对表达水平可作为早期诊断 AMI 的生物标志物，但不能用于

对 AMI 患者短、长期预后的评估。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73 
 

高血糖通过 AGER/OGT/c-Jun 通路诱发肝癌机制研究 
 

张骁 王佳谊 孙奋勇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糖尿病可以促进肝癌发生发展。然而,潜在的分子机制仍不清楚。在这

里,我们发现糖尿病中的高血糖状态是加速肝癌发生的重要因素。 
方法  我们使用肝癌细胞，肝癌病人组织以及糖尿病小鼠模型来研究糖尿病促进肝癌的机制。

采用免疫共沉淀以及蛋白连接检测实验检测 AGER,c-Jun，OGT 等关键蛋白间的相互作用。

肝癌细胞中代谢物的含量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的代谢组学方法检测。c-Jun 蛋白发生 O-糖
基化状态的检测采取体外糖基化实验以及 O-糖基化试剂盒。 
结果  AGER，OGT 以及 c-Jun 等蛋白在肝癌细胞，肝癌病人组织以及糖尿病小鼠模型中表达

都明显上升，而且高糖状态能够明显刺激它们的表达。我们发现 AGER 激活己醣胺生物合成

途径(HBP)可以导致 O-糖基化水平上升,而高水平的 O-糖基化状态是肝癌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促进肝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AGER 能够通过使原癌基因 c-Jun 的 Ser-7
3 位点发生 O-糖基化从而增强 c-Jun 的表达和稳定性。此外,c-Jun 可以反过来促进 AGER 的

转录从而使其表达上升。因此,我们发现 AGER/OGT/c-Jun 这条正反馈通路可以促进糖尿病诱

发肝癌的过程。最后,我们发现 JRE 激酶抑制剂 AG490 有能力减弱 AGER 表达及抑制肝癌细

胞增殖，促进肝癌细胞凋亡。 
结论  在高血糖状态下，AGER 促进 c-Jun 的 O-糖基化水平上升是糖尿病诱发肝癌的重要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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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04 
 

利用 DM2 和 LIS 系统联合实现血液分析检验报告审核智能化 
 

徐亮 张芷境 万玉娇 袁艺 陈渝宁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用实验室数据管理系统（Laboratory Data Management 2,DM2）和实验室自动化信息系

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LIS)，设置血液分析项目自动审核规则，联合实现血液分析

检验报告智能化审核。贝克曼库尔特 LH780 血液分析仪、贝克曼实验室数据管理系统 Laborat
ory Data Management 2,DM2）、上海瑞美实验室自动化信息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
nagement system,LIS)。 
方法  利用实验室数据管理系统（Laboratory Data Management 2,DM2）和实验室自动化信息

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LIS)系统联合设置审核确认范围、历史结果比较限制、逻辑

判断限制及仪器报警提示信息限制等规则，实现自动审核；比较分析自动审核与人工审核的差

异。 
结果  用贝克曼实验室数据管理系统（Laboratory Data Management 2,DM2）和上海瑞美实验

室自动化信息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LIS)设立了 31 条审核规则；从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3 月

期间，审核标本 111710 份，自动审核通过率约 60%；对比自动审核和人工审核 200 份病房

及门诊标本，自动审核耗时小于 1 分钟，未通过审核的有 63 个，人工（工作经验 5 年以上

者）审核平均耗时 15 分钟，未通过审核的有 57 个，漏审数 1 个。 
结论  想将人工审核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植入到机械的管理系统软件中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检验

人员和软件开发者的智慧以及强大的软件支持才能办到。利用了贝克曼实验室数据管理系统

（Laboratory Data Management 2,DM2）和上海瑞美实验室自动化信息系统(Laboratory infor
mation management system,LIS)强大的信息提取和整合的能力实现的自动审核可以简化工作

流程，实现审核结果的标准化，减少人工误差，合理安排人员分工，缩短 TAT 时间，提高工

作效率，是非常值得推广的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37 
 

Circulating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 subset 

distribution is strong affected in asthma patients 
 

Gong fang,Zhu huayan,Zhu jie,Pan yuhong,Jiang donglin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2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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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lating Tfh cell subsets distribution in asthma patients and t
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fh cell subsets distribution and serum IgE level. 
Methods  25 patients with active bronchial asthma and 25 age and sex-matched healthy con
trol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percentages and phenotypic assays of circulating Tfh c
ell subsets were assessed by flow cytometry. Total IgE levels were also measured. The corr
elation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circulating Tfh cell subsets and the levels of serum total Ig
E was analyzed.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polarization of Tfh2 cells within circulating Tfh cell subsets in as
thma patients. Phenotypic assays showed that activated Tfh2 subtypes display the features 
of Tfh cells, including invariably coexpressed PD-1, and ICOS. Furthermore, not only the freq
uency of Tfh2 cells but also the ratio (%Tfh2 /%Tfh1)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otal IgE in the
 blood.  
Conclusion  Our data described an altered circulating Tfh subset distribution, which implies t
hat this cell subset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sthm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44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rs688 基因多态性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相

关性研究 
 

郑伟 李娜 陈渝宁 万楠 王璐 刘静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6 

 

目的  探讨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rs688 基因多态性与缺血性脑血管病（Ischemic Cerebr
ovascular Disease, ICVD）发生的相关性。 
方法  分别检测 264 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及 180 例健康对照组 LDLR 的 rs688 基因多态性、

血清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CHOL）和 Toll 样受体 2 （TLR2）水平。 
结果  ICVD 组的血清 LDL、CHOL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LDLR rs688 三种基

因型分布和 T 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T 型和 TC 型 LDL、CHOL 水平明

显高于 CC 基因型(P<0.05)，但 TT 型和 TC 型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ICVD 组血清

TLR2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ICVD 组血清 TLR2 与血清 LDL
水平呈正相关(r=0.801)。 
结论  血清中高水平的 LDL 和 CHOL 是 ICVD 发生的重要病理基础。LDLR rs688 的 T 等位基

因是导致 ICVD 发病的易感基因。LDLR rs688 基因多态性是引起血清 LDL、CHOL 水平升高

的遗传因素。血清中高水平的 TLR2 与 ICVD 的发生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62 
 

Rapid detection of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infection 

using a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method 
 

Yang Weihua, Han Shuyi ,Cao Cuiming,Xu Yihui, Tian Juanjuan,Wang Yu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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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an Central Hospital 250013 

 

Objective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colonization in pregnant women leads to prenatal and n
eonatal infections worldwide; thus, early detection is necessary. Therefore, a loop-mediated i
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 method for rapid detection of S. agalactiae was designed.   
Methods  Genomic DNA of cultured S. agalactiae was prepared and LAMP primers were de
signed based on its cAMP gene. The optimum primer set was selected based on reaction sp
eed and specificity. The reaction result was judged visually.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
he LAMP method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with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me
thod.   
Results  Using the optimum primer the reaction can complete in 40 min at 63 °C in a water b
ath. The LAMP assay was 10–100 times more sensitive than PCR, with a detection limit of 1
0 CFU/ml of S. agalactiae. Forty vaginal swab specimens were detected by LAMP, and the s
pecificity was 100%.   
Conclusion  For S. agalactiae detection, the LAMP method is a potential and valuable diagn
ostic tool, with easy, rapid, visual, accurate, and sensitive advantages. The LAMP method ca
n potentially be used in clinic settings, especially for S. agalactiae screening among pregnan
t wome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81 
 

颗粒蛋白前体与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患者短期预后的 相关性研

究 
 

谢珊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15 

 

目的  观察急性脑梗死患者颗粒蛋白前体水平变化，探讨其与急性脑梗死短期临床预后的相关

性，为临床对该疾病的诊断，危险分层及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信息。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经临床及影像学确诊的 AIS 患者 216 例和健康对照组 100 例，并收集其一

般及临床资料。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纳入对象的血清 PGRN 浓度。对 AIS 患者出院 6 个

月后进行电话随访，根据改良 Rankin 量表，对出院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状况进行评分，mRS>3
 为不良预后。相关性及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应用工作者受试曲线（ROC）

评价 PGRN，NIHSS 评分及二者联合对急性脑梗死短期预后预测的价值。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影响疾病预后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AIS 患者 PGRN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表明 PGRN 水平与体重指数（BMI），饮酒，血糖，总胆固醇，NIHSS 评分及高密度

脂蛋白（HDL）显著相关。NIHSS 和 PGRN 联合应用可提高对急性脑梗死短期预后的预测价

值。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年龄、NIHSS 评分和 PGRN 为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

素。  
结论  急性脑梗死患者 PGRN 浓度明显升高，可为急性脑梗死患者的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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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LC-MS/MS for 

quantitation of sphingosine 1-phosphate in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 * 
 

Hu Wei,Hu Gaofeng,Xu Wei 

The 1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Purpose  Sphingosine 1-phosphate (S1P) is a bioactive sphingolipid that regulates cell grow
th and suppresses appoptosis. The sphingosine kinase is an enzyme which phosphating sph
ingosine to produce S1P. Plasma S1P levels increased in murine colon cancer. However, S1
P levels in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have not been well elucidated. In this stu
dy, we determined plasma S1P concentration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healthy s
ubjects.   
Methods  Twenty eight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inpatients between 20
13 and 2015. A rapid and sensitive LC-MS/MS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lasma S
1P levels was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S1P and C17-S1P was used as the standard and int
ernal standard, respectively. The LC-MS/MS was performed using an Agilent 1100 Series H
PLC system consisted of a degasser, pumps and a column oven,  a SIL 20AXR auto-sample
r, and a Waters 515 pump. A DC-10W ten-port valve was employed for column-switching. Th
e mass detector was an API 4000 mass spectrometer. The flow and organic phase was meth
anol, and the water phase contained 0.1% formic acid. Gradient elution of the 100 μL added 
sample was achieved with the flow rate set to 0.4 mL/min, the temperature of column set to 4
0°C. Data acquisition and integration were carried out using the Analyst software (version 1.
5.1). S1P were determined in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healthy subjects 
using LC-MS/MS.   
Results  The intra-and inter-day precision values were both below 15.0%, and the accuracy 
values were below 4.5%.The serum S1P levels were 141.71±0.82ng/ml,which was significan
tly decreased compare to the healthy subjects(186.06±0.63)(P<0.05).   
Conclusions  The S1P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serum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subjects. This change might be due to the buffer system of circulating bl
ood cells. Erythrocytes and platelet is considered to be a major source which can store and r
elease S1P. Further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enzymes involved in promoting formation/degrad
ation of S1P in erythrocytes and platelets.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partly by the Jil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20150101
144JC to W.H.) and the Young Scholars Program of Norman Bethune Health Science Center
 of Jilin University (2014031).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30 
 

MDSC 在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中免疫抑制作用的研究 
 

王蓓丽 朱捷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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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研究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外周血中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Myeloid-derived s
uppressor cells，MDSCs）数量。证实 MDSC 在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中数量增高,功能增

强,并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方法研究  收集 2016 年 2 月份到 2016 年 4 月份来中山医院治疗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患者

以及正常体检人群。采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 20 例 st 初治患者及 20 名健康正常人外周血

MDSC(CD14+HLA-DR-)和（CD11b+CD14-CD33+），同时对这 20 名心梗患者患者冠脉造影

和 40 人一系列生化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  20 例 st 段心肌梗死患者外周血中 CD14+HLA-DR-为（8.9±0.4）%，CD11b+CD14-CD
33+（6.7±0.2)%，20 名健康体检者 CD14+HLA-DR-（2.5±0.2），CD11b+CD14-CD33+（3.
2±0.5） 
结论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外周血中 MDSC 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并且 CD14+HLA-DR-与
升高程度与梗死灶大小成正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73 
 

Viral load and integration status of HPV58 in women 

with different cervical lesions 
 
Liu Jianhua1,Lu Zhitao1,Wang Guili2,Wang Wei2,Zhou Weiqiang2,Yang Lianxia2,Liu Liu2,Wang Bo2,Miao Ye2,
Sun Zhengrong2,Zhengrong Qiang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The Affiliated Shengjing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

y. 

2.Virus Laboratory， The Affiliated Shengjing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viral load and integration status of HPV58
 in women with different cervical lesions and recognize whether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proce
ss of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in HPV58 infected women. 
Methods  After HPV genotyping, 102 specimens were selected from women with HPV58 inf
ection in Northeast China. HPV58 viral loads were determined by real time PCR and the inte
gration status were discriminated by the ratio of HPV58 E2 and E6 gene copy numbers. 
Results  The medians of HPV58 viral loads in normal women and women with cervicitis, in w
omen with low grade squamous cell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LSILs), with high grade squamous
 cell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s) and with cervical cancer (CC) were 412.99, 821.04, 1039.5
5 and 657.04 copies/genome equivalent, respectively. Except for CC group, HPV58 viral loa
ds in the other groups increased with the severity of cervical lesion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viral loads was obtained among the groups. Among all the samples, 83（81.
4%）were in mixed form, 17 (16.7%) were in episomal form and 2 (2.0%) were in completely
 integrated form. HPV58 E2/E6 ratio in the samples from C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
an those from other groups (P=0.001).  
Conclusions  The viral loads of HPV58 in precancerous cervical lesions increase gradually 
with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The fact that HPV58 E2/E6 ratio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
r is lower than that in other cases suggests a high degree of viral integration may be a uniqu
e risk factor of cervical cancer occurrenc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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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410 
 

Resveratrol‑4‑O‑ D‑(2'‑ galloyl)‑glucopyranoside exer

ts an anticancer effect on leukemia cells via inducin

g apoptosis 
 

CHEN PU ,WANG BEILI ,PAN BAISHEN ,GUO WEI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32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nticancer effects of resveratrol-4-O-D-(2
'-galloyl)-glucopyranoside (REG) on leukemia an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its effects. Thre
e leukemia cell lines (HL-60, Jurkat and U937)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A Cell Counting kit-8 
assay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y of REG on leukemia cell lines, 
and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ct REG-induced apoptosis. In addition, western
 blo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apoptosis-related proteins including, cyto
chrome c, cleaved (c)-caspases-3 and -9, B-cell lymphoma 2 (Bcl-2) and Bcl-2-associated pr
otein x (Bax). Finally, a HL-60 cell xenograft model in nude mic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n
titumor effect of REG on leukemia in vivo. The pres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G can signific
ant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HL-60, Jurkat and U937 cell lines in a concentration- and time
-dependent manner. The 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values were 38.4, 49.1 and 48.
2 μg/ml for HL-60, Jurkat and U937 cell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REG can induce the apoptosis of HL-60 cells, as well as increase the lev
els of cytochrome c, c-caspases-3 and -9, and Bax, as well as 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Bcl-2. In vivo, REG was found to possess a marked anticancer effect on leukemia. In com
bination, the pres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G exerts significant anticancer effects on leuke
mia in vivo and in vitro through the induction of apoptosi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1411 
 

公立集约化临床检验结果互认的探索与实践 
 

陈洪卫 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探讨公立性质的集约化临床检验中心如何实现辖区内检验结果互认。 
方法  结合 2011 年建立的松江区区域临床检验中心实现检验结果互认的历程，从管理模式、

资源整合、检验前、中、后环节的统一“度量衡”，分析探讨区域检验结果互认的设计与应用。 
结果  该模式与国家卫生政策相契合，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管理和服务模式的优化，

实现了检验结果区域内互认，解决了患者重复检查多、检验结果互认难、政府财政投入分散、

重复建设明显、检验能级低、检验成本高、质量控制难等问题。 
结论  二级、一级医院间检验结果互认应结合地域医疗机构分布特点，可以在同一医学检验质

量标准和评价上，构建区域医学检验结果互认体系，合理选择互认项目，让患者从中享受更大

便利和实惠，并逐步扩大医学检验结果互认范围。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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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20 
 

Development of gestation-specific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thyroid hormones in normal pregnant Northeast 

Chinese women; what is the rational division of 

gestation stages for establishing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pregnancy women? 
 
Liu Jianhua1,Yu Xiaojun1,Xia Xia2,Cai Hong3,Cheng Guixue1,Wu Lina1,Li Qiang1,Qiang Ying1,Sheng Mengyu
an1,Liu Yong1,Qin Xiaosong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the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We tried to establish appropriat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thyroid-related hormones a
nd antibodies for normal pregnant women in Northeast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947 pregnant women who underwent routine prenatal care were groupe
d via two methods. The first method entailed division by trimester: stage T1, T2, and T3. The 
second method entailed dividing T1, T2, and T3 stages into two stages each: T1-1, T1-2, T2-
1, T2-2, T3-1, and T3-2. Serum levels of TSH，FT3，FT4，anti-TPO, and anti-TG were mea
sured by three detection system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SH values between T1-1 group and the n
on-pregnant women group. However, the TSH value of the T1-1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n that of T1-2 group (P < 0.05). The TSH values in stage T3-2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
ompared to those in stage T3-1 measured by three different assays (P < 0.05). FT4 and FT3 
valu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T2-1 and T2-2 stage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stage 
(P < 0.05). The serum levels of Anti-TPO and Anti-TG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
n the six stages. 
Conclusi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yroid dysfunction during pregnancy should ba
se on pregnancy- and method-specific reference intervals. More detailed staging is required t
o assess the thyroid function of pregnant women before 20 gestational week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25 
 

Application of the Albumin-Bilirubin grade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of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a Xiao-Lu ,Zhou Jia-Ye ,Pan Bai-Shen ,Guo Wei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32 

 

Background  Patients with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 0+A are considered to hav
e early-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he Albumin-Bilirubin (ALBI) grade is a signifi



205 
 

cant predictor of OS for HCC. However, data are lacking to support its significance for patient
s with early-HCC. 
Methods  We recruited 318 patients with early-HCC who underwent curative resection betw
een January 2012 and August 2013.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log-rank tests were use
d to compare O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LBI grades.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ALBI grade 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OS. 
Results  Early-HCC patients with ALBI grade II experienced significantly shorter OS (P<0.00
1) and higher death rates. In the Child-Pugh (C-P) grade-A group, patients with ALBI grade I 
had a more favorable prognosis than those with grade II (p < 0.001), while the C-P grade did 
not distinguish patients with poor prognosis from the entire group.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d
emonstrated that ALBI grad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OS, and the 
ALBI grade retaine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a-fetoprotein-negative subgroup. 
Conclusion  ALBI grade may be an ideal tool for predicting OS in early-HCC. Reclassificatio
n of C-P grade according to ALBI grade might improve management of HC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49 
 

The value of serum chromogranin A as a predictor of 

tumor burden, therapeutic response, and nomogram-

based survival in well-moderate nonfunctional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with liver 

metastases 
 

ZHANG CHUNYAN,Guo Wei , Pan Baishen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3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usefulness of serum chromogranin A (CgA) for the prediction of
 tumor burden, therapeutic response, and nomogram-based survival in well-moderate nonfun
ctional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NF-PNETs) with liver metastases (LM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51 NF-PNETs of LMs patients, 134 
other neuroendocrine tumors, and 125 controls. Serum CgA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enzy
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t baseline and after treatment. LMs tumor burden was com
puted simultaneously from computed tomography/MRI scan with thin slices using a semiqua
ntitativ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approach. Predictive CgA for therapeutic response
 was assessed using the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criteria. A nomogram to 
predict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CgA with variables selected in the multivariate Cox proportion
al hazards model was constructed; the accuracy of the nomogram was quantified by the (con
cordance index) C-index and a calibration plot. Results Considering NF-PNETs, CgA correlat
ed with the tumor grade and differentiation (P < 0.05). There was a nonlinear exponential reg
ression between LMs tumor burden and CgA levels (P < 0.001). The alteration in CgA correl
ated with therapeutic response (P < 0.001). Increased CgA presented significantly lower pro
gression-free survival than the stable/decreased CgA subgroup (P < 0.001). For overall survi
val, a baseline CgA increase greater than 2.5 upper limit of normal level was predictive of a p
oor prognosis (P < 0.001). Baseline CgA level, LMs tumor burden, and Ki-67 were selected a
s independent factors for the nomogram to predict overall survival; the nomogram showed fitt
ing calibration with a C-index of 0.87 (95% confidence interval,0.8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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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Serum CgA could be used to reflect tumor burden,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res
ponse, and predict the survival outcomes for NF-PNETs with LMs. An effective nomogram in
cluding CgA was proposed for predic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1488 
 

精益六西格玛在临床医学检验流程优化中的应用初探 
 

江虹 黄亨建 李立新 陶传敏 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目的  探索临床医学实验室检验流程改进的有效方法，提高本科室检测质量及效率，为其他医

院检验科的持续改进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方法  采用现场调研法、专家访谈法、实证研究法等方法，提出检验流程再造的需求，明确流

程优化的目标；基于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法的流程优化实施框架，通过构建价值流程图、潜在错

误分析对当前流程进行现状调查，进一步优化措施分析，明确流程改进的实施方案；通过精益

管理，应用 5S、PDCA、DMAIC 等工具和方法，对检验流程改进方案进行实际应用并对改进

方案进行效果分析，验证检验流程优化的有效性。 
结果  明确了流程优化的切入点及关键环节，检验流程改进已取得初步成效。为科室的持续性

改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提高标本质量，特别是条码不规范率从 2.36%下降到 0.94%，以

保证检验流程的有效运行；②项目实施后病人满意度及临床满意度均有提升；③GA 检测、病

毒血清学前处理等检验流程优化，提高了员工满意度；④流程改善及 5S 管理，提高检测时效

性，如激素检测的平均 TAT 时间从改善前的 245 分钟缩短到 227 分钟。 
结论  将精益六西格玛的流程改进原则和思路应用于检验流程优化项目，明确了流程优化的切

入点及关键环节，检验流程改进已取得初步成效，为科室的持续性改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

累了检验流程再造实施的管理经验，提供了大型医院检验流程管理的范例。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11 
 

罗氏 cobas e602 与罗氏 modular e170 检测低值阳性乙肝表面

抗原结果比对分析 
 

周慧聪 皇海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00 

 

目的  对罗氏电化学发光检测仪 Cobas e602 与罗氏电化学发光检测仪 Modular e170 检测低值

阳性乙肝表面抗原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并为报告发放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在本院急诊检验罗氏电化学发光检测仪 Cobas e602 检测仪器上检测乙肝表面抗原

结果在 1-80 COI 的标本，将 249 份（男 156 份，女 93 份）标本分为五组：A 组，HbsAg 在

1-1.99 COI 之间，B 组，HbsAg 在 2-3.99 COI 之间，C 组，HbsAg 在 4-6.99 COI 之间，D
组，HbsAg 在 7-9.99 COI 之间，E 组，HbsAg 在 10-80 COI 之间。同时将标本在本院免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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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电化学发光检测仪 Modular e170 上进行检测，分析比较结果间的差异，并进行直线相关

和回归分析。又将所得数据按照性别分为两组，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结果在 1-80 COI 的标本：两检测系统的直线回归方程为：y=0.9349x-0.3907（R2=0.93
3）。 
所有标本 HbsAg 阳性符合率为：80.73%；A、B、C、D、E 组阳性符合率分别为：60.60%，

92.72%，96.66%，96.66%，100%。男性组阳性符合率为 87.66%，女性组阳性符合率为 70.
96%。 
结论  两检测系统对于范围在 1-80 COI 的标本检测结果有相关性。结果在 10 COI 以上标本的

阳性符合率完全一致，1-10 COI 的标本阳性符合率不一致，且随结果的减小而降低。男性患

者阳性符合率大于女性患者（X2=8.624，P<0.05）。测量值在 1-10 COI 的标本在临床上可能

导致有争议的结果，建议做进一步检查。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1550 
 

Importance of Calibrations with Traceability and 

Commutability in a Clinical Biochemical Test:  A Case 

Study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and Creatine kinase 
 

zhang ying,Zhou tiecheng,Tong kai,Cheng Xiaodong,Ma Yueyun,Hao Xiaoke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Background  Traceability and commutability are important properties of reference materials.
 Calibration with traceability and commutability is therefore a new approach for clinical labora
tories to achieve standardization of serum enzyme tests.  
Methods  Using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 and C
reatine kinase(CK) as a sample, mixed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prepared. Four en
zyme reference laboratories performed value assignments to prepare reference material havi
ng traceability and commutability. The eleven participating laboratories used their own calibr
ations to calibrate their instruments and then measured the serum samples at low, middle, a
nd high levels, they measured the reference materials too.After that the eleven participating l
aboratories used the reference materials to calibrate their instruments again. After calibration
 with reference materials with traceability and commutability, the serum samples at the low, 
middle, and high levels and the reference materials were again measured three times, and th
e results recorded. Test result biases of the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ve to the target 
value and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of LDH,GGT,CK tests for serum samples at the lo
w, middle, and high levels, from these eleven laboratories were calculated before and after c
alibration, using the reference material with traceability and commutability as calibration.  
Results  After calibration using reference materials with traceability and commutability, the L
DH test result bias of the 
reference material relative to the target value decreased from -4.10% to 0.23%, the GGT test
 result bias decreased from 0.66% to 0.30%, the CK test result bias decreased from 4.18% t
o 2.94%.The CVs of LDH values for the serum samples in the low, middle and high level dec
reased from 8.39%，8.74%, and 8.76% to1.14%，1.21%, and 2.73%, respectively;The CVs 
of GGT values for the serum samples in the low, middle and high level decreased from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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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0%, and 6.04% to3.30%，1.18%, and 1.83%, respectively;and The CVs of CK value
s for the serum samples in the low, middle and high level decreased from 3.76%，4.19%, an
d 4.96% to3.19%，2.61%, and 2.8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Using reference material with traceability and commutability for the calibration, t
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measurements in different laborator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consistency of measurements in different laboratories were also imp
roved.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33 
 

MicroRNA-218 is a prognostic indicator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enhances 5-fluorouracil-induced apoptosis 

by targeting BIRC5 
 

Li Peilong,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s  One major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CRC) treatment is t
he resistance to fluoropyrimidine(FU)-based chemotherapy. The enhanced ability of tumor ce
lls to undergo anti-apoptosis process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drug resistance. Previous stu
dies have found that miR-218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cancer patients and had a 
role in cancer progression. However,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miR-218 in CRC chemore
sistance remains unknown.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and promote chemo
sensitivity of CRC treatment, we evaluated the prognostic effect of miR-218 in patients receiv
ed 5-FU-based treatment and investigated the pro-apoptotic role of miR-218 in vitro. 
Methods  Paired resected surgical specimens from primary tumor and adjacent non-tumor si
tes were selected and utilized from 63 CRC patients received 5-FU-based treatment with hist
ological diagnosis. All patients received standard follow-up with computed tomography of ab
domen after operation.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PCR (RT-qPCR) was performed to 
quantify miRNAs and mRNAs expression. The apoptosis assay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he f
low cytometry after staining with annexin V FITC and propidium iodide (PI). Besides, apoptoti
c cells were also analyzed using the One Step TUNEL Apoptosis Assay Kit to get a more vis
ualized image.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carried out to find the target genes. West
ern blot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thymidylate synthasev (TS) and BIRC 5 protein expr
ession.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218 was downregulated in HT29 and HCT116 cell lines 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umor tissues compared with paired normal tissues (P<0.001). We 
stratified patients into a low (n=21) and a high (n=35) miR-218 expressing group with an esta
blished cut-off value (6×10-3) by using a ROC curve analysis. High miR-218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response to first-line 5-FU treatment in CRC patients. A Kaplan-Mei
er surviv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atients with high miR-218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 OS (P=0.0002) and PFS (P=0.002). Flow cytometry showed that miR-218 increased ap
optosis in both CRC cell lines and the TUNEL assay indicated that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
-218 showed significantly elevated fluorescence level of DNA cleavage. Cell prolif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 miR-218-transfected CRC cells. At day 5, the cell proliferation of mi
R-218-transfected HT29, HCT116 cells were reduced by 23% and 55% respectively. We als
o found that BIRC5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cell lines t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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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ected with miR-218 when compared with negative control. Moreover, luciferase assay sho
wed that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218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luciferase activity while miR
-218 did not inhibit the luciferase activity of the reporter vector containing mutated 3’UTR of 
BIRC5 mRNA. BIRC5 overexpression partially reversed the apoptosis induced by miR-218. 
These indicates that BIRC5 is a direct target of miR-218 in CRC. We also found that miR-21
8 overexpression decreased the IC50 value of 5-FU in both cell lines. MiR-218 suppressed t
he expression of 5-FU-targeted TS protein, which explained the potential regulatory mechani
sm of miR-218 effects on enhancement of 5-FU-induced apoptosis.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work has identified miR-218 as a non-coding RNA related to the r
esponse to 5-FU based treatment in CRC patients and revealed that miR-218 promotes apo
ptosis by suppressing BIRC5 protein expression in CRC. miR-218 also induces inhibition of c
ell proliferation and enhances 5-FU cytotoxcity in vitro. Thus, restoration of miR-218 levels co
uld be a potential novel strategy to enhance chemosensitivity to 5-FU based treatment.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71 
 

孕妇血清 PAPP-A、HCY 和 hsCRP 水平联合检测在预测子痫前

期中的相关研究 
 

胡敏 杨泽华 许建平 赵克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妊娠相关蛋白 A（PAPP-A）、同型半胱氨酸（HCY）和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水平在子痫前期孕妇患者中的早期诊断和疗效观察。  
方法 前瞻性随机选取 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 2 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门诊行常规产前检

查并分娩的 99 例孕妇，根据随访结果将其分为正常对照组、重度子痫前期组和慢性高血压合

并子痫前期组。分别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定量检测法和酶循环法测定 3 组孕妇血清中的 PA
PP-A、HCY 和 hsCRP 水平，对血清指标和部分妊娠结局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1）99 例孕妇中未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29 例（正常对照组），重度子痫前期 53 例

（病例 A 组），慢性高血压合并子痫前期 17 例（病例 B 组）。（2）使用 SPSS19.0 对数据

进行分析，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M（QR）进行统计描述，正常对照组孕妇血清中 PAP
P-A 值、HCY 值和 hsCRP 值分别是 1504（4027）mU/L、6.8（3.25）μmol/L、3.0（2.7）m
g/L；重度子痫前期组分别是 1764（4167）mU/L、11.7（6.6）μmol/L、5.9（4.24）mg/L；
慢性高血压合并子痫前期组分别是 1215（5047）mU/L、9.6（8.85）μmol/L、5.98（6.43）
mg/L；（3）经多个独立样本比较的 Kruskal-Wallis H 检验，3 组孕妇血清 PAPP-A 分别两两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 组孕妇血清 HCY 分别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3 组孕妇血清 hsCRP 分别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APP-A、HCY 和 hsCRP 对子痫前期的发病均有预测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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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及毒力基因的相关研究 
 
卢鸿

1 张亚培
2 毕文姿

3 刘海洋
1 张肖肖

1 周铁丽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验中心 

2.浙江医院 

3.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了解泛耐药（extensivelydrug-resistant，XDR）肺炎克雷伯菌的生物膜形成能力及毒力

基因分布特征。 
方法  收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3 年 5 月至 7 月暴发流行的 XDR 肺炎克雷伯菌 15
株和同时期分离的敏感肺炎克雷伯菌 30 株。采用结晶紫染色法检测肺炎克雷伯菌的体外生物

膜形成能力，PCR 方法筛查菌株毒力相关基因的携带情况，并对两组菌株生物膜形成能力和

毒力基因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XDR 肺炎克雷伯菌株与敏感菌株形成的生物膜 OD590 均值分别为 0.4298 和 0.5053，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 株 XDR 肺炎克雷伯菌中未检出荚膜多糖基因，而敏感菌株中荚膜

多糖基因 wzy-K2、wzy-K3 和 wzy-K57 的检出率分别为 10.00%、3.33%和 6.67%。其他毒力

相关基因 ureA、wabG、markA、fimH 和 uge 在 XDR 耐药菌株和敏感菌株中的检出率均为 1
00.00%，除上述 5 种毒力基因外，仅 1 株 XDR 肺炎克雷伯菌中检出 kfuBC 毒力基因(6.6
7%)。而敏感菌株中 kfuBC、rmpA、wcaG、allS、iucB、iroNB 和 magA 中检出率分别为 20.
00%、20.00%、10.00%、16.67%、40.00% 、10.00%和 10.00%，与 XDR 菌株相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XDR 肺炎克雷伯菌的生物膜形成能力与敏感菌株间无明显差异，其毒力谱较为单一，携

带的毒力因子种类亦较敏感菌株少。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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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the mechanisms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Klebsiella 

pneumoniaeisolated from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a 

teaching hospital in China 
 
Li Bin1,Cao Jianming2,Du jia1,Liu Haiyang1,Bi Wenzi2,Lu Hong1,Zhang Xiaoxiao1,Zhou Tieli1 
1.the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

sity， 

2.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emerge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XDR) Klebsiella 
pneumoniae has brought tremendous challenges to the clinical treatment. The study aimed t
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olog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KPC-2 producing XDR K. p
neumoniae isolated from blooodstream infections (BSIs) patients in a teaching hospital in Chi
na. 
Method  We analysed the clinical data of total 35 patients retrospectively. Antimicrobial susc
eptibility testing was performed by agar dilution and resistance genes were detected by PCR.
 Inaddition,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S1nuclease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and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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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 blot were used to analyse the character of the plasmid. The outer membrane proteins (O
MP) were analysed viaSDS-PAGE. Homology analysis and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were det
ected by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and Multi-locus sequencetyp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Most of patients were elderlyandsuffered severely illness. Beside, about sixty perce
nt of these patients had been submitted to multiple invasive procedures, such as endotrache
al intubation an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ization. These patient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
ntensive care unit, Hematology and Neurosurgery accounted. A total of 35 isolates had XDR 
phenotype and showed resistance to conventional antimicrobials except tigecycline and poly
myxin B. PCR and DNA sequences analysis showed that 33 out of 35 strains carried blaCTX
-M, blaSHV-11,blaKPC-2and rmtB,and even carried additional other resistance genes, such 
as blaCMY, blaDHA-1,qnrB,qnrSand aac (6’)-Ib-cr. Plasmids with carbepenem resistance de
terminants in 12 isolates were transferred to E. coli J53. Southern blot revealed that blaKPC-
2,blaCTX-M-9and rmtBwerelocated on transferable plasmids. The results of outer membrane
 proteins (OMPs) detection indicated that Ompk35 or/and Ompk36 were deficient in these str
ains.The most predominant replicon type was IncF in this study. 23 out of 35strains shared m
ore than 80% similarity among profiles obtained by PFGE. MLST showed that ST11 was the 
primary clone, and a new profile of ST was found in this study defined as ST2281.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combination of co-carried resistance genes, transferable pl
asmid and deficiency of OMPs in the ST11 K.pneumoniae strainscontribute to resistance phe
notype and cl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XDR isolates in this study, which should be highly per
ceived and surveilled.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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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CS parameters: potential hematological 

indicators for predicting antituberculosis drug-

induced neutropenia 
 
Shen Tian 1,Cao Xingjian2,Gu Delin1,Zhu Yihua2,Shi Junwei1 

1.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f Nantong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Background  The standard antituberculosis treatment of isoniazid,rifampin, ethambutol and 
pyrazinamide can cause drug reaction including thedevelopment of drug-induced neutropeni
a, defined as an 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 (ANC) of less than 1.5×109cells/L of blood. The m
orphological changes in neutrophils triggered by reactive metabolites of the offending drugs c
an be measured by volume, conductivity, and scatter (VCS) technology on the Coulter LH75
0 hematology analyzer (Beckman Coulter, Fullerton, CA).We conducted the current study to f
urther validate the clinical usefulness of the neutrophil VCS parameters in predicting drug-ind
uced neutropenia.  
Methods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a total of 361 primary tuberculosis p
atients and 237 normal healthy persons. All selected patients were given isoniazid (600mg), r
ifampin (600 or 450mg if body weight was <50kg), pyrazinamide (2000mg) and ethambutol 
(1250mg) once a day for the first two months according to standard antituberculosis treatme
nt recommended by WHO. The VCS parameters of neutrophils, generated by each individual
 cell passing through the aperture on the hematology analyzer, reflect the mean channel of n
eutrophil volume (MNV) with its distribution width (NDW) as well as neutrophil con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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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C), and neutrophil light scatter (MNS). Conventional parameters such as absolute neutro
phil counts (ANC) and neutrophil (NEUT) percent were also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VCS parameters from healthy controls (N = 23
7), neutropenia patients (N = 52) and the patients without neutropenia (case controls, N = 30
9). Theparameters, MNV and NDW, showed borderline differences (P<0.05) in tuberculosis 
patients prior to treatment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There were not any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observed in the M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
he MNV and NDW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MNS in neutropenia patients appr
oximately one week prior to development of neutropenia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as wel
l as to case controls. In addition, the delta mean neutrophil volume and delta mean neutrophi
l scatter were respectively correlated well with delta 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s when neutrop
enia occurred (P<0.001). The ROC curve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MNV、NDW and MNS h
ad larger areas under curve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parameters. When we selected a cut
off value of MNV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150.15, we achieved a sensitivity of 84.4%and spe
cificity of 75.7% (Table 2). Similarly, using the cutoff value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18.15 for 
NDW and equal to or less than 140.95 for MNS, the sensitivities of 75.9% and 80.1%, and sp
ecificities of 64.0% and 70.3% were achieved, respectively prior to neutropenia. Furthermore,
 the combination of numerical parameters showed the largest areas under the curves (AUC 
= 0.943) with the sensitivity of 92.7% and the specificity of 90.9% obtained.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VCS parameters could quantitatively identify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seen in activated neutrophils induced by antituberculosis drugs. The 
neutrophil VCS parameters may be clinically useful as potential hematological indicators for 
predicting antituberculosis drug-induced neutropeni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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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roles of exosome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Zhang Yuan 

1.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Exosomes are nano-sized biological membrane-enclosed vesicles that contain a cell-specific
 cargo of proteins, lipids, and nucleic acids that are released and taken up by most cell types,
 thereby inducing expression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via horizontal transfer of cargos betw
een cells. Thus, exosomes present a largely unknown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system, w
hich is now increasingly being investigated for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use in cardiovascul
ar disease (CVD).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summarize recent findings on the properti
es and roles of exosomes in a variety of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settings related to CV
D. We outline and discuss recent progress in the elucidation of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exosome biogenesis, the molecular composition of exosomes, and technologies used in exo
some research. We focus on available information on exosome-mediated intercellular comm
unication relevant to myocardial injury,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Finally, we address the pro
mise of exosomes as valuabl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s, and their potential use 
as therapeutic tools in CVD. Exosomes remain largely unexplored for therapeutic use in the f
ield of cardiovascular diagnosis and medicine. More detailed characterization of cardiac exos
omes shed by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heart will b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ad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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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pecific changes in the profile of exosomal microRNAs and proteins, which will enable the 
clinical use of exosomes as minimally invasive diagnostic tools and vehicles for delivery of ta
rgeted therapies for CVD.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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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环介导等温扩增微流控芯片检测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的

实验研究 
 

陈华明 司徒博 温淑娟 蔡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 510515 

 

目的  采用环介导等温扩增联合微流控芯片技术的博奥公司呼吸道病原菌核酸检测试剂盒与呼

吸道病原菌培养鉴定进行方法学比对，探讨该试剂盒对于临床的指导意义 
方法  与临床沟通留取病人双份下呼吸道样本并同时送检，一份用博奥呼吸道病原菌核酸检测

试剂盒进行检测，另一份进行病原菌培养及鉴定，记录各自检测结果；其中核酸提取采用实验

室常用的核酸提取试剂，检测前与配套核酸提取试剂进行比较。同时记录病人辅助诊断检查

（如 CRP、PCT、WBC）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讨论 
结果  核酸提取效果比对显示两种试剂盒有较好的一致性。检测的 28 例样本中，14 例检测结

果一致，其中 1 例双阳性，13 例双阴性；2 例仅病原菌培养阳性；7 例仅核酸检测阳性；5 例

检测双阳性，但检出病原菌有差异。 
结论  对于检测下呼吸道病原菌感染，该试剂盒与病原菌培养鉴定相比检测的敏感性高，但对

于标本质量有较高的要求，检测结果应结合临床症状、医生经验以及其他实验指标进行综合分

析。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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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eurotrophin receptor-mediated MAGE 

homology on proliferation and odont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of mouse dental pulp cells 
 

wu qi,qi shengcai,ma ji,li jing,chen fubo,xu yuanzhi,pan qiuhui,wang raorao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Objective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neurotrophin receptor-mediated m
elanaoma antigen-encoding gene homology (NRAGE)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odont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of mouse dental pulp cells (mDPCs).  
Materials and Methods  mDPCs were infected by recombinant lentivirus to stably knockdow
n the expression of NRAGE, and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NRAGE on the mDPCs were detect
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odont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of mDPCs were performed. Simulta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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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ly,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NRAGE and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protein expressi
on were detected.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and locati
on of NRAGE and NF-κB. 
Results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NRAG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odontoblastic
 induction of mDPCs. Knockdown of NRAGE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mDPCs. However, 
knockdown of NRAGE enhanced odont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of mDPCs with up-regulated A
LPase activity. It also promoted mineralisation nodule 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mRNA and pr
otein expressions of ALP, DSPP and DMP1. The protein levels of NF-κB/p50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ereas NF-κB/p105 protein expression decreased in the mDPC/shN
RG group. .Immunofluorescence showed that the relocation of NF-κB was almost similar to t
hat of NRAGE during odontoblastic induction. NF-κB translocated from the cytoplasm into th
e nucleus during this process. 
Conclusion  NRAGE is a potent regulator for proliferation and odont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of
 mDPCs, which maybe though the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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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菌快速鉴定方法探讨 
 
郭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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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 

 

目的  探讨快速、简便的布鲁菌鉴定方法， 为布鲁菌病的及时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应用 Bact／Alert 血培养仪系统进行血或骨髓培养，通过观察报阳曲线对可疑为布鲁菌生

长的培养物通过染色和生化反应进行快速鉴定。有 61 位临床患者的培养物鉴定为布鲁菌，并

对其中 27 株菌按布鲁氏菌标准鉴定方法进行细菌学鉴定和 PCR 方法鉴定分型。 
结果  61 位患者的 64 份培养物在 Bact／Alert 血培养仪培养，需氧瓶阳性报警，细菌生长曲线

有如下特点：迟缓期曲线较平坦，3 天左右阳性报警，生长期曲线短，稳定期曲线平坦。培养

物尿素水解试验阳性，革兰染色阴性球杆菌，柯氏染色红色球杆菌，快速鉴定为布鲁菌。其中

27 株菌进行单相特异性血清凝集试验、染料抑菌试验、噬菌体裂解试验鉴定为布鲁菌羊种，

其中 21 株为羊种Ⅲ型,6 株为羊种Ⅰ型。BCSP31 方法鉴定结果显示 27 株布鲁菌扩增后均出

现 223bp 的特异性条带，鉴定为布鲁菌；AMOS-PCR 方法鉴定结果显示 27 株布鲁菌扩增后

均出现 731bp 特异性条带， 鉴定为羊种布鲁菌。 
结论  传统方法培养鉴定是目前常规检测布鲁氏菌的方法，布鲁菌的快速鉴定可以缩短鉴定时

间 4 8-72 小时，通过与标准鉴定方法和 PCR 方法验证，此鉴定方法鉴定布鲁菌结果可靠快

速。PCR 方法其灵敏度、特异性、分辨力、重复性等都优于传统方法，AMO-PCR 能检测大

部分布鲁氏菌到种可用于布鲁菌的分型，该方法快速、准确，无生物风险，可为临床尽早诊断

布鲁菌病提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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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quency of CD8+ T cells, a potential marker for

 disease activity in primary sjögren's syndrome patie

nts 
 

liu jinl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Zhejia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310014 

 

Backgroun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 lymphocyte subsets in the primary sjogren 
syndrome (pSS) patients was controversial.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role of
 different lymphocyte subsets in pSS patients. 
Methods  Seventy three pSS patients and 73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EULAR S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ESSDAI) was used to assess the disease activity of the p
SS patients. Additionally, cor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lymphocyte subsets and ESSDAI we
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spearman correlation. 
Results   Among the different lymphocyte subsets, only the frequency of CD8+ T cells of pS
S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ealthy controls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ESSDAI 
of the pSS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frequency of CD8 T cells may be a useful indice to estimate pSS disease a
ctivit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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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s2296651 and rs7154439 variants on NTCP gene 

facilitate HBV infection immune recovery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Wu Wennan1,Lin jinpiao2,zeng yongbin2,chen tianbin2,wu shu1,wang qing1,wu yingying1,yang bin2,ou qishui2 

1.First Clinical College，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

y， Fuzhou， China 

 

Objective  Sodium taurocholate co-transporting polypeptide (NTC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
n the enterohepatic circulation of bile acids. Recently, it was identified as a hepatitis B virus 
(HBV) receptor.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NTCP polymorphis
ms with HBV clinical outcomes and disc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TCP polymorphisms 
and the level of serum bile acid in Chinese Fujian Han population. 
Methods  941 Chinese Fujian Han individual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groups: chroni
c HBV infection (586), HBV immune recovery (237)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118). Chronic 
HBV infection group included 246 chronic hepatitis B, 177 liver cirrhosis, and 163 HCC subje
cts. Th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cluding rs2296651, rs4646285 and rs71
54439 were selected from Sanger sequencing and HapMap dataset. Improved multiple ligas
e detection reaction (iMLDR) was utilized to genotype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bile acids wa
s measured by enzymatic cycling method.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rs2296651 (p.Ser267Phe or S267F) CT genotype was observed h
igher in HBV immune recovery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an in chronic HBV infection group
 (P<0.05), and patients who carried allele T exhibited a higher bile acid level than who not (P



216 
 

<0.05). The rs4646285 (p.Thr75=) and rs7154439 are in a strong linkage, the rs7154439 A
A genotype was observed slightly more common in immune recovery group than in chronic H
BV infection group (P<0.05). No difference in serum bile acid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 rs46
46285 and rs7154439 wild types and mutant types.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lymorphisms in the NTCP gene may be associat
ed with the natural course of HBV infection in Chinese Fujian Han population. The variants of
 rs2296651 and rs7154439 may be protective factors to resist chronic hepatitis B progression
 then facilitate HBV infection immune recovery. The S267F variants exhibited a higher bile ac
id concentration in Chinese Fujian Han chronic HBV infection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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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66 在肝癌细胞中通过 PI3K/AKT 和 c-Raf/MEK/ERK 信号通

路抑制泛素 E3 连接酶 βTrCP 和 Smurf1 对 MCAM 起到正调节

作用 
 

陈宇心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肝癌是世界第六大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由于部分缺乏高灵敏度和特异性的工具去

检测肝癌的早期病变，治疗肝癌的方法极其有限。膜蛋白可以作为早期非侵入性诊断肝癌的血

清肿瘤标记物。最近，我们发现 CD166 和黑色素瘤细胞粘附分子 MCAM 这两种膜蛋白可成为

肝癌的血清肿瘤标记物，其在维持肝癌细胞转化表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这两种膜蛋白

之间的关系还不得而知。我们发现，CD166 对 MCAM 的表达有正面影响，而 MCAM 对 CD1
66 却没有任何反馈。 
方法  组织微阵列分析 TMA 也显示 CD166 和 MCAM 之间有较大关联。 
结果  CD166 诱导的抗致癌表型的缺失可以被 MCAM 的过表达所逆转，这表明 MCAM 在 CD
166 诱导的肝脏肿瘤的发生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此外，我们发现 CD166 主要通过保护 MCA
M 免受泛素介导的蛋白的降解来调控 MCAM。CD166 机械地下调两个泛素 E3 连接酶，βTrC
P 和 Smurf1，它们在 MCAM 蛋白失稳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另外，βTrCP 的过表达和 Smurf
1 诱导的转化表型可以被 MCAM 部分逆转，证明 MCAM 是 βTrCP 和 Smurf1 的靶蛋白。同

时，我们发现 c-Raf/MEK/ERK 信号作为 CD166/PI3K/AKT 轴的一个下游影响因子去刺激 βTr
CP 和 Smurf1 的泛素化和失稳。 
结论  总结起来，我们认为，CD166 通过一个从 PI3K/AKT 和 c-Raf/MEK/ERK 信号的活化到

抑制潜在的 MCAM 泛素 E3 连接酶 βTrCP 和 Smurf1 的信号通路来调控 MCAM，阻断这个信

号通路或许对 CD166 和 MCAM 依赖的肝癌有一定的作用。 
 
附注 通讯作者：孙奋勇 sunfenyong@126.com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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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基薄层细胞学联合人乳头瘤病毒 mRNAE6/E7 定量检测宫颈

上皮内瘤变的临床研究 
 

任美英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目的  探讨利用 HPVE6/E7mRNA 检测技术检测妇科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间来我院妇科就诊并行 TCT 检查结果为宫颈上皮内瘤

变的患者 69 例，应用 HPV E6/E7 mRNA 检测技术对感染 HPV 病毒中的癌基因片段 E6、E7
转录子做出定量检测。 
结果   854 例患者中，HPVE6/E7mRNA 定量检测阳性为 114 例，TCT 检查结果为宫颈上皮内

瘤变的患者有 69 例，其中＞ASC-H 组中 HPVE6/ E7mRNA 转录阳性者 20 例，≤ASC-H 组中

HPVE6/ E7 mRNA 转录阳性者 12 例；HPVE6/ E7mRNA 检测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敏感性为 46.
4%，特异性为 89.6%。＞ASC-H 组 E6/ E7mRNA 转录阳性率(60. 6%) 高于≤ASC-H 组(33.
3%)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ASC-H 组 E6/ E7mRNA 转录数(18285.42 ) 高于

≤ASC-H 组( 2890.29)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宫颈细胞学检查为宫颈癌的 H
PVE6/ E7mRNA 转录数明显高于其他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宫颈上皮内瘤变与 E6/ E7mRNA 转录具有相关性，即 HPVE6/ E7mR
NA 的转录与病变的进展程度及细胞的恶性转化密切相关，在宫颈癌筛查中检测 HPVE6/ E7m
RNA 的转录具有潜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34 
 

血常规、血清铁及血红蛋白电泳的联合检测在地贫非高发地

区发现罕见类型地贫的作用 
 

吴蓓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00 

 

目的  通过血常规、血清铁含量及血红蛋白电泳的联合筛查，发现常规基因检测漏检的稀有地

贫。 
方法  抽取本院门诊血液科及妇产科 1142 例患者 EDTA 抗凝外周血及血清。抽提全血 DNA，
以 GAP-PCR 及反向点杂交法进行地贫常见突变基因检测；进行血常规及血红蛋白电泳检测；

Sanger 法测序进行稀有 α-及 β-地贫基因检测；血清进行铁含量测定。 
结果  1142 例标本经常规基因检测，发现 α-地贫患者 245 例（21.5%），；β-地贫 452 例（3
9.6%），αβ 复合地贫 18 例（1.58%）；未检出常见突变的有 427 例。1142 名患者中平均血

红蛋白体积（MCV）或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大于正常参考范围的有 41 例，无一检出地

贫基因；血清铁含量高于正常参考范围且 MCV 不大于正常参考范围的 53 例患者，检出地贫

基因的有 47 例（88.7%），其中 β-地贫 40 例（85.1%）；检出有异常血红蛋白的 41 例，其

中 37 例均为 HBH 病患者，另 4 例为 HbF 含量高的其他类型地贫患者，检出率 100%。1142
名患者中，有 7 名患者血红蛋白结果异常并伴有 MCV 及 MCH 小于正常参考范围，且血清铁

不低于正常参考范围的，虽常规基因检测未发现有突变，经进一步测序分析，均发现稀有突

变，且其中 5 例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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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铁含量高为地贫提示及分类指标，异常血红蛋白出现提示地贫可能,MCV 及 MCH 的

降低是非特异性的地贫筛查指标。此三者联合检查结果异常而常规基因检测未检出地贫基因的

患者，建议进一步进行稀有分型的测序分析。三者联合检测可提高非地贫患者的排除率及地贫

患者的检出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37 
 

LAMP 微流控芯片即时检测骨髓增殖性肿瘤分子标志物的研究 
 

汪骅 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127 

 

目的  研制一款结合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的多位点基因突变检测的微流控芯片 μmLchip，μmLc
hip 组合自主研发的快速提取微量全血基因组 DNA 毛细管即时检测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外周血

中 JAK2 V617F 和 MPL W515K/L 突变。 
方法  建立芯片外 LAMP 检测 JAK2 V617F 和 MPL W515K/L 突变的方法。设计和制作提取微

量全血基因组 DNA 的聚丙烯丝束/毛细管。设计 μmLchip，软光刻技术制作 SU-8 阳模，模塑

法制作 PDMS/玻璃键杂合芯片。收集经临床确诊的 MPN 患者(30 例 ET 和 10 例 PMF）外周

血标本。采用 μmLchip 和非标记探针 HRM 法检测上述标本 JAK2 V617F 基因突变，采用 μm
Lchip 和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上述标本 MPL W515K/L 突变。  
结果  聚丙烯丝束/毛细管可在 15 min 内完成末梢血采集和基因组 DNA 的快速提取。μmLchip
包括流体控制区，引物包被区，扩增及检测区，具备同时快速检测多位点基因突变的功能 。
实时荧光定量法与 μmLchip 检测结果一致。一例非标记探针 HRM 法检测 JAK2 V617F 突变阴

性，芯片法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样本经亚克隆测序，通过挑取 T-A 克隆，经测序确定存在 JAK2 
V617F 突变。 
结论  本研究工作利用自制的 μmLchip 结合聚丙烯丝束/毛细管，实现了 MPN JAK2 V617F 和

MPL W515K/L 突变的同步即时检测。此方法可望成为社区筛查脑卒中患者 MPN 分子标志物

的新技术。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87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在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及其生物学机制的

初步研究 
 
龚志赟

1 卢仁泉
2 江铭磊

1 刘凯
1 谢素红

2 郭林
1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目的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在小细胞肺癌（SCLC）诊断、预后判断及病情监测中的

价值，在此基础上通过 RNA 干扰技术研究其在 SCLC 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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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别收集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良性对照及健康体检者的血清，采用酶免、化学

发光、电化学发光的方法检测其 ProGRP、NSE 值；跟踪收集 SCLC 患者血清，检测其 ProG
RP，同时与临床病史比较；同时收集 SCLC 患者病理组织及癌旁组织，在组织水平观察 ProG
RP 的变化；在细胞水平，通过 RNA 干扰技术来研究 ProGRP 在在肿瘤细胞的发生及生长中

的作用。 
结果 通过酶免、化学发光、电化学发光检测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良性对照四个组别

的 ProGRP，其中小细胞肺癌组的检测值明显高于其他三组（P<0.01），化学发光与电化学

发光也显示良好的相关性（r=0.9455）；ProGRP+NSE 组合可将其灵敏度由 ProGRP 的 72.5
0%及 NSE 的 62.50%提高至 87.50%，跟踪标本显示通过放化疗 ProGRP 数值会大幅下降至

正常水平以下，临床评价完全缓解（PR），但当 ProGRP 又大幅升高时，临床评价由 PR 转

进展（PD）；在组织水平，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ProGRP 在 SCLC 患者病理组织中呈强阳性；

在细胞水平，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ProGRP 基因敲除后的小细胞肺癌细胞株其表达量

明显低于对照（P<0.05），克隆形成实验及 CCK8 均提示 ProGRP 表达下调使得转化细胞增

值能力下降，同时细胞周期发生改变，凋亡增加。 
结论 ProGRP 作为肿瘤标志物显示其良好的生物标志物，在小细胞肺癌的发生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123 
 

A New Semi-Automatic and Unamplified Sequencing 

Method by Digital Fluorescent Hybridization 
 

Ma Xiao Wei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检验科 200127 

 

Objects  To evaluate the new semi-automatic and unamplified sequencing method by digital 
fuorescent hybridization(SFDH). 
Methods  A total of 325 patients were enrolled from April 2015 to December 2015. We genot
yped the CYP2C19(rs4244285，rs4986893) ABCB1(rs1045642) and PON1(rs662) gene by 
Sanger and SFDH.To evaluate the anti-pollution ability of SFDH via different concentration(5
00copies/ul, 5000copies/ul and 10000 copies/ul) CYP2C19(rs4244285) plasmid. 
Results   1)The coincidence rate of SFDH was 100% compared with Sanger Method. 2)SFD
H could suffer 10000 copies/ul external pollution at least. 3)The sample preparation of SFDH
 was less time consuming and easy preserving.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FDH is a rapid, simple, accurate and suitable m
ethod for genotyping.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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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 Bethesda 方法、改良 Nijmegen 方法和空白法检测凝血

因子Ⅷ抑制物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 
 

冯厚梅 李强 许伟珊 陈东妙 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评价改良 Bethesda 方法、改良 Nijmegen 方法和空白法检测血友病 A 患者凝血因子Ⅷ抑

制物的临床应用价值，并探讨凝血因子Ⅷ抑制物检测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改良 Bethesda 方法、改良 Nijmegen 方法和以去离子水替代缓冲液或乏Ⅷ因子血浆

的空白法，分别检测 257 例血友病 A 患者的抑制物水平，以抑制物滴度≥0.60BU/mL 判为阳性

结果，并对三种方法检测结果的阳性率及抑制物滴度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  改良 Bethesda 方法、改良 Nijmegen 方法和空白法的阳性率分别为 79.38%、85.21%和

72.37%。改良 Bethesda 方法与改良 Nijmegen 方法之间相关系数为 0.996（P<0.001），两

种方法的抑制物滴度水平之间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1），阳性率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0.105）；改良 Bethesda 方法与空白法之间相关系数为 0.994（P<0.001），抑制物滴

度水平之间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1），阳性率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79）；改

良 Nijmegen 方法与空白法之间相关系数为 0.994（P<0.001），抑制物滴度水平之间有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P<0.001），阳性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1）。 
结论  改良 Nijmegen 方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改良 Bethesda 方法次之，空白法最差。反应体

系中各凝血因子活性水平的一致性是影响凝血因子Ⅷ抑制物检测的主要因素，而稳定的缓冲体

系也是影响检测结果稳定性、灵敏度及特异性不可忽视的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75 
 

DNA 聚合酶基因在范可泥贫血症家系突变状态的研究 
 

刘宇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通过对范可泥贫血症（Fanconi anemia,FA）家系 DNA 聚合酶基因突变分析，初步观察

其稳定突变位点，为上述疾病易感基因风险突变位点的进一步确定奠定基础。  
方法  1. 对家系先征者 DNA 聚合酶基因家族 POLA、POLB、POLD1、POLD2、POLE、POL
G 测序，检测突变位点，并分析筛选有义突变位点；2. 对家系成员在先征者有义突变区域直接

测序。 
结果 1.FA 患儿 DNA 聚合酶的外显子共有四个突变位点。其中，POLD1 19p13.3-1 3.4 EXON
2 50403975 G>A，密码子由 CGU 变为 CAU,氨基酸由精氨酸变为组氨酸；POLE1 12p24.3 E
XON43-44 132688389 A>G，密码子由 GAG 变为 GGG，编码氨基酸由谷氨酸变为甘氨酸；

2. 家系中患儿的母亲、外祖父发生 POLD1 EXON2 50403975 G>A；家系中患儿的外祖母、

外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二伯、四伯、大姑、二姑、两个堂姐均发生了 POLE1 EXON43-
44 132688389 A>G。 
结论  通过对 FA 家系成员在上述已经筛选出的两个突变位点进行测序，该家族成员广泛携带

这两个突变位点。这两个基因的突变位点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可能为 FA 疾病的稳定突变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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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76 
 

Over-expression of hypermethylated in cancer 1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produces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Shan Menglin,Zheng Jianghua 

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Purpose  In recent years, the incidence of prostate cancer (PCa)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am
ong Chinese males.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hypermethylated in cancer 1 (HIC1) was s
ilenced both in human prostate cancer cells and cancer tissues by DNA methylation of epige
netic modification, which modulated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prostate cancer. Howeve
r,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ole of HIC1 inducing prostate cancer to occur epithelial-m
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remain unclear.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its func
tion in prostate cancer.  
Experimental Design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HIC1 and EMT-related markers
 in PC3 and C4-2B prostate cancer cell lines over-expressing HIC1 respectively (noted PC3
HIC1 and C4-2BHIC1) and the control cells respectively (noted PC3GFP and C4-2BGFP) by 
quantitativ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Wound healing and invasion assays were performed t
o elucidate the function of HIC1 in PCa cell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PC3HIC1 a
nd PC3GFP were injected into the SCID mice and then the tumor tissues were perform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assay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differences of some proteins par
ticipated in EMT. Furthermore, we investigated the linked tumor promoting factors and differe
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regulated by HIC1 with gene microarray analysis. Western b
lot assay were conducted to further detect the expression differences of EMT-associated gen
es and signaling pathway molecules at protein level.  
Results  Over-expression of HIC1 in PCa cells markedly inhibited invasive motility in vitro an
d metastatic potential in vivo. In addition, concomitant with the increase of epithelial marker 
(E-cadherin), the levels of mechamechy markers (Vimentin and Snail) reduced following HIC
1 high expression. Gene microarray analysis found that 267 downregulated genes and 310 u
pregulated genes were commonly identified in HIC1-restoring PC3 and C4-2B cells. GO and 
KEGG pathway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target genes functions and sig
naling pathways including TNF signaling pathway, rheumatoid arthritis, cytokine-cytokine rec
eptor interaction, ECM-receptor interaction, Cell adhesion molecules (CAMs), PI3K-Akt signa
ling pathway. Simultaneously, upregulation of HIC1 in PC3 and C4-2B cells resulted in the in
activation of downstream phosphorylated protein kinase B (p-Akt), phosphorylated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β (p-GSK-3β) and snail signaling.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HIC1 may promote PCa metastasis through indu
ction of EMT process and activation of Akt/GSK-3β/Snail signaling pathwa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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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ebrafish model of acute kidney injury associated 

with infection induced by intravascular bacteria 

injection 
 
Cui Liyan1,Wen Xiaoyan2,3,Morrisroe Seth2,3,Brilli Lauren 2,4,Chen Xiukai 2,3,Hukriede Neil 2,4,Kellum John A2,

3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Peking Univerisity Third Hospital， Beijing， Chi

na 

2.Center for Critical Care Nephrolog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A.， USA. 

3.Department Critical Care Medicin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A.， USA 

4.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Biolog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A.， USA 

 

Objectiv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kidney injury in sepsis.  
Methods  Here we compared inflammatory findings of both bacteria injections into 3 days po
st-fertilization (dpf) zebrafish embryos as well as infection mediated kidney damage.  
Results  We show dose-dependent mortalities for both E. coli and E. tadar intravascular inje
ctions, with E. tadar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E. coli treated animals. We found remarkably de
creased fluorescent dextran uptake and loss of tubule brush boarder occurred as early as 6-
24 hours post injection in E. tadar treated larvae compared to E. coli treated ones as well as 
normal controls. Nephron-specific kidney injury molecular-1 (KIM-1) functions as phagocyte r
eceptor, mediates uptake of dead cells and tissue debris.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KI
M-1 appears at late time points post injection in both groups compared to no expressions in c
ontrol groups. Prolonged expression of KIM-1 in mammalian kidney predicts AKI and malada
ptive repair.    
Conclusion  These analyses have provided new insights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physi
ologic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that lead to kidney injury in the setting of infection and s
ystem inflamm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2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抗 CK18 和 CK19 自身抗体的水平变化及

临床意义 
 

熊银 程贵莲 崔天盆 

武汉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430022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中抗细胞角蛋白 18 (CK18)和抗细胞角蛋白 19 (CK19)
的自身抗体水平变化和检测意义以及香烟烟雾对 CK18 和 CK19 的自身抗体产生的影响。 
方法  收集 COPD 患者血标本 228 例和正常对照血标本 137 例，给予 C57BL/6J 雄性小鼠香烟

烟雾暴露并设立对照组，暴露六个月或九个月后，取其血标本和肺组织。ELISA 检测患者和鼠

的血标本中抗 CK18 和抗 CK19 的自身抗体（IgG,IgA, IgM）水平；HE 染色检测小鼠肺组织

的病理学改变；间接免疫荧光检测小鼠肺组织中的抗体分布；western blot 进一步检测小鼠肺

组织中抗 CK18 和抗 CK19 的自身抗体的存在。 
结果  COPD 患者血标本中抗 CK18 和抗 CK19 的自身抗体(IgG, IgA, IgM)水平明显高于正常

对照(p<0.05)，随着疾病的加重，自身抗体含量增加，尤其 COPDⅢ和Ⅳ期患者抗 CK18 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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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9 的自身抗体升高更为明显。香烟烟雾暴露组小鼠血标本中抗 CK18 和抗 CK19 的自身抗体

IgG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其中抗 CK18 自身抗体 IgM 水平的变化与暴露时间有

关，但与暴露的环境无关。与对照组相比，香烟烟雾暴露小鼠肺组织中抗体分布明显增多，也

证实肺组织中存在抗 CK18 和抗 CK19 的自身抗体。 
结论  抗 CK18 和抗 CK19 的自身抗体是疾病特异性抗体，其循环水平的升高与 COPD 疾病的

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在肺组织损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望作为监测 COPD 肺组织损伤的标

志物，进一步指导 COPD 疾病的治疗和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23 
 

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与 CA724 联合诊断诊断胃肠

道 
 

张磊 毕小云 肖勤 邓小玲 陈特 廖俊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血清人中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的水平与 CA724 诊断胃肠道肿瘤的价值及临

床意义。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对 60 例胃癌患者，60 例结肠癌患者，和 60 例健康人群血清

标本分别进行 proGRP 和 CA724 的检测，通过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结肠癌患者组 proGRP 水平明显高于胃癌患者组和健康人群组， P 值分别为 0.008、0.0
2，但胃癌患者组与健康人群组均无明显差异（P>0.05）。根据 ROC 曲线判断 proGRP 和 C
A724 在结肠癌肿瘤诊断中的最佳分界值（cut-off 值），分别为 123.2pmol/ml、35.2U/ml；其

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proGRP: 45.2/52.9，CA724:44.2/58.9。proGRP 与 CA7
24 联合：58.2/68.9  
结论  proGRP 与 CA724 联合检测 HE4 在诊断结肠癌肿瘤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均高于单独检

测，proGRP 在胃癌患者中的水平无明显上升，proGRP 除了在小细胞肺癌中的诊断中有明显

临床价值外，在结肠癌的诊断中也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与相关文献相符。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51 
 

Circulating long noncoding RNAs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Wang Rui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Object  Colorect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cies in the world and post gre
at threaten to the health of globe populations. The dismal outcome of this disease is partly du
e to the lack of an effective method of timely diagnosis. Recent evidence revealed the poss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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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ty of lncRNAs for the diagnosis of cancers including colorectal cancer. Herein, we designed
 this study to establish a serum lnRNA signature for colorectal cancer diagnosis. 
Methods  We perform microarray analysis between 6 cancer tissues and corresponding adja
cent normal tissues to identify candidate lncRNAs. These lncRNAs were filtered in tissue sa
mples firstly. Then those lncRNA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deregulated were further examine
d in serum samples and then validated in another cohort of serum specimen. LncRNA finally 
identified were assembled to construct a panel, which was developed with a logistic regressi
on model and validated using an independent cohor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ncRNA relative 
expression (based on 2-ΔΔCt method) of each group was determined by Kolmogorov-Smirn
ov test. Data were presented as median (interquartile range).Nonparametric Mann-Whitney 
U-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concentrations of lncRNAs between the CRC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d the area un
der the ROC curve (AUC) were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lected lncRN
A panel to discriminate CRC patients from controls. 
Resul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age, gender, and tumor char
acteristic between the training and the validation sets for the CRC and control group. Four ln
cRNAs were identified with AUCs of 0.638, 0.708, 0.812 and 0.724, respectively. A four-lncR
NA panel was finally established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ith an area un
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of 0.877. The corresponding AUCs of the panel for patients 
with TNM stageⅠ,Ⅱ,Ⅲ were 0.744,0.844 and 0.949,respectively,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
ose of CEA，which were 0.588, 0695 and 0.86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 distinctive serum 4-lncRNA panel for CRC detection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
hed through strictly step-by-step selection procedures in our stud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359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ei RuZhen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545005 

 

 Paperless management has been advocated by many countries in all lines of works for its a
dvantages of saving time and money, making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easier,
 boosting productivity, keeping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more secure and helpin
g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ies,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t
he paperless management in the daily operation. For most laboratories, paperless managem
ent refers to the digitalization of workflows by using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hereinaft
er referred to as “LIS”). Nowadays, LIS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some domestic laboratori
e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in various versions and has brought substantial advances in the la
boratory management. However, most sets of LIS only specify the workflow management of 
medical examination at the pre-analysis, analysis and post-analysis stages. In this sense, Cu
i et al. (2008) once proposed a module of 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herei
nafter referred to as “LIMS”) to realize paperless documentation and operation, but failed to s
uggest any specific operation methods. To meet daily demands on management, Medical Sc
ience Laboratory in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has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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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a set of LIMS software to realize the paperless management o
f the laboratory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This report provides an overall description about the system, and elaborates every single mo
dule and its functions in the management of texts and documents, employee profiles, busine
ss intelligence and tests, shift arrangements, attendance record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relea
ses. It also specifies the operation process for each module. Hence, given the current structu
re and operation of LIMS, this report analyzes the superiorities over other sets of LIS from th
e views of laboratory director, system administrator and laboratory employees in optimizing a
llocation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liberating laboratory director and system administrator fro
m daily routine work and eventually promoting the productivity. Although this LIMS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laboratory for almost a year, there are still some improvements to be made. Th
is report also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on document saving, information releas
e by introducing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employees when promotin
g the new system, and routine maintenance and update, etc.. 
The author hopes this report could serve as a reference to some extent for the laboratory dir
ectors and system administrators in paperless management by LIMS and attracts more atten
tions from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in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researches to discuss and
 share some experiences in the paperless management by LIMS and provide further implicati
on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well-designed LIMS in practices among laborat
orie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24 
 

血小板聚集实验用于监测习惯性流产患者服用阿司匹林疗效

的评价 
 

沈薇 朱蓓丽 宓嗣浩 顾怡 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200127 

 

目的  习惯性流产是一个多因素疾病，其中血液高凝状态被认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孕产

妇用药范围的限制，阿司匹林是目前被认为比较安全的药物，用于抗血小板聚集。本研究旨在

通过血小板聚集实验监测服用不同浓度阿司匹林剂量与血小板聚集功能之间的关系，辅助临床

用药。 
方法  收集仁济医院 2016.3~2016.5 习惯性流产患者 468 例，年龄 25-42 岁，血小板水平>15
0×109/L。空腹采集静脉血 3ml，0.109mol/L 枸橼酸钠 1：9 抗凝，500rpm/min，离心 2.5mi
n，制备富血小板血浆（PRP），3000rpm/min，离心 10min，制备乏血小板血浆（PPP)。使

用海伦娜血小板聚集检测仪，光学比浊法检测，实验诱导 5min，以最大聚集率作为数据统计

依据。以二磷酸腺苷(ADP)和花生四烯酸(AA)为诱导剂，ADP 终浓度为 4umol/mL，AA 终浓

度为 500ug/ml。习惯性流产患者依据每日阿司匹林服用剂量分为 50mg，75mg 和 100mg
组。 
结果  以终浓度 4umol/mLADP 为诱导剂时，习惯性流产患者每日阿司匹林服用剂量 50mg
时，最大聚集率为（76±5.6%），75mg 组为（73±8.6%），100mg 组为（72.1±10.3）；以

终浓度 500ug/mlAA 为诱导剂时，习惯性流产患者每日阿司匹林服用剂量 50mg 时，最大聚集

率为（56±15.6%），75mg 组为（33±17.6%），100mg 组为（22.1±20.3）。ADP 诱导与 A
A 诱导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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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习惯性流产患者服用阿司匹林，用 AA 诱导血小板聚集，血小板 5min 最大聚集率下降明

显，敏感性显著优于同组 ADP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实验。大多数患者在每日服用 75mg 的阿司

匹林剂量下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抗凝效果，近 1 半患者服用 50mg 剂量即有抗凝效果，药物起作

用剂量低于国外报道，探索了临床用药经验。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58 
 

免疫固定电泳在多发性骨髓瘤辅助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鲁真真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免疫固定电泳免疫-削减法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辅助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60 例骨髓涂片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分别对其血清进行免疫固定电泳和特种免疫球

蛋白定量测定，并对两组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在 60 例 MM 患者中，免疫固定电泳检测结果显示 IgG 型占 56.7%（34/60），IgA 型 16.
7%（10/60），IgM 型 18.3%（11/60），单纯轻链型占 5%（3/60）。特种免疫球蛋白定量结

果显示在各型 MM 患者血清中相应免疫球蛋白升高的比例分别为：IgG 为 21/34，IgA 为 8/1
0，IgM 为 11/11。免疫固定电泳对 IgG 型和 IgA 型 MM 患者的检出率明显高于特种免疫球蛋

白定量分析，且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多发性骨髓瘤的实验室诊断中，免疫固定电泳对多发性骨髓瘤的检出率优于特种免疫

球蛋白定量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62 
 

Urovysion FISH法检测尿液泌尿道肿瘤相关基因的异常及在

老年科体检中的应用 
 

李莉 徐苓 谢国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检验科 200092 

 

目的  了解基于 Urovysion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检测尿液脱落细胞中泌尿系统恶性肿瘤

相关性染色体异常在老年科体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1350 例老年科患者的晨尿，采用 Urovysion FISH 法检测尿液细胞中第 3、7、17
号染色体的非整数倍，以及第 9 号染色体长臂 21 区域的缺失。  
结果 1350 例患者中共检测出 3 号染色体异常 55 例（4.07%），7 号染色体异常 68 例（5.0
4%），17 号染色体异常 41 例（3.04%），9 号染色体异常 36 例（2.67%）。经病理证实为

膀胱癌 22 例（1.63），其他泌尿系统恶性肿瘤 16 例（1.19%）。 
讨论  FISH 的特点是方法稳定，可以避免标本处理和固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其另一个优点是

能对结果直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受观察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小。本研究中晨尿中脱落细胞

的数量决定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FISH 检测尿液脱落细胞染色体异常产生了较为满意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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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特异性，与国外的报道结果相类似。3、7、17 号染色体倍体异常，以及 9p21 区段的缺

失在膀胱癌中呈现较高的发生率。尿液脱落细胞 FISH 阳性结果可以预测尿液细胞学可疑及膀

胱镜检阴性的膀胱癌患者的复发和肿瘤的进展，但需要的随访时间较长；染色体的不稳定性与

膀胱癌的发生密切相关，3、7、17 号染色体的多倍体异常，以及 9p21 位点的缺失是膀胱癌最

为常见的拷贝数变异（CNV ）表现，此类异常具有累积性，且在肿瘤获得诊断前 3 年即可被

发现；高分化性肿瘤比低分化性肿瘤有更高的累计性 CNV。  
结论  Urovysion FISH 法对于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以作为老年

科泌尿系肿瘤筛查的一线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83 
 

MiR-299-5p regulates apoptosis through autophagy in 

neurons and ameliorates cognitive capacity in 

APPswe/PS1dE9 mice 
 

张跃其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Abnormalities of autophagy can result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such as Alzheimer’s di
sease (AD). Nevertheless,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autophagy in AD are not well under
stood. Here, we describe our findings that microRNA (miR)-299-5p functions as an autophag
y inhibitor by suppressing Atg5 and antagonizing caspase-dependent apoptosis. We observe
d decreased levels of miR-299-5p both in primary neurons under conditions of starvation an
d in hippocampi of APPswe/PS1dE9 mice. Additionally, low levels of miR-299-5p were obser
ved in cerebrospinal fluid of AD patients. MiR-299-5p treatment resulted in attenuation of Atg
5 and autophagy in primary neurons from APPswe/PS1dE9 mice, N2a cells and SH-SY5Y c
ells, whereas antagomiR-299-5p enhanced autophagy. Atg5 was verified as a direct target of
 miR-299-5p by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97 
 

AraC-Type Regulator Rsp Adapts Staphylococcus aureus 

Gene Expression to Acute Infection 
 

Li tianming,He lei,Liu qian,Wang yanan,Qin juanxiu,Li mi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 an important human pathogen that can cause two categories 
of severe infections. Acute infec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pronounced toxin production, whil
e chronic infections often involve biofilm formation. However, it is poorly understood how S. a
ureus controls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acute versus biofilm-associated virul
ence. We here identified an AraC-typ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 Rsp, that promotes the 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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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tion of key toxins while repressing major biofilm- associated genes and biofilm formation. 
Genome-wide transcriptional analysis and modeling of regulatory networks indicated that upr
egulation of the accessory gene regulator (Agr) and downregulation of the ica operon coding 
for the biofilm exopolysaccharide polysaccharide intercellular adhesin (PIA) were central to t
he regulatory impact of Rsp on virulence. Notably, the Rsp protein directly bound to the agrP
2 and icaADBC promoters, resulting in strongly increased levels of the Agr-controlled toxins 
phenol-soluble modulins (PSMs) and alpha-toxin and reduced production of PIA. Accordingly,
 Rsp was ess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cteremia and skin infection, representing major 
types of acute S. aureus infection. Our findings give important insight into how S. aureus ada
pts the expression of its broad arsenal of virulence genes to promote different types of disea
se manifestations and identify the Rsp regulator a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strategies to control 
acute S. aureus infec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13 
 

CD16 - monocytes was evaluted in active SLE patients 

by ‘‘6 Markers/5 Colors’’ Extended White Blood 

Cell Differential by Flow Cytometry 
 
Wu Ziyan,Zhang Shulan,Zhao Lidan,Fei Yunyun,Wang Li,Li Jing,Wen Xiaoting,Zeng Xiaofeng,Zhang Fen

gchun,Li Yongz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It had long been controversial regarding the distrbution of monocyte subsets in sy
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patients.  The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overall distrbuti
on of different lympholyte and monocyte subgroups in Chinese SLE patients. 
Methods  Atotal of 61 SLE patients and 203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And the immuno
phenotype was conducted by flow cytometry on a five-color flow cytometer (FC500, Beckma
n Coulter) with CytoDiff 6 antibody/5 color  combination (Beckman Coulter) reagents. 
Results  Both percentage and absolute count of CD 16 - monocytes, immature neutrophils, 
mature neutrophils and total neutrophils was higher in SLE patients than that of healthy contr
ols(all, p<0.05). The SLE group had a lower percentage and absolute count ofcytotoxic T/NK
 lymphocytes, T/NK lymphocytes, total lymphocytes (all, p<0.05). Only the percentage of  CD
 16- monocytes and total monocytes could discriminate active SLE from quiescent SLE(p=0.
033, p=0.026 respectively).  And LN group had higher proportion of CD 16- monocytes and t
otal monocytes by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healthy controls (p<0.0001, p<0.0001 respectivel
y). 
Conclusion  CD16 - monocytes and total monocytes were increased in active SLE and LN g
roup.  Also, SLE tended to have lower cytotoxic T/NK lymphocytes, T/NK lymphocytes and to
tal lymphocytes and higher immature neutrophils, mature neutrophils and total neutrophil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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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rrant expression of CCR4 in gastric cancer and its 

role in tumor immunity 
 

Yang Yongmei,Qu ailin,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Here we aimed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 of CCR4 expression between ly-rich G
C and conventional GC, establish co-culture system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regulatory role 
of highly expressed CCR4 in tumor immunity. 
Methods  1. The difference of CCR4 expression between ly-rich GC and conventional GC w
as further explored by IHC.  
2. Generation of SGC-7901 cells transiently overexpressing the full length CCR4 was accom
plished using the plasmid CCR4-EGFP with Lipofectamine. The CCR4 expression was deter
mined by a fluorescence microscope，real-time RT-PCR and FCM, respectively. We establis
hed co-culture systems of SGC-7901 cells overexpressing CCR4 and human PBMC isolated
 from heparinized whole blood by use of Ficoll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3. Then, we detected the co-culture supernatant by using Bio-Plex cytokine assays and the p
roduction of GrzA, GrzB, and perforin in human PBMC by FCM. 
Results  1. More frequently moderate to strong positive staining for CCR4 in lymphocyte-rich
 carcinomas than those in conventional carcinomas (P<0.05)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
opment of lymphoid aggregates with germinal centers that was related to Th2 responses.  
2.The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was confirmed by a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RT-PCR and F
CM at 24 or 48 hours after transfection, respectively. Coculture experiments showed the leve
ls of IFN-γ in the PBMC + CCR4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PBMC + M
OCK groups (P < 0.01) and the PBMC + CCR4 + compound 39 groups (P < 0.05). While the 
IL-10 levels in the CCR4 group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both 
P < 0.01). Significantly, the CD56+NK cells in PBMC + CCR4 groups displayed decreased G
rzA productio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PBMC + MOCK groups (P < 0.05) and the PBMC 
+ CCR4 + compound 39 groups (P < 0.05),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
n GrzB and perforin among each group. 
Conclusions  1. The highly and aberrantly expressed CCR4 in GC cells might negatively re
gulate anti-tumor immunity, which caused a shift towards a Th2 cytokine pattern and inhibite
d secretion of cytolytic effector molecules. 
2. The current study confirmed that CCR4 itself has a regulatory effect on tumor immunity, w
hich wa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reported that CCR4 was indirectly involved in immun
osuppression through its chemiotaxis. Our data provided important evidence that downmodul
ation of CCR4 expression could be a promising immunotherapy for human G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531 
 

Establishing reference interval of anti-dsDNA 

antibody test: A large population-based multi-center 

study in Han population of China 
 
Deng Chuiwen,Zhang Shulan,Hu Chaojun,Li Ping,Wu Ziyan,Chen Si,Li Jing,Li Liubing,Zhang Fengchun,

Li Yong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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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s  Accurate definition of reference interval of laboratory indices is essential for clini
cians to interpret laboratory results and make clinical decisions, while few researches of auto
antibodies was done. We aim to establish reference interval of anti-dsDNA antibody tests for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880 apparently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enrolled from 4 hospitals repre
senting Han population of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 of China. Anti-dsDNA antibody was m
easured using two analytical systems mainly used in China. The individuals were stratified by
 gender and age, and the reference interval was obtained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age- and gender-dependent reference interval for anti-dsDNA antibody of Chin
ese Han population is reported.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exploration of the reference interval of anti-dsDNA antibody. W
e have established the reference interval of anti-dsDNA antibody and can be used in Chines
e Han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75 
 

上海一家三级教学医院艰难梭菌的临床和分子流行特征 
 

秦娟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研究上海教学医院艰难梭菌的流行传播及分子特征，分析病人的临床信息，从而系统全

面地了解上海教学医院艰难梭菌感染现状。 
方法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8 月，收集仁济医院临床怀疑为 CDI 的粪便标本进行选择性培养

和鉴定。利用 MLST 调查艰难梭菌菌株的传播、PCR 的方法检其毒力基因和琼脂稀释法测定

药物敏感性，同时将 ST81 型艰难梭菌感染的病人与非 ST81 的病人进行临床特征比较分析流

行菌株 ST81 型艰难梭菌的感染特点。 
结果  本次共计收集粪便标本 798 份，分离出艰难梭菌 91 株，其中非产毒株为 11 株，产毒株

为 80 株，CDI 的阳性率为 10%（80/798）。临床分离的 91 株艰难梭菌被分成 26STs，多样

性为 28.6%（26/91），本医院主要流行的菌株为 ST81 型的艰难梭菌，占总数目的 30.8%（2
8/91）。80 株产毒株对克林霉素、莫西沙星和四环素的耐药率为 56.3%、32.5%和 6.3%，有

1 株对甲硝唑耐药，所有菌株均对氯霉素、氨苄西林、万古霉素和美罗培南敏感。ST81 型艰

难梭菌与非 ST81 型艰难梭菌相比，对克林霉素和莫西沙星的耐药率高（71.4%和 48.1%，P=
0.03；67.9% 和 13.5%, P< 0.01）。不同科室内检出的艰难梭菌型别组成不同。艰难梭菌主

要在消化内科和急诊内科检出，这两科室的主要流行菌株均为 ST81 型艰难梭菌。将 25 例 ST
81 型艰难梭菌感染的病人和 34 例非 ST81 型的病人进行了临床信息的比较。ST81 型组的病

人与非 ST81 型组的病人相比，平均年龄较大（68.4±15.7 vs 47.0±21.2,P<0.01）,>65 岁的病

人较多（60.0% vs 20.6% ,p=0.03），且基础病较多（2.8±2.1 vs 0.7±1.0，P <0.01）。通过

评估 CDI 的严重程度，发现 ST81 型组病人的粪便中检出白细胞和隐血的机率比非 ST81 组病

人例数少（4% vs 24.7%, p=0.03 和 8% vs 47.1%, p<0.01)。 
结论  本医院 ST81 型的艰难梭菌不仅检出数目最多同时在多科室检出，其对克林霉素、莫西

沙星的耐药率均比非 ST81 型的艰难梭菌高。ST81 型的艰难梭菌较非 ST81 型菌株相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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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染基础病较多的老年患者，但引起的临床症状没有非 ST81 型的严重。应密切关注该型艰

难梭菌在本医院的克隆传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15 
 

Characteristics of carbapene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as a cause of neonatal infec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Shao chunhong,jin yan,Wang Yong,Zhang Bingchangg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
ated from neonatal infection.  
Methods  We enrolled 37 non-repetitive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positi
ve newborns hospitalized in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China from April 2011 to October 
2013.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as assayed by the agar dilution method and the E-test.
 All antibiotics, except tigecycline and colisin, were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 approved sta
ndard of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2014 guidelines. We used the 20
14 
European Committee o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breakpoint for colistin and tigect
cline. All isolates were screened for carbapenemase production by the modified Hodge test 
(MHT) and imipenem-EDTA double-disc 
synergistic test. Resistance genes were assessed by PCR and DNA sequence analysis. Puls
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determined the 
genotypes and homology of these isolates. Plasmids were analyzed by the S1 nuclease PFG
E (S1-PFGE) and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We examined the outer membrane proteins by P
CR and SDS-PAGE.  
Results  From April 2011 to October 2013, 37carbapenem-resistant K. pneumoniae samples
 were isolated from neonatal inpatients in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in Jinan, China. Of th
ese, 32 isolates were from sputum specimens, 3 were from umbilical secretions and 2 were f
rom blood. There were 31from the neonatal department, 5 from the pediatric ICU and 1 patie
nt from the cardiac ICU. These patients included 23 males and 14females. The 31 patients fr
om the neonatal ward were all premature with low birth weight and neonatal pneumonia.  All 
the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and piperacillin-t
azobactam. Tigecycline, colistin, levofloxacin and amikacin were active against all the isolate
s.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rates of gentamicin, aztreonam,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and fosfomycin were 13.51%、48.64%、78.38% and 86.4
9%, respectively. The 37 carbapenem-resistant K. pneumoniae were all positive in the EDTA
 synergistic test. Seven were positive or weakly 
positive in the modified Hodge test (MHT) for a positive rate of 18.92%. Of the 37 cases, 25 i
solates (67.57%) were blaNDM-1 positive, 13 isolates (35.14%) were blaIMP-4 positive and 
1 isolate (2.70%) was blaIMP-8 positive. Two 
isolates carried both blaNDM-1and blaIMP-4. The isolates carried 2-4 plasmids and blaNDM-
1and blaIMP-4was transferable. The SDS-PAGE data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no absence o
f outer membrane proteins. PF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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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ed 7 distinct clusters, and MLST assigned ST 20, ST17, ST54, ST705, and ST290 seq
uences, which showed that there was clone and plasmid spread between newborns.  
Conclusion  The main resistant mechanism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was that the isolates carried carbapenemase of blaNDM-1 and blaIMP-4. This survey highlig
hts early detection of these genes and will be helpful in prevention and infection control.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50 
 

患者血液标本中 Rothia aeria 的分离鉴定与系统发育分析 
 

曹敬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总结近年来新发的机会性病原菌 Rothia aeria 引起的血流感染的临床与实验室鉴定特

点，为临床诊疗提供帮助。 
方法  复习由该菌引起的血流感染病例，综合其形态学特征、生化特性、MALDI Biotyper 质谱

和 16S rRNA 序列相似性和系统发育分析对该菌进行分离培养、鉴定和药敏试验。 
结果  Rothia aeria（Genbank 登录号为 KF691779）引起的血流感染为国内首例报道，经质谱

和 16SrRNA 可准确鉴定 Rothia aeria。药敏结果显示其对左氧氟沙星、青霉素、氨苄西林、

红霉素、庆大霉素、亚胺培南、哌拉西林和头孢他啶敏感。临床根据药敏结果选用氨苄西林舒

巴坦足量足疗程治疗，患者好转出院。 
结论  Rothia aeria 引起感染临床少见，16SrRNA 和质谱能准确鉴定 Rothia aeria，血培养对

病原诊断有重要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55 
 

Staphylococcal Protein A Promotes Colonization and 

Immune Evasion of the Epidemic Healthcare-associated 

MRSA ST239 
 
Hong Xufen1,2,Qin Juanxiu1,Li Tianming1,Dai Yingxin1,Wang Yanan1,Liu Qian1,He Lei1,Lu Huiying1,Gao Qian
qian1,Lin Yong2,Li Min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

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Huashan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

sity， 12 Central Urumqi Road， Shanghai， China 

 

The highly successful epidemic of healthcare-associate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HA-MRSA[ST1] ) ST239 is a growing concern worldwide, due to its progressive ada
ptation to the highly selective environment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HA-MRSA ST239 displa
y the reduced virulence and successfully colonize in hospital settings, while the emergent co
mmunity-associated MRSA (CA-MRSA) maintain full virulence and cause infections in the co
mmunity environment. Our aim was to investigate what enables S. aureus ST239 to be hig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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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daptive under hospital circumstances and gradually progress to a series of widespread in
vasive infections. We found that spa expression of HA-MRSA ST239 is much higher than tha
t of CA-SA ST398. And we discovered that the highly production of staphylococcal protein 
A (SpA), having no concern with spa gene structure, enhances nasal colonization and cell ad
hesion in ST239. S. aureus ST239 defends against the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by resisti
ng phagocytosis and inducing apoptosis of B cells through expression of surface-anchored a
nd released protein A, facilitating its dissemination within the circulatory system to other orga
ns. Protein A also plays another key role in subverting the host immune response through its 
ability to induce early shedding of TNF-α receptor 1 (TNFR1) from phagocytic cells. The incr
eased levels of soluble TNFR1 present during experimental S. aureus ST239 infection may n
eutralize circulating TNF-α and impair the host inflammatory response. Protein A is also a vir
ulence factor, as tested in our bacteremia[ST2]  model in mice, contributing to the durative tis
sue damage of abscess formation sites in ST239 infection. These functions of protein A even
tually benefit to widespread infections of S.aureus ST239. We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Stap
hylococcal Protein A may be a crucial determinant in the colonization and immune evasion of
 ST239 infections, contributing to persistent spread in the hospital settings. These results sug
gest that antibodies against protein A may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tre
atments against S. aureus, especially HA-MRS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73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液循环 DNA 含量及完整性的研究 
 

周娜 谢丽 宋现让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研究一种方法，不经过 DNA 提取步骤，直接对血液中的循环 DNA 进行定量，可以去除

DNA 提取试剂盒和操作人员差异造成的 DNA 提取误差；通过比较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和健康人

的循环 DNA 的含量及完整性，来评价循环 DNA 含量及完整性用于诊断 NSCLC 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通过提取和免提取 cfDNA 直接定量的两种方法来对比检测 cfDNA，比较扩增效率，精密

度及准确度。用免提取的方法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及健康人的循环 DNA 进行定量，分析比较

两组的完整性指数的区别。 
结果 （1）我们直接用血清进行定量 PCR，不影响 PCR 反应，扩增效率与提纯 DNA 一致，

可精确检测出低至 ng 水平的血清游离 DNA，检测范围 1-10000ng/ml，本方法具有较高的准

确度及精密度。相比先用试剂盒提取，再定量，在稳定性、重复性等方面都有显著改善。

（2） NSCLC 病人组及健康对照组的 cfDNA 含量中位数（四分位距）分别为 212 (622.25) ng
/ml 和 65.4 (290.65) ng/ml，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完整性指数（DII）的中位

数（四分位距）分别是 0.0764 (0.276) 和 0.066(0.186)，两组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P>0.0
5。（3） cfDNA 含量和完整性指数（DII）在不同性别、年龄及肿瘤病理类型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而在不同病理分期的组间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4） 循环 DNA 含量用来区分 NS
CLC 患者和健康人群的 AUC 是 0.659，此时的敏感性为 72.3%，特异性为 59.5%，cut-off 值
为 87.5 ng/ml。 
结论（1） 免提取 cfDNA 定量 PCR 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及精密度，线性范围能够达到 1-
10000ng/ml，与试剂盒提取法相比，在定量结果稳定性、重复性等方面都有显著改善。（2） 
基于 LINE1 基因的免提取定量 PCR 方法，能够很好地对 NSCLC 病人的血液循环 DNA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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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完整性进行测定。（3）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循环 DNA 含量显著高于健康人；NSCLC 病人 cf
DNA 含量、完整性指数（DII）与患者的病理分期相关，分期越早，含量及完整性越低，提示

检测此标志物水平有助于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cfDNA 含量用于诊断 NSCLC 的灵敏度是 72.
3%，特异度是 59.5%，cut-off 值为 87.5 ng/ml，此时 ROC 曲线下面积是 0.659。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742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Hepatitis B Virus Core-

Related Antigen and HBV-DNA in 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hen Shipeng1,2,Jia Jian'an1,Li Huiming1,Fang Meng1,Gao Chunfang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Eastern Hepatobiliary Surgery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

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PR China 

2.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PR China 

 

Objective  Combined in HBcrAg, the HBcAg, HBeAg and an artificial core-related protein (p2
2cr) are all products of the precore/core gene and sharing an identical 149 long amino acid s
eque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HBcrAg concen
tration and HBV-DNA load.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fifty-nin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Eastern Hepatobiliary Surger
y Hospital from February to May 2016. Serum HBcrAg were measured by Chemiluminescen
ce Enzyme Immunoassay (CLEIA) and HBV-DNA was measured by using a sensitive polym
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 Serum Hepatitis B Virus Markers were tested by using Chemilu
minescence Microparticle Immuno Assay(CMIA).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oup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Serum Hepatitis B Virus Markers: 
A group (HBsAg+/HBeAg+/HBcAb+) , n=184;    
B group (HBsAg+/HBeAb+/HBcAb+),n=32; 
C group (HBsAg+/HbsAb+),n=22; 
D group(HBeAg+/HBeAb+),n=21;  
Results  Serum average HBcrAg concentrations of all 259 patients is (5.88±1.24logU/ml). O
verall,  HBeAg showed a weak correlation with HBV-DNA levels(r=0.192, p<0.01), while HBc
rAg showed a good correlation with HBV-DNA levels (r=0.452, p<0.01). The concentrations o
f HBcrAg and HBeAg both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HBV-DNA levels in
 group A (r= 0.609,p<0.01,and r=0.578,p<0.01 respectively).The concentrations of HBcrAg al
so showed a good correlation with the HBV-DNA levels in B group (r=0.520，p<0.01). On th
e contrary, we only documented a moderat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BeAg levels and 
HBV-DNA levels in this group (r=-0.20, p=0.272). Similar with the B group, the concentration
s of HBcrAg in the C group showed a good correlation with the HBV-DNA levels (r=0.535,p<
0.01), while HBeAg showed a moderate correlation with HBV-DNA levels(r=0.207，p=0.354).
Meanwhile, the concentrations of HBcrAg and HBeAg both showed good correlation with the 
HBV-DNA levels in D group (r= 0.685,p<0.01,and r=0.554,p=0.00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HBcrAg has been suggested as a novel marker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And in the HBeAg-positive group (A and D groups ) , both HBcrAg and HBeAg have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HBV-DNA. However, HBcrAg can showed a much better correlation with HB
V-DNA than HBeAg in the B and C groups. Especially, HBcrAg can still be able to exhibit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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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correlation with HBV-DNA in HBeAg-negative patients. We here documented that 
HBcrAg levels showed a nice overall correlation with HBV-DNA concentration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84 
 

血清 AFP、AFP-L3 与 GP73 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探讨 
 

胡敏华 陈燕 郑瑜宏 余小龙 陈岩松 林莺莺 

福建省肿瘤医院检验科 350014 

 

目的  探讨血清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及高尔基体糖蛋白 73(GP73)检测诊

断原发性肝癌(PHC)的价值。 
方法  选取 10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肝癌组)，55 例肝硬化患者(肝硬化组)和 95 例体检者(健康

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三组 AFP，AFP 阳性者(>20μg/L)采用微量离心柱法检测 AF
P-L3，并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GP73。 
结果  AFP、AFP-L3 和 GP-73 在肝癌组的检测值均明显高于肝硬化组、健康对照组(P 均<0.0
5)；AFP 单项诊断 PHC 的曲线下面积(AUG)为 0.902，95%置信区间(95%CI)为 0.856~0.94
8，灵敏度 67.0%，特异性 90.7%，准确度 81.2%；AFP-L3 单项诊断的 AUG 为 0.970，95%
CI 为 0.949~0.990，灵敏度 37.0%，特异性 100.0%，准确度 74.8%；GP73 单项诊断 AUG
为 0.923，95%CI 为 0.882~0.964，灵敏度 56.0%，特异性 98.0%，准确度 81.2%；三者联合

检测对 PHC 诊断的灵敏度提高为 78.0%，特异性为 90.0%，准确度为 85.2%；单项与联合检

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单项检测诊断原发性肝癌 AFP-L3(%)优于 GP73 和 AFP，三项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原发

性肝癌的诊断敏感度和正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08 
 

中国成人主要心血管风险因子的发病率及成簇情况调查 
 
吴洁

1 徐涛
2 程歆琦

1 吴卫
1 邱玲

1 朱广瑾
3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检验科 

2.中国医学科学院 基础医学研究所 流行病与统计学系 

3.中国医学科学院 基础医学研究所 病理生理学系 

 

目的  心血管疾病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群首要的死亡原因。虽然已有研究探讨中国成人心血管风

险因子的发病率，但这些人群未能涵盖所有成年人年龄段，并且未能包括少数民族人群，不具

有中国人群代表性。本研究旨在评估当前中国成人（包括多个少数民族）中五种主要心血管风

险因子的发病率及成簇情况。 
方法  本研究人群来自于一项从 2007 年到 2011 年间的横断面调查，包括全国六省的代表性样

本 23010 例，含汉族和 7 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年龄≥18 岁。对这些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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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并采集空腹静脉血进行常规生化项目检测，进一步评估人群中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

常，超重和吸烟等五项传统心血管风险因子的发病率。 
结果  中国成人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超重和吸烟的发病率分别为 24.3％，4.3％，49.
3％，32.0％和 21.7％。这些心血管风险因子与性别，年龄，地区，民族和受教育程度均显著

相关。总体而言，中国成年人中存在至少 1 个风险因子的比例为 70.3％，至少 2 个的比例为 4
0.3％，3 个及以上的比例为 16.7％。与女性、南方人和城市居民相比，男性、北方人和农村

居民更可能出现心血管风险因子聚集。与汉族相比，回族，蒙古族居民更容易出现心血管风险

因子聚集，而土家族和苗族居民出现风险因子聚集的几率最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女

性心血管风险的发生率逐渐下降。 
结论  中国≥18 岁的人群中，心血管风险因子的发病率及成簇出现的几率仍然很高，尤其是男

性以及生活在北部和农村地区的人。不同民族人群之间心血管风险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应采

取有针对性的、加强的干预措施，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减少因心血管疾病带来的经济负

担。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70 
 

Association study of rs924080 and rs11209032 

polymorphisms of IL23R-IL12RB2 in a Norther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with Behcet's disease 
 
qin xue1,2,Xu Juanjuan1,2,Wu Ziyan1,Sun Fei1,Chen Hua1,Zheng Wenjie1,Li Shan1,Li Ping1,Chen Si1,Shen Mi
ng1,Zhang Wen1,You Xin1,Wu Qingjun1,Zhang Fengchun1,Li Yongzhe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s  Two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have identified the IL-23 recepto
r- IL-12 receptor β2 (IL23R-IL12RB2) as the susceptibility locus in Turkish and Japanese pop
ulation with Beh?et’s disease (BD). We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 of this region with BD in 
a Norther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407 patients with BD and 421 healthy controls were genotyped for single
 nucleotide  olymorphisms (SNPs) rs924080 and rs11209032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
y system.   
Resul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ith BD were detected at two SNPs namely, rs
924080 and rs11209032, both, by allele analysis (OR = 1.58 95% CI = 1.25-2.00,Pc = 2.52×
10-4, and OR = 1.45, 95% CI = 1.19-1.76, Pc = 3.46×10-4, respectively), and genotype analy
sis (Pc = 1.22×10-3 and Pc = 1.77×10-3,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genotyp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for these SNPs under the additive, dominant and rece
ssive models (all Pc <0.05). A meta-analysis also appeared to support the association of the 
two SNPs with BD. 
Conclusion  SNPs (rs924080 and rs11209032) of the IL23R-IL12RB2 gene were found to b
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D in a Norther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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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73 
 

Associations between EB virus infection and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Guo Junying,Zheng Yuhong,Cui Zhaolei,Xin Xiaoqin,Li Xiaoli,Chen Y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Tumor Biotherapy，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Teaching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50014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XRCC1 Arg399 Gln polymorphism and naso
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risk.  
Methods  Genome DN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whole blood and amplified via PCR. The pr
oducts were sent for sequencing to confirm the genotype of XRCC1 Codon399. The S/CO va
lue of EBV antibodies were evaluated using ELISA. Results  VCA-IgA, EA-IgA and Rta-IgG 
positive is regarded as a high 
risk factor in NPC occurrence, especially that single VCA-IgA positive seemed to be achieve
d the highest OR value of 26.526. The OR value of patients with XRCC-1 Arg399Gln GG gen
otype was more higher that those AA genotype; XRCC-1 Arg399Gln single nucleotide polym
orphisms revealed remarkable correlations with EB virus infection in the occurrence of NPC 
(OR=20.755, 95%CI: 5.312-81.094).  
Conclusions  Arg399Gln GG genotyp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usceptibility of NPC; there w
ere interactions between XRCC1 Arg399Gln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nd EB virus i
nfection in NP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92 
 

红景天苷通过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影响小鼠 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向神经元细胞定向分化 
 

朱晓娟 

单县中心医院检验科 274300 

 

目的  以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系 D1 细胞为研究对象，探讨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介导的红

景天苷诱导 D1 细胞向神经细胞的定向分化。 
方法  实验分为对照组（D/F12 完全培养基）和红景天苷诱导组（100 μg/mL+ D/F12 完全培

养基）. 将细胞分别诱导 12、24、48 和 72 h 后，采用细胞免疫荧光化学染色方法检测 β-cate
nin 和 Gsk-3β 的阳性细胞率。 利用红景天苷分别诱导 MSCs 1， 2， 8， 12， 24， 48 和 72
h 后，利用实时 PCR 技术检测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关键信号分子 wnt3a、Axin2、Lrp6
和 Gsk-3β mRNA 的表达；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分析 D1 细胞诱导 12、24、48 和 72 h 后，

β-catenin 和 Gsk-3β 蛋白的表达；运用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特异性阻断剂 DKK1 阻断 Wnt/
β-catenin 信号通路，Western blot 方法分析红景天苷对 β-catenin 和 NSE 蛋白表达的影响。 
结果  红景天苷诱导 24 h 时 β-catenin 的阳性率可达 55.76 %，与其他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诱导 24 h 后 Gsk-3β 的阳性率与其他时间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实时 PCR 检测结果显示，红景天苷诱导 MSCs 不同时间能促进 Wnt/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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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nin 信号通路中关键信号分子 Wnt3a、Axin2、Lrp6 和 Gsk-3β mRNA 的表达，诱导不同

时间 Wnt3a、Axin2、Lrp6 和 Gsk-3β mRNA 的表达不尽相同。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红景

天苷诱导 D1 细胞 12 h 和 24 h 时 β-catenin 蛋白的表达明显上调，且与其他组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作用时间的延长，Gsk-3β 蛋白的表达增加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阻断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后，β-catenin 和 NSE 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下调。 
结论  红景天苷能诱导 D1 细胞定向分化为神经元样细胞，红景天苷通过激活 Wnt/β-catenin 信

号通路实现其诱导 MSCs 向神经细胞定向分化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93 
 

糖代谢异常患者肝脏病理特征 
 

卞华 常薪霞 颜红梅 夏明锋 邵文琦 朱小鹏 徐曦 孙艺璇 潘柏申 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采用肝脏病理活检，了解糖代谢异常患者中 NAFLD 的严重程度，以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对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伴有糖代谢异常的 NAFLD 患者 106 例进行肝组织病理活检，采

用 NAS 积分和肝纤维化分级了解其是否罹患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炎症、纤维化

程度。  
结果 1) 106 例伴有糖代谢异常的 NAFLD 患者纳入研究，其中 IGR 组 24 例，T2DM 组 82 例,
年龄 45.5±14.4 岁，糖尿病病人糖尿病病程 2（0-3）年，BMI 28.3±4.5 kg/m2，腰围 96.3±11.
2cm， FPG6.0±1.5mmol/L，2hPG 12.5±4.4mmol/L，HbA1c 7.1±1.9 %，ALT 78（52-124）
U/L，AST 49（32-68）U/L，GGT 59（39-85）U/L。  
2) 肝脏病理活检结果显示：所有受试者中确诊 NASH（NAS 积分≧5 分）者 72.4%，可疑 NA
SH（NAS 积分 3-4 分）者 23.0%，NAS 积分 5.0（4.0-6.0），50.5%存在进展性纤维化（S
≧2），S 分级为 1.0（0.0-2.0）；T2DM 中确诊 NASH 者 74.1%，可疑 NASH 者 24.7%，56.
8%为进展性纤维化；IGR 中确诊 NASH 者 66.7%，16.7%为可疑 NASH，29.2%为进展性纤

维化。T2DM 和 IGR 中肝脏炎症及纤维化比例远高于糖代谢正常人群中分别 20-30%的比例。

T2DM 中 NAS 积分≧5 分比例，NAS 积分，进展性纤维化比例，S 分级均高于 IGR 组（P 均<
0.05）。  
3) 肝酶正常者共 49 例：所有受试者确诊 NASH 者 65.3%，可疑 NASH 者 24.5%，42.8%存

在进展性纤维化；T2DM 中确诊 NASH 者 73.6%，可疑 NASH 者 23.7%，50.0%为进展性纤

维化；IGR 中确诊 NASH 者 40.0%，20.0%为可疑 NASH，20.0%为进展性纤维化。  
结论  糖代谢异常的 NAFLD 患者肝脏组织学病变严重，普遍存在炎症及纤维化。肝酶正常并

不能排除炎症、纤维化的存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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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61 participat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rtheumatoid 

arthritis by promoting proIL-B production in 

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s 
 
zhu xianjin1,li ningli2,lu pingxia1,cao yingping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 

 

IL-1β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We previously show
ed that Cyr61 participates in RA pathogenesis as a proinflammatory factor. Here, we found t
hat the levels of IL-1β and Cyr61 were higher in RA SF than in osteoarthritis (OA) SF. IL-1β 
mRNA and proIL-1β protein levels were remarkably increased in Cyr61-stimulated FLS; how
ever, IL-1β was hardly detectable in the supernatant. We also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adenosi
ne triphosphate (ATP) in SF and S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RA patients and that the le
vel of IL-1β in supernatants from Cyr61-activated F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en we added
 exogenous ATP to the culture. Mechanistically, Cyr61 induced proIL-1β production in FLS vi
a the AKT-dependent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nd ATP caused Cyr61-induced proIL-1β to 
generate IL-1β in a caspase-1-dependent manner. Our results reveal a novel role of Cyr61 in
 RA that involves the promotion of proIL-1β production in FL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44 
 

残余胆固醇评估急性冠脉综合症风险的应用 
 

汪萍 毛剑虹 陆一闻 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检验科 200092 

 

目的 研究残余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对缺血性心脏病和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的临床应用

评估。 
方法 利用生化方法检测 293 例稳定性心绞痛患者(SA 组)、115 例非高血压的急性冠脉综合症

患者和 72 例合并高血压的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和 91 例疾病对照组患者的总胆固醇(TC)、甘

油三酯(TG)、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LDL-C)和脂蛋白 ap
oB，残余胆固醇由 TC 减去 HDL-C 和 LDL-C 所得，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由 T
C 减去 HDL-C 所得，并对残余胆固醇与 TC、LDL-C、HDL-C、non-HDL 的相关性进行分

析。比较残余胆固醇、LDL-C、no-HDL 在稳定性心绞痛、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中的差异。 
结果 残余胆固醇在高浓度区男性多于女性，而 LDL-C 分布不存在性别差异（P>0.05）；与 n
on-HDL 相关性更好（P<0.05），与 LDL-C 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P>0.05）。残余胆固醇在

SA 组、ACS 组、ACS 合并高血压组均与疾病对照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冠心病及 ACS 患者的 ROC 曲线分析，残余胆固醇最佳，其次分别是 non-HDL、LDL-C、T
C、HDL-C。 
结论 残余胆固醇和 LDL-C 均与缺血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症的发生相关。残余胆固醇是缺

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因子，冠脉疾病尤其合并高血压患者残余胆固醇水平的降低更为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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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91 
 

外周血清聚集素水平与阿尔兹海默疾病的相关研究 
 
贺勇

1 陈丹
2 周易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目的  探讨外周血清聚集素(clusterin，CLU)在阿尔茨海默病(AD)中的水平及意义。 
方法  纳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5 月门诊及住院 AD 患者 38 例，健康对照

52 例，收集其外周血血清，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AD 组与健康对照

组外周血清聚集素水平。 
结果  健康对照组男性外周血清聚集素水平为 36.85（14.45,50.76）mg/ml，女性为 29.61（1
7.29,46.41）mg/ml，男性高于女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577，p=0.564）；健康对照

组＜70 岁与≥70 岁亚组外周血清聚集素水平分别为 35.48（19.31,45.32）mg/ml、29.44（16.
26,49.69）mg/ml，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593，p=0.554）；健康对照组老年人外周

血清聚集素水平与年龄之间无相关性（r=0.055，p=0.699）。AD 组中＜80 岁与≥80 岁亚组外

周血清聚集素水平分别为 51.78（29.83,80.18）mg/ml 和 45.36（26.50,68.54）mg/ml，两者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719，p=0.472）；AD 组中男性外周血清聚集素水平为 41.41
（28.19,70.47）mg/ml，女性为 45.24（28.57,68.22）mg/ml，女性高于男性，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z=-0.175，p=0.861）；AD 组外周血清聚集素水平与年龄之间无也相关性（r=-0.26
5，p=0.108）。AD 组外周血清聚集素水平为 44.27（28.72,68.09）mg/ml，显著高于对照组

的 35.35（17.61,48.81）m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44 , p=0.032）。 
结论 外周血清聚集素水平可能与年龄、性别无关，AD 患者聚集素水平明显升高，CLU 在 AD
发病机制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测定外周血清聚集素水平可能为诊断 AD 及研究 AD 发病机制

提供一定的帮助。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96 
 

Association studies of IRF5, IRF8 and BANK1 

polymorphism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in Han Chinese 
 
Li Jing,Li Jing,Sun Fei,Li Yuan,Hou Yong,Wu Ziyan,Chen Si,Wen Xiaoting,Zhang Fengchun,Li Yongz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Systemic sclerosis (SSc) is a fibrotic autoimmune disease in which the genetic co
mpon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the IRF5, IRF8 
and BANK1 gene have been related to susceptibility for different autoimmune diseases in Ca
ucasian population. Whether the polymorphisms in the IRF5, IRF8 and BANK1 contribute to t
he development of SSc in Asians has not been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whet
her SNPs in the IRF5, IRF8 and BANK1 gene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SSc in Chinese Han. 
Methods  The SNPs in the IRF5 (rs4728142), in the IRF8 (rs11642873) and in the BANK1 (r
s12512304, rs17266594, and rs10516487) were genotyped in a cohort composed of 960 SS
c patients and 1070 healthy controls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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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rs4728142 in IRF5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Sc in the allelic an
d genotypic frequencies (p =1.35×10-4and p=1.47×10-4). In addition, the rs4728142 in IRF5 
was especi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anti-Scl-70 antibody and ILD (p=2.77×10-4 and p=6.64×1
0-4). Interestingly, the rs4728142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SSc patients without PAH (p=7.7
×10-4). Moreover, the rs10516487 of BANK1 was especially associated with SSc patients wit
hout ILD, PAH and the anti-Scl-70 antibody (P<0.05). The rs11642873 in the IRF8 was asso
ciated with PAH (p=0.01).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s4728142 of the IRF5 region was associated wit
h the development of SSc (SSc/ILD, SSc/PAH and SSc/ATA) in Han Chines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09 
 

DNA 微阵列技术检测不同 HCY 水平患者 MTHFR 基因多态性 
 

林裕龙 张婷 胡国艳 

广州市脑科医院 510370 

 

目的  检测不同水平同型半胱氨酸（HCY）患者 5,10-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基因

第 677 核苷酸的突变频率，探讨 MTHFR 基因多态性与不同 HCY 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以 HCY 大于 15 μmol/L 的受检者（435 例）作为实验组，将实验组按照 HCY 水平分成

四组，15 μmol/L＜HCY≤20 μmol/L 为 1 组，20 μmol/L＜HCY≤25 μmol/L 为 2 组，25 μmol/L
＜HCY≤30 μmol/L 为 3 组， HCY＞30μmol/L 为 4 组，同时以 HCY≤15 μmol/L 的人群（229
例）为对照组。用 DNA 微阵列技术检测实验组和对照组 MTHFR 基因第 677 核苷酸的突变，

统计分析各组 MTHFR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  
结果  MTHFR 基因 677 位核苷酸由 C 变异为 T 与 HCY 水平显著相关（χ2=180.16，P＜0.00
01），且随着 HCY 水平升高 T 等位基因频率呈增大趋势，经线性趋势检验有统计意义（χ2=1
56.67，P＜0.0001）；同时，单独 1 组与对照组比较，MTHFR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没

有显著差异（χ2=0.031，P＞0.05）。  
结论  MTHFR 677 位等位基因由 C 突变为 T 是导致 HCY 水平明显升高的重要原因，而且是导

致 HCY＞30μmol/L 的主要原因；而 HCY 轻度升高（15 μmol/L＜HCY≤20 μmol/L）可能为其

它原因所致，并非 MTHFR 基因突变引起。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56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Urinary A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 in Chinese Healthy Check-up Population : a 

cross-sectional study 
 
luo Wei 1,Yang Ying 2,Wang Xia1,Jia Chengyao3 

1.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West China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Sichuan University 

2.Huaxi Medical Center，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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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Background  Microalbuminuria has been shown to be a risk factor for cardiovascular and re
nal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as well a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U
ACR (urinary a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 is considered a sensitive indicator to detect microal
buminuria for early diagnosi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Few studie
s have used UACR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of and related factors for microalbuminuira in a
 general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828 healthy check-up people were chosen from Huaxi Medical Center f
rom November 2013 - October 2015.Blood pressure, height, weight,Waistline and Hipline we
re measured,and a venous blood and urin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person.Chi-Sq
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used to test associations between risk factor
s and microalbuminuria.  
Results  The median(25th-75th percentile) of UACR was 5.0 mg/g(2.7-11.3mg/g) for all adult
s, 4.7mg/g(2.6-10.5mg/g)for men and 6.2mg/g(3.4-13.1mg/g) for women. The overall prevale
nce of microalbuminuria was 10.71%,10.52% for men and 11.28% for women. Multiple logisti
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ge,BMI,SBP,WHR and eGFR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
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albuminuria. 
Conclusions  Adult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f Chinese Healthy Check-up Population hav
e a moderate prevalence of microalbuminuria. Those with hypertension,high WHR,high GLU,
high TG and elderly-age are at high risk of having microalbuminuria,suggesting the need for 
screening and early intervention for microalbuminuria among these individual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83 
 

PAX1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检测在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 筛查中的

价值研究 
 

周爱凤 

青岛中心医院 266042 

 

目的 通过检测配对盒基因家族 PAX1 基因启动子在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患者宫颈脱落细胞中的

甲基化水平, 探讨 PAX1 基因启动子异常甲基化在宫颈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联合 HPV 检测

在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应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高分辨率熔解技术，对 HPV 感染的宫颈炎患者、宫颈

癌前病变(CINⅠ、CINⅡ～Ⅲ）患者以及宫颈癌患者宫颈脱落细胞中的 PAX1 基因启动子进行

甲基化检测，比较不同筛查方法对不同级别宫颈病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果  ①MSP 法：正常+宫颈炎组未检出 PAX1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 CINⅠ、CINⅡ～Ⅲ、宫颈

癌组 PAX1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率分别为 10.53%(2/19）、20%(4/20）、54.55%(12/22），宫

颈癌组与正常+炎症组及癌前病变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MSP 法筛查宫颈

癌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54.55%、89.66%、66.67%、83.8
7%。 ②HRM 法：正常+宫颈炎组未检出 PAX1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CINⅠ、CINⅡ～Ⅲ、宫

颈癌组 PAX1 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率分别为 53％、30％、72.73％。宫颈癌组与正常+宫颈炎

组以及癌前病变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43 
 

< 0.05 )。筛查宫颈癌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2.73%、87.9
3%、69.57%、89.47%。 ③HPV16 和/或 18 型感染率：宫颈癌前病变组、宫颈癌组 HPV16
和/或 18 型感染率分别为 56.41%、81.82%，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 
结论 ①PAX1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是宫颈癌发生的早期事件，可以作为宫颈癌早期诊断的重要分

子学标志。PAX1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检测对宫颈癌及宫颈癌前病变早期诊断有重要的临床价

值。②MSP、HRM 两种方法均可检测到宫颈癌及癌前病变中 PAX1 基因启动子的异常甲基

化，但 HRM 法更为简便、敏感。HRM 法 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对于宫颈癌的临床诊断具有

潜在价值。③HPV 高危型感染尤其是 HPV16 和/或 18 型感染是宫颈癌的重要致病因素，可以

HPV 分型检测作为初筛，通过对高危型 HPV 患者进行 HRM 法 PAX1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检测

来及早发现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3086 
 

两种人乳头瘤病毒 PCR 分型检测系统结果一致性的探讨 
 
曹国君

1,2 关明
1 邢志芳

3 赵缜
2 赵红英

4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检验医学科 

2.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检验科 

3.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输血科 

4.潍坊医学院 

 

目的  宫颈癌成为目前人类所有癌症病变中唯一病因明确的癌症，也是 WHO 唯一推荐可通过

筛查同时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肿瘤，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与子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

关，因此，临床 HPV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对于宫颈癌的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和改善患者预

后至关重要，而当前临床实验室所用的检测试剂种类繁多、鱼龙混杂、参差不齐，本文旨在探

讨罗氏 4800 与安娜（Analitica）两种不同 HPV 分型检测系统结果的一致性与可比性。  
方法  收集 231 例来自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临床妇科门诊的宫颈分泌物样本，同时用以上两

套 HPV 检测系统进行分析，并比较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231 例临床样本经两套检测系统分析，定性结果显示：有 168 例样本均为 HPV 阴性（1
68/231，72.73%），48 例样本均为 HPV 阳性（48/231，20.78%），15 例样本两套检测系统

结果不符（15/231，6.49%），阳性样本中的总体不符合率为 23.81%（15/63）；分型结果显

示：两种检测系统的 HPV-16 型阳性结果不一致率为 13.64%（3/22），HPV-18 型阳性结果

不一致率为 13.64%（2/13），其他分型结果的不一致率为 35.71%（10/28），以上结果经 S
PSS16.0 软件卡方分析：提示两种检测系统的结果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可能由于不同 HPV 检测体系的设计方案与分型标准等方案的差异，罗氏 4800 与安娜

（Analitica）两种不同 HPV 分型检测系统结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此情况容易给临床医生的疾

病诊断造成困惑和干扰，不利于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为解决此问题，将来仍需进行多中心大

样本的研究，增强不同检测系统间结果的可比性，提高检测性能，探索和完善当前存在的不

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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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rrant Antibody Affinity Maturation in B Cells 

Deficient for Endoplasmic Reticulum Calcium Sensors 

Stim1 and Stim2 
 

Mao XuHua,Tang JunMin 

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市人民医院 214200 

 

Background  Antigen specific B cells undergo a process termed affinity maturation in the ge
rminal centers of secondary lymphoid organs where B cells with high affinity receptors are se
lected to mature into antibody-producing cells or to the memory B cell pool. It is known that B
 cell antigen receptor (BCR) signaling plays pivotal role in this selection process. Calcium infl
ux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BCR signaling.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e current report i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calcium influx on a
ntibody affinity maturation.   
Methods  Mice deficient for  both ER calcium sensor Stim1 and Stim2 were immunized with 
T-cell 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antigens. Antibody affinity was measured by ELISA.  
Results  Stim1 &Stim2 deficient B cells exhibit accelerated pace of affinity maturation compa
red to wild type controls while the overall antibody production was not dramatically impaired t
o TI antigen immunization.   
Conclusion  Calcium influx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ntibody affinity maturation in humoral 
immune responses. The knowledge gained can be 
used o manipulate humoral immune response for the design of effective vaccine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52 
 

降钙素原测定对重症患者细菌感染预后的判断作用研究 
 

由红雷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0 

 

目的  探讨定量测定降钙素原（PCT）对于重症细菌感染患者临床预后的判断价值。 
方法  102 例重症细菌感染患者根据就诊 28d 的临床结局分为存活组（72 例）与死亡组（30
例），比较两组入院后 24hPCT 水平及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 II（APACHE II）评分，分

析 PCT 及 APACHE 对临床预后的预测评估价值。 
结果  存活组的 PCT 水平及 APACHEII 评分显著低于死亡组（P0.05），且 PCT 水平及 APA
CHE II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性（P0.05）；PCT 对于重症细菌感染 AUC 值特异度及灵敏度均与

APACHEII 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将 PCT 水平及 APACHE II 评分联合应用后均获得

提高。 
结论  血清 PCT 水平对于重症细菌感染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及临床预后具有重要评估价值，与

APACHE II 评分联合应用能够提高预测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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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67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内脂素和髓过氧化物酶水平与颈动脉

粥样硬化关系的研究 
 

雷鸣 夏先考 夏丹妮 杨明 周权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415003 

 

目的  探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内脂素(Visfatin)、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MPO）

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及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6 月我院神经内科收治入院的脑卒中（缺血型）患者 139 例

作为研究对象，另选取正常体检者 65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两组血清 Visfa
tin 和 MPO 水平。收集各入选病例相关临床资料及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并计算反映颈动脉斑

块的 Crouse 积分。 
结果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 Visfatin、MPO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且随着斑块

不稳定性的增加，其血清 Visfatin、MPO 水平呈递增趋势， F 检验显示，不同斑块类型分组血

清 Visfatin、MPO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患者血清 Visfatin、MPO 水平与颈动

脉粥样斑块 Crouse 积分呈正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Visf- atin、MPO、LP(a)、LD
L-C、高血压病、糖尿病和年龄是影响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斑块稳定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 Visfatin、MPO 水平与其颈动脉内膜斑块形成及斑块稳定性密切

相关，检测患者血清 Visfatin、MPO 水平对缺血性脑卒中的预防、病情监测和治疗有重要临床

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35 
 

急性颅脑损伤患者血清炎性反应因子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姜虹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0 

 

目的  探讨急性颅脑损伤患者血清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素原的动

态变化，分析其与临床病情危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我院神经外科住院诊断急性颅脑损伤患者 90 例，依据

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不同分为轻型、中型、重型颅脑损伤组各 30 例，分别于发

病后第 1d、3d、7d 检测血清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素原的含量，

分析变化趋势 ，并与 30 例门诊健康者血清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

素原的含量进行比较，分析血清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素原水平变

化与反应颅脑损伤病情程度的格拉斯哥评分（GCS）的相关性。 
结果  发病后第 1d，急性颅脑损伤患者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素原

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型、中型颅脑损伤患者

血清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素原含量于发病后第 3d 达到高峰，第

7d 逐渐下降，组内前后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型颅脑损伤组中白

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素原呈持续升高，第 7d 下降不明显，组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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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同时间点重型、中型及轻型组中血清白介素-6、
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素原 3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损伤

严重程度评分（GCS）与血清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素原有关联

性，以血清降钙素原相关性较高（r=-0.83,P＜0.05）。 
结论  颅脑损伤发生后，血清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a 、髓过氧化物酶及降钙素原水平随病

情严重程度以及发病时间而变化，炎性因子的变化与颅脑损伤程度评分有相关性。其中血清降

钙素原的水平与急性颅脑损伤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了解血清炎性因子的动态变化对急性颅

脑损伤患者病情监测有一定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3352 
 

Establishing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interference 

of vitamin C with Trinder’s reaction: an innovative 

discovery in teaching experiment. 
 

peng shiyun,xu jin,he he,zhang mei,huang hengjian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Objective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in the Trinder’s reaction between the rate of interference of
 a substance and its concentration during the Trinder’s test that has not been addressed in ei
ther textbooks or previous studies. Our objective for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is relationshi
p using a new mathematical model.  
Methods  A mathema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quation for the Trinder’s rea
ction. We designed two single-variable repeat experiments to prove the new model.  
Results  The value of constant k i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P = .980 > 0.1, which indi
cated that there was a 98% probability that the k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qual. The final form
ula for the mathematical model was T = -0.59xc-0.53 x 100%.  
Conclusion  Within the linear range of the analysis system, the mathematical model was T =
 -kxicn-1 × 100%,  where T = interference rate; x = interference concentration; c = blood gluco
se concentration; and k, i, and n are constants, was correct.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88 
 

Increased 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is strong 

inflammatory marker of liver diseases in a Guangxi 

population .. 
 

lan fang,Wei huiping,He qitian,Zhu xuan,Qin xue,Li shan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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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Red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 part of a routine complete blood count in a cl
inical laboratory, has been widely and routinely used in the diagnosis of various diseases. Th
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ased RDW and li
ver diseases and whether RDW is a new inflammatory marker for liver diseases in a Guangxi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735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including 113 patients with chroni
c hepatitiB (CHB), 133 liver cirrhosis (LC) patients, 105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
a (HCC), 55 alcoholic hepatitis (AH) patients, 44 chronic hepatitis C (CHC) patients, 
and 285 healthy persons. The hematological and hepatic function parameters, other tumor bi
omarkers, and MELD grades of subjects were tested, and then comparisons were made bet
ween the tested indexes of the various groups using SPSS 17 softwa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
ce was set at a P value of less than 0.05. 
Results  Of the five groups, the RDW values of the liver diseases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
ose the healthy groups (P<0.05), and the changes in the MELD grades of liver diseases pati
en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es in RDW (P<0.05). In addition, in the various liver dise
ase groups, the RDW values could be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given different biomarkers, 
which were obviously changed in cases of liver diseas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liver diseases groups were more than 0.5 (P<0.001), except for the CHC patients (P=0.483).  
Conclusion  In cases of liver disease, RDW values were increased and were related with va
rious biomarkers and the inflammatory status of liver diseases, indicating that they could be 
used a new index in predicting liver disease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10 
 

反义肽肽核酸抑制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生长的体外研究 
 

王慧娟 夏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10227453 

 

目的  利用反义技术设计并筛选出能与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paraguat-inducible protein A 基

因的 mRNA 紧密结合的反义肽核酸序列，评估其体外抗菌活性。 
方法  利用 RNA Structure4.6 对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paraguat-inducible protein A 基因的 m
RNA 进行二级结构分析计算，根据最低自由能原则在其 mRNA 局部杂交松弛区设计反义寡核

苷酸，与体外转录的地高辛标记的 paraguat-inducible protein A mRNA 进行斑点杂交，根据

杂交信号的强弱筛选出与其紧密结合的反义寡核苷酸,根据其序列合成肽核酸(peptide nucleic a
cid，PNA)，另加设一条与靶序列有 6 个碱基错配的 PNA 作为阴性对照，两条 PNA 分别连接

穿膜肽(cell penetrating peptide,CPPs)形成肽-肽核酸(peptide-PNA，PPNA)。测定经不同浓

度 PPNAs 处理的细菌 OD600 值并进行平板菌落计数，观察其对细菌生长的抑制作用，采用

逆转录（RT）-PCR 检测 paraguat-inducible protein A mRN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斑点杂交结果显示，计算机软件设计的 5 条反义寡核苷酸探针中有 1 条与 mRNA 显示出

强杂交信号,将其以肽-肽核酸的形式合成处理细菌，结果表明其在 10μmol/L 浓度可明显抑制 p
araguat-inducible protein A mRNA 的表达并抑制鲍曼不动杆菌的生长,在 20μmol/L 浓度可完

全抑制其生长，而具有错配碱基的 PPNA 对细菌生长无明显抑制作用。 
结论  计算机辅助设计联合斑点杂交可在体外模拟体内环境对寡核苷酸与靶基因结合的有效性

进行验证,实现在体外高通量筛选高效反义序列。经筛选得到的靶向 paraguat-inducible protein
 A 基因反义肽-肽核酸可在体外高效抑制多重铜绿假单胞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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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78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肝脏脂肪变及纤维化程度与胰岛素抵抗

的相关性研究 
 

何訸 凌莉琴 梁利波 安振梅 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利用肝脏瞬时弹性超声成像（Fibroscan）技术探讨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
y Liver Disease, NAFLD）患者肝脏脂肪变及纤维化程度与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
R）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纳入正常对照组（57 例）、轻度 NAFLD 组（51 例）和中重度 NAFLD 组（56
例）分别测量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腰围（waist circumference, WC）、臀

围（hip circumference, HC）、Fibrosan 实时受控衰减指数（CAP）及肝脏弹性测量值（LS
M）、空腹血糖（FPG）、餐后 2h 血糖（2h-PG）、空腹胰岛素（FIns）、餐后 2h 胰岛素

（2h-Ins）、肝功能指标等，采用稳态模型评估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并做统计分

析。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轻度和中重度 NAFLD 组的 BMI、WC、HC、CAP、LSM、FPG、2hFP
G、FIns、胆红素、肝酶，HOMA-IR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 NA
FLD 的 BMI、WC、HC、CAP、LSM、FIns、肝酶较轻度 NAFLD 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NAFLD 患者的肝脏脂肪变程度和肝纤维化程度均与 HOMA-I
R 成正相关（r =0.548，r =0.377，P<0.001）。 
结论  有机结合 Fibroscan、HOMA-IR，进行肝硬度和胰岛素抵抗的定量研究，能更精准评估

非酒精性脂肪肝进程，进而指导临床治疗效果。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16 
 

遗传性凝血因子 XII 缺陷症家系临床表型和基因型变化的研

究 
 

金佩佩 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检验科 200092 

 

目的  对两个遗传性凝血因子 XII 缺陷症家系进行临床特性分析和基因突变检测。 
方法  经用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及 FXII 促凝活性（FXII:
C）和 FXII 抗原（FXII:Ag）测定进行表型诊断；用 PCR 法对两个先证者的 FXII 基因 14 个外

显子及其侧翼序列进行扩增，PCR 产物纯化后直接测序，检测其基因突变。突变位点经直接

测序排除多态性，103 例健康人做对照。 
结果  两个先证者，分别是 34 岁男性和 76 岁女性，在术前检查时发现凝血时间延长，前者 A
PTT 101s，PT 11.6s，FXII:C 2%；后者 APTT 143s，PT 11.5s，FXII:C 0.4%，两个先证者

的 FII:C、FVII:C、FVIII:C、FIX:C、FX:C 和 Fg 均在正常范围内，狼疮抗凝物检测为阴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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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岁男性进行 FXII 基因进行检测，发现 c.1285C>T(p.Q429stop)的基因突变。家系分析表明

该男性的母亲和父亲在该位点是杂合突变。对 76 岁女性进行 FXII 基因进行检测，发现 c.1556
T>C(p.L519P)的纯合错义突变，其两个儿子在该位点为杂合突变。两个家系均发现 FXII46C/T
和 619G/C 的多态性。 
结论   c.1285C>T(p.Q429stop)和 c.1556T>C(p.L519P)是导致先证者 FXII 缺乏的原因。c.128
5C>T(p.Q429stop)和 c.1556T>C(p.L519P)为国际上首次报道。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79 
 

吉林省长春地区 22590 例妇科阴道分泌物的常规检查 
 

潘一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调查吉林省长春地区妇科几种阴道病原菌的感染情况，并研究阴道清洁度、年龄与病原

菌检出的关系，为临床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对我院 22590 例妇科门诊就诊患者的阴道分泌物进行涂片，按年龄分为≤20 岁、21 ～4
0 岁、41 ～60 岁、≥61 岁 4 组，采用革兰氏染色镜检的方法，对各组镜检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22590 例阴道分泌物涂片共检出病原菌 8190 例，阳性检出率为 36.25%，其中以真菌和

阴道加德纳球杆菌感染为主，之后依次递减的是滴虫、纤毛菌、革兰阴性双球菌（0.06%）。

清洁度Ⅰ、Ⅱ、Ⅲ、Ⅳ度的标本病原菌检出率分别为 0.04%、0.24%、67.40%、77.14%。共

检出真菌性阴道病患者 3954 例，占检测人数的 17.50%；细菌性阴道病患者 3277 例，占检测

人数的 14.51%；滴虫性阴道病患者 803 例，占检测人数的 3. 56%；纤毛菌性阴道病患者 142
 例，占检测人数的 0.63%；非特异性阴道病患者 6454 例，占检测人数的 28.57%。混合感染

125 例，其中二重感染 122 例，三重感染 3 例，其中以真菌和阴道加德纳球杆菌（41 例）二

重感染最为多见。不同年龄组病原菌感染率分别为 39.88%、34.27%、43.00%和 47.92%。 
结论 22590 例就诊患者中，以真菌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和非特异性阴道炎感染为主。随

着清洁度的递增，病原菌检出率也随之增高，其中真菌检出率最高，阴道加德纳球杆菌次之。

阴道病原菌存在多重感染的情况，同时清洁度为Ⅰ、Ⅱ时，也存在病原菌感染的可能,应引起

注意，防止漏检。需采取科学有效预防和治疗措施，对于非特异性阴道炎患者应提示进一步查

找病因，以便对症治疗，提升阴道感染的治愈率，降低复发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39 
 

The role of miRNAs in drug resistance and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formalin-fixed paraffin-embedded 

tissues 
 
chen xiu,yang sujin,wang dandan,shen hongyu,zhou siying,zhang xiaohui,zhong shanliang,zhao jianh

ua,tang jinhai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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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Chemoresistance mediated by miRNAs in breast cancer have been already valid
ated by previous studies in vitro, while little is known concern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m in vi
vo.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iR-34a, miR-130a, miR-90b, miR-20
0b, miR-452, miR-197, miR-138, miR-210, miR-423, miR-4298, miR-4644, miR-139, miR-12
46, miR-1268a, miR-140, miR-149, miR-3178, miR-3613, miR-4258, miR-574, miR-671, miR
-6780b, miR-7107, miR-744 and miR-7847 linked to drug resistance in breast cancer formali
n-fixed paraffin-embedded tissues and the association of prognosis with miRNAs, thus provid
ing precious targets in chemotherapy, as well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guiding effective tre
atments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of diverse miRNAs and drug resistance was 
detected by RT-qPCR using 39 breast cancer FFPE tissues containing 22 paired FFPE speci
mens.  
Results  Eventually, we presented the results that miR-99b, miR-140, miR-423, miR-574, mi
R-744, miR-3178, miR-4298, miR-7107 and miR-7847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expressi
on levels in surgically-resected specimens compared with pre-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bi
opsies, with evidently high expression of miR-34a, miR-99b, miR-140, miR-423 and miR-574
 in ineffective group comparing with effective group. Further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the signif
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several miRNA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numerous miRNAs in prediction of therapeutic
 response and suggests that specific miRNAs could serve as valuable source for biomarker d
etection and optimal chemotherapeutic choice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76 
 

人型支原体血流感染及其他部位感染的研究 
 

欧内玉 

山东省单县中心医院检验科 274300 

 

目的  了解人型支原体不仅是泌尿生殖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之一，而且人型支原体血流感染及

其他部位感染也时常发生。 
方法  对血平板上培养 2 天出现针尖样大小的菌落，革兰染色不着色，可考虑为人型支原体。

再用支原体 IST2 试剂盒进行确认，并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  发现人型支原体生殖道外感染阳性标本 22 份，药敏结果为：克林霉素、多西环素、四

环素、交沙霉素全部敏感，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全部耐药。氟喹诺酮类药物氧氟沙

星、环丙沙星敏感率 77%。 
结论  人型支原体不仅是泌尿生殖道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之一，也是生殖道外感染的常见病源体

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15 
 

IL-26 在复发性自然流产患者中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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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 应春妹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00011 

 

目的  探讨 IL-26 及其受体在正常早孕及复发性自然流产患者中可能的改变，阐明 IL-26 在母胎

免疫耐受中的作用及其机制，为妊娠失败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1）为明确其在母胎界面是否发挥作用，我们应用免疫组化检测 IL-26 及其受体复合物

IL-20R1 和 IL-10R2 在 21 例正常早孕与 22 例复发性自然流产组中绒毛及蜕膜组织中的表达情

况。（2）为明确正常早孕及复发性自然流产患者的外周血中 IL-26 及其受体的表达差异，应

用 ELISA 检测两组外周血清中 IL-26 因子的表达水平。（3）培养蜕膜基质细胞，第一组不加

其他因素作为对照，第二组用 IL-26 刺激，第三组加阻断剂阻断 IL-26 及其受体 IL-20R1 和 IL-
10R2 之间的通路，ELISA 检测分泌因子 IFN-γ、TNF-α、IL-10 的改变，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Ki
67 判断其增殖抗凋亡情况。 
结果  （1）在正常早孕及复发性自然流产患者的绒毛及蜕膜组织中，IL-26、IL-20R1 和 IL-10
R2 均有一定的膜表达和浆表达。其中 IL-26 和 IL-10R2 在复发性自然流产绒毛和蜕膜中的表

达明显高于正常早孕组，IL-20R1 在两组中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复发性自然流产

组血清中 IL-26 含量稍高于正常早孕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用 IL-26 与蜕膜细胞共培

养后，与对照组相比，IFN-γ、TNF-α 分泌量显著提高，IL-10 无明显变化，Ki67 有显著升

高。加入阻断剂的第三组，IFN-γ、TNF-α 分泌量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与第

二组相比则显著降低；IL-10 含量显著高于第二组；Ki67 也显著低于第二组。 
结论  IL-26 参与正常妊娠的母胎免疫调节，其在蜕膜及绒毛组织中的升高可能与复发性自然流

产相关，针对 IL-26 及受体的研究对复发性自然流产的发生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及可能的治疗

策略。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3864 
 

关于临床微生物检验流程优化的初步探讨 
 

张永轻 叶丽艳 马艳宁 沈跃云 马薇 宋林键 罗燕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技部微生物科 100853 

 

目的  运用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方法研究临床微生物检验流程，以减少标本处理工作的无效等待

时间，提高实验室人员的工作效率，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方法  运用精益六西格玛管理体系 5 步法，成立六西格玛管理小组。随机抽取 2012 年 1 月-11
月微生物科接收的标本，依照 SOP 文件，统计计算收集标本的接收时间、信息录入时间、读

取平板时间、细菌鉴定、药敏时间、报告审核时间等各个时间节点，找出标本报告时限过长的

关键因素；提出改进措施。 
结果  微生物检验流程中存在着 9 大浪费，使得无效等待时间过长，影响因素涉及检验流程中

的各个环节。实施优化改进措施后，实验室人员的标本处理量由原来的 277 份/日提升至 403
份/日；阳性标本的报告时限（TAT）平均缩短约 24 小时，TAT 提高率达 37%。 
结论  将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方法运用于微生物检验流程中，找到浪费环节，改善无效等待时间

过长的因素，提出改进措施，缩短报告时限，提高患者微生物标本的检验效率。将流程管理引

入科室管理的理念，优化科室管理和医疗服务流程，也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医院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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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72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属感染检出率和耐药性分析 
 

肖淑珍 萧晨路 孙景勇 韩立中 倪语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微生物科 200025 

 

目的  收集瑞金医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泌尿生殖道标本，了解支原体属感染情况及对

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状况，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使用支原体培养、鉴定及药敏试剂盒，对临床收集的 5028 例疑似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

标本进行支原体的检测、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在 5028 份标本中，支原体阳性 704 份，阳性率为 14.0%。其中解脲脲原体（Uu）单一

阳性 573 份，占 81.4%；人型支原体（Mh）单一阳性 57 例，占 8.1%；Uu 和 Mh 混合阳性 7
4 例，占 10.5%。女性患者支原体检出率（16.2%）高于男性患者（5.8%）。其中，21-30 岁

女性患者支原体培养阳性率高于其他年龄段患者，阳性率为 25.1%。Uu 对抗菌药物的敏感率

分别是交沙霉素（99.0%）、美满霉素（97.7%）、多西环素（97.6%）、四环素（97.4%）

和克拉霉素（91.6%）；耐药率较高的是环丙沙星（79.2%）、司巴沙星（26.9%）和红霉素

（24.6%）。Mh 对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四环素和多西环素的敏感率较高，均大于 80%，对

红霉素、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的耐药率较高，均大于 80%。 
结论  泌尿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患者中，主要由 Uu 引起，占 81.4%；临床上需对疑似支原体感

染患者进行支原体属的培养和药敏试验，经验治疗时建议首选交沙霉素、多西环素或四环素。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79 
 

上海地区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及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研究 
 
肖淑珍

1 王粟
1 武文漫

2 赵声远
3 顾飞飞

1 倪语星
1 韩立中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微生物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 

3.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杆菌的药物敏感性及分子流行病学特征，检测主要相关的耐药

基因以了解其耐药机制。 
方法 收集 2012 年至 2015 年上海市瑞金医院血流感染分离的肺炎克雷伯杆菌，随机抽取 80
株作为本次研究的实验样本（20 株/年）。纸片扩散法测定其对常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PCR
方法检测 ESBLs 基因及碳青霉烯酶基因；扩增 7 个管家基因，得到对应的 ST 型。 
结果 头孢呋辛、氨苄西林/舒巴坦以及哌拉西林的耐药率均大于 50%，而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

具有较低的耐药率。80 株菌株中，22 株产 ESBLs 酶，14 株产碳青霉烯酶。最常见的 ESBLs
酶是 SHV 及 CTX-M 型。14 株产碳青霉烯酶的菌株中 13 株携带 blaKPC-2基因，1 株携带 blaND

M-5基因。ST11（14/80）是最常见的 ST 型，其次是 ST15(7/80)及 ST2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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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较高，但分子流行病学特征表明其 ST
型具有高度多样性，故推测可能没有克隆传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99 
 

中国热带地区乙肝患者基因分型与抗原定量及 HBV-DNA 含量 
 

周光 毛小琴 罗燕萍 

解放军总医院微生物科 100853 

 

目的  探讨中国热带地区乙肝基因型分型与 HBV-DNA 水平和血清标志物的关系，为进一步掌

握本地区 HBV 感染的自然史和制定防治措施奠定基础。 
方法  收集热带地区 200 例乙肝患者血清，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FQ-PCR)检测 HB
V-DNA 水平和 HBV 基因分型，采用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器检测乙肝五项标志物和乙肝表面抗

原定量值。 
结果  1、该地区 HBV 患者 B 基因型比率（64.0%）显著高于 C 和 BC 基因型（分别占 15.5%
和 12.0%）（P＜0.01）；2、不同基因型中 HBsAg 含量、HBV-DNA 水平的分布不同：C 基

因型中 HBsAg＞20000 IU/mL 患者、HBV-DNA＞105 copies/mL 患者分别为 41.9%、74.
2%，明显高于 B 基因型（分别为 19.5%、53.1%）和 BC 基因型（分别为 0%、12.4%）；

3、基因型与 HBeAg/抗-HBe 具有相关性：C 型 HBeAg 阳性率(64.5%)明显高于 B 和 BC 型

（P＜0.01），BC 型抗-HBe 阳性率（83.3%）明显高于 B 和 C 型（P＜0.01）；4、HBsAg
和 HBV-DNA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随着 HBsAg 浓度的增加，B、C 型的 HBV-DNA 检测值呈现

出向高浓度逐渐集中的趋势，当达到 HBsAg＞20000 IU/mL 时，B、C 型的 HBV-DNA 都大于

105 copies/mL，BC 型无此规律变化；5、不同基因型时 HBsAg 含量和 HBeAg/抗-HBe 的相

关性：HBeAg（+）时，C 型中 HBsAg＞20000 IU/mL 者占 41.9%，明显高于在 B 和 BC 型患

者（P＜0.01）；抗-HBe（+）时，BC 型 HBsAg＜1500 IU/mL 占 45.8%，明显高于 B 和 C
型（P＜0.01）。 
结论  中国热带地区 HBV 基因型以 B 型为主。HBV 不同基因型与 HBsAg、HBeAg、HBV-DN
A 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此外，结果提示 C 基因型的病毒载量、DNA 复制水平、突变能力和

肝损伤都明显高于 B 型和 BC 混合型。联合检测 HBV 基因型、血清标志物和 HBV-DNA，可

及时发现免疫应答差、无免疫应答者和耐药突变者，为调整治疗方案和管理手段提供有力支

持。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14 
 

先天性挛缩蜘蛛样指畸形的分子遗传缺陷机制研究 
 
游国岭

1 郑昭璟
1 傅启华

1 王志刚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检验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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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对一例先天性挛缩蜘蛛样指畸形家系进行致病基因的鉴定，探

讨其分子致病机制。 
方法  利用 TruSeq DNA Sample 
Preparation Kit 进行基因组 DNA 文库构建、TruSeq Exome Enrichment Kit 进行外显子组捕获

和富集、Hiseq2000 高通量测序系统对经富集的 DNA 样本进行高通量测序。GATK 软件和 Va
rScan 软件用于变异的识别，利用 Picard 软件的 CalculateHsMetrics 工具模块进行测序深度

和覆盖度的计算。利用 Annovar 软件进行变异注释。应用 MutationTaster、Polyphen-2 和 SI
FT 工具进行 in silico 分析以评估变异对相应蛋白质功能的影响。结合 OMIM 注释、GO 分析

结果和通路分析等信息，筛选最可能的致病性突变并经 Sanger 测序进行验证。 
结果  PHRED 质量分数（Q 分数）＞20 的序列均占 97%以上，Q 分数＞30 的序列占 90%以

上，说明 WES 实验获得的数据质量较高。按照变异筛选和过滤策略，以显性遗传模式进行变

异位点筛选。结合 OMIM 注释、GO 分析、KEGG 分析以及 HGMD 信息，发现 FBN2 基因 c.
3434G>A（p.G1145D）是该家系的致病突变。in silico 分析结果表明该位点具有高保守性，G
1145D 突变会显著影响 FBN2 蛋白的正常功能。Phyre2 工具分析表明，该突变可导致 FBN2
蛋白二级结构的改变。 
结论  FBN2 G1145D 突变是该挛缩蜘蛛样指畸形的致病基因突变，且是该位点的新突变类

型。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15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识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非钙化斑块

和混合斑块的临床价值 
 

李铁威 王芳 裴建秋 陈曦 

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临床检验中心 100037 

 

目的  已有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在识别冠

状动脉狭窄程度和后期心血管不良事件预后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此外，多项研究也证实冠

状动脉存在有非钙化斑块和混合斑块的患者后期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无斑块和钙化

斑块人群。然而 NLR 与冠状动脉非钙化斑块和混合斑块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

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在识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非

钙化斑块和混合斑块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 719 例来我院行冠状动脉 CT 造影检查人群的临床和实验室相关检测数据。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分为钙化斑块、非钙化斑块和混合斑块。受试者如冠状动脉同时存有多

种类型的斑块，则记录引起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最大的斑块为该受试者的斑块组别。共计有 168
例患者 CT 检查无粥样硬化斑块，记录为组 1；有 258 例患者为钙化斑块，记录为组 2；有 29
3 例患者为非钙化斑块和混合斑块，记录为组 3。 
结果  三组受试者年龄、身高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高血压患病率、糖尿病患

病率、高血脂患病率、吸烟、饮酒、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HDL-C）、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LDL-C）和 NLR 都存在有显著的差异（p < 0.05）。然而，进一步分析显示只有 NLR 在组 3
非钙化斑块和混合斑块患者中均显著高于组 1 和租 2（2.08 [1.58 - 2.97] vs 1.91 [1.43 - 2.52]
和 1.77 [1.35 - 2.24]）。相关性分析显示 NLR 与 LDL-C、HDL-C、高敏 C 反应蛋白、T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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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油三酯存在有显著的相关性（p < 0.05）。多因素分析表明 NLR 与冠状动脉存在非钙化斑块

和混合斑块独立相关。 
结论  NLR 是识别冠状动脉非钙化斑块和混合斑块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那些成本低且易检测

的常规实验室血液检查指标在识别冠状动脉非钙化斑块和混合斑块以及监视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病情发展中具有潜在的重要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34 
 

2 型糖尿病患者 IL-1β、IL-18 水平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

相关性研究 
 

李承彬 万 靖 李俊立 谢海龙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20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与 IL-1β、IL-18 水平之间的

相关性,并讨论它们的作用机制。 
方法 收集 2 型糖尿病患者组 126 例，并根据华盛顿大学颈动脉粥样硬化（AS）斑块的超声分

级 0～Ⅲ级分别分为 A、B、C、D 四小组，检测所有患者血清中 IL-1β、IL-18 浓度，并结合临

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IL-1β、IL-18 之间存在明显相关性（r=8.03）;T2DM 非合并 AS 组 IL-1β、IL-18 浓度明显

低于 AS 组（p<0.05）;T2DM 合并 AS 组中 B 组 IL-1β、IL-18 浓度明显高于 C、D 组（p<0.0
5），且 IL-1β、IL-18 浓度与 IMT 没有明显相关性（r=0.217、0.255）。 
结论 IL-1β、IL-18 的分泌和作用具有一定相似性，在 AS 形成早期作用明显，与 IMT 并不同步

发展。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3935 
 

LncRNA-34, a hypoxia-induced long non-coding RNA,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deng xuan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Hypoxic microenvironment i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 (HIF-1α), a crucial regulator of tr
anscriptional responses to hypoxia, induces the expression of multiple target genes involved 
in different steps of NSCLC progression. In this study, we identified a novel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34 that was upregulated in NSCLC and was a potential target of HIF-1α under 
hypoxia.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many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has been repo
rted in the progression of various tumors, and these lncRNAs can be used as diagnostic i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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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ors and anti-tumor target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lncRNAs that can be used f
or the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SCLC and uncover its function and mechanism i
n NSCLC.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34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issues，an
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ncRNA-34 and clinical prognosis of NSCLC, explore whether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34 is regulated by the hypoxia microenvironment of NSCLC, and i
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role of lncRNA-34 in NSCLC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Methods   Real-time PCR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ncRNA-34 in NS
CL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ncRNA-34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prognosis of 94 NSCLC patients. We examined the change of the expression of lncR
NA-34 in H1299 and H1975 cells when cultured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1% O2). By knock
down of HIF-1α under hypoxia in H1299 and H1975 cells, or by overexpression of it under no
rmoxia in H460 and A549 cells, respectively, the change of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ncRNA-3
4 was teste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and ChIP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which HRE i
n the lncRNA-34 promoter regio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HIF-1α mediated transcriptional act
ivation. We stably repressed lncRNA-34 expression by specific shRNA in H460 and A549 cel
l lin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NSCLC cells in vitro were analyzed using cell cou
nting kit 8, migration and Matrigel invasion assay and wound healing assay. These in vivo re
sults were evaluated in vivo by subcutaneous tumor growth assay and lateral tail vein metast
asis model of BalB/C nude mice.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ncRNA-34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NSCLC tissues 
compared with matched normal tissues of 113 NSCLC patients.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
n level of lncRNA-34 in NSCLC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size, squamous cell c
arcinoma histological subtype, advanced pathological stage and poor histological differentiati
on. Patients with high level of lncRNA-34 exhibited worse overall survival (OS) than patients 
with low level over 4 years. LncRNA-34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under hypoxi
a in H1299 and H1975 cells. We also found that HIF-1α and lncRNA-34 were upregulated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by CoCl2 in these cell lines.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1%O2), ln
cRNA-34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y silencing of HIF-1α in A549, H1299 and 
H460 cells. In addition, we observ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ncRNA344887 were upregu
lated in NSCLC cells transiently transfected with pCMV6-HIF-1α when compared to the contr
ol (empty vector). In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e noted that the deletion of the region from -
80 to +425bp including HRE1 sit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romoter activity of lncRNA-34 in
duced by CoCl2. ChIP experiments verified that HIF-1α could directly bind to HRE1. Migratio
n and invasion of lncRNA-34-silenced H460 and A549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
mpared to the control cells. Furthermore, wound-healing assay showed that after lncRNA-34 
knockdown, motility of NSCLC cells was lower than the negative control cells. The CCK8 ass
ay showed that inhibition of lncRNA-34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impaired NSCLC cell prolifer
ation.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of mouse lung tissues indicated that silencing lncRNA-
34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lung metastatic lesions. The tumors formed in subcuta
neous tumor growth assay by lncRNA-34 silencing cells were slower and smaller than those 
of controls. 
Conclusion   High level of lncRNA-34 predicts poor prognosis of NSCLC patients. Under hy
poxia,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34 is transcriptionally regulated by HIF-1α and it is a target 
gene of HIF-1α. Down-regulated lncRNA-34 suppresses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NSC
LC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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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F 在低值血小板计数中的性能评价及临床意义探讨 
 

毛志刚 贺高峰 韩佳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血小板荧光法（PLT-F）通道在低值血小板计数中的准确性；评估其在血小板输注

中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利用 Sysmex-XN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分别经阻抗法、光学法、荧光法测定 100 例低值

血小板标本，并将流式细胞仪检测 PLT 方法作为参考方法，利用直线相关回归分析数据。以

不同 PLT 输注的临界值评估 PLT 输注的正确性 
结果  低值血小板检测重复性 PLT-I 通道 CV 值为 6.7%—16.5%，PLT-O 通道 CV 值为 6.7%
—15.6%，PLT-F 通道 CV 值为 4.9%—9.4%。以流式细胞仪计数为参考方法，PLT-I、PLT-
O、PLT-F 通道相关系数（r）分别为 0.877、0.934、0.968，相关性均良好。针对临床 PLT
输注，如果输注阈值被设定在 20×109／L，使用 PLT-O 方法将导致 3 例不当输血,使用 PLT-I
方法将将导致 3 例不当输血。在输注阈值为 10×109／L， PLT-I 方法将将导致 1 例不当输血。

 而 PLT-F 方法不会导致在不当的输血。 
结论  PLT-F 通道在低值血小板计数中准确性好，同时可以有效的降低不恰当的 PLT 输注事件

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4008 
 

Construction of In Vitro Dormancy Model for BCG To 

Explore the hbhA Expression of the Dormant 
 

fu xiaorui,Zheng qing,Zhou lei,DanZheng jiancuo,Su mingquan,Hao xiaoke,Ma Yueyun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Background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becomes dormant when it encounters multiple-str
ess within the host. Hypoxia responsive gene devR has been proved an important dormancy 
regulation factor. As an upstream regulator gene, devR can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a seri
es of relevant downstream gene,such as hbhA. An in vitro dormancy model is needed to expl
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rmant and hbhA of M.tuberculosis.   
Methodology/Principal Findings  We created a in vitro dormancy model for M.bovis BCG b
y using combined stresses, including low oxygen, high CO2, pH5.0 and low nutrient. Compar
ing to conventional strains, the growth of dormancy strains was significantly decelerated at al
l phase. It was showed that the only acid-fast stain positive cells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the
 lipid steadily accumulated during multiple-stress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 of devR was up-
regulated. The devR deletion mutant which prevented strains enter a dormant state has been
 proved a lesser degree of hbhA, while the wild type has a higher expression. Proteomics an
alysis with microarray revealed the expression of hbhA has an obvious up-regulated, consist
ent with the dormant related genes devR. 
Conclusions  The mutiple-stress in vitro model mimic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pathogen might
 encounter in the host. 
Heparin-binding hemagglutinin adhesin, which was up-regulated, suggested that hbhA may h
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dormancy and is the new dormancy related genes of mycobacteri
um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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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16 
 

重症肌无力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和血小板/

淋巴细胞比值的临床意义 
 

刘挺挺 张丹丹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探讨重症肌无力（MG）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和血小板/淋巴细

胞比值（PLR）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54 例 MG 为研究对象，归为 MG 组，

并随机选取同期来我院体检的 57 名健康成人归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的 WBC 计数、NLR 及 PL
R，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下的面积评价各指标对 MG 的诊断价值。并比较不同临

床分型 MG 患者的 WBC 计数、NLR 及 PLR。 
结果 MG 组的 WBC 计数、NLR 及 PLR 分别为（6.85±0.37）×109/L、2.48±0.19、118.79±6.
38，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87±0.12）×109/L、1.59±0.06、102.01±3.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WBC 计数、NLR 及 PLR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559 （95%CI：0.443-0.
674，P=0.286）、0.717（95%CI：0.618-0.816，P＜0.001）、0.581（95%CI：0.471-0.69
0，P=0.143）。Ⅲ或Ⅳ型的 PLR 为 161.78±30.00，显著高于Ⅰ型、Ⅱ型的 112.71±7.68、11
1.99±7.77（P＜0.05）。不同临床分型的 WBC、NLR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MG 患者的 NLR 和 PLR 均显著升高，NLR 的诊断价值更高，PLR 可能与疾病严重程度

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24 
 

Serum retinol binding protein 4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estrogen in Chinese women with obesity: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WU WEIYUN,Li Qian ,Lin Huandong ,Chang Xinxia ,Bian Hua ,Xia Mingfeng, Yan Hongmei,GAO XIN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Backgrou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Retinol Binding Protein 4 (RBP4) and obesity 
is still controversial. 
Serum RBP4 levels varies by gender, and estradiol may play a role in the difference. To inve
stig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sex hormones in the association of RBP4 and obesity in humans, we measured serum RB
P4, BMI, and sex hormones 
in 87 women from the out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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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Eighty-seven subjects of Chinese women origin from the outpatient (aged 40.22 ± 
15.54 years) were 
enrolled. Subjects with diseases affecting the metabolic state or not suitable to participate in t
his study were excluded. 
Anthropometrics and laboratory tests, including lipid profile, luteinizing hormone (LH),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prolactin (PRL), estradiol (E2),progesterone (PROG), testosterone (TESTO), and deh
ydroepiandrosterone (DHEA) were conducted. Serum RBP4 was detected by an enzyme im
munoassay kit and validated by quantitative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Circulating RBP4 level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BMI, waist circumference, 
waist-to-hip ratio (WHR), 
systolic and diastolic (SBP),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triglycerides (TG), low high-dens
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and testosterone (TESTO) in the total group. While only in obese individu
als, serum RBP4 
levels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E2. The highest value was in the subjects with both o
besity and the low 
estrogen level.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RBP4 correlated independen
tly with TG, TC and 
insulin in all subjects, TC in non- obese individuals. However, E2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
d with serum RBP4 
only in obese individuals. 
Conclusions   RBP4 could be a marker of obesity-related factors; estrogen was negatively r
elated to RBP4 and might 
be one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55 
 

临床分离携带 psm-mec 基因的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 agr

型别分析 
 

杨永长 肖代雯 姜伟 刘华 喻华 胡洪华 黄文芳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分析携带 psm-mec 基因的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E）的 agr 型别，了解其分子

特征。 
方法  收集临床分离并经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准确鉴定的表皮葡萄球菌 165 株，通过 PCR
扩增 esp 和 mecA 基因准确鉴定和区分甲氧西林敏感表皮葡萄球菌(MSSE)和 MRSE。扩增 ps
m-mec, fudoh 和 p221 片段确认 psm-mec 携带菌株。多重 PCR 扩增 agr 等位基因，分析 agr
型别。通过 DNA 序列比对分析多重 PCR 未成功分型菌株的 agr 型别。 
结果  165 株临床分离表皮葡萄球菌中，138 株为 MRSE，其中 29 株携带 psm-mec 基因，携

带率为 17.58%。多重 PCR 结果显示，24 株携带 psm-mec 的 MRSE 为 agr I 型，5 株未能成

功分型，未见 agr Ⅱ型和 agr Ⅲ型。PCR 扩增未分型菌株的 agr 全长序列并测序，结果证实 2
株为 agrI 型，3 株为 agr 阴性突变。  
结论  临床分离携带 psm-mec 基因菌株以 agr I 型 MRSE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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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67 
 

儿童感染流感嗜血杆菌的流行病学及耐药机制研究 
 

潘芬 刘昌颀 秦惠宏 王春 张泓 

上海市儿童医院检验科 200040 

 

目的  探讨儿童流感嗜血杆菌分布特征、耐药情况及对氨苄西林的耐药机制。  
方法  收集上海市儿童医院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呼吸道感染患儿分离到的 375 株流感嗜

血杆菌菌株，采用纸片扩散法和头孢硝噻吩纸片法分析其耐药性和 β 内酰胺酶情况，聚合酶链

反应（PCR）法检测耐氨苄西林菌株的 β 内酰胺酶基因。  
结果  375 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患儿以男孩居多，主要集中在<1 岁的婴幼儿年龄段，且冬春季

高发。流感嗜血杆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为 40.3％，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氨苄西林/舒巴

坦、头孢呋辛、头孢噻肟等抗菌药物敏感率较高(>70%)。375 株流感嗜血杆菌菌株中，检出 1
19 株产 β 内酰胺酶，产酶率为 31.7%，且氨苄西林耐药株中均检出 TEM-1 型基因，未发现 R
OB-1 型基因。 
结论  该院流感嗜血杆菌感染与性别、年龄和季节等易感因素相关，耐药情况不容忽视，应加

强对其耐药性监测及耐药机制研究，为控制其感染传播提供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73 
 

循环 miR-145-3p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表达与临床应用价值 
 

吴洪坤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浆中 miRNA 表达情况以及筛选出 miRNA 分子在临床诊断及预

后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 TaqManmicroRNA 表达谱芯片筛选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患者

及正常对照人群（各 3 例）外周血浆中表达异常的 miRNA 分子。利用定量 PCR 技术对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外周血浆、多种 MM 细胞株 LP-1、U266、PRMI-8226、H929、KM3 等检测筛

选出异常的 miR 分子，分别选取正常人群外周血浆及骨髓中 CD138+浆细胞作为相应的正常

对照。探讨该 miRNA 分子与临床指标的关联性，包括各种临床指标：血清白蛋白、β2-微球蛋

白（β2-microbulin，β2-MG）、血清肌酐、血清 Ca2+、免疫球蛋白、患者预后无进展生存期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等临床参数。  
结果  芯片结果分析发现在两组间共存在 25 个异常表达的 miRNA 分子（flod change>2,  p<0.
05），其中 23 个 miRNA 表达升高，2 个表达水平降低，其中 miR-145-3p 在 MM 患者中显著

低表达，qPCR 在患者血浆及多株细胞株中证实了这一结果。miR-145-3p 与 β2-MG 呈显著负

相关(r=-0.429, p=0.02）,与血清白蛋白呈正相关（r=0.419,p=0.021），与血清肌酐呈负相关

（r=-0.370,p=0.044），与血清 Ca2+呈显著负相关（r=-0.644,p<0.01）,与其它指标如 IgA、I
gG、IgM 等无相关性，在临床预后中，miR-145-3p 表达较高的 MM 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较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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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这些结果提示 miR-145-3p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低表达，并且具有一定的诊断和预后价

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4091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sensitive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method based on ICE COLD-PCR 

for enrichment and detetcion of KRAS mutation in 

circulating tumor DNA 
 

CHEN D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

y， Nanjing， China 210029 

 

Objective  To develop and evaluate a novel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method bas
ed on improved and complete enrichment co-amplification at lower denaturation temperature
-PCR (ICE COLD-PCR) for the enrichment and detection of KRAS mutation in plasma circula
ting DNA from lung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Methods  Two healthy volunteers and five lung adenocarcinoma patinets (Stage II-III) with K
RAS exon 2 mutation detected in tumor tissue samples were recruited with informed consent.
 A peripheral blood sample (20 ml) was withdrawn from the antecubital vein of each participa
nt. An immediate (within 2 h of sample collection) two-step centrifugation method was used f
or the whole blood plasma separation to remove the residual blood cells. In general, blood sa
mples were centrifuged at 1,600 g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10 minutes. The supernatant was
 transferred into polypropylene tubes with particular care to avoid the disturbance of the buffy
 coat containing leukocytes and was further subjected to additional microcentrifugation at full 
speed (16,000 g) and 4 degree for 10 minutes to remove any residual blood cells. Plasma cir
culating DNA was extracted from 5 ml cell-free plasma sample by using QIAamp circulating n
ucleic acid kit. The 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 with KRAS mutation was enriched at lowe
r denaturation temperature by the ICE COLD-PCR assay in which the wild type DNA was inh
ibited by the specific reference sequence. The ICE COLD-PCR amplicons, as well as the am
plicons without enrichment, were then analysed by MiSeq sequencing platform. 
Results  The circulating DNA concentrations of plasma samples (mean, 1.44 ng/μl) separate
d by two-step centrifugation at low and high spee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mean,
 5.27 ng/μl) of plasma samples separated by one-step centrifugation at low speed which led t
o the genomic DNA contaminations. The detection limit of NGS by ICE COLD-PCR for KRAS
 mutation were 0.05% and 1 copy/ml, which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NGS without mutation 
enrichment (4.54% and 111 copies/ml). KRAS exon 2 mutation was detected in all of the 5 lu
ng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by ICE COLD-PCR enrichment assay, but by using NGS withou
t enrichment there was only 1 patient showing mutation.              
Conclusions  The ICE COLD-PCR can preferentially enrich minor KRAS mutations present i
n cell-free plasma samples with a high background of wild type DNA and dramatically increa
se the sensitivity of downstream genetic testing for low-level mutations. This newly develope
d NGS method based on ICE COLD-PCR for KRAS mutation detection in ctDNA shows a pr
omising application in liquid bio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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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95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THP-1 cells treated with 

heat-killed Candida albicans 
 

hu zhide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Objective  Mechanisms under immune response against Candida albicans (C. albicans) rem
ains largely unknow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of innate immune response aga
inst C. albicans, we analyzed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THP-1 cells stimulated with heat
-killed C. albicans.      
Methods THP-1 cells were stimulated with heat-killed C. albicans for 9 hours at a ratio of 1:1,
 and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the cells was analyzed using Agilent 4x44K microarrays. Diff
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defined as change folds more than 2 and with statistical sig
nificance. Gene ontology (GO) and pathway analysis were used to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biol
ogical connection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as well as the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the immune response against C. albicans.      
Results  A total of 355 genes were up-regulated and 715 genes were down-regulated signifi
cantly. The up-regulated genes were particularly involved in biological process of RNA proce
ssing and pathway of the spliceosome. In case of down-regulated genes, the particularly invo
lved immune-related pathways were 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calcium s
ignaling pathway, MAPK signaling pathway and Ras pathway.    
Conclusions  We depict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heat-killed C. albicans stimulated TH
P-1 cells, and identifi the major pathways involved in immune response against C. albicans. 
These pathways are potential candidate targets for developing anti-C. albicans agent.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02 
 

载药磁纳米微粒在荷瘤小鼠体内的靶向性实验研究 
 

胡瑛 

第 210 医院 116000 

 

目的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考察在外磁场协同下载阿霉素金磁复合微粒于荷瘤小鼠体内靶向分

布特性。 
方法  建立小鼠肝细胞癌动物模型 30 只，将其分为三组，每组 10 只，其中空白对照组经尾缘

静脉注射生理盐水，单纯磁阿霉素组和磁阿霉素加磁场组注射载阿霉素金磁复合微粒溶液，其

中磁阿霉素加磁场组施加 5000Gs 磁场固定 1h，然后处死各组小鼠，心脏取血并收集心、

肝、肾、肿瘤组织。应用高相液相色谱法测定各组织中阿霉素浓度，评价其在小鼠体内靶向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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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肿瘤靶区应用外磁场固定后，肿瘤组织中药物浓度远高于非靶区其他组织中药物浓度，

其他组织（除心脏外）的药物浓度与空白对照组相当。而在没有外磁场作用时，药物则在体内

各组织中弥散性分布，但肝脏和肿瘤组织中的药物浓度较高 
。 
结论 以磁纳米微粒作为药物载体具有明显的磁控靶向性，能将药物有效的富聚于靶区肿瘤组

织中。磁靶向药物有望成为最有效的抗肿瘤药物新剂型而用于临床。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09 
 

RNA 恒温扩增技术检测沙眼衣原体和解脲脲原体的临床应用 
 

李江燕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分析 2013-2015 年就诊于上海长征医院检测沙眼衣原体(CT)和解脲脲原体(UU)患者的感

染特点及差异。  
方法  对患者样本采用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技术(simultaneous amplification and testin
g，SAT)进行 CT-RNA， UU-RNA 的检测。  
结果  612 例 CT 标本中，总阳性率为 9.97%，男性感染率为 10.57%，女性感染率为 9.56%，

男、女感染率无显著差异，各年龄段患者 CT 感染率无显著差异；804 例 UU 标本中，总阳性

率 57.96%，女性感染率为 71.97%，男性感染率为 37.42%，男女感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X2=94.91,P<0.01），各年龄段患者 UU 感染率无显著差异。在各类型标本中，阴道分泌物

阳性检出率相对较高。  
结论  在人群中 UU 的感染率显著高于 CT，且更容易感染女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10 
 

Up-regulation of kin17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vasiveness of non-small cells lung cancer 
 
Zhang Yuzhao1,Gao Xiang1,Huang Senlin1,Gao Hongyi1,Zeng Tao1 

1.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Guangdong Women and Children’s Hospital and Health Institut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of kin17 in non-small cells lung cancer (NSCLC) a
nd its roles i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Methods  Kin17 protein in a total of 105 lung tissue specimen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
ochemistry. The association of kin17 express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 parameters was revie
wed.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kin
17 known-down and the levels of down-stream signaling molecule. Scratch assay and transw
ell assay were performed to test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NSCLC cell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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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Kin17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NSCLC tissues than in normal controll
ed tissues. Kin17 over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tumor grade and positive ly
mph node metastasis. Scratch assay and transwell assay showed that knocking down kin17 i
nhibit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veness of A549 cells. Moreover, knockdown of kin17 decrea
sed the expression of MMP-7, EGFR and Myc in A549 cell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kin17 is markedly elevated in NSCLC tissues and m
ay be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Up-regulation of kin17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riving the metastasis of NSCLC cells. Therefore, kin17 might act as a novel prognosis predi
cto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of NSCL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17 
 

低氧诱导胆管上皮细胞自噬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中的作用

研究 
 

梁艳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是以肝内胆管上皮细胞损伤为主要特征的慢性胆汁淤积性

自身免疫性肝病，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探讨低氧和自噬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
BC）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运用免疫组化、实时荧光定量 PCR、Western blot、RNA 干扰、EMSA 等方法探讨低氧

诱导胆管上皮细胞自噬的具体分子机制及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中的作用。   
结果  1. PBC 患者肝内胆管上皮细胞低氧诱导因子 HIF-1α 和自噬相关分子 Atg5 和 LC3Ⅱ表达

增高，且 PBC 患者 HIF-1α 阳性表达率与 Atg5 和 LC3Ⅱ阳性表达率分别呈明显正相关。2. 体
外培养人胆管上皮细胞，经低氧 6,12,24 小时后，HIF-1α 和 HIF-2α 基因和蛋白表达量明显增

高，与常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低氧 6,12,24 小时后自噬相关蛋白 LC3Ⅱ,
Atg5 和 Beclin1 表达明显增高。3.胆管上皮细胞在常氧条件下培养 24 小时，经 Western blot
检测，过表达 HIF-1α 组 Atg5 和 Beclin1 表达明显高于转染空载体组；在低氧条件下培养 24
小时，干扰 HIF-1α 组 Atg5，Beclin1 和 LC3 均明显低于转染空载体组。4.低氧培养胆管上皮

细胞 24 小时，经 10mM3MA 封闭自噬组细胞 MHC-Ⅰ和 MHC-Ⅱ分子表达明显减少，而 ICA
M-1 表达无明显变化。5.EMSA 法检测 HIF-1α 是否与 Atg5 特异结合：生物素标记含有 HIF-1
α 特异结合位点的双链 Atg5 探针，与细胞核蛋白提取物孵育，结果显示低氧组探针与核蛋白

提取物结合明显增加，加入 HIF-1αshRNA 干扰组结合带明显降低，游离探针量增加。  
结论  HIF-1α 通过与 Atg5 特异结合，诱导胆管上皮细胞自噬，增加 MHC 分子的表达，促进细

胞免疫活化，参与胆管上皮细胞炎症损伤，为 PBC 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22 
 

DcR3 在乙肝肝纤维化中升高的临床诊断意义 
 

娄晓丽 曹辉 侯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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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探讨 DcR3 在乙肝肝纤维化患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临床确诊为慢性乙肝患者血清 90 例，均进行肝组织学病理活检，对照组为同期体

检的健康者 50 名。根据病理纤维化评分，实验分为三组：NC（健康对照组）、S0（未有纤

维化乙肝患者组）和 S1-4（伴有纤维化乙肝患者组）。DcR3（诱骗受体 3）、HA（透明质酸

酶）、PCIII（III 型前胶原蛋白）、IV-C（IV 型胶原）和 LN（层粘连蛋白）的检测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实验（ELISA）。SPSS 统计学分析不同组血清指标的表达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

（ROC），评估 DcR3 对乙肝肝纤维化的诊断能力。采用 Ocomine 生物信息学分析人类肝细

胞癌 DNA 芯片数据库中 DcR3 DNA 拷贝数与正常肝组织间的差异。 
结果  DcR3 在肝纤维化组（S1-4）明显升高（p<0.01），并且与肝纤维化四项指标具有显著

相关性：DcR3&HA（r=0.51, p<0.0001），DcR3&IV-C（r=0.34, p=0.0013），DcR3&PCIII
（r=0.49, p<0.0001），DcR3&LN（r=0.40, p<0.0001）。DcR3 对乙肝肝纤维化的诊断敏感

度 76.90%，特异度 77.80%，曲线下面积分别是 0.770，cut-off 值 168.67ng/ml。Oncomine
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肝细胞癌患者中 DcR3 DNA 拷贝数明显高于正常肝组织。 
结论  DcR3 在乙肝肝纤维化中明显升高，与常规的肝纤四项相比，DcR3 和 IV 型胶原具有较

好的诊断能力，DcR3 在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27 
 

基于大肠埃希菌棕榈酰转移酶 PagP 的抗菌肽 LL-37 从头设计

与体外活性研究 
 

杨浩 汪宏良 付靖瑜 罗鹏程 

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 435000 

 

目的  通过抑制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外膜的棕榈酰转移酶 PagP 活性，降低其对细胞膜脂质 A 的

酰化，可能会发现新的抗菌药物。抗菌肽 LL-37 不同长度的水解片段具有较好的生物学活性，

这为抗菌肽 LL-37 分子重新设计并研究其活性奠定了基础。通过分析抗菌肽 LL-37 的序列和结

构特征，模拟其与大肠埃希菌棕榈酰转移酶 PagP 三维结构的结合，对抗菌肽 LL-37 进行突

变，并分析突变体活性，为后续研究抗菌机制提供理论和实验基础。 
方法  利用 ADF2014 (Amsterdam Density Functional)设定 ReaxFF 模拟参数与条件，在 100*
100*100 ?3 的周期性空间内，分析体系构象，在对产物的识别分析中，采用密度泛函理论

（使用 PBE-D3(BJ)泛函，TZ2P 基组）计算分子间键能。采用 AutoDock 4.2.6 对抗菌肽 LL-3
7 片段与棕榈酰转移酶 PagP 进行分子对接，设定格点空间大小为 60*60*60 ?3，坐标为（7.0
63，32.452，49.199），采用拉马克遗传算法对接。人源抗菌肽 LL-37、突变体的制备采用化

学合成获得；选取 12 株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和 2 株大肠埃希菌标准菌株，用最小抑菌浓度

的方法来测定突变体的抑菌效果；并且通过对 PagP 酶的表达量来验证突变体抑菌效果变化的

机理。 
结果  抗菌肽 LL-37 与大肠埃希菌外膜棕榈酰转移酶 PagP 作用体系经历 20 皮秒，没有观察到

解离的趋势，弱键-C-O-H…NH2-CH2-的键能为-14.97kcal/mol，抗菌肽 LL-37 片段与棕榈酰

转移酶 PagP 形成的 8 种对接模式，其配体效率在-2.2389~-1.6100Kcal/mol 之间。抗菌肽 LL-
37 及其突变体对 13 株大肠埃希菌均具有明显的抑菌效果。但是突变体的抑菌效果比抗菌肽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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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7 有着显著性的增强（p〈0.05），突变体处理过的细菌中 PagP 酶的表达量普遍受到抑制

低于经过抗菌体 LL-37 处理的菌株（p〈0.05）。 
结论  抗菌肽 LL-37 突变体经体外抑菌实验证明具有更好的抗菌活性，说明生物信息学方法为

重新设计抗菌肽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抗菌肽 LL-37 突变体抗菌活性的增强的可能是突变体通过

抑制棕榈酰转移酶 PagP 的表达，从而降低棕榈酰转移酶 PagP 对细胞膜脂质 A 酰化所致，具

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32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有核红细胞镜检规则的 

建立与评价 
 

王蓓丽 顾梅秀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有核红细胞审镜检规则，以及白细胞计数

校正的方法。 
方法  收集本科室一周内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有核红细胞计数结果＞0 个

NRBC/100 个 WBC 的标本共 716 例，每份标本由 2 名高年资工作人员在显微镜下进行外周血

有核红细胞计数。以镜检法为金标准，评估仪器法计数有核红细胞的准确性并制定相应的镜检

规则以及白细胞计数的校正公式。 
结果  仪器法与镜检法计数结果间相关系数 r=0.935，相关性良好。以人工镜检有核红细胞计

数作为金标准绘制 ROC 曲线，当设定仪器计数结果≥1.1 个 NRBC/100 个 WBC 作为镜检规则

时，敏感性（87.3%）和特异性（76.5%）最佳，曲线下面积为 0.88，但有核红细胞检出的假

阳性率为 12.68%，假阴性率为 23.53%，不符合 ISO 15189 的要求（假阴性率≤5%）；当设

定仪器计数结果≥0.3 个 NRBC/100 个 WBC 作为镜检规则时，假阳性率为 49.6%，假阴性率

为 2.3%，可作为镜检规则。当镜检有核红细胞计数结果与仪器计数结果间相差＞5 个 NRBC/
100 个 WBC 时，仪器自动校正的白细胞计数结果与校正后的白细胞计数结果间偏差＞5%（1/
3TEa），需重新校正，校正公式为 WBC=(100×WBC_仪器+NRBC_仪器×WBC_仪器)/(100+
NRBC_镜检 )。 
结论  XN-9000 能快速、准确、有效地自动计数外周血 NRBC，当镜检结果与仪器结果差异较

大时，需重新校正白细胞计数。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42 
 

烟曲霉活化的 CD4+T 细胞 microRNA 表达的谱检测及其功能研

究 
 

马宁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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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 microRNA 在烟曲霉活化的 CD4+T 细胞中的表达谱及其相关功能  
方法  烟曲霉提取物负载树突细胞，与 CD4+T 细胞混合培养 24 小时，通过对 CD69 与 IFN-
γ，IL-4 等的检测验证其活化状态后，收集混和细胞，磁柱分选 CD4+T 细胞并提取两组细胞总

RNA，分析差异表达的 microRNA；2、选择 microRNA-142-3P，利用 TARGETMINER, miR
DB,microRNA, TarBase, RNA22 五个数据库和 GO 和 Pathway 分析，预测其靶基因及异常表

达 microRNA 参与调控的生物学功能及信号通路；3、分别在 CD4+T 细胞中转入 microRNA-1
42-3P 模拟体与抑制体研究该 microRNA 对 CD4+T 细胞功能的影响，进一步通过 RNA 干扰

技术对其靶点 RICTOR 进行基因沉默，验证 RICTOR 在 CD4+T 细胞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  1、负载烟曲霉提取物抗原的树突细胞与 CD4+T 细胞共培养 24 小时后，其表面成熟标

志 CD69 表达明显上调，炎症因子 IFN-γ 分泌水平增加显著，提示负载烟曲霉提取物抗原的树

突细胞可有效活化 CD4+T 细胞；2、芯片筛选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烟曲霉提取物活化

CD4+T 细胞后共有 54 个异常表达的 microRNAs，对随机挑选的六个 microRNAs 使用 RT-PC
R 方法验证后；3、将差异表达的 microRNA-142-3P 靶基因进行 GO 与 Pathway 分析，结果

显示这些预测的靶基因参与调控了 CD4+T 细胞功能及活化分化与增值的信号通路；4、将 mic
roRNA-142-3P 的前体转染入 CD4+T 细胞后，其预测靶点 RICTOR 与 IFN-γ 表达水平明显降

低（P<0.05），将 microRNA-142-3P 抑制体转染入 CD4+T 细胞后，结果与转染前体的相

反。5、在 CD4+T 细胞中进行 RICTOR 的基因沉默后，使用烟曲霉抗原活化 CD4+T 细胞，IF
N-γ 表达降低（P<0.05）。  
结论  树突细胞递呈的烟曲霉提取物可刺激 CD4+T 细胞活化，并可诱发与炎症因子相关的保

护性抗真菌防御反应。烟曲霉抗原活化的 CD4+T 细胞中存在差异表达的 microRNA-142-3P，
在烟曲霉提取物活化的 CD4+T 细胞中下调，进而可有效地引起 RICTOR 与保护性细胞因子 IF
N-γ 表达增高。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153 
 

湖北省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能力验证情况分析 
 

付琼华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430064 

 

目的  提高湖北省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水平，切实保证各实验室间检验结果具有可比性，帮助

实验室提高检验质量，通过分析实验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实验费用，避免可

能出现的医疗纠纷和法律诉讼。 
方法  本计划不指定检测方法，参加实验室采用日常的检测方法和测试程序将能力验证物品视

为临床样本进行样品检测，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测并按时回报结果。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依据 ISO/IEC17043：2010《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准则》运作本计划，包括对能力验证物品进

行包装、标识和分发，对能力验证物品进行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对参加者回报的数据进行有

效合理分析以及对能力验证结果的评价等，实现对参加者的能力进行必要的综合评定。 
结果  2016 年全省临床输血相容性检测能力验证各项目红细胞 ABO 分型正定型合格率为 98.
9%～100%，ABO 分型反定型合格率为 99.4%～100%、Rh（D）分型合格率为 98.9%～99.
4%，抗体筛检合格率为 95.3%～100%，交叉配血合格率为 75.3%～100%。5 个项目中问题

较大的是交叉配血中两个低效价的样本检测漏检。 
结论  实验室在项目红细胞 ABO 分型（正、反定型）、Rh（D）分型中能取得很好的 PT 成绩,
合格率在 98%以上。项目抗体筛检，合格率在 95%以上，主要是有少数单位检测不出阳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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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要问题反映在交叉配血项目上，有一定比例的实验室对低效价的样本检测会漏检。有 2
5%的实验室未能检出正确结果，还需继续加强人员操作培训和质量控制。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81 
 

肌微管素相关蛋白 11 在胆囊癌发生发展中的生物学功能研究 
 

顾星 高春芳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200438 

 

目的  胆囊癌具有恶性程度高、难于早期诊断、治疗手段有限及预后不良等特点，胆囊癌的诊

断和治疗技术鲜有突破性进展，相关研究也发展缓慢。本研究通过对胆囊癌组织进行转录组测

序，寻找胆囊癌中的特异表达基因并进行验证，分层分析其与临床信息的关联性，旨在发现高

敏感性高特异性的标志物，为胆囊癌的诊疗寻找新的突破，也为阐明胆囊癌的发生发展研究开

拓新的方向。 
方法  我们对两对匹配的胆囊癌肿瘤及癌旁组织进行总 RNA 抽提，并扩增后建库，再进行转

录组测序，筛查胆囊癌组织中的差异表达基因。随后，我们在独立配对的组织样本中验证了其

特异性表达差异，并将其表达量与患者临床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此外，我们对筛选到的候选

基因进行功能筛查，探究其在肿瘤细胞中的生物学功能。 
结果  我们发现肌微管素相关蛋白 11（MTMR11）在胆囊癌组织中特异高表达，并在独立的 3
0 对配对组织样本中验证了其表达差异，同时发现肿瘤组织中 MTMR11 的表达量与肿瘤 TNM
分期、是否伴有胆囊结石以及血清中肿瘤标志物 CA19-9 水平显著相关。功能学研究发现 MT
MR11 能影响胆囊癌细胞的增殖，进一步研究发现干扰 MTMR11 表达后，发现能显著抑制胆

囊癌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影响细胞周期。 
结论  肌微管素相关蛋白 11 与胆囊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具有作为临床胆囊癌诊断和肿瘤

分类潜在标志物的可能性，其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92 
 

儿童重症肺炎中细胞因子谱的表达特点 
 
夏敏

1 顾浩翔
2 郑月

1 王欢
1 王念月

1 张泓
1 
1.上海市儿童医院检验科 

2.上海市儿童医院呼吸科 

 

目的  评估血液中细胞因子谱在儿童重症肺炎早期诊断中的意义，以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本院 2015.11 -2016.03 期间住院的共 395 例肺炎患儿（男 212
例，女 173 例），其中肺炎组（n=323）、重症肺炎组（n=72）。所有患儿均在入选后第一

天应用免疫流式荧光法测定血液中细胞因子谱（GM-CSF、IL-8、IL-1β、,IL-2、IL-6、IL-10、
IL-4、TNF-α、IL-5 和 IFN-γ），两组患儿还同步进行血常规、血沉、C 反应蛋白和病毒分离

等的检测。检测结果应用 SPSS16.0 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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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重症肺炎组的 GM-CSF（t=5.43，P=0.00）,IL-2（t=2.09，P=0.037）的细胞因子浓度

明显低于肺炎组，而 IL-8,IL-1β，IL-6,IL-10,IL-4,TNF-α,IL-5 和 IFN-γ 等两组间无明显差异。重

症肺炎组住院时间大于肺炎组，而与性别、年龄等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肺炎患儿血液中某些细胞因子的异常升高与疾病严重程度无平行相关，而轻度升高时需

警惕重症趋势，该特点将有助于评估预后，尽早干预。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45 
 

2013-2015 年上海地区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的流行病学研

究 
 

柳鹏程 徐梦华 何磊燕 苏犁云 王爱敏 付盼 卢丽娟 王传清 徐锦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下呼吸道感染（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LRTI）是发展中国家导致 5 岁以下儿童

死亡的主要原因。其病原学因素复杂且多样。本次研究分析近三年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因

下呼吸道感染住院的患儿中常见呼吸道病原体的流行病学特征，包括常见的呼吸道病毒，非典

型病原体以及细菌。为上海地区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住院年龄小于 18 岁的 L
RTI 患儿。入院 48 小时内取其下呼吸道标本，使用直接免疫荧光法，PCR 技术和细菌培养鉴

定技术分别检测呼吸道病毒，非典型病原体和细菌并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总共收集标本 10123 例，其中 5966（58.7%）例样本至少一种病原体阳性。肺炎支原体

的检出率最高，占 15.7%（1594/10123），其次为呼吸道合胞病毒（1404/10123, 13.9%）,
金黄色葡萄球菌（6376/10123, 6.3%），肺炎链球菌（556/10123, 5.5%），副流感病毒（55
5/10123, 5.5%）和流感嗜血杆菌（409/10123, 4.0%）。混合感染的检出率为 11.4%，其类型

复杂多样，其中以病毒与细菌的混合感染最为常见，占所有混合感染的 58.9%。不同年龄段患

儿中病原体的检出情况存在差异。在小于 24 月龄的患儿中的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检出率最高，

然而大于 24 月龄的患儿中以肺炎支原体的检出率为最高。呼吸道病原体的检出率与季节显示

出相关性，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卡他莫拉菌在较为寒冷的月份具有较高检出率，副流感病毒和肺

炎支原体在气温较高的月份具有较高检出率，流感嗜血杆菌和偏肺病毒在春季的检出率较高。 
结论  多种病原体导致上海地区儿童下呼吸道感染。不同病原体表现出不同的流行季节、年龄

分布等流行病学特征。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46 
 

隐球菌脑膜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APRIL 基因的表达及

其临床意义 
 

邓顺江 吴林洪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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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APRIL 在隐球菌脑膜炎(cryptococcal meningitis,CM)患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纳入 CM 患者 30 例，健康对照 26 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各组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中 APRIL mRNA 表达，ELISA 检测各组血清中

细胞因子的水平，并分析其与 APRIL mRNA 的相关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CM 患者 PBMC 中 APRIL mRNA 水平表达明显增高(P<0.01)，血清

IFN-γ 和 TNF-α 水平降低，IL-4 和 IL-10 水平增高(P<0.01)；进一步分析发现，APRIL mRNA
与 IFN-γ 水平负相关(r=-0.44,P<0.01)，与其他细胞因子表达无相关性。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 APRIL 可能参与了新型隐球菌的发病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48 
 

Reference interval study of PIVKA-II-II in China 
 

Qin Xuzhen,Gao Ran,Liu Zhongjuan,Guo Zijian,Qiu Ling,Zhang Linl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Aim  Prothromb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Ⅱ(PIVKA-II) has been reported a good bio
marker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therapy monitoring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o
 set up the reference range of Chinese, this study were performed. 
Method  totally 855 healthy subjects from 5 typical regions of China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
dy to get the 95% reference interval, and 802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metastatic liver canc
er, bile duct cancer, hepatitis, cirrhosis, benign liver disease and coagulation monitoring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s case groups to get the cutoff value for medical decis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concentration of PIVKA-II has no relationship with age, gen
der, while region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the level of PIVKA-II. 95% reference interval of PIV
KA-II in Chinese is 28 mAU/ml, lower than the cutoff value of 36.5 mAU/ml.  
Conclusio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ach laboratory should choose their own reference interv
al referred from our study based on their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36 
 

ABO 血型嵌合体引起的 ABO 血型抗原弱表达 
 

叶星晨 游国岭 傅启华 王静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明确个体血型抗原弱表达的分子机制，解释临床血型鉴定时遇到的因难问题，保证血型

鉴定的准确性和输血安全有效性。 
方法  将血型血清学鉴定中发现的一例 ABO 血型抗原弱表达的个体，在排除类血型物质等干

扰因素后，利用 PCR-Sanger 测序 ABO 基因 1~7 号外显子、增强子和启动子区及侧翼序列基

因位点变异情况，DNA 单倍体分析明确各变异位点所在等位基因位置，重亚硫酸盐修饰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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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分析 ABO 启动子区 26 个 CpG 岛位点甲基化情况，经短串联 STR 连锁分析进一步验证

嵌合状态。 
结果  该患者血清学鉴定时红细胞与抗 A 抗体成双群凝集反应，基因检测发现其含有 3 种血型

等位基因，分别为 A102/O02/O01，其启动子为非甲基化状态，STR 检测结果显示该患者为异

源嵌合体。该患者血型血清学鉴定中 A 抗原弱表达的原因为 A102/O02/O01 嵌合体血型所

致，可能是由于双生子在胚胎时期，子宫内发生血管端端吻合，造成造血干细胞交换，而导致

患者体内同时存在 A 型红细胞和 O 型红细胞。 
结论  这是一例罕见的先天性血型嵌合个体。我们对嵌合血型个体的遗传背景进行了初步研

究，加深了对此类罕见的血型抗原表达减弱成因的认识，为今后相关进一步研究可提供一定依

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37 
 

术前炎症反应标志物在胃癌患者预后判断中的意义及预测模

型的建立 
 
彭红新

1 林康
2 何帮顺

2 潘玉琴
2 孙慧玲

2 王书奎
2 

1.东南大学医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目的  炎症在癌变及肿瘤进展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炎症反应生物标记物已证明是用于提高

在各种癌症的预测准确度的有很大前途的预后指标。本研究旨在分析术前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

胞比值（NLR），派生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d-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
R）及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在胃癌中的预后价值。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07 年-2009 年间于我院就诊的胃癌手术患者 389 例。NLR, d-NLR,PLR 和

LMR 由术前外周血血常规检测结果计算得出,并用受试者测试曲线（ROC）计算上述指标的截

断值（cut-off）值，及用预测模型诺模图来预测肿瘤特异生存（CSS）和无病生存（DFS）的

结局，其预测效能由 C 指数判定。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24 个月，随访区间从 3 月到 60 月。NLR, d-NLR,PLR 和 LMR 最适 cut
-off 值分别为 2.36,1.85,132,4.9。升高的 NLR, d-NLR,PLR 与差的 OS,CSS 及 DFS 相关，而

LMR 则相反。多因素分析显示升高的 dNLR 为 OS 的独立预后指标，NLR 优于 d-NLR,PLR 和

LMR(HR = 1.53, 95% CI = 1.11-2.11, P = 0.010)，其为 CSS 和 DFS 的独立预后指标。此

外，我们研究还显示诺模图可以更精确地预测胃癌手术患者的 CSS（C 指数为 0.89）和 DFS
（C 指数为 0.84）。 
结论  术前 NLR 和 dNLR 可以作为胃癌手术患者的潜在预后指标，构建的诺模图可以用于预测

胃癌手术患者的 CSS 和 DF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45 
 

临床常见药物对干化学检测结果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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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萍 蔡永梅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750004 

 

目的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生化检验方法应用于临床，为广大患者的及时诊

断治疗带来了福音。经过长时间的临床应用，检验人员发现某些药物会影响生化检测的结果，

严重影响了医生对于患者疾病的判断，进而延误治疗。本文通过 Ortho-Clinical Diagnostic 公
司提供临床用药对干化学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进行了总结，以指导广大检验人员分析检测结

果，为医生提供更准确详实的生化检测报告。 
方法  Ortho-Clinical Diagnostic 公司提供临床用药对干化学结果的影响进行汇总分析， 筛选偏

差较大，对医学决定水平范围内结果有影响的项目，分别为肝功能标志物的影响、心肌标志物

的影响、肾功能标志物的影响 
结果  通过对所有干化学检测项目筛选出偏差较大、对医学决定水平范围内结果有影响的项

目，分别为肝功能类为：TBIL、BuBc、AST；心机标志物为：CK-MB；肾功能标志物为：CR
EA、UA； 
结论  通过对目前常见干化学项目进行罗列分析，筛序出偏差较大，且对医学决定水平范围内

结果可能有影响的项目，检验人员在报告发放时若发现检验结果和临床有差异性，且患者无其

他并发症发生时则要进行全面的分析，实验室质控结果合格，则应考虑为药物干扰，有必要及

时分析，重新检验，以避免误诊的出现。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01 
 

MALDI-TOF 质谱仪性能验证方法的探讨及结果分析 
 

陈蓉 刘学杰 徐蓉 王敬华 葛平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对 MALDI-TOF 质谱仪进行性能验证，评价其用于常规微生物细菌快速鉴定是否有效。 
方法  MALDI-TOF 质谱仪对参考菌株进行鉴定，分析鉴定结果是否与参考菌株一致，当鉴定

结果分值≥1.7 分，表示结果一致。MALDI-TOF 质谱仪与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

系统同时对临床菌株进行鉴定，两者结果进行比对。当两者鉴定结果有差异时，以现有的鉴定

系统结果为准。若菌落形态有明显差异，可用其它鉴定方法进行再确认。 
结果  MALDI-TOF MS 按照验证计划进行试验，涉及的细菌有需氧菌、厌氧菌、真菌，共 52
个属，127 种细菌。参考菌株：MALDI-TOF 质谱仪与已知结果比较，其准确性需达到 10
0%。临床菌株：MALDI-TOF 质谱仪与现有鉴定系统 Vitek 2 Compact 结果比较，其准确性需

达到 90%以上。由于菌种库内无志贺氏菌属，所以 MALDI-TOF 质谱仪无法对志贺氏菌属进行

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为大肠；肺炎链球菌、缓症链球菌、口腔链球菌的图谱十分相似，因此这

些细菌还是需要依靠常规的生化试验进行区分。 
结论  经验证，MALDI-TOF MS 在细菌鉴定方面，重复性好，可靠性高，应用范围广，在需氧

菌、厌氧菌、真菌方面都有很好鉴定结果，能够满足临床微生物常规的细菌鉴定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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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八家临床实验室脂类四个项目检测结果的比对分析 
 
梁梦洁

1 鹿新红
1 邓朝辉

1 宋颖博
1 程江

2 张新
1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检验科 

2.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八家临床实验室脂类四个项目（甘油三酯 TG、总胆固

醇 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检测结果的可比性，为

推动兵团临床实验室检验结果互认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位于新疆不同地域的兵团二级和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共 8 家，统一分装 6 个批号的

比对样品，冷链运送至各实验室。每家实验室指定 1 套检测系统作为比对系统，按照统一的比

对方案进行比对样品 TG、TC、HDL-C 和 LDL-C 测定，采用稳健 Z 分数法统计检测结果。评

价标准：|Z|≤2 表示“满意”；2＜|Z|＜3 表示“警戒”；|Z|≥3 表示“不满意”。 
结果 有 4 家实验室四个项目所有 6 个批号比对样品检测结果均为|Z|≤2。在其他 4 家实验室

中，1 家实验室 TC 所有 6 个批号的结果均为|Z|≥3，TG 有 1 个批号的结果 2＜|Z|＜3；1 家实

验室 HDL-C 和 LDL-C 各有 1 个批号的结果|Z|≥3；1 家实验室 HDL-C 有 1 个批号的结果 2＜|
Z|＜3；1 家实验室 TG 有 1 个批号的结果|Z|≥3， TG 另有 3 个批号的结果 2＜|Z|＜3。 
结论  兵团八家临床实验室尚需不断加强质量体系的标准化建设，才能确保脂类四个项目检验

结果互认的有效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67 
 

RORα inhibit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by 

repressing Snail expression 
 
Li Linzhang1,2,Qu Linlin1,Tian Qi1,Hu Gaofeng1,Xu Ren2,Xu Wei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Markey Cancer Center， University of Kentucky 

 

OBJECTIVE  Retinoid orphan nuclear receptor alpha (RORα) inhibits breast cancer cell epit
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and metastasis via repressing Snail transcription, provi
ding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breast cancer.  
METHODS  To determine function of RORα in metastasis, we examined RORα protein level
s in MCF10A and HMLE cells that have undergone Twist or Snail-mediated EMT by Western
-Blotting. We examined the E-cadherin protein and mesenchymal markers Vimentin protein l
evels in TGF-β1 treated MCF10A cells and HMLE cell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knockdown 
RORα was able to promote an EMT in normal breast epithelial cells, we generated two stabl
e MCF10A cell lines using two different shRORα, with 80% ~90% knockdown efficiency of en
dogenous RORα. To study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bilities of RORα knockdown MCF10
A cells, we cultured the MCF10A cells in 3D collage IV gel for 2 days. We further characteriz
ed the cell invasion and cell migration abilities of MCF10A cells infected with shRORα. To ac
cess the effect of RORα in tumorgenesis, we performed tumorsphere forming assay both in 
RORα knockdown MCF10A cells and RORα over-expression breast cancer cells. We utilized
 4T1 syngeneic mouse mammary tumor model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RORα suppresses 
breast cancer metastasis. We analyzed Snail promoter region and cDNA region and found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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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 RORE sequences. Using CHIP assay and luciferase report assay, we found that RORα 
directly impress Snail transcription by binding with RORE sequence of Snail.  
RESULTS  RORα is a member of the orphan nuclear factor family. The RORα gene maps to
 15q22.2, a region that is often deleted in cancer. We and others reported that RORα inhibits
 tumor cell growth and cancer progression. However, roles of RORα in cancer metastasis re
main unknown. EMT drives cance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by enhancing cancer cell inv
asion and colonization. Recently, we found that the RORα protein levels were down-regulate
d in snail, twist or TGF-β-induced EMT cells. Knockdown of RORα in MCF10A cells enhance
d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companied by more invasive EMT phenotypes.TGF-β-induced 
EMT phenotypes in MCF10A cells or HMLE cells were suppressed by introducing exogenou
s RORα. Importantly, xenograft experiments showed RORα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breast c
ancer cells metastasis to lung. Snail is a key transcription activator regulating cancer cell the 
EMT process. We found that Snail expression was repressed by RORα in breast cancer cell
s. By analyzing the promote region of Snail, we identified two RORα binding elements (ROR
Es) in the Snail promote. CHIP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RORα bound to the ROREs i
n the Snail promote and directly inhibited its transcription.  
CONCLUSIONS  (1) RORα level is reduced during EMT, and the reduction is required for th
e mesenchymal phenotype; (2) RORα overexpression suppresses TGF-beta induced EMT; 
(3) RORα directly suppresses Snail transcription. (4) RORα inhibits breast cancer cell metast
asis to lung.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68 
 

临床血液学指标在小细胞肺癌的预后判断中的重要价值 
 

崔宝红 翟泰宇 曾敬雅 毕海量 潘颖 高颂 赵俏妤 孙轶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小细胞肺癌是以生长快、转移快为特征的侵袭性疾病。已经发现，在肿瘤转移中微环境

的炎症反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对患者的预后判断有一些方法。本文主要研究血液学的

指标和免疫炎性因子的比值在小细胞肺癌预后方面的重要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856 例初诊的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血液学检查数据。并计算一

些所测项目的比值，以判断对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情况。患者选择条件：首诊入院，入院年

龄<70 岁,不吸烟，无其他疾病及部位转移，均未经过任何治疗。其中血常规应用 BeckmanLH
750 血液分析仪检测；生化指标应用西门子 2400 生化分析仪检测。 
结果  当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检验报告中：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5, 血小板计数/淋
巴细胞计数≥250；免疫炎性因子比值 (SII)≥1,600×109/L, 预后因子<45；并且血清乳酸脱氢酶

(LDH) 升高均发现经过随访，预后较差。其中 SII =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

数.预后因子= (白蛋白+5×淋巴细胞计数)  
结论  小细胞肺癌发展快、有些患者经治疗后病情可以控制。而如果患者的血常规结果中的血

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符合我们研究的比值时，提示预后差。免疫炎性因

子比值、预后因子对预后判断能有一定帮助。因此，在患者入院时，血液学检测指标能够帮助

预测小细胞肺癌的预后。这对临床分析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情况有一定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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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72 
 

Circulating long non-coding RNA HULC in serum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prediction of gastric cancer 
 
Jin chunjing1,Shi Wei2,Wang Feng3,Shen Xianjuan2,Qi Jing2,Cong Hui3,Yuan Jie1,Shi Linying1,Zhu Bingying1,
Luo Xi1,Zhang Yan1,Ju Shaoqing1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Surgical Comprehensive Laborato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3.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Background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have recently emerged as vital players in tu
mor biology and show potential values in cancer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therapeutics. Lnc
RNA HULC (highly up-regulated in liver cancer) has been reported deregulated in many mali
gnancies, yet the expression pattern and clinical value of it in serum of gastric cancer (GC) p
atients remain unclear.  
Methods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 was used for large-s
cale analyses of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serum HULC in GC patients to verify the involveme
nt of HULC in GC.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LC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features were as
sessed. The methodology evaluation of serum HULC detection was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RT-qPCR-based assay was a reliable method to detect circulating HULC. The l
evels of HULC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serum of GC patients (P < 0.001). A high ex
pression level of serum HULC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size (P = 0.001),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21), distant metastasis (P = 0.017), tumor-node-metastasis stage 
(P = 0.002), and H. pylori infection (P = 0.046).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HUL
C was up to 0.888,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EA (0.694) and CA72-4 (0.514). Follow-u
p detection and Kaplan-Meier curve analysis revealed HULC was a good predictor of GC pro
gnosis.  
Conclusions  Our present study indicates that circulating HULC can be detectable in serum 
and the expression of circulating HULC may provide a novel serum tumor marker for early di
agnosis and monitoring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G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78 
 

Polymorphic Variation of NFKB1 and Risk of 

Tuberculosis for Tibetan Population in China 
 

彭武 

四川大学 610041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find 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ree SNPs-rs2836491,rs726
96119,and rs1585215 in NFKB1 gene and TB risk in Chinese Tibetan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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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SNPs were genotyped using MassARRAY mass spectrometry. A comprehens
ive analysis of the genotype,allele distributions, the genetic models of target SNPs and haplo
type between case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conducted by SPSS17.0,Plink,and Editplus soft
ware. 
Results  For this 3 SNPs, we found a p value greater than 0.05 of genotype,allele or inherita
nce models (recessive model or dominant model) comparison between cases and controls.Li
nkage analysis of the three tested SNPs showed strong linkage disequilibrium, but these hap
lotype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TB in Chinese Tibetan population. 
Conclusions  We first evalu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is 3 SNPs in NFKB1 and TB in 
Chinese Tibetan population. However,we found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ested SN
Ps and TB in our study.Further studies are still needed.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40 
 

利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不同 let-7 家族成员的表达 
 

王艺霖 刘杰 龚磊 张守信 孙成铭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目的  改进 Stem-loop 定量 PCR 策略以区分只有 1-2 个碱基差异的 let-7 家族的 miRNAs。 
方法  对 5’端 16 个碱基完全相同的 miRNAs 设计不同的茎环引物，使用这些引物进行 qRT-P
CR 检测 U87 细胞总 RNA 中 let-7 各个家族成员的相对表达情况。通过 Ct 值对 RNA 的相对浓

度作图进行标准曲线制作及扩增产物的溶解曲线分别来反映该法的扩增效率和特异性。同时评

价了 PolyA 方法检测 let-7 家族 miRNA 的特异性。 
结果  与 PolyA 方法相比，改进的 Stem-loop 方法能够同时有效反转录 let-7 家族的 miRNAs
且对其分别定量检测，扩增效率均接近 100%。扩增产物具有单一，尖锐的溶解曲线峰，具有

较好的特异性。 
结论  该方法可以大量用于检测不同肿瘤样本中 let-7 家族不同成员的表达水平，同时该方法也

为其他单碱基差异的 miRNA 家族成员的定量检测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99 
 

Elevated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Is 

Associated with Liver Function Test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ei tingting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Objective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 a routinely tested parameter of the comp
lete blood count (CBC),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increased in various cancers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patien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RDW in primary he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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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llular carcinoma (pHCC) is largely unknow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as
sociations between RDW 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HCC patients.  
Methods  Medical records of 110 treatment-naive pHCC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
ed. Thei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n admission, including RDW, liver function tests and tumor 
stage, were extract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ere analyzed using Spearman correlation and
 Kruskal-Wallis test. Sixty-eight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set as controls.   
Results  RDW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HCC patients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liver fun
ction tests. However, no correlation between RDW and tumor stage was found.   
Conclusion  RDW may be used to assess the liver function, but not the tumor stage in pHC
C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10 
 

Prevalence of systemic autoimmune rheumatic diseas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NA profile: data from a 

tertiary hospital in Shanghai, China 
 

yang zaixing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Objective  It is necessary and useful to explore prevalence of various SARDs in patients wit
h suspicion of having SARDs and to characterize antinuclear antibodies (ANA) profile for ide
ntifying different populations (SARDs and non-SARDs).   
Methods  A total of 5024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vailable medical records were investigat
ed, whose sera had been tested for ANA profile, including ANA, anti-dsDNA and anti-extract
able nuclear antigen (ENA) antibodies, between 31January 2012 and 26 March 2014.   
Results  Only 594 (11.8%) ones were diagnosed with SARDs of those suspected with SARD
s. The prevalence of SLE was highest (3.2%), followed by RA (2.5%), pSS (1.7%), AS (1.
5%), etc. Of females, SLE also showed the highest prevalence (6%), while of male ones, AS 
showed the highest prevalence (1.9%). The prevalence of most SARDs was closely associat
ed with age, except MCTD, and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wer
e different among various SARDs. The prevalence of AN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mos
t SARD patients (especially in SLE, SSc and MCTD). For anti-ENA antibodies, in contrast to 
some autoantibodies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SARDs (e.g., anti-SSA, SSB, nRNP), others w
ere relatively specific for certain diseases, such as anti-dsDNA, Sm, histone, nucleosome an
d Rib-P for SLE, anti-SCL-70 for SSc and anti-Jo-1 for PM/DM. Of note, ANA profile appeare
d to be of little significance for AS, AAV, PMR, ASD and BD. The younger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the presence of anti-dsDNA, Sm, histone or Rib-P for SLE, and anti-SSA for RA or MC
T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frequencies of ANA and anti-ENA autoantibodies werefoun
d between sexes in most SARDs, with the exception of RA and AS. The present study sugge
sts that, of patients with SARDs-lik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with true 
SARDS is small, for most of whom tests for antoantibodies are necessary and useful to help 
make a prompt and precise diagnosis.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 that even though a larger number of patients present with S
ARDs-lik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o a hospital,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with true SARDS is stil
l small, for most of whom tests for antoantibodies are necessary and useful to help make a pr
ompt and precis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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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29 
 

抗凝血酶Ⅲ活性、蛋白 C 活性及蛋白 S 活性在肾病综合征中

的变化 
 

周窈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索与研究抗凝血酶Ⅲ（ATⅢ）活性、蛋白 C（PC）活性及蛋白 S（PS）活性与原发

性肾病综合征（NS）的关系以及研究 AT Ⅲ活性、PC 活性及 PS 活性在原发性 NS 中的变化

及可能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原发性 NS 患者未经过任何治疗，并排除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过敏性紫癜、

肿瘤等继发的肾病及肝功能异常者及健康体检者各 34 例，取其外周静脉血测定 ATⅢ活性、P
C 活性及 PS 活性，同时对原发性 NS 患者测定尿蛋白、白蛋白、总蛋白、肌酐、D-D 聚体、

纤维蛋白原（Fbg）、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甘油三酯、胆固醇，用于分析与患

者 ATⅢ活性、PC 活性及 PS 活性的相互影响。  
结果  原发性 NS 组 ATⅢ活性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PC 活性高于正常对照组（P<0.0
5），PS 活性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而对于原发性 NS 组患者，ATⅢ活性与其尿蛋白

含量成负相关（P<0.05），与其总蛋白含量成正相关（P<0.01），与其白蛋白无相关；PC 活

性与其尿蛋白含量、白蛋白及总蛋白含量无显著差异（全部 P>0.05）；PS 活性与其尿蛋白含

量成负相关（P<0.01）与其白蛋白、总蛋白含量无显著差异（P>0.05）。ATⅢ、PC 及 PS 活

性与肌酐、DDi、Fbg、FDP、甘油三酯、胆固醇含量无显著差异（均 P>0.05）。 
结论  原发性 NS 患者 PC 活性升高，这可能与机体代偿性合成增加 以及机体对高凝状态的代

偿性反应有关；ATⅢ活性降低与大量蛋白尿 ATⅢ随尿排出损失以及肝脏合成 ATⅢ蛋白原料

减少，ATⅢ的合成减少有关；PS 活性降低，与大量蛋白尿 PS 随尿排出损失有关，ATⅢ，P
S 可能为 NS 患者的高凝状态加重的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39 
 

多重高分辨率熔解曲线在氯吡格雷耐药基因分型中的应用 
 
张立辰

1,2 游国岭
1 杨海鸥

1 叶星晨
1 傅启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检验科 

2.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  氯吡格雷是一种抗血小板药物，常用于预防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血栓，但其药效具有个

体差异性。与氯吡格雷代谢相关的基因的多态性是其药效差异的重要原因。目前证实与氯吡格

雷药效有关的基因有 CYP2C19、ABCB1、PON1 等。本研究利用 HRM 分析技术，建立针对

CYP2C19 基因 rs4244285、rs4986893、rs12248560 位点，ABCB1 基因 rs1045642 位点及

PON1 基因 rs662 位点的分型方法，为氯吡格雷精准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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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设计分别针对上述 SNP 位点的特异性引物。并利用引物与 Syto-9 饱和荧光染料建立针

对上述五个 SNP 位点的多重 HRM 检测方法，采用 Rotor-geneQ 实时定量 PCR 仪进行多重 P
CR 扩增并检测熔解曲线变化，同时优化 PCR 扩增与 HRM 检测条件。利用该检测方法对 316
个连续冠心病人血液样本进行基因分型检测。并采用数字荧光杂交测序法和 sanger 测序法对

HRM 法的准确性进行验证。 
结果  本研究建立的 HRM 检测方法可以在同一个反应体系中检测 rs4244285、rs4986893、rs
12248560 三个位点，或 rs1045642、 rs662 两个位点。rs4244285、rs4986893、rs1224856
0、rs1045642 和 rs662 五个位点的检出率为：99.36%、99.36%、99.68%、99.68%、99.6
8%，正确率为：100%、100%、100%、99.37%、99.37%。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 HRM 检测方法能够在两个反应体系中对五个目标 SNP 位点进行分型。该

检验方法整个 PCR 和 HRM 反应过程可以在 86 min 内完成，不需要加入核酸探针，仅需要加

入荧光染料作为标记物。由于从一个反应体系中可以得到多组数据，时间和试剂成本都可以大

大减小。本方法具有快速、通量高、成本低、准确率高、重现性好的优点。适用于临床上对氯

吡格雷用药前的基因筛查，避免由于基因多态性而造成的用药风险。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87 
 

Plasma Level of Placenta-derived Macrophage 

Stimulating Protein α-chain in Preeclampsia Before 

20 weeks of Pregnancy 
 

long yan,zhang yonggang,yang hongling,zhu chunyan,ma qingling,chen ruihua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Object  To investigate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lacenta-derived MSP-α (α chain of the macr
ophage stimulating protein) before 20 weeks of pregnancy for early diagnosis of preeclampsi
a.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is was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in which there two parts wer
e simultaneously executed and 1500 pregnant women were recruited. In the plasma study of
 the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124 pregnant women were conducted on. The plasma level o
f MSP-α was measured before 20 weeks gestation, a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followed until d
elivery. 62 individuals with preeclampsia (the case group) and 62 gestational age- and mater
nal age- together with pre-pregnancy BMI-matched women with normotensive pregnancies 
(control group) were evaluated.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placenta study of the nest case-co
ntrol study, 34 pregnant women placenta were randomly obtained. The placenta level of MS
P of 17 individuals with preeclampsia (the case group) and 17 gestational age- and maternal 
age-matched women with normotensive pregnancies (control group) were detected. 
Results  Plasma level of MSP-α in P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20 weeks gestation (p< 0.001). In addition, compared to those PE with severe features, plas
ma levels of MSP-α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before 20 weeks of pregnancy in patients witho
ut severe features (p < 0.001). The area under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
C) of MSP-α before 20 weeks gestation was 0.905 (95% CI 0.811–0.962) for early preeclam
psia without severe features.  In placenta immunohistochemistry, case group with PE (Accu
mulated Optical Density (IOD(SUM) =8862.37±2064.42) demonstrated increased msp staini
ng,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pregnancy (IOD(SUM) =447.92±114.72, P <0 .
001). Furthermore, in the PE without severe features, there are more MSP staining 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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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ith the PE with severe features (IOD(SUM) :12192.65±5325.56 vs. 4104.83±2383.06, P =
0 .021)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plasma level of MSP-α may be associated with preec
lampsia and may be used as one of the candidate proteins for the study of preeclampsia. Fut
ure multicenter studies including greater numbers of samples are needed to obtain an accura
te predictive value of MSP-α combined with some other protein factors for the early diagnosi
s of P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97 
 

MALDI-TOF MS 在阳性血培养标本直接鉴定中的应用研究 
 

周春妹 沈佳瑾 黄声雷 马艳 李华茵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应用 ALDI-TOF MS 技术对阳性血培养标本中的病原菌进行直接快速的鉴定。  
方法  共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5 月阳性血培养 164 瓶，经过去除细胞杂质和高速离心集菌等前

处理方法后，提取蛋白进行 MALDI-TOF MS 的直接鉴定，同时对报阳性血培养瓶进行转种培

养，纯菌落用质谱鉴定，并将这两种方法的鉴定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164 瓶阳性血培养，单一感染为 160 瓶，用质谱直接鉴定和纯菌落鉴定一致的有 126
株，正确率为 78.8%，其中大肠埃希菌 19 株，鲍曼不动杆菌 13 株，阴沟肠杆菌 6 株，粘质

沙雷菌 3 株，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2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13 株，纹带棒状杆菌 4 株，吡邻颗粒

链球菌 1 株，产气荚膜杆菌 1 株，正确率均为 100%。肺炎克雷伯菌 11 株，正确率 84.6%，

肠球菌 15 株，正确率 78.9%。鉴定不一致及未得到鉴定结果的有 34 株，以革兰阳性球菌和

念珠菌较多。混合感染 4 瓶，有一瓶直接鉴定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粪肠球菌，与菌落鉴定一

致，正确率 25.0%。  
结论 MALDI-TOF MS 可用于阳性血培养的直接检测，对血流感染中主要病原菌的鉴定符合率

较高，且操作简便快速，比常规菌落鉴定方法提早 24 h 报告鉴定结果，成本低廉，适合在临

床微生物实验室中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26 
 

生物膜表达水平与铜绿假单胞菌所致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的预

后相关性研究及死亡相关性研究 
 

王惠 王琴 周春妹 黄声雷 李华茵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研究生物膜 OD 值对医院铜绿假单胞菌引起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预后的影响以及患

者死亡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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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2014 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气管插管后引起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且痰

培养见铜绿假单胞菌的患者 35 例，采用结晶紫法测定细菌生物膜的 OD 值。记录患者临床资

料，包括生命体征、基础疾病、通气参数、治疗方案。 
结果 35 例患者中，死亡 12 例。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住院时间、白细胞数、休克、意识状态、T
PN 膳食、预防性抗生素治疗在呼吸机相关性肺炎预后上有显著差异（p<0.05）。OD 值无统

计学差异（p=0.835）。 
结论 生物膜表达水平与预后无相关性。住院时间、白细胞数、休克、昏迷、TPN 膳食、预防

性抗生素治疗是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的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53 
 

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肾移植术后的临床观察 
 

庄杰 巫丽娟 代波 周英 周娟 王旻晋 陆小军 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临床分子诊断室 610041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肾移植术后肝肾功能变化的特点。 
方法  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09 年 1 月～2016 年 3 月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肾移植患者及同期

非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肾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术后肝/肾功及肝/肾功异常率的差异，

并根据大/小三阳、术前 HBV-DNA 阳性/阴性、术前肝功正常/异常分别将乙肝病毒感染肾移植

患者分亚组讨论，比较其术后肝/肾功能的差异。  
结果  纳入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肾移植患者 116 例，非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肾移植患者 348 例，共

计 464 例，其中男性 381 例，女性 83 例，中位年龄 32 岁，基本特征一致。HBsAg（+）组术

后 5 年内肾功及肾功异常率与 HBsAg（-）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术前及术

后 3 年内肝功及肝功异常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术后 5 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大三阳/
小三阳、术前 HBV-DNA（+）/（-）肾移植患者术前及术后 5 年内肝/肾功及肝/肾功异常率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术前肝功异常的 HBsAg（+）肾移植患者与术前肝功正常的 HBsAg
（+）肾移植患者相比，术后 1 年内肝功及肝功异常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术后 18 月至

术后 5 年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5 年内肾功及肾功异常率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HBV 感染对肾移植患者术后 5 年内的肾功不会有显著影响，但术后 3 年内的肝功比非 H
BV 感染肾移植患者差；大/小三阳、术前 HBV-DNA 阴/阳性对肾移植患者术后 5 年内肝/肾功

不会产生影响；术前肝功异常不会影响 HBV 感染者肾移植术后 5 年内的肾功，且异常肝功在

术后逐渐转归。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46 
 

lncRNA UCA1 调控膀胱癌线粒体代谢的分子机制研究 
 

李慧瑾 孙晓敏 陈葳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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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肿瘤细胞代谢重编程可为肿瘤的生长提供生物合成原料和所需能量，线粒体在代谢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调控其具体的分子机制尚不完全清楚。UCA1 是课题组早期在膀胱癌

中发现的一个与肿瘤生长密切相关的长非编码 RNA。本研究旨在探索 UCA1 在膀胱癌中调控

线粒体代谢的分子机制，为研究 lncRNA 在肿瘤发生中的功能提供新的策略，同时为 UCA1 作

为肿瘤治疗靶点提供更充实的理论基础。 
方法  分别异位表达和敲低 UCA1，qRT-PCR 检测 UCA1 与线粒体 D-loop 的关系；Western 
blot 检测 UCA1 对线粒体相关标志物 SDHA、SOD1、HSP60 等蛋白表达量的影响；检测 UC
A1 的变化对线粒体膜电位（JC-1）、ATP、细胞色素 c 和呼吸链复合体等线粒体功能的改

变；生物信息预测分析、qRT-PCR 及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筛选 UCA1 作为 microRNA 分子海

绵对线粒体功能的调控。 
结果  1.UCA1 的表达与线粒体的 DNA 拷贝数呈正相关；2.过表达 UCA1 促进线粒体相关标志

物的表达，敲低 UCA1 则相反；3.UCA1 可以正向调控 ATP 的产生、膜电位的变化、细胞色

素 c 的释放及呼吸链复合体的形成；4.UCA1 可以通过抑制 miR-16/195 调控代谢相关分子表

达。 
结论  lncRNA UCA1 可以作为 microRNA 分子海绵参与调节肿瘤细胞线粒体代谢重编程机

制，为 lncRNA 参与肿瘤细胞线粒体代谢重编程提供新的实验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86 
 

Prognostic value of CALR vs. JAK2V617F mutations on 

splenomegaly, leukemic transformation, thrombosis and 

overall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fibrosis: a 

meta- analysis 
 

Pei YuQing ,Wu Yue,Wang Fei,Cui We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

ical College 100730 

 

Objective  The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  basis  for  Philadelphia-negative  myeloproliferati
ve neoplasm (MPN) has got much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effect of CALR vs. JAK2
V617F mutations on the clinical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primary fibrosis (PMF) remains
 relatively obscure.  Therefore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co
mplications  (splenomegaly,  leukemic  transformation  or  thrombosis)  and  long-time  overa
ll survival  between  CALR-mutant  and  JAK2-mutant  PMF  patients,  so  as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genotypes in this disease.   
Method  The  search  strategy  was  conducted  in  Pubmed,  Embase,  and  Web  of  Scien
ce  (until  February 2016) to identity published studies that evalu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
n CALR-mutated and JAK2-mutated  PMF. Two  reviewers  (YQ  Pei  and  Y  Wu)  independ
ently performed  the  evaluation  of  retrieved publications and extracted the data of each elig
ible study.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num
ber of CALR-mutant  and JAK2-mutant  patients experiencing splenomegaly,  leukemic trans
formation and  thrombosis.Hazard ratio(HR) was used to assess the overall survival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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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wo  mutation groups. Endnote X7 was used to manage articles and STATA version12.
0 was used to pool data.  
Results  Twelve  studies  involving  435  CALR-mutated  and  1116 JAK2V617F  PMF  patie
nts  were  analyzed.  CALR-mutated  patients  displayed a  lower  risk  of splenomegaly  (OR
  0.47,  95%CI  0.29-0.78)  and  thrombosis  (OR  0.52,  95%CI  0.29-0.92)  bu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isk  of  leukemic  transformation  (OR  0.90,  95%CI 0.55-1.47)
  when  compared  with  JAK2-mutated  patients. JAK2 mutation had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s
urvival failure while CALR mutation, on the other side, tended to yield a better survival rate(H
R 2.58, 95%CI 2.08-3.20).   
Conclusions   A genetic classification of PMF by CALR and JAK2 mutations carried signific
ant prognostic relevance.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so we may put mutation status into bett
er consideration when designing clinical trials and making clinical decision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02 
 

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在缺铁性贫血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侯立安 程歆琦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三种不同方法的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soluble transferrin receptor，sTfR)检测试剂

盒在缺铁性贫血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缺铁性贫血、单纯慢性病贫血和慢性病合并缺铁性贫血以及健康对照四组标本，并

用三种不同方法的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检测试剂盒检测所有标本的 sTfR 含量，确定三种方法

的诊断界点，进行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比较其在不同组中的差异。连续五天检测高低两水平

的病人标本和质控品中 sTfR 的含量，每天检测 4 次，评价三种方法的精密度。同时检测四组

标本的其他铁代谢指标：血清铁蛋白、血清铁、不饱和铁结合力和转铁蛋白，进行独立样本非

参数检验并做 ROC 曲线，判断不同指标的诊断价值。 
结果  酶免疫化学发光法和免疫散射比浊法的 sTfR 的诊断界点为 2.5mg/L，免疫透射比浊的诊

断界点为 5.5 mg/L。免疫散射比浊法的精密度高于其他两种方法。四组标本中，缺铁性贫血(I
DA)和慢性病合并缺铁性贫血组(CIDA)的 sTfR 含量明显高于其他两组（P<0.05），并且其诊

断的敏感度和特异性高于铁蛋白和血清铁。sTfR 与铁蛋白对数的比值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最

高，可以较好的对缺铁做出判断。 
结论  sTfR 在缺铁性贫血时含量升高，敏感性和特异性较好，与铁蛋白联合对缺铁的诊断更可

靠和准确,可用来鉴别诊断单纯慢性病贫血和缺铁性贫血。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13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Biomarkers for Behcet Disease 

Diagnosis Using HuProt Array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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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Chaojun1,Pan Jianbo2,Song Guang2,Wen Xiaoting1,Wu Ziyan1,Mo Wenxiu1,Zhang Fengchun1,Qian Jiang
2,Zhu Heng2,Li Yongzhe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Behcet disease (BD) is a chronic systemic vasculitis and considered as an autoimmune dise
ase. Although rare, BD can be fatal due to ruptured vascular aneurysms or severe neurologic
al complications. To date, no known biomarker has been reported for this diseas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iagnosis in the clinics. To undertake this challenge, we employed the HuProt arra
ys, each comprised of~20,000 unique human proteins, to identify BD-specific autoantibodies 
using a Two-Phase strategy established previously. In Phase I, we profiled the autoimmunity 
on the HuProt arrays with 75 seru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40 BD patients, 15 diagnosed au
toimmune patients who suffer from Takayasu arteritis (TA; N=5)), ANCA associated vasculiti
s(AAV; N=5), and Sjogren's syndrome(SS; N=5), and 20 healthy subjects, and identified 20 c
andidate autoantigen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D. To validate these candidat
es, in Phase II we constructed a focused array with these 20 candidate BD-associated antige
ns, and use it to profile a much larger cohort, comprised of seru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13
0 BD patients, 103 autoimmune patients (i.e., 40TA, 40 AAV and 23 SS), and 110 healthy co
ntrols. This allowed us to validate CTDP1 (RNA polymerase II subunit A C-terminal domain p
hosphatase)as a BD-specific autoantigen. The association of anti-CTDP1 with BD patients w
as further validated using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blot analysis. In conclusion, anti-CTDP1 ant
ibody serves a novel autoantibody for Behcet disease and is expected to help more accurate
 clinical diagnosi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15 
 

ApoM rs805297 CA polymorphism are not in relation to 

Lupus 
 

Du Wenhan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检验科 410011 

 

Objective  To examine whether the apolipoprotein M (APOM) rs805297 C/A polymorphism i
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in a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We studied APOM rs805297 C/A gene polymorphism in 52 SLE patients, and 52 c
ontrol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Genotyping was done by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
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The blood serum concentration of APOM was mea
sured by a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in SLE patients and controls. 
Results   Genotype and allele frequencies were not significant (P?=?0.281 and 0.177, respe
ctively) between cases and controls. Compared with the wild-type C/C genotype, carriers of t
he C/A and A/A genotypes did not have an increased risk of SLE, as determined by multiple l
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A, odds ratio?=?1.01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430-2.377, P?
=?0.980; AA, odds ratio?=2.69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776-9.334, P?=0.119). The aver
age concentration of APOM in serum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SLE patients compared to co
ntrols and correlated with SLEDAI scores(r=0.396,P=0.004). However, The serum level of ap
oM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among carriers of the three genotypes between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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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functional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PO
M rs805297 C/A variant allele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SLE risk.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19 
 

基于决策树的慢性乙型肝炎与肝硬化诊断模型 
 
邓小燕

1,1 潘昆贻
2,2 彭亮

1 孙卫民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利用决策树模型挖掘常见的临床检验资料信息，建立慢性乙型肝炎及肝硬化的无创诊断

模型。 
方法  选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15 年 HBV 感染相关性疾病 518 例，其中慢性乙型肝

炎组 344 例，肝硬化组 174 例，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及常见的 21 项临床检验指标。通过无放

回分层抽样方法在这两组样本中分别抽取 3/4 共同构成 388 例的训练样本，分别抽取 1/4 共同

构成 130 例的测试样本，利用决策树分类回归树（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CART）和 C4.5（successor of ID3）两种算法构建模型，采用预测正确

率和 ROC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评价决策树模型的预测准确性。 
结果  决策树的根节点样本数均为 388，即全部训练样本，分枝包含最小样本数为 15，决策树

挖掘深度为 5。最后进入 C4.5 模型的仅有白蛋白这一变量，叶节点个数为 2；进入 CART 模

型的有 9 个变量，分别是年龄、白蛋白、白蛋白/球蛋白、甲胎蛋白、Ⅲ型前胶原氨端肽、间

接胆红素、总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球蛋白，叶节点个数为 11。CART 模型的预测正确

率为 86.15%，高于 C4.5 模型的 83.85%；两者的 AUC 分别为 0.851(95%CI：0.772～0.931)
和 0.822(95%CI：0.739～0.906)。 
结论  利用决策树模型充分挖掘常规临床检验资料，所构建的无创诊断模型有较高的预测准确

度，且 CART 模型优于 C4.5 模型，结果直观明了，解读性强，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42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the ETS1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polymyositis/dermatomyositis in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Chen Si1,2,Wen Xiaoting1,Li Liubing1,Li Jing1,Li Yuan1,Wang Qian1,Yuan Hui2,Zhang Fengchun1,Li Yongzhe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Beijing Anzhen Hospital 

 

Background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the ETS1 gene have been associ
ated with several auto-inflammation diseases, while the susceptibility between these gen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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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ies (IIMs) were not reported.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
estigate whether ETS1 gene polymorphisms confer susceptibility for the IIM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A large case–control study of Chinese subjects with polymyositis (PM) (n=363) an
d dermatomyositis (DM) (n=654) was accomplished. 1280 healthy and ethnically matched co
ntrols were available for comparison. Five SNPs in the ETS1 region (rs7117932, rs6590330, 
rs4937362, rs10893845 and rs1128334) were assessed and genotyped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iPLEX platform.  
Results  Our study indicated rs7117932 alleles and genotype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DM and PM/DM patients (Pc = 6.0×10-3 and Pc = 0.029; Pc = 0.013 and Pc = 0.019, res
pectively). The percentage of DM and PM/DM patients with the risk A allele of rs6590330 we
re also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Pc = 0.033 and Pc = 0.013), and
 rs6590330 genotype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PM/DM (Pc = 0.020). In addition, th
e association of two SNPs, rs7117932 and rs6590330, surprisingly, reached statistical signifi
cance in DM and PM/DM complicated with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 (all Pc <0.05).  
Conclusions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reveal ETS1 polymorphisms were associated with P
M/DM patients or these patients with ILD, indicating that ETS1 might be the susceptibility ge
ne for PM/DM patient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4962 
 

Cellular retinoic acid binding protein 2 is 

strikingly downregulated in huma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d functions as a tumor suppressor 
 
wang rui1,2, Yang Qingyuan1,Xiao Weifan2,Sun Fenyong1,Pan Qiuhui2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Objective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is the predominant pathotype of e
sophageal carcinoma (EC) in China, especially in Henan province, with poor prognosis and li
mited 5-year survival rate. Cellular retinoic acid binding protein 2 (CRABP2) is a member of t
he retinoic acid (RA) and lipocalin/cytosolic fatty-acid binding protein family and plays a com
pletely contrary role in tumorigenesis through the retinoid signaling pathway, depending on th
e nuclear RA receptors (RAR) and PPARbeta/delta receptors.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find th
e biological role of CRABP2 in the development of ESCC . 
Methods  Firstl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assays 
(IHC)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CRABP2 at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in c
linical ESCC tissues (T) and paire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N)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
e χ2 test was used to analysis the correlation of CRABP2 expression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z
ation. Moreover,thebiofunctional assays, such as cell growth analysisusing CCK-8 analysis a
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in vitro, tumor-bearing nude mice in vivo, cell apoptosis analysis 
using flow cytometry assay and hoechst staining assay, cell metastasis analysis using woun
d-healing assay, transwell assay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were used to test the biologica
l rolesof CRABP2 in EC cells. 
Results  CRABP2 is strikingly downregulated in esophageal tumor tissues, the expression of
 which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occurrence position, pathology, TNM stage, size, infilt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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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epth and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ESCC tissues. Additionally, CRABP2 acted as a tumor sup
pressor by significantly inhibiting cell growth, inducing cell apoptosisand blocking cell metast
asi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Conclutions  CRABP2 is possibly an efficient molecular biomarker for diagnosing and predi
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SC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24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blaPER genes in Shanghai 
 
xie lianyan1,wu jun2,zhang fangfang1,han lizhong1,guo xiaokui3,ni yuxing1,sun jingyong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

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3.Department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 Institutes of Medical Sciences， Shangha

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s  To characterize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location, genetic environment, and 
possibl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blaPER in clinical Gram-negative bacillus isolates in Chi
na. 
Methods  blaPER varia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PCR and sequence analysis. Molecular epid
emiology of isolate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PFGE. The location of blaPER was analysed by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S1-PFGE, I-CeuI-PFGE, and hybridization with specific probes, an
d its genetic environment was defined using overlapping PCR and sequence analysis; the pr
esence of a circular molecule was investigated with inverse primers. 
Results  Sequence analysis revealed three different blaPER variants: blaPER-1 (20/25), bla
PER-3 (1/25), and blaPER-4 (4/25). Four of six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nd three of six P. a
eruginosa presented identical PFGE profile, whereas others showed highly heterogeneous r
estriction patterns. blaPER was found either chromosomally inserted or carried on diffident pl
asmids. Except two isolates harbouring blaPER-1surrounded by ISPa12 and ISPa13 of Tn12
13, the majority (23/25) harboured a common ISCR1-blaPER-gst-abct structure inside the co
mplex class 1 integron,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diverse mobile genetic elements such as I
S26, Tn21, Tn1696, and miniature inverted-repeat transposable element (MITE). Thirteen arr
ays of gene cassettes upstream of ISCR1–blaPER were discovered in 18 non-repetitive isola
tes in our study. Furthermore, the free circular molecule with an ISCR1-blaPER-3′CS2 struct
ure was detected in all 23 isolate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confirmed ISCR1 as a predominant role in the mobilization of blaP
ER in China. It was the first report of blaPER mediated by Tn1213 in Chin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60 
 

IL-27、IL-6 在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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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瑞玉 李维春 

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39001 

 

目的  探讨白介素-27（IL-27）、白介素-6（IL-6）在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EONS）诊断中的

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至 12 月入住南京儿童医院滁州分院的新生儿病例，按照 EONS 的诊断

标准及是否发生感染，将患儿分为败血症组（32 例）、一般感染组（20 例）和非感染组（20
例），分别收集各组患儿出生第一天和败血症组出生第七天的血液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ELISA）测定血清中 IL-27、IL-6 水平。 
结果 败血症组患儿出生第一天的血清 IL-27、IL-6 水平高于一般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一般感染组和非感染组之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败血症组

患儿出生第七天血清 IL-27、IL-6 水平较出生第一天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观察血清 IL-27、IL-6 水平在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及疗效评价具有一定的临床价

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86 
 

Establishment of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normal pregnant 

women in Beijing. 
 

Li Aiwei,Yang Shuo,Qiao Rui,Zhang Jie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100191 

 

Object   To establish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during normal pregna
ncy in Beijing. 
Methods  A total of 450 normal healthy women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150 non-pregnan
t females and 300 pregnant females with a mean age of 30 years. According to their medical 
records, blood sample reports were obtained, which from medical examination report of norm
al healthy female and blood cell test of healthy pregnant female at first and third trimesters. A
ll of blood samples were processed on Sysmex XE-2100 whose traceability was well verified.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White blood cell (WBC), Red blood cell (RBC), He
moglobin (HGB), Hematocrit (HCT), Mean cellular volume (MCV), Mean cellular hemoglobin 
(MCH), Mean cellular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MCHC), Platelet (PLT) and Leukocyte differ
ential count. Reference intervals (RI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nonparametric procedure. 
Results  WBC and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regnant women, b
oth at first and third trimesters (P＜0.0001). The upper limit of WBC at trimester 3 was 14.09
×109/L. RBC, HGB, HCT, PLT and percentage of lymphocytes were lower in pregnancy (P＜
0.0001). The lower limit of HGB was 98g/L and PLT was 117×109/L at trimester 3. MCV, MC
H, MCHC had a slight change at trimester 1 and nearly return to normality at trimester 3. 
Conclusion  The features of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during pregnancy are described in th
is study. Pregnant women differed from non-pregnant females.Establishment of reference int
ervals for healthy pregnant women will be helpful to recognize whether the hematologic 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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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s changed by disorders or not. This study can be applied to every region with the simila
r ethnic and economic situ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118 
 

国主流 HBV DNA 定量自动化检测系统的临床性能验证 
 

郭桐生 刘立明 李永利 刘亚楠 王童 夏丽芳 马洪滨 李伯安 毛远丽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对中国主流乙型肝炎 DNA 定量全自动核酸检测系统进行性能评估。  
方法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行业标准《核酸扩增检测用试剂（盒）》为验证依据，部分参照

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法案修正案》规定和《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完善验证方

案，收集 162 例临床患者样本，以罗氏的 CAP/CTM v2.0 检测系统作为检测对照，进行准确

度、线性范围、精密度、灵敏度、最低检测限、干扰验证试验和抗污染能力验证。 
结果  不同厂家全自动检测系统完成 96 个样本的核酸提取和 PCR 体系构建时间为 84-170 分

钟；所有检测系统线性范围验证实验结果显示 R2 均>0.99。最低检测浓度为 10-30IU/mL，仅

有一厂家一例未检测出，其他厂家检出率为 100%。107 IU/mL 浓度值样本的批内、日间精密

度分别为：0.31%-1.71%、0.78-2.11%，均符合国家标准；60 IU/mL 浓度值样本的批内、日

间精密度分别为：3.37%-5.07%、4.10%-8.05%，有一个厂家检测系统超过国家标准中 CV≤5.
0%。准确度试验结果：测定值与目标值对数的绝对偏差为-0.19-0.33，均<±0. 5 的国家标准，

满足标准要求。与罗氏 COBAS 
TaqMan HBVDNA v2.0 检测结果相比：两种检测体系结果高度相关，R2 为 0.973-0.991，均

符合国家标准 R2>0.950；交叉污染实验显示，所有检测系统携带污染和交叉污染均为阴性，

阴阳符合率均为 100%。抗干扰试验：干扰 Δlg 为-0.07-0.14，抗干扰能力强。 
结论 国内主流乙型肝炎 DNA 定量自动化检测系统检测体系灵敏度高、精密度好、线性范围

宽，抗干扰、抗污染能力突出，检测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可满足临床高灵敏度 HBV DNA 定量

检测的需求。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55 
 

GP73 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血清中的表达特性研究 
 

陈霖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高尔基体糖蛋白-73（Golgi protein,GP73）是一种位于高尔基体表面的糖蛋白，既往研

究显示，在肝组织病变时，GP73 表达明显上调,本研究旨在]明确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患者血清 GP73 表达水平特征，为全面科学解读 GP73 的临床意义提供

一定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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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检测健康体检者、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和 PBC 患者各 60 例的血

清 GP73 浓度及相应血清中肝功和凝血指标。采用 ANOVA 进行三组间差异分析， ROC 曲线

评估其诊断效能，相关性分析探讨 GP73 与其它临床参数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结果  与健康对照人群血清 GP73 水平(26.15±16.12ng/ml)和 CHB 患者血清 GP73 水平(51.20
±33.25ng/ml)相比，PBC 患者血清 GP73 水平(128.91±83.75ng/ml)显著升高，以健康体检人

群作对照，约登指数最大时，以 49.6ng/ml 为 cut-off 值，则 GP73 诊断 PBC 的敏感度和特异

性分别为 83.3%和 95%，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23(95%CI:0.871-0.976)。PBC 患者血清 GP
73 水平与其血清 AST 水平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r=0.282,P=0.029)，与血清 TBIL 之间有一

定的相关性(r=0.464,P<0.0001 )，与 DBIL 有一定相关性(r=0.468,P<0.0001)也与 TBA 有一定

的相关性(r=0.533,P<0.0001)。PBC 患者的血清 GP73 与 ALB 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
5,P<0.0001)，与 CHE 呈一定的负相关性(r=-0.762,P<0.0001)与 PT 有一定的负相关性(r=-0.6
79,P<0.0001)，也与活动度呈一定的负相关性(r=-0.529,P<0.0001)。 
结论  PBC 患者血清 GP73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体检人群，对于血清 GP73 升高的患者，除

了考虑病毒性肝炎，肝癌，也应该考虑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GP73 有可能作为肝细胞损伤的

良好标志，与肝脏功能的变化密切相关，但 GP73 用于肝病的临床病因学诊断则比较困难。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87 
 

腹水直接检测降钙素原和白介素 6 用于自发性腹膜炎诊断作

用的探讨 
 

刘亚楠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评估肝硬化患者腹水直接检测降钙素原和白介素 6 用来诊断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价值 
方法  按照自发性腹膜炎的诊断标准，2015 年 1 月至 4 月在解放军第 302 医院连续收集 74 例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的肝硬化患者的腹水和 75 例无感染的肝硬化患者的腹水，检测

患者的总胆红素、AST、ALT 及凝血酶原活动度，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患者腹水的 PCT 和 IL-
6，同时检测 SBP 组患者的血清 PCT。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肝硬化腹水患者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SBP 组和对照组两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SBP 组的腹水分叶核细胞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2634.3±7198 vs. 32.1±4
5.6, P=0.003），SBP 组的 AST 要显著高于对照组(276.5±868.7 vs. 66.1±51.9,  P=0.044)；
有 19 名肝硬化患者腹水细菌培养阳性共鉴定出 21 株菌；SBP 组腹水 PCT 和 IL-6 结果分别显

著高于对照组的相应结果（0.94±1.24ng/mL vs. 0.21±0.27ng/mL, P<0.001；3386.7±1551.9p
g/mL vs.1775.4±1551.9, p<0.001）。SBP 组血液和腹水 PCT 的具有相关性（R=0.771，9
5%CI：0.234-0.346）；腹水 PCT 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下面积为 0.783，95%C
I：0.707-0.860，p<0.001， PCT 折点为 0.4ng/mL，敏感性为 0.608，特异性为 0.907。 
结论  肝硬化患者腹水直接检测 PCT 可以用于肝硬化患者 SBP 的诊断，但敏感性不太高，要

防止漏检。IL-6 不太适用于肝硬化患者 SBP 的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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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例 HBsAg 阳性产妇对新生儿乙肝血清学模式和 HBV DNA 的

影响及临床意义 
 

卞成蓉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探讨 HBsAg 阳性产妇的 HBV 病毒携带状况和血清学模式对新生儿的影响及临床意义，

并进一步探讨抗病毒药物对乙肝产妇母婴阻断的效果。 
方法  回顾 300 例 HBsAg 阳性产妇及其所生新生儿的血清乙肝标志物和 HBV DNA 拷贝数，

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统计分析 HBV DNA 阳性产妇怀孕 28 周是否服用抗病毒药与新

生儿 HBV DNA 的关系。 
结果  HBsAg 阳性乙肝产妇所生新生儿的乙型肝炎血清学标志物表现模式有 13 种，分别为 HB
sAg、HBsAb、HBeAg、HBcAb（4%）；HBsAg、HBsAb、HBeAb、HBcAb（1.33%）；H
BsAg、HBeAg、HBcAb（5.33%）；HBsAb、HBeAg、HBcAb（11.67%）；HBsAg、HBeA
b、HBcAb（1.67%）；HBsAb、HBeAb、HBcAb（17%）；HBsAg、HBcAb（1%）；HBsA
b、HBcAb（3%）；HBeAg、HBcAb（13%）；HBeAb、HBcAb（39.99%）；HBsAb、HBe
Ab（0.33%）；HBsAb（0.33%）；HBcAb（2%）。母亲血清中的 HBeAg 含量与新生儿的

强传染性有关。在 HBsAg 阳性母亲中，血清 HBV DNA 阳性的母亲所生新生儿被感染的危险

度高于血清 HBV DNA 阴性的母亲所生新生儿，两组比较有极显著性意义（p<0.0001）。产妇

自 28 周起开始服用抗病毒药（拉米夫定/替比夫定）和未服药组相比能显著降低新生儿感染 H
BV 的风险（p＜0.001）。 
结论  HBsAg 阳性产妇所生新生儿的乙肝血清学标志物模式具有多样性。产妇 HBeAg 和 HBV 
DNA 阳性是宫内胎儿 HBV 感染的高危因素。HBV DNA 阳性乙肝产妇怀孕 28 周服用抗病毒药

物可降低新生儿感染 HBV 的风险。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19 
 

血清 lncRNA SRA1 作为原发性肝癌分子标志物的初步探讨 
 

冯永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患者预后差、5 年生存率低、病死

率高。因此寻找有效的早期筛查及诊断指标对提高肝癌的整体诊治水平至关重要。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类固醇受体 RNA 活化因子(Steroid receptor RNA act
ivator，SRA1)能通过调控 PRC2 合成的过程对肿瘤基因的表达起作用，PRC2 复合物的组分

之一 EZH2 在肝癌中过量表达为此，我们初步探讨血清 lncRNA SRA1 作为肝癌患者生物标志

物的临床价值。 
方法  我们收集了 20 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HCC 确诊患者血清样本，以及 20 例年龄

和性别相匹配体检中心健康人血清样本。使用 Roche cobas 8000 和 E601 检测各组血清中的

肝功相关指标（?-GT、ALT、AST 和 ALB）和 AFP 水平。Trizol LS 提取血清中 RNA，采用

qRT-PCR 方法检测 HCC 患者和健康对照中的 SRA 相对表达水平，内参为 GAP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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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肝功指标中，HCC 患者血清中的?-GT、ALT 和 AST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P< 0.00
1）；ALB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 0.001）。AFP 在 HCC 患者血清中的水平显著高于

正常对照组（P< 0.001）。qRT-PCR 结果显示：HCC 组血清中的 SRA RNA 表达水平显著高

于正常对照组（P< 0.01）；同时在 AFP< 20 的 HCC 患者血清中，SRA1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

于正常对照组（P< 0.01）。我们通过 ROC 曲线分析了 SRA 的诊断价值，AUC 为 0.812（P=
 0.007）。对 SRA1 与 AFP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r=-0.0158，P=0.9364。但在 AFP<20
时，对 SRA1 与 AFP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r=0.5408，P=0.0168。 
结论  SRA1 在 HCC 患者血清中表达上调，可作为 HCC 诊断潜在的分子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31 
 

碳青霉烯非敏感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机制及分子流行病学初步

研究 
 

蒲姝丽 徐绣宇 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了解我院 2012-2014 年碳青霉烯非敏感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情况，初步探讨其耐药机

制，同时进行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方法  收集我院 2012 年至 2014 年 VITEK2 Compact 系统鉴定出的碳青霉烯类非敏感肺炎克

雷伯菌非重复株，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药敏结果进行复核；通过 PCR
及测序方法检测碳青霉烯酶基因，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s）基因，喹诺酮类基因，氨基糖

苷类基因，及Ⅰ类整合子和膜孔蛋白基因，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多位点序列分型（ML
ST）进行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  我院三年共分离到碳青霉烯非敏感非重复肺炎克雷伯菌 56 株（2.63%）；主要分离自尿

液（18 株）和痰液（14 株），病房分布以外科（29 株）和 ICU（14 株）为主；56 株（10
0%）对厄他培南不敏感，27 株（48.21%）对亚胺培南不敏感，21 株（37.50%）对美罗培南

不敏感，82.14%（46/56）的菌株对一种以上头孢菌素耐药；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和喹诺酮类抗

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69.64%（39/56）和 64.29%（36/56）；我们在 10 株（17.86%）菌中

检测到碳青霉烯酶基因：blaNDM-1（10.71%）、blaIMP-4（1.79%）、blaKPC-2（5.3
6%），52 株（92.86%）菌 ESBLs 基因阳性，39 株（69.64%）菌喹诺酮类基因阳性，34 株

（60.71%）菌氨基糖苷类基因阳性，37 株（66.07%）菌检测到Ⅰ类整合子（Intl-1），3 株

（5.36%）菌 ompK35 基因缺失，4 株（7.14%）菌 ompK36 基因缺失，未检测到两种膜孔蛋

白基因同时缺失的情况；PFGE 提示 56 株非敏感菌分为 52 个型别（1-52 型），45 型包括 3
个亚型 45a、45b、45c；MLST 提示碳青霉烯酶基因阳性的 10 株菌属于 7 个 ST 型：ST11、
ST15、ST29、ST290、ST323、ST412 和 ST1641。 
结论  我院 2012-2014 年碳青霉烯非敏感肺炎克雷伯菌厄他培南非敏感率较高，且 MIC 值呈明

显上升趋势，大部分菌株表现为多重耐药；碳青霉烯酶基因阳性率不高，ESBLs 基因高表达

合并膜孔蛋白基因缺失可能是我院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非敏感的主要机制，多种耐

药基因共同表达和Ⅰ类整合子高表达可能与多重耐药有关；分子流行病学显示具有克隆多样

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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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91 
 

MTHFR 和 MTRR 基因多态性与急性脑梗死的关联研究 
 

王海滨 张冬青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37 

 

目的  研究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MTHFR）、甲硫氨

酸合成酶还原酶（methionine synthase reductase, MTRR）基因多态性与急性脑梗死的关

联。 
方法  选择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 130 例

患有急性脑梗死患者为病例组，同期在该院体检中心进行查体的 130 例正常人群为对照组，两

组人群的性别年龄总体无统计学差异。应用 PCR-荧光探针法检测两组人群的 MTHFR 基因 67
7C>T、1298A>C 位点和 MTRR 基因 66A>G 位点的多态性进行定性检测，分析两组人群的基

因型及其分布，应用酶法检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水平。 
结果  ①急性脑梗死组 MTHFR C677T 位点的 TT 纯合突变等位基因、MTRR66 位点的 GG 纯

合突变基因分布频率（65.4%、30.0%）明显高于对照组（45.0%、16.5%）（P＜0.01）；②

急性脑梗死组血清 Hcy[(15.86±11.13)mmol/L]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11.34±3.07）mmol/L]
（P＜0.01）；③血清 Hcy 水平与 MTHFR C677T 位点基因型多态性有关，TT 型人群 Hcy 水

平明显高于 CC 型；血清 Hcy 水平与 MTHFR A1298C 位点基因型多态性有关， AC 基因型血

清 Hcy 水平明显高于 AA 型；MTRR A66G 位点基因型多态性有关 GG 基因型血清 Hcy 水平

明显高于 AA 型。 
结论  急性脑梗死组 MTHFR C677T、MTHFR A1298C、MTRR A66G 基因多态性与急性脑梗

死的发生有关，与其 Hcy 水平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25 
 

基于催化发夹结构自组装和滚环扩增的电化学传感器用于检

测 microRNA 
 
李青

1 丁世家
2 孟欣

2 牛国平
1 

1.徐州市中心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随着对 microRNA（miRNA）种类、结构和生物学功能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在生物发

育、代谢调控、疾病发生和治疗干预的重要性受到了广泛关注。在医学领域，miRNA 是一类

重要的生物标志物和寻找癌症治疗药物的靶标，其中 miRNA21 与多种疾病相关，如导致血管

内膜增厚、是胶质瘤细胞的抗凋亡因子、调节 PTEN 抑癌基因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等。由于

miRNA 序列短小、同源性高、稳定性差、表达量低等性质，建立快速简便、灵敏度高、特异

性强的 miRNA 定量检测方法至关重要。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催化发夹结构自组装（CHA）和

滚环扩增（RCA）双重信号放大技术的电化学传感器，用于 miRNA21 的检测。 
方法  靶物质 miRNA21 在液相体系中启动 CHA 体系，最终形成含生物素标记末端的 DNA 杂

化双链，CHA 产物与电极表面的捕获探针杂交，通过链霉亲和素-生物素将 CHA 产物与 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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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二者连接起来，RCA 反应产生大量的的线性重复序列，酶催化 RCA 扩增产物发生电化学

反应产生信号，将两类信号放大技术联用，实现快速高灵敏的检测 miRNA。 
结果  优化实验条件后，该传感器在 0.5～12500pM 浓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其最低

检测限（LOD）为 290fM，且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同时能成功区分三种不同序列的核苷酸，具

有很强的特异性。 
结论  本研究将 CHA 和 RCA 结合实现双重信号放大，应用电化学传感器作为检测平台对 miR
NA 进行检测，具有操作简单，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优点，为 miRNA 的检测提供了有力的

工具，在基础研究和临床检测领域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65 
 

Establishment of age and gender specific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liver function tests in 

healthy Han children 
 

Li Xin,Xu Jiancheng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Objectives  Establishment of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but imp
ortant tasks for laboratory physicians.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children make values 
of liver function tests moving targe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ge and gender sp
ecific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of liver function tests among Han children in Changchu
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1394 healthy Han children, males and females aged 2-14 years, were re
cruited from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in Changchun with informed parental consent. The lev
els of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γ-glutamyltr
ansferase (GGT),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total protein (TP), albumin (ALB), total bilirubi
n (TBIL) and direct bilirubin (DBIL) were measured on Hitachi 7600-210 automatic biochemic
al analyzer. The age and gender specific reference intervals were partitioned using Harris an
d Boyd’ s test and calculated using nonparametric rank method. The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
vals were validated in five representative hospitals located in different areas in Changchun. 
Results  All the analytes required some levels of age partitioning. Proteins and bilirubins did 
not require gender partitioning. In contrast, considerable gender partitioning was required for 
serum ALT, AST, GGT, and ALP. TP, TBIL, and DBIL showed steady increases, and AST sh
owed apparent decreases over time, whereas ALT, GGT, ALP, and albumin demonstrated c
omplex trends of change in these times. ALT and GGT increased sharply in males from 11 y
ears to juveniles. However, ALP markedly declined in females from 13 years to 14 years. All 
five laboratories passed the validation of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Conclusions  There were apparent age or gender variations of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liv
er function tests. When establishing pediatric reference intervals, partitioning according to ag
e and gender is frequently necessar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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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in prevention of 

diabetic liver injury via suppression of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Wang Di,Yang Chun,Xu Jianche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Objective  DLI is a complicated chronic pathogenesis that was caused by abnormal glycome
tabolism, lipid metabolism, increased free fatty acid, oxidative stress, insulin resistance and s
o on. ER stress-mediated apoptosis was a new discovered apoptotic pathways in recent year
s. Hyperglycemia, hyperlipidemia and infection with diabetic patients could induce the develo
pment of ER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of ERS and ER stress-m
ediated apoptosis with DLI, and protection of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on DLI. 
Methods  Ten-weeks-old male FVB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control gro
up (CON),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control group (TUDCA),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trea
t group (TUDCA+DM) and diabetic model group (DM). TUDCA+DM and DM were induced b
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STZ at 40 mg/kg body weight daily for five days to induce diabet
es mellitus. Whole blood glucose was detected using a glucose monitor after five days, diabe
t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whole blood glucose levels higher than 12mmol/L. TUDCA an
d TUDCA+DM were treated with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at 500mg/kg body weight daily wh
ich added to drinking water. Animals were sacrificed at 2 weeks and 2 months after the onset
 of diabetes. Liver was harvested. Blood samples were taken for analysis of laboratory para
meters. Liver tissue was embedded in paraffin, and sectioned at 3-4μm. The slides were stai
ned for HE, Periodic acid-Schiff, Sirius Red and TUNEL.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the li
ver of mice by Trizol Reagent. cDNA synthesis was obtain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
rase chain reaction an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as using to measure the content of GRP
78, GRP94, ATF6, Caspase 3 and CHOP mRNA. HepG2 cells were cultured in DMEM suppl
emented with 10% fetal bovine serum at 37 °C in an atmosphere of 95% air and 5% CO2. H
epG2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control group (CON),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con
trol group (TUDCA),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treat group (TUDCA+Glu) and high glucose gr
oup (Glu). TUDCA and TUDCA+Glu were pre-treated with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at 500μ
g/ml for 12h, then Glu and TUDCA+Glu were treated with glucose at 50mM for 60h. Quantita
tive real-time PCR was using to measure the content of GRP78, GRP94, ATF6, Caspase 3 a
nd CHOP mRNA. 
Results  1. The mental state of TUDCA+DM is better than DM. The body weight of DM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2 weeks. TUDCA+DM and DM decrease weight significantly comp
are to control, the weight of DM had the greatest reduction at 2 months. The blood glucose le
vels of TUDCA+DM and DM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and blood gluc
ose level decreased slightly in TUDCA+DM. 2. The result of laboratory parameters indicate t
hat the levels of GSP, ALP, CHO, TG and LDL in DM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UDCA+
DM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 levels of GSP and ALP. The differences of all parameters were
 found between TUDCA+DM and DM.     3. The staining of HE, PAS and Sirius Red showed 
that the liver of DM was with mild inflammatory infiltrates and small amounts of the accumula
tion of glycogen granules at 2 weeks. And the staining showed that TUDCA+DM and DM wer
e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inflammatory infiltration, accumulation of glycogen particles and fiber
s hyperplasia. 4. The TUNEL assay indicated that the hepatocyte apoptosis were significantl
y increased in TUDCA+DM and DM compared with control at 2 weeks, and DM with the mos
t apoptotic cells. 5. Real time 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GRP78, GRP94, ATF6, Ca
spase 3 and CHO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DM at 2 weeks, and the expression of TU
DCA+DM were lower than DM. GRP78 mRNA was up-regulated in DM at 2 months and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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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UDCA+DM. 6.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GRP78, A
TF6, eIF2α, Caspase 3 and CHOP were apparent in Glu compared with control and the expr
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UDCA+Glu. 
Conclusions  1. The mice model of T1DM accompanied by liver injury are built successfull
y. 2.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could improve the weight, laboratory parameters and morpho
logy of diabetic mice. 3. Hepatic cell death mediated by ER stress is one of the nosogenesis 
of DLI. 4. Taurousodeoxycholic acid could inhibit ERS and ER-stress mediated apoptosis in li
ver cells, play a protective role in diabetic liver injur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543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erum biomarker panel

 for the detection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

oma through RNA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Xing Shan,Liu WanLi,Zheng X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510060 

 

BACKGROUND  Currently,serum 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of ESCC are of low sensitivity. T
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new serum markers for ESCC diagnosis from ESCC and paired nor
mal tissues RNA sequencing data and verify the diagnostic effect in multi-center patients wit
h ESCCs. 
METHODS  RNA was extracted from six pairs of ESCC and matched normal tissues. Differe
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were analysed using RNA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technol
ogy in collaboration with BGI, then filtered out by the next multi-step analysis: expression fre
quency (≥80%), upregulated fold (≥5), bioinformatics prediction software SingnalP and Secre
tome (secreted proteins), mRNA microarray database, esophageal cancer signaling pathway
 analysis, oncogenic protein function analysis, and document retrieval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 cohort of 613 serum samples from 150 patients with ESCCs, 44 esophageal benign disea
se patients and 96 healthy controls in test group, and 169 patients with ESCCs, 74 esophage
al benign disease patients and 80 healthy controls in validation group was analyzed in a thre
e-step approach that included: a preliminary screening phase(40 ESCCs and 40 healthy cont
rols sourced from the test group), a test phase, and a validation phase. Levels of proteins we
re examined by ELISA. 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use
d to detect candidates’ expression in tumor cell lines and tissues. 
RESULTS  Ten proteins (ADAM12,CA9, CHI3L1, CST1, LAMC2, POSTN, SFRP4, SPP1, M
MP13, WISP1 and SERPINE1) were selected as candidate biomarkers for initial analysis. In 
the preliminary screening phase, serum levels of ADAM12, CHI3L1 MMP13 and SPP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ESCC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Elevated levels of A
DAM12, CHI3L1, MMP13, and SPP1 were confirmed in the test phase and a diagnostic mod
el combining CHI3L1, MMP13, and SPP1 (Logit(p=ESCC)=-4.583+0.017×CHI3L1+0.018×S
PP1+0.821×MMP13) was set up.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values for serum CHI3L1,MM
P13, SPP1 and their combination in discriminating ESCC patients from controls were 0.732, 
0.881, 0.661 and 0.928 respectively,and the specificity were 25.71%, 57.86%, 15.00% and 7
2.14%; positive predicted value (PPV) were 56.49%, 69.59%, 53.15% and 77.59%, negative 
predicted value (NPV) were 70.59%, 84.38%, 58.33% and 87.07%,respectively when the se
nsitivity were fixed on 90%. Serum levels of CHI3L1, MMP13, and SPP1 were verifie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validation phase using an independent set of subjects. Meanwhil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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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values for serum CHI3L1, MMP13, SPP1 and their combinati
on in the validation control were 0.753, 0.789, 0.696 and 0.843 respectively, and the specifici
ty were 29.87%, 44.81%, 25.97% and 69.48%;positive predicted value (PPV) were 58.30%, 
64.43%, 54.40% and 75.13%, negative predicted value (NPV) were 71.88%, 82.14%, 54.7
9% and 79.85%, respectively at the 90% sensitivity level. Overexpression of CHI3L1, MMP1
3 and SPP1 was observed in the tumor cell lines and tissues. 
CONCLUSION  Since serum levels of CHI3L1, MMP13 and SPP1 discriminated ESCC patie
nts from controls, our data highlight the potential clinical use of these molecular signatures fo
r noninvasive screening of patients with ESC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85 
 

MicroRNA-610 suppresses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glioblastoma cells by repressing CCND2 and AKT3 
 

李化会 

青岛市市立医院 266011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miR-610 expression is markedly downregulated in GBM cells 
and GBM tissues compared with normal human astrocytes (NHAs) and normal brain tissue, r
espectively. Ectopic expression of miR-610 reduc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anchorage-indepen
dent growth of GBM cells, whereas inhibition of miR-610 promoted this effect.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cyclin  D2 (CCND2) and AKT3, putative tumor promoters, as potent
ial targets of miR-610. Data from reporter assays showed that miR-610 directly binds to the 3
'-untranslated region of CCND2 and AKT3 mRNA, and represses their expression at the tran
scriptional and translational levels. In conclusion, the data provide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miR-610 functions as an anti-onco-miRNA, which is important in inhibiting cell proliferation in 
GBM, and its anti-oncogenic effects are mediated chiefly through direct suppression of CCN
D2 and AKT3 express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495 
 

Drug/laboratory tests interference in US drug labels 
 

Li Haibo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226006 

 

Background  Drugs/laboratory tests interference (DLTI) is one of the most main sources lea
ding the laboratory errors. It is of great crucial both for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he new dru
gs development. A comprehensive profile for the DLTI is not available yet until now, although
 there are several reports related to certain drugs interfering the laboratory tests.    
Methods  The labels database for the single prescription drugs with the latest record was set
 up from DailyMed, the federal FDA-approved drugs labels website. The documents were se
arched manually and the description relevance to the DLTI was extract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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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labels for all human single ingredient prescription drugs (1368) were searched 
with the stemmed keywords and reviewed manually for their relevance to DLTI. 134 labels w
ere positive, which interfere with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tests. The antibacterial agents, psych
otropic drugs and contrast medium dominate the top of the list for the DLTI. And urine is the 
most clinical sample which is apt to be interfered by the drugs.   
Conclusion  The FDA drug label is an excellent provider for the study of DLTI, although ther
e should be some efforts to improve it.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 clinician and the laboratory 
staff, should pay high attention for the laboratory tests result explanation after the patients re
ceiving the therapy with some drug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92 
 

40 例多发性骨髓瘤实验室检查指标及误诊分析 
 

马晓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研究易引起多发性骨髓瘤误诊的相关症状,以及初诊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细胞形态学及

其他实验室相关指标特征，减少临床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误诊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1 年至 2016 年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18 例住

院病人均为首诊误诊病例，回顾性分析昆明医科大学 2015 年至 2016 年 22 例多发性骨髓瘤初

诊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资料。 
结果  误诊诊断主要为：骨痛、肾功能不全、心肌病、感染、贫血、骨髓纤维化。22 例多发性

骨髓瘤中, 贫血者 20 例，血沉增快 15 例,平均为 106.5 mm /h, 蛋白尿 9 例平均为(++)，尿酸>
90umol/L 者 22 例。尿本周氏蛋白的检查者 6 例，尿轻链比值异常 17 例，血清轻链比值异常

21 例。22 例患者进行了骨髓穿刺镜检，浆细胞比例≧10%者 21 例， 12 例进行了骨髓活检，

骨髓增生活跃，浆细胞片状分布 11 例。17 例患者进行了影像学 CT 检查，14 例患者骨代谢异

常，虫噬状骨质破坏及不规则骨质吸收破坏。6 例患者进行了 SPECT-CT,其中 6 例（100%）

患者出现放射性分布浓集影。 
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形态学诊断结合其它实验室相关指标检查, 能够提高多发性骨髓瘤诊断

的准确性, 为临床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94 
 

Increasing Cystatin C and Cathepsin B in Serum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zhang jie1,He Ping1,Zhong Qi1,li Ke1,Chen Dan1,Lin Qing1,Liu Weiwei1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hanghai Skin Disease Hospital， Shanghai， China 

3.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ha

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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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measure levels of Cathepsin B (CatB) and Cy
statin C (CysC) and the CatB/CysC ratio in serum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
er(CRC), benign diseases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and other malignancies.  
        Methods The serum specimens of 95 patients with CRC, 23 with benign diseases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60 normal controls and 87 with other cancers were collected to measure t
he level of CysC and CatB. The CatB/CysC ratio was then calculated.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CRC grou
p (P <0.01) in CysC serum levels. There were also differences in CatB levels and in the ratio 
of CatB/CysC between CR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or those with benign diseases of t
he digestive system (P <0.01) and between those with carcinoma (highly-differentiated and p
oorly-differentiated) and those with adenoma (P<0.01). The CysC, CatB and CatB/CysC leve
ls were in the same range in other malignancies and CRC.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CysC could exclude normal samples, while the l
evel of CatB and the CatB/CysC ratio could distinguish CRC from benign diseases of the dig
estive system and thus has important value in early diagnosis of CR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5595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Autoantibodies for Takayasu 

arteritis  Using Human Proteome Microarrays 
 
Wen Xiaoting1,Hu Chaojun1,Song Guang2,Pan Jianbo2,Zhang Shulan1,Li Ping1,Deng Chuiwen1,Wu Ziyan1,C
hen Si1,Li Jing1,Li Liubing1,Tian Xinping1,Zhang Fengchun1,Zhu Heng2,Li Yongzhe1 
1.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akayasu arteritis (TA) is a rare large-vessel vasculitis of unknown etiology. To d
ate, there are not known biomarkers to help diagnosis in the clinic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
y was to identify TA-specific biomarkers with proteomic strategy.  
Methods  First, we profiled the autoantibodies repertoire on the human proteome microarray
s composed of ~20,000 unique human proteins with serum samples from 40 Takayasu arterit
is patients ,15 autoimmune disease patients and 20 healthy controls. Then obtained candidat
e autoantigens were constructed on focused arrays to validate with a much larger cohort incl
uding 109 Takayasu arteritis patients, 110 autoimmune disease controls(50 RA, 37 ANCA-as
sociated vasculitis and 23 primary Sjgren's syndrome) and 96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We identified 44 protein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A in the first stage
 . Of them four autoantibodies anti- SPATA7, anti -QDPR antibody, anti SLC25A22 antibody 
andanti-PRH2 antibodywere confirmed as novel TA autoantibodies with high sensitivities and
 specificities in the larger sample validation.The positive rate of them in the TA group were73.
4%, 71.6% ,80.7%, and 46.8% respective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0.9%, 7.
3%, 21.8% and 4.5%correspondingly(allP<0.0001). The AUC of anti-SPATA7 antibody(sensi
tivity 0.734 & specificity 0.854) and anti-QDPR antibody(sensitivity 0.716 & specificity 0.864) 
were high,0.803 and 0.801, respectively.The sensitivity of anti-SLC25A22 antibody was 0.80
7, the specificity was 0.670, AUC was 0.780.Though the sensitivity of anti-PRH2 antibody wa
s 0.468, the specificity was up to 0.883, and its AUC was 0.696.   
ConclusionAnti-SPATA7 antibody, anti-QDPR antibody, anti-SLC25A22 antibody and anti P
RH2 antibody can help clinical diagnosis of TA patients. Screening biomarkers using high thr
oughput protein chip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validation with larger small sample on fo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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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rray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identifying novel serum autoantibodies of autoimmune dise
as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654 
 

基于仿生纳米通道的高灵敏、免标记核酸检测 
 

廖唐斌 孙忠月 张国军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目的  设计构建一种简单、高效的聚合物仿生纳米通道生物传感器，对目前核酸检测的突出问

题如识别效率较低、特异性不理想、操作时间长等予以解决。实现对核酸高灵敏、高特异性、

免标记检测。在医学及临床诊断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为相关疾病早期临床诊断提供更加

有效的检测手段，对当前高发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判断和防治提供新的检测思路。 
方法  采用潜离子径迹-不对称蚀刻的方法制备锥形聚合物纳米通道，筛选最优孔径，并将 DN
A 探针通过简单高效的层层自组装固定在纳米通道的内表面，通过杂交前后纳米通道表面的电

荷变化实现对目标 DNA 的检测。考察其特异性、灵敏度、抗干扰性、实际样品检测等方面。 
结果  正是由于纳米通道独特的三维纳米空间结构，大大提高纳米通道内的表面积，利于 DNA
探针的固定；同时也进一步增强探针与底物的接触面积。因此该检测方法具有高的特异性，能

够高效的将完全互补 DNA 与完全不互补和单碱基错配的 DNA 区分开来。同时对目标 DNA 的

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检测限达 10 fM。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体系在复杂环境和血清样本

中依然能够实现对目标 DNA 的检测。 
结论  本文发展了一种简单、高效的仿生纳米通道生物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核酸高灵敏、高特

异性、免标记检测。该传感体系在复杂环境和血清样本中依然保持较好的核酸检测性能。这一

工作为构建高效、快捷、免标记的核酸检测方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有望应用在疾病相关的

生物分子的识别检测中，在医学及临床诊断方面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678 
 

脑卒中高危人群的筛查及临床干预效果评价 
 

蒋楠楠 罗浩元 刘集鸿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6003 

 

目的  通过已建立的脑卒中筛查基地，筛选出参与筛查的脑卒中高危人群，并初步评价临床干

预效果。 
方法  在筛查医院门诊及社区人群中开展脑卒中筛查工作，通过检测脑卒中高危人群临床干预

前后的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血糖（Glu）、尿酸（UA）、同型

半胱氨酸（HCY）数值变化，评价脑卒中高危人群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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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参与筛查人群共 15746 例，筛查出脑卒中高危人群 2013 例，脑卒中高危人群检出率 12.
78%。对高危人群的危险因素实施临床干预，分别将干预前后患者的上述危险因素指标进行比

较，各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通过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对相关的危险因素给予临床干预，临床针对上述危险因素干

预有效，对脑卒中的防治工作意义重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747 
 

HIPA 在慢性肾衰患者血液透析肝素治疗中的监测 HIT 发生率

的临床意义 
 
郑素洁

1 吴茅
1 王珍妮

1 任燕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 

2.浙江省人民医院肾脏病科 

 

目的 探讨肝素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实验（HIPA）在慢性肾衰患者血液透析肝素治疗中的监测肝

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HIT）发生率的临床意义。 
方法 2015 年 2 月至 2015 年 11 月随机连续观察了在我院肾脏病科持续血液透析的患者 153
人（男 79 人，女 74 人，年龄为 55.29±10.79 岁），肝素抗凝治疗前血小板计数在正常范围

内（100-300×109/L）。血小板计数：采用自身对照观察患者应用肝素前后血小板计数变化情

况。HIT 抗体 ELISA 法检测：实验组应用肝素治疗后；自身对照组为应用肝素治疗前；正常对

照组为 50 例健康体检者。 
HIPA 实验组：为 153 例患者中经 ELISA 法检测 HIT 抗体阳性及应用普通肝素后血小板下降幅

度大于 50%的患者 12 例。对照组：为其余 141 例患者用肝素抗凝后治疗血清，同时以 50 名

我院健康体检者为正常对照组，年龄 45-65 岁，无肝素使用史，血小板在正常范围（100-300
×109/L），153 例应用 UFH 的患者和 50 名正常对照者的年龄、性别构成无统计学差异。观察

使用普通肝素抗凝治疗的 53 名慢性肾功能衰竭血液持续透析患者，监测血小板数值，ELISA
检测 HIT 抗体阳性，并用 HIPA 方法进行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HIT）诊断。应用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对 HIPA 的诊断价值进行统计学评价。 
结果 153 例中有 4 例患者最终确诊为 HIT。HIPA 诊断 HIT 的敏感性为 100%，特异性为 98.
6%，经 ROC 曲线分析，ROCAUC＞0.90，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结论 HIPA 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对 HIT 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可以在普通实验室开展，能

帮助临床早期诊断 HIT。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0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ipheral blood WBC count, 

serum AST, LDH and the clinical outcomes in premature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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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 LINLIN,XU WEI,WEI LIJING,LIU LINGLI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ipheral blood WBC count, serum AST, 
LDH and the clinical outcomes in premature infan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4, a total of 42 premature infants with WBC c
ount＞45×109/L who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in our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
s observation group, meanwhile 30 neonatal in out hospital as control group. Serum Aspartat
e Aminotransferase (AST)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were detected for each grou
p.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outcomes, the infa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divided into impr
ovement group (N=26) and death group (N=16). AST and LDH were compared between impr
ovement group and death group.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eripheral blood WBC count, ser
um AST, LDH and the clinical outcomes in each group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Serum AST and LDH level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
oup with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P＜0.05). Serum AST and LDH levels in deat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observation group(P＜0.01). I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
e) of serum AST, the cut-off value was 328 U/L;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ve p
oor clinical outcome were 87.60% and 76.30%, area under curve was 0.863. In receiver oper
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of serum LDH, the cut-off value was 2172 U/L; the se
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ve poor clinical outcome were 81.30% and 75.90%, area u
nder curve was 0.816. 
Conclusion  Leukocytosis or leukemoid reaction may cause impaired liver function in newbo
rn babies, and serum AST and LDH has better value for predicting clinical outcome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02 
 

替加环素和其他抗生素单独和联合作用对鲍曼不动杆菌 生物

被膜的影响 
 
陈丽华

1 赵丽媛
2 王彤

3 佘鹏飞
1 伍勇

1 
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3.长沙医学院 

 

目的  研究亚胺培南(IPM）、庆大霉素(GEN)、环丙沙星(CIP)和利福平(RFP)单独应用时对鲍

曼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B）生物被膜的作用，同时为明确替加环素(TGC)对
AB 生物被膜的影响，研究 TGC 单独和分别与 IPM、GEN、CIP 及 RFP 联用时对 AB 生物被

膜的影响，为 AB 生物被膜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和策略。   
方法  用微量孔板结晶紫染色法筛选出具有生物被膜成膜能力的 6 株 AB 临床菌株和 AB 标准

菌株 ATCC 19606 为实验菌株; 利用微量孔板肉汤稀释法测试菌株在浮游状态时的 MIC 值；利

用结晶紫染色法检测抗生素单独和联合用药时对生物被膜的抑制率；利用微量棋盘稀释法检测

TGC 分别和其他抗生素联用时的 FIC 值；用形态学的方法检测抗生素作用后 AB 生物被膜形

态的变化。 
结果  MIC 测定结果显示 6 株实验菌株中 3 株为敏感菌，3 株为耐碳青霉烯多药耐药菌；FIC
值显示 TGC 联合 IPM、RFP 时，多表现为相加和无关作用，而 TGC 联合 CIP、GEN 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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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无关甚至拮抗作用；单独应用时，抗生素的抑膜浓度远高于浮游态时的 MIC，其中 TG
C、RFP 的抑膜作用最强，CIP 次之，GEN、IPM 对 AB 生物被膜形成影响不大（抑膜率<3
0%）；TGC 与其他四种抗生素联合用药抑膜效果均优于单独用药，与 IPM 或 RFP 联用时抑

膜率甚至可达到 50%以上；形态学结果显示随着抗生素作用时间和浓度的增大，AB 生物被膜

形态由成熟的蘑菇状逐渐变成稀疏的薄膜状甚至分散趋于浮游态。 
结论  RFP、TGC 和 CIP 单独应用对 AB 生物被膜的形成有较好的抑制作用，GEN 和 IPM 单

独应用对 AB 生物被膜形成影响不大。TGC 和 IPM、RFP 联合作用比 TGC 与 CIP、GEN 联

合作用对生物被膜的抑制作用强。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71 
 

联合 FQ-PCR 与反向点杂交技术快速检测耐药复治肺结核 
 

牛家峰 尚永明 张宁 许晓群 

淄博市第一医院 255200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荧光定量 PCR 与反向点杂交技术在复治肺结核患者快速诊断与耐药突变

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淄博市第一医院结核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间 247 例复治患者痰标本，进

行抗酸杆菌涂片镜检和荧光定量 PCR 核酸检测，利用反向点杂交技术进行耐药基因突变检

测，以结核菌分离培养和抗结核药物敏感性试验为金标准进行分析评价。 
结果  荧光定量 PCR 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阳性检出率(55.07%)
显著高于抗酸杆菌抗酸杆菌涂片镜检检出率(36.03%,X2=8.223,P=0.004 )，而与结核菌分离培

养阳性率(45.55%)无显著性差异（X2=6.2307,P=0.355）；复治患者痰标本中 MTB 耐利福

平、异烟肼、链霉素和乙胺丁醇基因突变率分别为 55.91%、49.46%、47.31%和 31.18%，与

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无明显差异(P=0.332、0.368、0.383、0.472)。 
结论  联合应用荧光定量 PCR 与反向点杂交技术可有效鉴定出复治肺结核患者痰中耐药结核

分枝杆菌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31 
 

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基因突变检测方法的建立与改进 
 

刘禹 陆秋涯 蔡刚 林琳 王学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建立荧光定量 PCR（Taqman-MGB 探针法）检测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 JAK2 V617F 突

变的方法来替代原先使用的直接测序法，并对此方法进行性能验证。建立直接测序法检测 JAK
2 12 号外显子基因突变、MPL 基因突变及 CALR 基因突变的方法，完善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

基因突变的检测。 
方法  收集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门诊疑似骨髓

增殖性肿瘤患者抗凝血标本共 385 例。采用荧光定量 PCR 法建立 JAK2 V617F 突变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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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在准确度、重复性、灵敏度等各方面对新建立的方法的性能进行评估。采用直接测序法

检测标本来进行 JAK2 12 号外显子基因突变、MPL 基因突变及 CALR 基因突变的筛查。 
结果  本实验新建立的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灵敏度为 2%突变负荷（20 次检测全部检出），

该方法重复性好，与直接测序法一致性好(Kappa=0.97＞0.75)。收集的 386 例标本中共检测

出 JAK2 V617F 突变 199 例，JAK2 12 号外显子基因突变 3 例，MPL 基因突变 4 例，CALR
基因突变 43 例。 
结论  建立了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 JAK2 V617F 突变的方法，该方法与

直接测序法检测结果一致，且敏感度高，特异性好，重复性好，较直接测序法更适用于临床。

JAK2 12 号外显子基因突变、MPL 基因突变及 CALR 基因突变在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中发生

率低，不适合作为所有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的常规临床检测项目，建议：1）将 JAK2 12 号外

显子基因突变检测作为 JAK2 V617F 突变阴性的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检测项目；2）将 C
ALR 基因突变检测作为 JAK2 V617F 突变阴性的除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外的其他骨髓增殖性肿

瘤患者的检测项目；3）将 MPL 基因突变检测作为 JAK2 V617F 突变阴性且 CALR 基因突变

阴性的除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外的其他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的检测项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58 
 

儿童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患者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系的建

立 
 

李健 李阳 徐锦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70%-90%的哮喘患者合并有鼻炎， 40%-50%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常

伴有哮喘。儿童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是指同时发生的临床或亚临床的上呼吸道（过敏性鼻

炎）和下呼吸道过敏性症状（哮喘），是一种伴有免疫功能紊乱的全身性变态反应疾病， 约 8
0%在 5 岁以前发病，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临床防治十分困难。有研究表明，多能干细胞能

够保护呼吸道不出现严重过敏和哮喘症状。本课题利用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患者尿液细胞

构建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 系并对其全能性进行鉴定，旨

在为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患者发病机制研究提供良好的细胞模型，并为其“干细胞免疫治

疗”提供更理想的细胞来源。  
方法  取适量男性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患者的尿液进行原代培养，获得生长状态良好的患者尿

液细胞。采用慢病毒介导逆转录的方法，将含有 OCT4, SOX2, NANOG 和 LIN28 四个因子的

混合慢病毒转染尿液细胞，诱导出胚胎干细胞样克隆。根据人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
ells, ESCs）的特性，利用 AP 染色、实时荧光定量 PCR (real-time PCR)、免疫荧光技术对获

得的 iPS 细胞进行功能鉴定。  
结果  iPS 细胞镜下观察呈典型的 ES 细胞克隆状生长，圆形或椭圆形，与饲养层细胞分界清

楚；AP 染色阳性，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人 iPS 细胞高表达多能性基因 OCT4, SOX2, NAN
OG 和 CRIPTO；免疫荧光染色显示，获得的 iPS 细胞强表达人胚胎干细胞特异性表面抗原 S
SEA3、NANOG 和 OCT4。  
结论  本研究提示：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患者尿液细胞可重编程为 iPS 细胞，为过敏性鼻

炎合并哮喘发病机制研究和细胞移植治疗提供更理想的细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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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75 
 

Downregulation of AKAP12 with HDAC3 depletion 

represses progression and migr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He Ping1,2,Li Shibao3,Hu Tingting4,Li Ke1,Guan Ming4,Sun Fenyong1,Liu Weiwei1 

1.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2.Nan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3.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College 

4.Huashan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Objects  AKAP12/Gravin (A kinase anchor protein 12) belongs to the family of A-kinase scaf
fold proteins and functions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human primary cancers.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 of underexpression of AKAP12 still has not been elucidated. Among s
everal alternatives, histone deacetylase 3 (HDAC3), a part  of Class I HDAC, has been show
n to be involved in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tumor suppressors in colorectal cancer. Howe
ver, the level of expression,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DAC3 and AKAP12 and thei
r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 colorectal cancer remain unclear.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HDAC3 and AKAP12 in 36 colorectal cancer and adjacent non-
cancerous tissues and in SW480 cells were exa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ase PCR and western blot. The effect of HDAC3 and AKAP12 on the prolif
eration, apoptosis and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was examined by CCK-8, flow cy
tometry and transwell assay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the STAT3 and AKT pathways w
ere investiga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Reduction or loss of AKAP12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21 of 36 (58.3%) samples
 of colorectal cancer, whereas upregulation of HDAC3 expression was found in 35 of 36 (97.
8%) tumor tissues. Interestingly, AKAP12 was strikingly increased while HDAC3 was decrea
sed after Trichostatin A treatment at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 also found that cell p
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and migration were more inhibited following AKAP12/HDAC3 co
-silencing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than after HDAC3 silencing alone. Finally, we verified tha
t AKAP12 could be restored via modulation of STAT3 and AKT phosphorylation levels. 
Conclusion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AKAP12, a suppressive gene, is an epigenetic target i
n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combined with HDAC3 it i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predictor and t
herapeutic marker for colorectal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36 
 

长春地区低血红蛋白密度参考区间的建立及其在缺铁性贫血

中的应用 
 

师传帅 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1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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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建立长春地区低血红蛋白密度(low hemoglobin density, LHD)的参考区间并探讨其在缺

铁性贫血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健康体检者 240 例（男性 120
例，女性 120 例）为健康对照组，80 例缺铁性贫血(iron deficiency anemia, IDA)患者为实验

组。利用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进行血常规测定，根据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ean corpus
cular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MCHC)，计算出 LHD。（公式见附件） 
结果  健康对照组 LHD 为 2.85(1.79)%，95%参考区间为 0~6.36%，男性低于女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3.6, P<0.01)。缺铁性贫血组的 LHD 为 25.2(24.14)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13.7, P<0.01)。通过 SPSS 23.0 进行 ROC 曲线分析，LHD 的 cut-off 值为 4.
69%时，曲线下面积 0.958，敏感度为 88.8%，特异度为 89.2%。敏感度、特异度较 MCHC
均有明显提高。 
结论  建立了长春地区低血红蛋白密度的参考区间，LHD 对于 IDA 的早期诊断有一定的临床应

用价值，是一项快速、准确且经济的新型红细胞参数。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59 
 

甲状旁腺激素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分析 
 

杨术生 吴文娟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检验科，上海，200123 200120 

 

目的 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T2DM)血清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与 25-羟维生素 D3[25-(OH)
D3]、BMI 指数、糖化血红蛋白(HbA1C) 
等指标以及高血压分级的相关性，来探讨 PTH 在 2 型糖尿病发生中的作用及意义。 
方法 随机选取 2 型糖尿病确诊患者 96 例，其中男 46 例，女 50 例，年龄（62±10）岁。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 25-(OH)D3、PTH 水平；用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 HbA1
C；按标本采集要求留取 24 小时尿液并记录总尿量，测定 24 小时尿蛋白含量。同时测量患者

身高、体重，计算 BMI 指数；记录是否合并高血压及高血压分级。 
结果 96 例 2 型糖尿病中，BMI≥25kg/m243 例，约占 44.8%；合并高血压 55 例，约占 57.
3%，以高血压 3 级居多。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 PTH 与 24 小时尿蛋白、BMI 正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为 r=0.385,P=0.000 和 r=0.242，p=0.017)，与 25-(OH)D3 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r=-0.
259、p=0.011），与年龄、性别、HbA1C 无关（p>0.05）。BMI 指数≥25kg/m2 的患者血清

PTH 水平高于 BMI＜25kg/m2 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MI 指数≥25kg/m2 的
患者 25-(OH)D3 水平虽有下降，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PTH、25-(OH)D
3 
、HbA1C 水平和 BMI 指数、年龄、性别与是否合并高血压以及高血压分级没有统计学关联

（p>0.05）。 
结论  T2DM 患者血清 PTH 水平与 BMI 指数 、24 小时尿蛋白、25-(OH)D3 有很好的相关性，

同时监测这些指标有助于了解 2 型糖尿病继发性骨代谢异常。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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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调整血小板数量对血小板聚集功能检测的影响 
 

凌莉琴 廖娟 贾劲 江虹 周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目的 光透射血小板聚集检测（LTA)被认为是血小板功能检测的“金标准”，其富血小板血浆（P
RP）中血小板数量对检测至关重要。传统使用自身乏血小板血浆（PPP) 调整 PRP，但 PPP
制备过程中血细胞内容物的释放可能影响血小板功能。本研究旨在寻求更好的方法调整 PR
P。 
方法 通过离心 PRP 获得 PPP。分别以 PPP 和生理盐水（NS）调整 PRP 血小板数量，调整

（稀释）倍数为 1.5 倍，2 倍，2.5 倍和 3 倍，调整后 PRP 的血小板浓度大于 100×109/L。以

终浓度 5umol/L 二磷酸腺苷（ADP）、0.5mmol/L 花生四烯酸（ARA）、2μg/ml 胶原（CO
L）、5umol/L 肾上腺素（EPI）以及 1.2mg/ml 瑞斯托霉素（RIS）为诱导剂，测定不同调整

倍数后 PRP 和原（调整前）PRP 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MA)。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

调整倍数的 PRP 与原 PRP 的 MA 差异。此外，还比较了不同方式获取 PPP (PRP-离心-PPP
和全血-离心-PPP)对 RIS 诱导血小板聚集的影响。 
结果 当 ADP、ARA 或 EPI 为激活剂时，NS 各调整倍数的 PRP，其 MA 相较于原 PRP 均没

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 PPP 调整的 PRP，其 MA 在调整倍数为 2-3 倍时出现下降，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当激活剂为 RIS 时，NS 各调整倍数的 MA 均较原 PRP
下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PPP 调整的 PRP，其 MA 在各调整倍数间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激活剂为 COL 时，NS 和 PPP 各调整倍数的 PRP，其 MA 相

较于原 PRP 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全血制备 PPP（2100g，5min）与 PRP 制备 PP
P，其对 RIS 诱导的 MA 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以 ADP、ARA、COL 或 EPI 为诱导剂检测血小板集率功能时，推荐使用生理盐水调整血

小板数量；以 RIS 为诱导剂时，应使用自身 PPP 调整血小板数量；2100g，5min 条件下用全

血制备的 PPP 是方便而可行的。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6261 
 

重庆市 2012 至 2015 年免疫定性项目检验结果互认新鲜血标

本比对与分析 
 

史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对重庆市医疗机构检验科进行调查，分析 2012 至 2015 年重庆市医疗机构检验科部分免

疫项目新鲜血比对结果，为推进重庆市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认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对重庆市三级医院和部分二级医院检验科免疫专业组，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组现场检查

的方式进行基本情况调研，主要内容有人员、环境设施、开展项目、仪器设备、试剂使用、室

内质控和室间质评等。2012-2015 年分三个阶段，对免疫乙肝标志物和自身抗体项目进行新鲜

血比对：收集临床新鲜血标本，每个项目 5 份标本，经稳定性和均一性评估后分装冻存。各单

位收到标本后按统一的检测时间、统一的操作规范，与病人标本同时进行检测，并通过网络信

息平台回报检测结果。各单位测定结果与重医一院参考结果比较，比对 5 个标本中 4 个标本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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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率一致视为该项目通过。2012 至 2015 年分别有 29 家，52 家和 66 家实验室参与，通过调

研指导和分阶段新鲜血比对，发现问题，持续改进。 
结果  通过调研分析，重庆市医院检验科免疫亚专业组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差别较大，定性

项目室内质控覆盖率和规范化操作亟待提高。2012-2015 年三个阶段的新鲜血标本比对中，H
BsAg 和抗-HBs 项目一致性较好，其次为 HBeAg。每年通过率均分别为：HBsAg：100%，9
9.2%和 96.4%，抗-HBs：99.3%，100%，97.0%。HBeAg：98.7%，92.4%，92.7%。抗-H
Be 和抗-HBc 由于试剂、仪器和方法学差异较大，结果一致性差于前三项。自身抗体项目比对

核型和阴阳性符合率为 100%，但开展实验室较少（<15 家）。 
结论 通过免疫专业调研分析和新鲜血标本比对，规范室内质控，仪器校准，可以明显提高医

院间检验结果的可比性和准确性，为开展检验结果互认提供了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75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有核红细胞参数手工验证方法的建立 
 

李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建立对日本 Sysmex 公司生产的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有核红细胞（NRBC）参数

进行手工验证的方法，确保仪器计数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随机抽取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出 NRBC 患者的血液标本共 60 例，制作血液涂片染色

后通过传统的显微镜镜检手工方法进行验证。 
结果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结果与显微镜计数的 NRBC%结果，其相关系数 r=0.997
 2，P 值 0.856  6， >O.05 说明两者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 NRBC 参数，与手工验证结果比较，其相关性较好可应

用于临床标本的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34 
 

A1CF promotes migration and inhibits apoptosis by up-

regulation of DKK1 expression in MDA-MB-231 cells 
 

Ni Dongsheng ,Zhou Qin 

The Division of Molecular Nephrology and the Creative Training Center for Undergraduates， the M.

O.E. Key Laboratory of Laboratory Medical Diagnostics ， the Colleg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h

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6 

 

Purpose  To reveal the functions and potential regulation mechanisms of A1CF in migration 
and apoptosis of basal-like breast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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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 vivo zebra fish in situ hybridization and Q -PCR, in vitro immunofluorescence, w
ound healing assays, flow cytometry, western blot,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and b
ioinformatics analysis. 
Results  In situ hybridization showed 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A1CF in zebra fish embryoni
c development. IF staining indicated A1CF mainly located in nuclear. Knockdown of A1CF de
creased cell migration and promotes apoptosis in MDA-MB-231 cells. Western blot attested 
DKK1 is decreased in A1CF deficiency cells. A1CF binds to DKK1 mRNA 3′UTR and further 
protects DKK1 mRNA 3′UTR from destabilizing factors . And 
overexpression of DKK1 rescued the migration defects leaded by A1CF knockdown. In additi
on,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showed cell apoptosis is more serious if overexpression of DKK1
 in the A1CF deficiency cells. 
Conclusion  A1CF promotes migration and inhibits apoptosis by binding to DKK1 3’UTR an
d further up-regulating DKK1 expression, and A1CF is a potential oncogen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46 
 

Research on mechanisms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ong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Yang Chun,Wang Di,Xu Jiancheng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Objectiv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main mechanisms of Enterob
acteriaceae resistant to carbapenems.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ational us
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controling the drug-resistant strains. 
Methods  1. The carbapenems-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bacteria isolated from the clinic
al laboratory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2. The resistance of carbapenems-resist
ant Enterobacteriaceae for 20 antimicrobial agen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paper disk metho
d and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method, analyzed the drug-resistant spectru
m；3. Modified Hodge test and Carba NP test were used to detect carbapenemase of carba
penems-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4.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was determine
d to detect 23 kinds of drug-resistant genes and analyzed the types of drug-resistant genes f
or every carbapenems-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5. Real-time PCR was carried out to in
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orins’ genes；6. Read the case histories of 12 patients, an
alyzing the influenced factors of CRE strains’ appearance. 
Results  1. Twelve strains of Enterobacteriaceae resistant to carbapenems inculding 4 strain
s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4 strains of Enterobacter cloacae, 1 strain of Citrobacter freundii,
 1 strain of Klebsiella oxytoca, 1 strain of Escherichia coli and 1 strain of Morganella morgani
i；2. The drug-resistant rates of the 12 isolated strains to meropenem and imipenem were 7
5%.12 strains were all resistant to ceftazidime, ceftriaxon, cefotaxim, cefepime, cefuroxim, ce
foperazon/sulbactam, cefoxitin. The rates of Enterobacteriaceae resistant to levofloxacin and
 ciprofloxacin were58%. The rates of Enterobacteriaceae resistant to cotrimoxazole, piperacil
lin/tazobactam and amikacin were 83%, 33% and 17% respectively；3. Modified Hodge test
s were positive in 8 of 12 carbapenems resistance among Enterobacteriaceae strains, includi
ng 1 strain of Klebsiella oxytoca, 3 strains of Klebsiella pneumonia and 4 strains of Enteroba
cter cloacae；4. Carba NP tests were positive in 9 of 12 carbapenems resistance among Ent
erobacteriaceae strains, including 1 strain of Klebsiella oxytoca, 4 strains of Klebsiella p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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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a and 4 strains of Enterobacter cloacae；5. Among the 23 kinds of drug-resistant genes,
 10 drug-resistant genes were detected, including blaIMP-1, blaIMP-2, blaCTX-M-1, blaCTX-
M-2, blaCTX-M-9, blaSHV, blaACC, blaDHA, blaqnrB, blaqnrS；6. By using Real-time PCR t
echnique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orin genes, we found that expression of OmpK3
6 gene in 3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rains, and OmpF, OmpC gene in 2 Enterobacter cloaca
e strains were decreased. The other two Enterobacter cloacae strains showed relative decre
ased expression of OmpC gene；7. Twelve strains of Enterobacteriaceae resistant to carbap
enems mainly from the surgical ward (8 cases), 1 case from ICU, 1case of infectious disease
s department, 1 from neurology, 1 from pediatric respiratory medicine. Except 2 cases others
 all have been operated, and 11 patients have been antimicribal agents therapied. 
Conclusions  1. Twelve strains of Enterobacteriaceae resistant to carbapenems were scree
ned by analyzing the drug resistance spectrum in the research, which has strong resistant to 
antimicrobial agents；2. Carba NP test has the advantages of accuracy and speed, should b
e preferred in clinical laboratory to test carbapenemase；3. Twelve strains of Enterobacteria
ceae resistant to carbapenems simultaneously carry multiple resistance genes；4. The carb
apenems-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 and Escherichia coli have been the mechanism of t
he decrease of porin express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73 
 

标本放置时间及温度对尿渗透压检测结果影响的研究 
 

郭野 陈倩 崔巍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尿液标本为患者自留标本，留取临床依从性较差，标本留取时间和放置温度无法有效控

制，本研究探讨标本留取时间及放置温度对尿液渗透压检测结果的影响，规范临床标本的留取

及保存。 
方法  利用全自动冰点渗透压测定仪检测 30 例来自本院住院患者的尿液标本（渗透压覆盖高

中低值）。将上述尿液标本分别置于室温、4℃、-20℃条件下分装保存，分别在 0h、2h、4
h、8h、12h、24h、36h、48h、60h、72h 各测量一次尿液渗透压值，比较各个保存条件下渗

透压值得变化情况。 
结果  尿液标本在室温放置时，0h（489.2±112.4 mOsm）测定结果与 12h（449.2±108.7 mO
sm）测定结果有显著差异（p＜0.05）；尿液标本在 4℃放置时，0h（489.2±112.4）测定结

果与 60h（456.2±120.2 mOsm）测定结果有显著差异（p＜0.05）；尿液标本在-20℃放置

时，0h（489.2±112.4 mOsm）测定结果与 60（487.2±107.5 mOsm）测定结果仍无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尿渗透压检测，尿液标本室温放置时要在 8h 内检测， 4℃放置时要在 48h 内检测，-2
0℃放置时 72h 检验结果仍然无显著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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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梅州地区客家 HIV/AIDS 患者接受 HAART 治疗后 

CD4+、CD8+以及 CD4+/CD8+T 细胞比值的变化 
 

赵平森 钟志雄 董志会 黄镇 

梅州市人民医院 514031 

 

目的 首次了解广东省梅州市地区客家 HIV/AIDS 患者接受 HAART 治疗前后外周血中 CD4＋
T、CD8＋T、CD4+/CD8+T 细胞比值变化及影响因素，建立健全本地区 HIV/AIDS 患者 CD4
＋T、CD8＋T、CD4+/CD8+T 细胞比值监测平台，为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调查并随访 100 例梅州地区加入免费 HAART 治疗的客家 HIV/AIDS 患者，利用流式细胞

术检测患者 CD4＋T、CD8＋T 淋巴细胞水平以及 CD4+/CD8+T 细胞比值，比较 HAART 治疗

病人治疗前后 CD4＋T、CD8＋T、CD4+/CD8+T 细胞比值的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经 HAART 治疗 3 个月以后，患者的 CD4＋T 细胞有不同程度增高。性别、年龄、治疗

前基线 CD4＋T 水平和治疗药物方案均影响患者 CD4＋T 细胞数目。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基线 C
D4+水平，当治疗前 CD4＋T 细胞数目为≤50、51～200、201～350 以及 351～500 时，患者

经过 HAART 治疗后 CD4+T 细胞分别升高 98.55（P=0.0104）、73.1（P=0.0014）、111
（P< 0.0001）和 102.2（P=0.0047）个/μl。性别、年龄、治疗前基线 CD8＋T 水平和治疗药

物方案也影响患者 CD4+/CD8+T 细胞数比值。治疗后，女性患者 CD4＋T 和 CD4+/CD8+T 细

胞数比值提高幅度大于男性。各组 CD4＋T 和 CD4+/CD8+T 细胞数比值随年龄升高而下降。 
结论 接受 HAART 治疗的客家 HIV/AIDS 患者 CD4＋T 细胞数目和 CD4+/CD8+T 细胞数比值

升高。CD4＋T、CD8＋T、CD4+/CD8+T 细胞比值受性别、年龄、治疗前基线 CD4＋T 或 C
D8+T 水平和治疗药物方案等因素影响。定期监测 CD4＋T、CD8＋T、CD4+/CD8+T 细胞比

值的变化，有助于医生了解 HIV/AIDS 患者的病情发展和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案。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76 
 

The Shortening of Leukocyte Telomere Length Inversely 

Relates to DNA Hypermethylation of LINE1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u Yue1,Cui Wei1,Zhang Donghong1,2,Wu Wei1,Yang Zhuo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

al Colleg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Genetics，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Bronx， NY 10461， USA 

 

Objective  Telomeres are special chromatin structures at the ends of eukaryotic chromosom
es, and avoid cellular senescence and apoptosis induced by genomic instability. Short telom
eres have been linked to various age-related diseases, including diabetes, but their results ar
e inconsistent, DNA methylation has been repor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ype 2 diabetes me
llitus (T2DM) and the shortening of telomere length, respectively.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
nvestigate the cross-talking of leukocyte telomere length and DNA methylation in T2DM.  
Methods  We performed a hospital-based case-control study of 205 cases of T2DM patients 
and 255 of healthy normal controls, with sex and age matched, from the Peking Union Me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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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College Hospital, China. Diabetes were defined as following: glycated hemoglobin (HbA1c)
 ≥6.5 %, or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126 mg/dl (7 mmol/l). Subjects with known type 1 di
abetes mellitus or secondary forms of diabetes 
were excluded. The healthy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from those visiting the hospital for a heal
th examination. Circulating leukocytes were collected for leukocyte telomere length (LTL) det
ermination and DNA methylation of Line1 measured by a quantitative PCR method. Biochem
ical variables, including FBG, HbA1c,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s (TG), high-density li
poprotein (HDL) 
cholesterol, low-density lipoprotein (LDL),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homo
cysteine (Hcy) were measured by use of an automatic analyzer.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
P),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were also collected. The corre
lation between LTL, LINE1 methylation ratio, ln-FBG, and ln-HbA1c were analyzed by Pears
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ith adjustment for age and sex. Un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
is was applied to examine pot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each factor and LTL. In multivariate 
analyses,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actors were adjusted as potential confounding variables, 
and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nd 95% CIs were calculated. All analyses involved the use o
f SPSS 16.0. A two-sided P<0.05 indicat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sults  LTL (ratio of the copy number of telomere [T] repeats to that of a single [S] gene, T/
S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in T2DM compared with controls (0.94±0.41 vs. 1.12±0.4
7, P<0.001), and decreased steadily with age in both controls and T2DM. Conversely, signifi
cant increase of LINE1 DNA methylation was found in T2DM compared with controls (49.60±
14.55 vs. 38.35±9.42, P<0.001), and LINE1 DNA methylation ratio increased with age in bot
h two groups (r=0.119, P=0.102; r=0.103, P=0.088). LTL decreased with both 
ln-FBG and ln-HbA1c in all subjects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and sex (r=–0.113, P<0.001; r=
–0.196, P<0.001). Also ln-FBG (r=0.404, P<0.001) and ln-HbA1c (r=0.438, P<0.001) were p
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NE1 DNA methylation ratio in all participants adjusted for age and 
sex. Age, HbA1c, and LINE1 methylation ratio were stably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LTL afte
r multi-adjustment (P<0.001). 
Conclusion  Shortening of LTL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incident T2DM, a
nd inversely related to the DNA methylation of Line1.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ovel insights in
to an epigenetic mechanism for shortened LTL in DM patients. However, larger, well-designe
d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se findings and explore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86 
 

Association between PIN1 promoter polymorphisms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 risk and clinic-pathological 

parameters 
 
曾柳燕

1 黄国良
1 罗圣群

1 蒲兴祥
2 黎华辉

1 李桐
1 何志巍

1 
1.广东医科大学广东省医学分子诊断重点实验室 

2.湖南省肿瘤医院 

 

Aims  We genotyped the two SNPs -842G>C (rs2233678) and -667C>T (rs2233679) in the 
PIN1 promoter region to test whether PIN1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colore
ctal carcinoma.  
Methods  The RFLP was used to genotype 172 colorectal carcinoma patients and 163 healt
hy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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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data indicated the frequencies of -667C>T and -842G>C genotypes and allel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nd controls. Interesti
ngly, -667C>T SNP genotypes show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clinical stage (p=0.01
5). Compared to the CC genotype, the CT genotype was lower in the advance stage (rate of 
advance stage, CC:34/51,CT:27/64). The -842G>C genotype was marginally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status (p=0.099).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olymorphic variants of -842G> C and -667C>T 
in PIN1 promoter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CRC but associated with the clinico-pat
hological CRC.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93 
 

基于 DNA 纳米技术和 DNA 机器的 BCR/ABL 融合基因化学发光

成像 
 
许永杰

1 徐露露
1 段郁

1 程伟
1,2 丁世家

1 
1.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目的  基于 DNA 纳米技术和级联型 DNA 扩增机器构建 BCR/ABL 融合基因的化学发光型生物

传感器，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诊断提供操作简便、灵敏高、特异性强、可视化的检测新方法。 
方法  利用 NUPACK 软件设计功能化分子探针；在 BCR/ABL 融合靶基因存在情况下，探针与

靶物质进行纳米结构自组装形成 Bis-3WJ 纳米结构（Bis-3WJ, Bis-three way junction nanostr
ucture）；在聚合酶和剪切酶存在情况下，Bis-3WJ 纳米结构激活 DNA 扩增机器 I，机器 I 产
物级联激活 DNA 扩增机器 II，产生大量 G 四链体辣根过氧化物模拟酶（G-quadruplex horser
adish peroxidase mimicking DNAzyme）；模拟酶级联催化鲁米诺-过氧化氢发光体系实现光

信号转换输出（Fig. A）。 
结果 该化学发光成像新方法检测 BCR/ABL 融合基因的线性范围为 100 fM-100 nM，最低检测

限为 23 fM（Fig. B）；该方法能够逻辑性识别 BCR/ABL 融合基因、正常 ABL 基因和正常 BC
R 基因，具有较好的特异性（Fig. C）。 
结论 本文成功构建化学发光型生物传感器，实现了 BCR/ABL 融合基因的超灵敏和高特异检

测。DNA 机器级联扩增和 DNA 酶级联催化增强检测灵敏度，Bis-3 WJ 纳米结构设计提高检测

特异性。同时，该传感器具有等温、均相、免标记、可视化检测的优点，有望为 BCR/ABL 融

合基因床旁检测（POCT, point of care testing）提供新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32 
 

非编码 RNA lnc-MIEN1-1-miR-939-5p 调控慢性心力衰竭的机

制及其早期诊断价值研究 
 

陈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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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明确长链非编码 RNA lnc-MIEN1-1 通过 miR-939-5p 介导靶基因 iNOS 影响 NO 合成进

而调控心肌及内皮细胞凋亡的机制，进而筛选建立 MIEN1-1-miR-939-5p 为中心的 lncRNA-mi
RNA 组合，评估早期预警 CHF 的临床价值。 
方法 体外细胞和心衰小鼠水平检测 miR-939-5p 对心肌和内皮细胞凋亡及心功能的影响。cDN
A 芯片和软件筛选到候选靶基因并进行验证； 细胞内检测 MIEN1-1 是否序列特异性调控 miR-
939-5p 表达；确认 MIEN1-1 对心肌及内皮细胞凋亡及靶基因的影响；大样本验证 lnc-MIEN1-
1 和 miR-939-5p 表达，评估其作为 CHF 早期预警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结果 人血管内皮细胞（HUVEC）中 miR-939-5p 可抑制细胞因子 IL-1β 和 IFNγ 诱导的凋亡；

采用 cDNA 芯片和软件预测发现 iNOS 可能为 miR-939-5p 的靶基因，western blot 检测 iNOS
表达确实可被 miR-939-5p 所调控；LncRNA 芯片和预测软件(DIANA-LNCBASE)筛选提示 lnc
RNAMIEN1-1（MIEN1-1）可能作为 ceRNA 调控 miR-939-5p 的表达。采用 q-PCR 定量分析

CHF 患者血清 miR-939-5p 的表达发现不同 NYHA 分级的 miR-939-5p 表达较正常人显著上

调，且 I-II 级的患者升高较显著，III-IV 级较正常人虽有统计学差异的增加，但与 I-II 级相比则

显著下调。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lncRNA MIEN1-1 可通过 miR-939-5p 介导靶基因 iNOS 影响 NO
合成进而调控心肌及内皮细胞凋亡，进而调控慢性心力衰竭，可能作为 lncRNA-miRNA 网络

组合来早期预警 CHF。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46 
 

新鲜血比对实验在血细胞分析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胡恩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应用新鲜血对实验室内六台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对实验，以确保仪器间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

性，并通过此方法建立检验报告的可信度评估机制及相应的处理原则。方法以实验室靶机作为

参比仪器，选取靶机测试后归档的 5 份新鲜血标本，在完成日常检测工作执行关机程序前，按

照规范化操作在实验室所有血细胞分析仪上进行比对，利用实验室自创软件提取并计算 WB
C、RBC、Hb、HCT、MCV、MCH、MCHC、PLT 8 个项目的相对偏差，参考美国 CLIA’88
总误差允许范围，将 1／3 总误差允许范围定义为警告，1／2 总误差允许范围定义为失控，8
0%比对通过定义为合格，对数据进行判断、分析及其处理。结果 分析并总结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 100 天实验结果，发现并纠正失控 3 次（1 次为白细胞检测部微堵，1
次为白细胞鞘流注射器微渗漏，1 次为加样针微堵孔），发现并纠正系统误差 1 次（红细胞比

容偏高）。结论 1、简化程序，提高可操作性是本实验之技术壁垒，本实验室联合信息部门开

发自创软件打破实验烦琐的瓶颈制约，10 分钟内完成实验，大大提高本实验的可操作性；2、
加强实验数据的深层挖掘，发挥新鲜血高敏感性和质控品高特异性的特征，结合每日开机质控

品质控数据，分析、发现误差存在风险并加以有效处理，保证实验室内各台血细胞分析仪间结

果准确性与可比性；3、定期回顾总结实验数据，高效优化实验流程。本实验室在引用新鲜血

仪器间比对后，及时有效发现误差存在风险，加强并完善血细胞分析全程质控控制。总之，新

鲜血比对实验在保证仪器间结果的一致性的同时，兼顾成本最小化，同时可建立起每日报告的

可信度评估机制及相应的处理原则，在全面血细胞分析质量控制中具有独特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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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51 
 

γ-干扰素释放实验 对于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价值以及诊断

模型的建立 
 

周易 蓝优 胡雪姣 丁柳 王军 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 γ-干扰素释放实验（interferon-γrelease assay, IGRA）在结核性脑膜炎（tuberculo
us meningitis, TBM）诊断中的临床价值，建立结核性脑膜炎诊断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1 例 TBM 和 321 例 non-TBM 病人的临床资料以及包括 IGRA 在内的相关

实验室指标以评价 IGRA 在结核性脑膜炎中的诊断效能。并将这些指标纳入 logistic 回归和分

类与回归树（CART）建立诊断模型。  
结果  IGRA 诊断结核性脑膜炎的敏感性为 0.674，特异性为 0.735。本研究筛选出 6 项具有潜

在诊断意义的指标：年龄，发病天数，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计数，脑脊液糖含量，脑脊液蛋白

量，以及 IGRA。运用 logistic 回归建立的诊断模型敏感性为 0.872，特异性为 0.445，AUC 为

0.585。CART 建立的诊断模型其决策树 3 层的 3 个节点分别是脑脊液蛋白含量、IGRA 和年

龄。CART 建立的诊断模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则分别为 0.864 和 0.819,AUC 为 0.778。  
结论 本研究表明 IGRA 是一种可辅助诊断 TBM 的简便，快速，有效的方法。同时，运用临床

指标和实验室指标联合建立的诊断模型对于 TBM 的诊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63 
 

The role of 4-phenylbutyric acid on the metabolism of 

magnesium in Type 1 diabetic mice model 
 
Xu Jiancheng1,Zhou Qi2,Wang Di1,Yang Chun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agnesium (Mg) deficiency may be a factor in the e
tiology of diabete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Mg level in heart,
 liver, kidney, muscle, spleen, and serum in Type 1 diabetic mice model. The FVB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nondiabetic control mice, diabetic mice, diabetic mice treate
d with 4-phenylbutyric acid (PBA), and nondiabetic control mice treated with PBA. Diabetes 
was induced by multiple low-dose streptozotocin. PBA was administered two times a day in t
wo divided doses by oral gavage. The animals were sacrified at 2 weeks and 2 months and t
he target tissues (heart, liver, kidney, muscle, spleen, and serum) were removed. Mg and Ca
 were determined by acid digestion followed by ICP-MS. Two weeks, and 2 months after diab
etes onset, Mg concent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heart, liver, kidney, and serum, b
ut not in spleen and soleus muscles. PBA can inhibit the decrease of Mg in kidney at 2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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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nd 2 month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BA.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serum Mg levels with serum Ca levels in all 2weeks and 2 months group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iabetes is able to decrease Mg levels, which can be prevented by PBA.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6810 
 

Investigation and Idendification of Parvovirus B19 

Infection in Hangzhou City 
 

Cai Chengsong,Pan Feng,Zhang Lahong,Chen Zhaoju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310015 

 

    Human parvovirus B19 (B19V) is a member of human parvoviruses, belongs to genus of E
rythroparvovirus of the Pavoviridae family. B19V infection causes a mild form of disease call
ed fifth disease or erythema infectiosum in children. However, in some circumstance, B19V i
nfection causes severe disease conditions, for example, aplastic anemia, which is a burden i
n sickle cell disease patients, chronic anemia in HIV/AIDS patients, and hydrops fetalis in pre
gnant women due to severe fetal anemia, which sometimes leads to miscarriage or stillbirth, 
and arthritis in adults, especially in women. Since the first discovery of B19V in 1974, B19V i
nfection has been reported worldwide.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epidemiology of B19V infection in the greater metropolitan area of Hangzhou, where is one 
of the highl developed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triangle region of East China. 
   We collected plasma samples of a variety source, from patients with various diseases, and 
plasma samples that stored in the in-hospital blood bank, and from healthy blood donors, to 
plasma samples collected from HIV positive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a local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We detected anti-B19V IgG and IgM antibodies using ELISA and B19V DNA using a 
quantitative PCR (qPCR).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 of B19V IgG antibody is between 58-78% in plas
ma sample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adult groups of either patients or normal heathy donor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greater metropolitan area of Hangzhou, China.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
t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one quarter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in this area actually have not be
en infected with B19 during their childhood. Our study confirmed a higher B19V infection rate
 in HIV-positive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Hangzhou, China, and found that, for an acute B19V i
nfection, B19V IgM detection by ELISA is more sensitive than B19V genome detection by qP
CR. There is a need to screen 
blood donors for acute B19V infections. More importantly, we identified an unique P558S mu
tation at the C-terminus of the NS1 in all the HIV-positive patients, which has not been identif
ied in any other B19V isolates so far. This unique mutation may represent a circulating B19V 
genotype 1 strain in the region, and maybe have significance i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B19V i
nfection, which has only less than 3 genome copy per μl of plasma, in these HIV-positive pati
ents.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confirmed a higher B19V infection rate in HIV-positive injection dru
g users in Hangzhou, China, and found that, for an acute B19V infection, B19V IgM detection
 by ELISA is more sensitive than B19V genome detection by qPCR. There is a need to scree
n blood donors for acute B19V infections. More importantly, we identified anunique P558S m
utation in all the HIV-positive 
patients, which has not been identified in any other B19V isolates s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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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54 
 

Diagnostic values of serum cathepsin B and D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Tan Gongjun1,2,Lu Jinping1,Tang Faqing1 

1.Zhuhai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and Zhuhai People's Hospital 

2.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Background  Th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increased cathepsin B (CTSB) a
nd cathepsin D (CTSD) concentration in the serum of cancer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for so
me tumor types. High expression of CTSD and CTSB was detected in biopsy tissues from na
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However, whether CTSD and CTSB serve as diagnostic an
d prognostic markers of NPC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40 healthy volunteers and 80 NPC patients e
nrolled in the study. CTSB and CTSD in the serum samples were detected using enzyme-lin
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Concomitan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TSB and CTS
D concentration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rognosis was assesse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
city of the two components in the diagnosis of NPC were evaluated in 80 NPC patients.  
Results  ELISA analysis showed that in the sera obtained from NPC patients, the CTSB con
centration was 12.5 ± 3.5 mg/L (median, 12.4 mg/L), and the CTSD concentration was 15.7 
± 8.7 mg/L (median, 14.7 mg/L). CTSB and CTSD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NPC
 patient population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 population (p = 0.001; p = 0.001, respecti
vely). The presence of CTSB and CTSD in the serum of the patients with NPC correlated wit
h the tumor node metastasis (TNM) scores (p = 0.001). Other parameters were not identified
 to be of significanc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a cut off 
CTSB concentration of 12.4 mg/L had 61.9 % sensitivity and 63.2 % specificity in the predicti
on of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 0.525; 95 % CI, 39.7 – 65.2; p
 = 0.704); whereas a cut off CTSD concentration of 14.7 mg/L had 66.7 % sensitivity, and 58.
5 % specificity (AUC = 0.552; 95 % CI, 42.3–68.1; p = 0.42). 
Conclusions  Serum CTSB and CTSD concentrations were found to have a diagnostic valu
e in NPC. However, the CTSB and CTSD serum levels had no prognostic role for the outcom
e in NPC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65 
 

血流感染鲍曼不动杆菌同源性分析及毒力因子研究 
 

蔡鲜 胡志东 李静 李妍淳 田彬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对临床分离血流感染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同源性和毒力因子进行分析。 



318 
 

方法  收集全国 17 家医院患者血标本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 90 株，采用 VITEK-2 全自动微生物

分析系统对菌株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试验对其进行分型，同时采用 PC
R 方法检测碳青霉烯酶和毒力基因。 
结果 90 株鲍曼不动杆菌中 75 株为多重耐药菌株，脉冲场凝胶电泳将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分为 11 个克隆型，其中 A(n=46)、B(n=11)型为主要克隆型，而且以 ICU 病房（n=36）最普

遍，不同医院流行的克隆型不一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分别以 B 和 C
克隆型为主，兰大二院以 A、D 克隆型为主，其它医院以 A 克隆型为主。75 株多重耐药鲍曼

不动杆菌 abaI、CusE、Bap 和 bfmS 基因检出率分别为 98.7%、93.3%、92.00%和 98.7%，

15 株非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abaI、CusE、Bap 和 bfmS 基因检出率分别为 66.7%、86.7%
 、46.77%和 60.0%。7 株为粘液表型，均属于 B 克隆型且毒力基因全部阳性。72 株耐亚胺培

南鲍曼不动杆菌检出 OXA-23 基因 71 株，18 株亚胺培南敏感菌株均未检出 OXA-23 基因阳性

菌株。所有菌株菌检测出 ompA、OXA-51 基因，均未检出 OXA-24 和 OXA-58 基因。 
结论 血流感染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主要以 A 克隆型为主，耐药选择压力可能是 A 克隆流行

的原因，PFGE 结果提示应加强医院感染控制，尤其是 ICU 病房的感染控制，以预防 MDRAB
进一步流行。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毒力增强，粘液表型的获得可能提示强毒力菌株的出

现，提示临床在关注细菌耐药时，也应对其致病能力引起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01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Adenovirus Monitoring in 

Patients Undergoing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long yan ,Sun Yuan-yuan, Liu Chang,Ma Yin-ting,Zhao Xiao-tao,Wang Hui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Methods  we present data from 885 consecutive allogeneic HSCT recipients and monitor HA
dV DNA loads twice weekly or whenever clinically indicated by quantitative PCR in peripheral
 blood. Meanwhile, stool, urine and BALF were deteced whenever clinically indicated by quali
tative PCR. 
Result   HAdV were detected positive in 8.5% of all patients.A low mortality directly attribute
d to HAdV infection (8 cases, 0.9%), blood HAdV loads >10,000 copies/Ml were significant a
nd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oor survival. Detection of HAdV in blood before day 100 post
 transplantation was a major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lood HAdV load
s>10,000 copies/mL. Treatment with cidofovir led to stable or reduced viral load in 70% of pa
tients with blood HAdV loads >1000 copies/mL. 
Conclusions  Early occurrence of HAdV-DNA in blood of allogeneic HSCT recipients predis
poses for development of high viral loads. Control of HAdV infections was attempted by pree
mptive cidofovir treatment and correlated with low HAdV-attributed mortality.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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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 2316 例过敏性疾病血清过敏原检测分析 
 

陈素明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了解本地区过敏性疾病分布特点，为临床预防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应用德国 AllergyScreen 体外过敏原检测系统检测 2316 例过敏性疾病患者血清中总免疫

球蛋白 E（IgE）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E（sIgE）抗体水平。 
结果 2316 例过敏性疾病患者检出总 IgE 阳性 1765 例，阳性率为 76.2%；检出过敏原特异性 I
gE 抗体阳性 1196 例，阳性率为 51.6%。吸入性过敏原检出率占前五位的分别是尘螨、矮豚

草、蒿、葎草，蟑螂，柏榆柳枫梧桐，真菌（点青霉分枝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所占比例分

别为 12.0%、10.2%、4.8%、3.6%、3.5%；食入性过敏原检出率占前五位的分别是腰果/花生

/黄豆，蟹，芒果/苹果/樱桃，虾，牛奶；所占比例分别为 2.8%、2.2%、1.7%、1.3%、1.
1%。吸入性过敏原的检出率高于食入性过敏原，相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4-9 月是高发季节,1
7-59 岁发病率大于 80%。 
结论 本地吸入性较食入性过敏性疾病发病率高，尘螨及矮豚草、蒿、葎草，蟑螂较常见，4-9
月份为疾病高发期，发病人群多为中青年。过敏原筛查对过敏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有重

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09 
 

12 种细胞因子在不同乙肝肝纤维化程度中的表达差异分析 
 

李冬冬 丰姝 王婷婷 陶传敏 饶郴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00 

 

目的  肝纤维化是乙型肝炎趋向肝癌的一个必经阶段。患者在长期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BV）
过程中分泌一系列细胞因子，刺激肝星状细胞（HSC）及其他类型的细胞活化、转变为肌成纤

维样细胞，从而分泌大量细胞外基质（ECM），是肝纤维化形成的主要机制。通过调节细胞

因子表达，可使活化的 HSC 凋亡并从受损肝脏中清除，使纤维化的肝脏向正常逆转。本研究

分析不同分级的肝纤维化患者血清中 12 种细胞因子（TNF-α、IL-6、IL-8、IP-10、IL-10、MC
P-1、IL-1b、CCL5    IL-4、IL-2、ICAM-1、I-TAC）的表达水平，探讨细胞因子在肝纤维化中

的作用。 
方法   随机选取 48 例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的乙型肝炎感染

者，通过肝脏瞬时弹性成像技术(transient elastography ,TE)检测肝脏硬度值将研究对象的肝

纤维化程度分为肝纤维化 2 级、1 级与无肝纤维化，并使用液相悬浮芯片技术(Magnetic Lumi
nex Screening assay)一次性测定患者血清的 12 种细胞因子水平。采用秩和检验（Kruskal-W
allisH test）来检验各组间细胞因子水平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TNF-α、IL-6、IP-10 在三组肝纤维化中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 TNF-α 在肝纤维化

2 级组中高于肝纤维化 0 级；IL-6 在肝纤维化 2 级组中分别高于肝纤维化 0 级与 1 级；IP-10
在肝纤维化 2 级组中高于肝纤维化 0 级。其余 9 种细胞因子在三组肝纤维化组中均无统计学差

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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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细胞因子 TNF-α、IL-6、IP-10 与肝纤维化分级有密切的关系，监测这些细胞因子对了解

肝纤维化的程度及评价临床治疗效果及预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抑制这些细胞因子的水

平，是否能逆转肝纤维化的进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61 
 

尿液核基质蛋白 22 在膀胱癌诊断中的研究进展 
 

李少红 王芳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全球第九大恶性肿瘤，每年全球新发膀胱癌病例超

过 333000 例，死亡约达 130000 例。其复发率高，尤其是高级别膀胱癌，早期诊断和规律随

访是减少病患死亡率、提高生活质量的主要措施。目前临床上用于膀胱癌诊断和检测的方法主

要为尿细胞学检查和膀胱镜检查，尿细胞学检查是非侵入性检查，能直接识别尿中脱落的肿瘤

细胞，它对诊断膀胱癌的特异性很高，但对低分级肿瘤的敏感性较低；膀胱镜检查是膀胱癌诊

断和监测术后复发的金标准，但是作为一种有创检查，患者有一定痛苦，还可能会导致尿路感

染，且费用昂贵，很多患者难以接受。理想的方法应该客观、无创、低成本、高敏感性和特异

性、获取结果迅速。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膀胱癌肿瘤标志物得以发

现且被研究，其中核基质蛋白（ＮＭＰｓ）因高度敏感性和特异性、简便无创而受到广泛关

注。尿核基质蛋白 22 是一种无创性、高敏感度、高特异度的膀胱肿瘤检测指标，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现对其在膀胱癌诊断中的研究进展作一总结。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42 
 

调控 miRNA 成熟通路的相关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胃癌

的相关性研究 
 

钟慧钰 周易 周娟 胡雪姣 叶远馨 宋兴勃 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近期研究表明，microRNA（miRNA）参与肿瘤形成的调控。调控 miRNA 成熟通路相关

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可通过影响特定的 miRNA 的生物合成从而与胃癌的易感性

相关。本研究探讨了调控 miRNA 成熟通路的相关基因上的 3 个 SNP 位点（rs10719, rs7813
及 rs3742330）与中国汉族人群胃癌易感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纳入 467 例中国汉族胃癌患者以及 464 例中国汉族健康对照，采用高分辨率熔点

曲线法（high resolution melting，HRM）分别对 3 个 SNP 位点进行基因分型。HRM 检测采

用罗氏 480 实时荧光 PCR 仪完成，数据用 SPSS 统计软件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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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的基因分布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rs3742330 的基因型及等位

基因频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基因型：P=0.001；等位基因：P=0.005, OR
=0.73, 95%CI = 0.61-0.89)。另外两个位点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

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调控 miRNA 成熟通路相关基因内的 SNP 位点 rs3742330 与中国汉族人群胃癌易感性相

关，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对其进行功能验证与分析，同时进行更大样本量的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60 
 

血尿酸水平与糖尿病前期及 2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的相关

分析 
 

吴伊恬 何訸 张玫 安振梅 黄亨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糖尿病前期及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尿酸(serum uric acid, SUA)水平与胰岛素（Insuli
n,Ins）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测定正常对照组 671 例（normal glucose regulation, NGT）、糖调节受损组 1853 例(im
paired glucose regulation, 
IGR)和 2 型糖尿病组 3652 例（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的 SUA、Ins0、Ins2 浓度水

平，比较三组间的 SUA、Ins、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的差异。 
结果  NGT 组的 SUA 、Ins-0、Ins-2 及 HOMA-IR 均低于 IGR 组和 T2DM 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01）；IGR 组的 SUA 和 Ins-2 高于 NGT 组与 T2DM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1）；T2DM 组的 Ins-0、HbA1c 和 HOMA-IR 均高于 IGR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01）。同时对血尿酸水平分层分析发现，男性 SUA＞480μmol/L 时，Ins-0 和 2h-
Ins 水平高于 SUA<480μmol/L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1），同时随 SUA 水平升

高胰岛素水平呈上升趋势。在女性分组中，结果一致。进一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女性和

SUA 水平升高是 Ins-0 的危险因素（OR=1.26, P=0.042; OR=1.01, P<0.0001）；女性，SUA
水平升高和年龄增加是 2h-Ins 的危险因素（OR=1.43, P<0.0001; OR=1.01, P<0.0001; OR=1.
01, P<0.0001）。 
结论  SUA 在糖尿病前期患者的病情进展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因此 SUA 可作为检测糖尿

病前期患者发展成 T2DM 的风险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74 
 

非小细胞肺癌侵袭转移中 Wnt 通路差异基因表达研究 
 

杨宜娥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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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运用全基因表达谱技术初步筛选 NSCLC 淋巴结转移差异表达基因，寻找与 Wnt 通路相

关的转移基因并分析其基因功能，为非小细胞肺癌的浸润转移机制研究及治疗位点提供新思

路。 
方法  收集经病理证实为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新鲜组织，从中选取淋巴结转移组 6 例，无淋巴

结转移组 6 例。Trizol 法抽提 RNA，采用 Agilent 人类 4 × 44K 基因表达微阵列 v2，将两组进

行全基因组表达谱实验。使用 Agilent FeatureExtraction 软件获得芯片图。使用 GeneSpring 
GX v12.1 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 Quantile 标准化，并进行基因本体论（GeneOntology，GO）

分析和 Pathway 分析，筛选与 Wnt 通路相关的转移差异基因并分析其可能参与的生物学过

程。 
结果  1、聚类分析显示转移组和非转移组组间差异显著，同一类样品能通过聚类出现在同一个

簇（cluster）中，聚在同一个簇的样品具有相似的生物学性质，提示芯片试验具有一定的重复

性,结果可靠。2、根据倍数法筛选出差异基因 11975 个，转移上调基因 5812 个，下调基因 6
163 个。3、GO 分析：结果显示差异基因主要涉及多细胞生物过程、信号转导、G 蛋白偶联

受体活性、细胞外基质等功能集团。4、Pathway 分析：转移相关差异基因主要涉及 MAPK 信

号通路、细胞周期、PI3K-Akt 信号通路、Wnt 通路、p53 信号通路等。5、筛选出与 Wnt 通路

相关的 NSCLC 转移差异基因共 34 个，其中上调基因 18 个，下调基因 16 个，涉及细胞周期

素基因、蛋白激酶 C 基因、卷曲家族受体基因、转录因子基因等。 
结论  1、NSCLC 淋巴结转移与未转移之间存在大量差异表达基因，涉及多种细胞生物过程、

细胞外基质等功能集团和 MAPK、Wnt 、p53 等多条信号转导通路。2、与 Wnt 通路相关的差

异基因主要参与特定序列 DNA 结合转录因子活性、细胞内信号转导、细胞增殖正性调节等生

物学过程。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76 
 

大麻素受体 2 基因 rs35761398(Q63R)多态性与儿童免疫性血

小板减少症的相关性研究 
 

江明华 谢尧琪 舒旷怡 李姗姗 陈陶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大麻素受体 2 基因 Q63R 多态性与浙南地区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发生、发展

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 PCR 结合测序分析 77 例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和 94 例正常对照组大麻素受体 2
基因 Q63R 多态性，并统计分析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的频率。  
结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大麻素受体 2 基因 QQ 型、QR 型、RR 型分别为 20%、58%、22%和 3
3%、44%、23%，两组间基因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症组与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 QQ 型、QR 型、RR 型分别为 25%、54%、21%与 0%、7
5%、25%；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及对照组三者间基因型

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与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组间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与对照组间基因

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与对照组间基因型分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和对照组大麻素受体 2 等位基因频率 Q、R 分别为 4
9%、51%和 55%、45%，两组间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TP 急性组、ITP 慢性

组 Q、R 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52%、48%与 37%、63%，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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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及对照组三者间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

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与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间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与对照组间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组与对照组间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大麻素受体 2 基因 Q63R 多态性与浙南地区儿童 ITP 发生无明显相关性，但与儿童免疫

性血小板减少症发展明显相关，携带 RR 型及 R 等位基因的患儿更易发展为慢性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RR 型可作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预后的生物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7388 
 

上海地区未成年人 25 羟基维生素 D 参考区间的初步调查 
 

高正凤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了解上海地区未成年人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25(OH)D］的参考区间。 
方法  选取了 2015 年 4～10 月间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健康体检的未成年人 400 名，按照

不同年龄，分成 0～1 月、0～6 月、6 月～3 岁、3～6 岁、6～16 岁五组，采用英国 IDS 公司

经典标准化的 25 羟基维生素 D（酶联免疫法）试剂盒检测。 
结果  400 例 25(OH)D 结果中剔除 1 例离群点，总体分布呈偏态分布。其水平以 M(P25,P75)
表示，399 例结果的总体水平为 55.64(42.93,76.05) nmol/L。其中男童 199 例，女童 200
例，25(OH)D 水平分别为 56.47(44.59,76.48) nmol/L 和 55.44(41.07,75.55) nmol/L，男女童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各组内男女童间亦无统计学差异（P>0.05）。因此，计

算参考区间时忽略了性别差异。组间比较，各年龄组间的差异显著。尤其是 1～6 月组[71.05
(50.77, 88.93)nmol/L]和 6 月～3 岁组[76.26 (60.5, 88.09)nmol/L]的 25(OH)D 水平明显高于其

他三组 0～1 月组[46.29 (37.52, 50.71)nmol/L]，3～6 岁组[53.03 (43.27, 62.15)nmol/L]，6～
16 岁组[42.30 (35.44, 52.23)nmol/L] 
（P<0.05）。各年龄组的参考区间以(P2.5,P97.5)表示，分别为 0～1 月组(32.66, 79.33), 1～
6 月组(32.45, 129.91), 6 月～3 岁组(38.98, 129.9), 3～6 岁组(32.22, 86.44), 6～16 岁组(30.7
4, 87.74)。 
结论  可以年龄为界限，建立起本地区未成年人的 25(OH)D 参考区间。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05 
 

HPV DNA 定量及分型检测在宫颈上皮内瘤变筛查中的应用研究 
 

戴小波 聂彦萍 胡晓倩 罗九文 郑鹏飞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医院 519085 

 

目的  为了研究 HPV 定量与分型检测对宫颈上皮细胞内瘤变的早期诊断、治疗以及评估治疗疗

效的意义，本研究对所有观察病理进行 HPV 病毒 DNA 载量检测及 HPV 亚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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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对 8 种 HPV 高危亚型进行 DNA 定量检测，利用低密度基因芯片检

测技术对 19 种 HPV 亚型进行分型检测；所有患者采集宫颈细胞进行 TCT 检测，利用 TBS 分

类法进行分类。 
结果  在我们的 601 例观察病例中，共检出 HPV 阳性病例 87 例，占比 14.5%，其中高危型 7
7 例，低危型 10 例，而 
87 例 HPV 感染者，有 30 例（34.5%）宫颈细胞发生病理性改变，说明 HPV 感染尤其是高危

型感染是宫颈病变的高危因素；在我们的观察对象中，HPV 感染率及宫颈细胞病理学改变率

在各年龄组均无显著性差异，说明由于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性活跃年龄段增宽，HPV 感染

及宫颈癌的发病有年轻化及老龄化趋势，因此各年龄段女性应定期进行细胞学检查，尤其是 H
PV 阳性患者。在发生病理性改变的 46 例病例中，30 例（65.2%）感染 HPV 病毒，而 HPV1
6、HPV52 等高危型感染达 29 例（96.6%），说明 HPV 感染尤其是高危型 HPV 感染是宫颈

细胞病理学改变的主要因素。在有病理形态学改变的病例中，HPV 定量结果在各组之间均无

显著性差异，说明 HPV 病毒载量多少与细胞病理学的变化无显著相关性。对于分型结果而

言，本观察组以 58、52 型为主，与崔辰莹等研究结果不同，说明 HPV 感染具有地域性差

异。 
结论  HPV-DNA 定量检测由于受取材等因素影响，其检测结果变异大，HPV-DNA 病毒载量是

否与宫颈细胞学改变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但 HPV 感染尤其是 HPV 高危型感染是宫颈病变的

主要致病因素，定期的宫颈细胞学检查及 HPV 分型检测对于宫颈细胞病理学改变的早期诊断

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22 
 

CKD-EPI 肌酐公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的结果与 24 小时内生肌

酐清除率的比较 
 

翁瑜 楼鹏程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 比较 CKD-EPI 肌酐公式和 24 小时内生肌酐清除率方法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GFR）之

间的结果差异。 
方法 本研究集中分析了 152 例进行 24h 内生肌酐清除率检测的患者样本，用 CKD-EPI 肌酐公

式计算出患者的 eGFR，并与其内生肌酐清除率（CCr）进行比较。同时以上述两个方法所得

的 GFR 值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比较各个组别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结果 与 24h 内生肌酐清除率相比较，CKD-EPI 肌酐公式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0.85（p<0.
001），两者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Bland-Altman 一致性分析结合 CKD 分期分析提示两者

一致性尚可，在不同分期时有一定差异。 
结论 CKD-EPI 肌酐公式所估算的 GFR 和 24h 内生肌酐清除率相比，有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及

一致性，故在评估个体肾功能时两者可作为参考相互补充。此外，由于 24h 内生肌酐清除率结

果获得的步骤复杂繁琐，较易发生偶然误差，方法本身亦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故在不易操作

时可考虑选用 CKD-EPI 肌酐公式来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同时， CKD-EPI 肌酐公式的结果在不

同分期肾功能的人群中与 24h 内生肌酐清除率有一定差异，且尚未针对中国的人群做出特别的

修正，故此公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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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63 
 

微量血浆收集卡在 LC-MS/MS 检测同型半胱氨酸的应用 
 
李水军

1,2 肖灿
1,2 

1.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 

 

目的  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检测方法，以同型半胱氨酸为检测对象，考察一

种新型的 Noviplex 微量血浆采集法的性能。 
方法  采集一滴手指血，滴于 Noviplex 血浆收集卡的样品测试区，等待 3 min，撕去上层粘

纸，再放置 15 min，备用。取圆形滤纸片于样品管中，加 25μL 稀释液，25μL 内标，25μL 还

原剂，旋涡振荡 30min，加 25μL 沉淀剂，混匀，离心，取上清液 LC-MS/MS 进样检测。静脉

穿刺的全血样品，肝素抗凝，离心取 25μL 血浆，加 25μL 内标，25μL 还原剂，其余步骤同上

操作。 LC-MS/MS 检测条件：C18 色谱柱（2×100 mm），0.02%甲酸的甲醇溶液-0.02%甲

酸的水溶液（10:90）流动相，流速 0.35 mL/min，进样 5μL。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扫描；M
RM 扫描分析，Q1/Q3 离子通道分别选择为 m/z：136→90 amu（同型半胱氨酸）和 140→94 
amu（内标）。对血浆收集卡进行精密度、稳定性，与常规血浆收集法的相关性和偏差考察。 
结果 Noviplex 血浆收集卡采集的样品与常规的血浆处理后，LC-MS/MS 法进行血浆同型半胱

氨酸的检测，二者的色谱行为一致，同型半胱氨酸的色谱保留时间均为 1.9 min，未见异常的

干扰峰。同一个体不同血浆收集卡不同时间段采集样品，测定结果的精密度 CV%为 2.21-6.0
1% (n=6)，同一样品重复进样，CV%为 3.03%（n=6）。样品卡在室温下放置 24h 结果偏差

为-4.5%。与常规血浆收集法的检测结果平均偏差为-25.3% (n=40)，线性关系为：血浆收集卡

（μmol/L）=0.74×常规血浆法（μmol/L）+0.27，相关系数（r）0.988。 
结论  采用 Noviplex 血浆收集卡与静脉采血比较，LC-MS/MS 检测同型半胱氨酸色谱行为一

致，结果相关性高，重复性好，室温放置一天稳定。样品采集无需静脉穿刺和离心过程，不受

采集时间地点限制，患者可自行采集样品，适用于 LC-MS/MS 检测同型半胱氨酸时简便、快

速、微量地采集血浆样品。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68 
 

Urinary myiasis :A rare case caused by Psychoda larva 

and review of the Chinese cases 
 
Kuang Ziwei1,Ma Ying1,Liao Lin2,Pang Huasheng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2.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教研室 

 

Object  In this article we report a case of urinary myiasis caused by Psychoda larva to raise t
he attention for the rare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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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29-year-old Tibetan man from Yushu,Qinghai Province complained of frequent u
rination,dysuria,urodynia and pain in the left lumbar region.Abdominal CT scan and ultrasoun
d images suggest the diagnosis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His complete blood count,liver and k
idney function tests were normal while ESR was in a high level.The urinalysis showed that th
e urine occult blood is positive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the urine showed the presenc
e of numerous leukocytes and erythrocytes.A small brown “worm” which is approximately 2 
mm in length was found in his urine specimen and then the "worm"is identified morphological
ly as Psychoda larva. 
Results The man was diagnosed as urinary myiasis and had a coinfection with tuberculosis 
simultaneously.Most likely,urinary myiasis is caused by nude sleeping habits,humid bathroo
ms,environment contaminated by cesspool and other similar situations,and these poor hygie
ne conditions finally lead to hatching of larvae near the urethral opening and passing through
 the urethra. However,there are some patients whose infection can not explain just by hygien
e conditions.Some symptoms such as vomiting,dysuria,pollakiuria and pain in the lumbar reg
ion may occur,however,the most common manifestation and the only diagnostic evidence of 
urinary myiasis patients is the observation of worm in the urine.Treatment of urinary myiasis 
varies from pathogenic conditions.In normal conditions,related symptoms will disappear after
 the discharging of larvae,whereas in severe cases,Ivermectin should not be delayed. 
Conclusion Although for now we see little of the myiasis occur in urinary,the atten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unusual urinary infestation should be raised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disease.Reas
ons for infection still remain uncertain and the pathogenicity of myiasis in urinary tract remain
s to be show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13 
 

血清胱抑素 C 在肝病患者病情进展过程中治疗前后的变化和

临床意义 
 

谢卫民 梁静谊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410008 

 

目的 通过检测肝病患者血清胱抑素 C( Cys C)的浓度来探讨血清胱抑素 C 在肝病患者病情进

展过程中治疗前后的变化和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在湘雅医院住院肝病患者 150 例为研究对象, 并根

据临床诊断指标[1]将肝病患者分为慢性肝炎组、代偿性肝硬化组、失代偿性肝硬化组和肝癌组,
除去 31 例肝癌患者的 119 例肝病患者为治疗前后组， 同时收集该院同期 44 例健康体检者为

对照组。测定各组对象血清中的 Cys C 并同时测其血清中总胆红素 （TBIL）、直接胆红素

（DBIL）、门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肌酐 ( Scr ) 、尿

素氮 ( BU N )浓度,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各患者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比对

采用方差分析 P<0.05 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1.血清 Cys C 水平随肝病的进展呈升高的趋势, 各组与对照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
1)，且治疗前后组血清 Cys C 水平与 TBIL 、DBIL、AST、ALT 水平治疗前后差值呈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0.680（P<0.01）、0.623( P<0.01)、0.565 ( P<0.01)、0.479 ( P<0.01) 。2.
血清 Scr 和 BU N 水平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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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Cys C 水平随着肝病病程的进展而逐渐升高, 可作为评价肝纤维化进展的潜在指标之

一,也可作为肝癌的筛检工具。 治疗前、后组血清 Cys C 水平治疗随病情的好转而降低，随病

情恶化而升高，可作为评价治疗肝病效果的指标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62 
 

Th17/Treg 细胞在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外周血中变化及意义 
 

杨军军 陈慧 邵美娟 虞慧敏 邢超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分析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外周血 Th1、Th2、Th17 及 CD4+CD25+CD127Low 调节 T 细

胞(Treg 细胞)频数变化，探讨 Th1/Th2、 Th17/Treg 细胞          失衡在 HPS 患儿发病机制中

作用。 
方法  收集本院自 2013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60 例 HPS 初发患者（HPS 初诊组），其

中缓解患者 54 例（HPS 缓解组），以 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         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

仪检测其外周血 Th1、Th2、Th17 细胞及调节性 T 细胞频数，比较患者初发时、缓解后以及

与正常对照组之间 T 细胞亚群           频数变化。 
结果  HPS 初诊组患者 Th1、Th17 细胞百分比高于 HPS 缓解组、正常对照组，而 Th2 细胞百

分比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正常对照组相比，HPS 组 Th
1/Th2、Th17 /Treg 比值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h1/Th2、Th17/Treg 失衡可能参与 HPS 发病，并且与 HPS 病程进展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7673 
 

应用行业标准 WS\T 403-2012 在提高生化检验质量 方面的作

用初探 
 

史清梅 王利新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医学检验科 75004 

 

目的 探讨卫生行业标准 WS/T403-2012《临床生物化学常规检验项目分析质量指标》作为卫

生部常规化学室间质评和室内质控判断标准,在提高生化检验质量方面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3-2014 年我室 6 次常规化学室间质量评价数据，及各项目室内质控数据的累积

变异系数（CV%）；按照国家标准 GB/T20470-2006 和行业标准 WS/ 
T403-2012 判断和分析卫生部室间质量评价成绩；并以行业标准 WS/T403-2012 规定的允许

总误差（TEa），计算我室已开展的室间质评项目的 σ 水平，并判断各项目的性能。 
结果 全部 23 个检测项目，2013 年度其中 9 个项目的 σ 水平＞6σ，14 个项目的 σ 水平＞3
σ，其中＜2σ 的项目有 4 个。2014 年度我室质评结果 5 个项目 σ＞6，17 个项目的 σ 水平＞3
σ，其中 σ＜2 的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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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行业标准 WS/T403-2012 和 6σ 标准分析室间质评数据，能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实验

室的分析质量，有助于临床实验室发现问题，采取措施，提高检验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77 
 

HIV/HBV 合并感染者 HBV 分子生物学特征研究 
 

陈其霞 李冬冬 丰姝 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HIV 和 HBV 均严重影响人类健康，且由于 HIV 与 HBV 传播途径相同，HIV 合并 HBV 感

染并不少见，HIV 感染者中 HBV 的血清学标志物 HBsAg 和/或 HBcAb 阳性率较高。全球 330
0 万 HIV 感染者中约有 10%合并感染慢性乙型肝炎。目前，我国关于 HIV/HBV 合并感染者的

HBV 分子生物学特征研究较少，西南地区尚无相关研究。本文以 HIV 确证阳性，HBsAg 阳性

且 HBV DNA>103IU/ml 的患者为实验组研究对象，分析其 HBV 的基因型分布、逆转录酶区

（RT）及基本核心启动子/前 C 区的基因突变，旨在探索西南地区 HIV/HBV 合并感染者在 HB
V 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特征。 
方法  本研究纳入研究对象 110 例，包括 HIV/HBV 合并感染组 54 例和单独 HBV 感染组 56
例。提取血清或血浆中的 HBV DNA，以其为模板，针对 RT 区和 BCP/PC 区进行巢式 PCR，

将 PCR 产物经电泳鉴定后进行测序，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本研究纳入 54 例 HIV/HBV 合并感染者以 B 基因型为主，占 81.48%，C 基因型占 14.8
2%，还有 2 例为 C/D 重组体。总耐药率较低，为 3.70%。BCP/PC 区的基因突变主要以 A17
62T、G1764A 及 G1896A 突变为主，A1762/G1764A 突变率为 35.19%，G1896A 突变率为

59.30%。与单独 HBV 感染组相比，两组在 HBV 基因型分布、耐药率及 HBV 基因的系统进化

树、PC 区突变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而 HIV/HBV 合并感染组的 A1762T/G1764A 突变率更

低。 
结论  本研究首次探索了西南地区 HIV/HBV 合并感染者在 HBV 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特征，且与

单独 HBV 感染者比较的异同，表明 HIV/HBV 合并感染患者与单独 HBV 感染者相比，两组均

以 B 基因型和 C 基因型为主，耐药率均较低，HBV 基因的系统进化类似，两组 BCP/PC 区突

变率均较高，且单独 HBV 感染组的 A1762T 和 G1764A 突变率高于 HIV/HBV 合并感染组。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34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IL-6 Measurement for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s 
 
shi yu1,DONG Jin2,LI Shao-zeng1,LI Zhao-yan1, ZHANG Jing1,ZHANG Dong-qing1,WANG Hai-bin1 

1.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2.解放军 306 医院检验科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serum IL-6 levels for differentiating Gram-negat
ive (G-), Gram-positive(G+) and fungus bacterial bloodstream infections． 



329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70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s admitted between Jan
uary 2015 and March 2016 who had a single strain infection in blood culture and IL-6 levels r
esult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Meanwhile patients with local infection with negative b
lood cultures were recruited as control． The serum IL-6 level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G-, G+and fungus bacteria bloodstream infection．The cut-off value of IL-6 was
 determin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Results In 170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s，75 cases were infected with G- bacteri
a，67 cases with G+Bacteria , 28 cases with fungus . Median levels of IL-6 were 221.3pg / 
mL，37.4 pg / mL，111.0pg / mL and 3.87 pg / mL in the G- bacteria infection group，the G
+ bacteria infection group，fungus infec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four groups．According to ROC curve，IL-6 level at 57.585pg /
 mL could distinguish G- bacteria infection from G+ bacteria infection with a sensitivity of 81.
3% and a specificity of 56.7% , AUC is 0.7, 95% CI is 0.613 ~ 0.788 (P < 0.001)． 
Conclusions Serum IL-6 has diagnostic value in differentiating G- and G+ bacteria bloodstre
am infections．The risk of G-bacteria bloodstream infection is increased when IL-6 is＞57.58
5 pg / mL．There is no clinical value of IL-6 in differentiating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
ons caused by fungi , so it should be found a new relevance of indicator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42 
 

Further spread of blaIMI in Enterobacteriaceae and 

the potential role of the novel transposon structure 

Tn6306 
 

Zhang Fangfang,Sun Jingyong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Objectives  The increasing incidence of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has beco
me a challenge for clinical therapy. Here, we analysed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and epid
emiology of a rare carbapenemase, IMI, identified in Enterobacteriaceae isolates. 
Methods  The IMI-3 carbapenemase-producing strain Raoultella ornithinolytica K46C and th
e IMI2-producing strain Escherichia coli E18 were identified in our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isol
ates collected from June 2010 to June 2013. The MICs for the two isolates were determined 
by Etests. A conjugation experiment, S1-PFGE, and Southern blotting were performed to furt
her analyse the resistant plasmids. Plasmid pRJ46C was extracted from the transconjugants 
and was completely sequenced using a shotgun approach. 
Results  Both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carbapenem antibiotics but were sensitive to expand
ed-spectrum cephalosporins; in both cases, the resistant blaIMI gene was located on plasmid
s. blaIMI-3 was carried by plasmid pRJ46C, which was identified to be a 166,620-bp conjugati
ve IncFIIY plasmid. It contained 193 ORFs, including replication-, plasmid conjugal transfer-, 
partitioning-, and mobilization-associated structural genes. The blaIMI-3 gene was located on a
 novel transposon, Tn6306. Tn6306 was 15-kb in size, flanked by ISEcl1-like elements and 9
-bp target site duplications. The blaIMI-2-carrying IncFIB plasmid (pRJ18) in E. coli RJ18 had 
a similar size to pRJ4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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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identification of blaIMI in R. ornithinolytica and E. coli suggests its further s
pread in Enterobacteriaceae. We identified and completely sequenced the blaIMI-3 gene locat
ed on plasmids. blaIMI-3 was embedded in a novel transposon (Tn6306), which may be respo
nsible for mobilization of the resistance gene.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909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 CMV、EBV、ADV 感染现状分析 
 

线海鹏 赵晓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监测并分析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HSCT）后患者

的人巨细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CMV）、Epstein-Barr 病毒（EBV）、腺病毒

（Adenovirus，ADV）感染情况。 
方法  对在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 HSCT 术后患者，应用 Taq-
man 探针---实时荧光 PCR（real-time PCR）法每周监测 HSCT 后患者 CMV、EBV、ADV 感

染状况并进行数据分析。总患者数为 2778 位，检测标本类型包括血浆、尿液、粪便、房水

等，CMV 大于 1.0×103拷贝/ mL 定为阳性，EBV 大于 5.0×102拷贝/ mL 为定为阳性，ADV 为

定性检测。 
结果  2013-2015 三年中 2778 位患者中男性 1657 位，女性 1121 位，中位年龄 29(0～94)
岁。在所检测的 53758 份标本中血浆占 93%，尿液占 4%，粪便占 2%，其它标本占 1%。20
13-2015 年 CMV 的总体阳性率逐年分别为 26.0%、22.9%、17.1%（p<0.05），CMV-DNA
阳性率具有逐年降低的趋势，差异具有显著性（比较 2009 年数据 CMV-DNA 阳性率为 40%，

更具有显著差异）；CMV 病毒拷贝数结果介于 1.0×103-1.0×107，首次病毒血症出现中位时间

为 37 天。EBV 的总体阳性率逐年分别为 3.8%、3.7%、3.0%，EBV 病毒拷贝数结果介于 5.0
×102-5.0×107，ADV 的总体阳性率逐年分别为 1.5%、1.3%、1.1% ，两者均有下降趋势，但

是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CMV、EBV、ADV 感染是 HSCT 后常见的并发症，可导致移植失败或导致患者死亡的

主要原因。应用敏感的、特异的实时荧光 PCR（real-time PCR）法监测 HSCT 后患者 CM
V、EBV、ADV 感染状况，能够及时、敏感、连续地监测病毒感染情况，可以有效地、及早地

指导临床抗病毒用药，降低 HSCT 后病毒感染阳性率，缩短阴转天数。实时调整药物的使

用，进行抢先治疗，同时也避免由于长期使用抗病毒药物引起的过度治疗的副作用以及耐药情

况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7916 
 

上海市 2014-2015 年 D-二聚体免疫比浊法定量检测的室间质

量调查结果分析 
 

宋颖 王青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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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 2014 年至 2015 年上海市 D-二聚体免疫比浊法定量检测实验室间质量调查结果，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探讨开展 D-二聚体室间质量评价的可行性。 
方法 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期间，每年度两次，在上海地区发放 D-二聚体冻干品，每次发放 5
个批号的调查品。调查品的浓度范围包括正常水平和异常水平。调查结果统计方法采用 SPSS
软件分析。 
结果 采用 ANOVA 统计分析各试剂组间结果（p<0.05），各组结果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

按所用试剂品牌进行分组统计。四次调查中，分别采用 STAGO 和 SIEMENS 两种品牌的 D-
二聚体调查品，调查品浓度水平分为正常和异常浓度水平，即以 cut-off 值为 0.5mg/L 为界

值，调查品的预期值分别为（0.2-0.3）mg/L 和（2.2-2.8）mg/L。由于各试剂厂商所针对的 D
-二聚体片段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品牌调查品的检测结果存在明显差异（p<0.05），其中采用

STAGO 品牌的调查品各试剂组间差异大于 SIEMENS 品牌的调查品。对于浓度水平低于 cut-
off 值的调查品，各试剂组内 CV%值，各批号间 CV%值均存在较大差异，如采用 3 倍标准差

设定允许范围，则可能引入较大不确定度。采用 SIEMENS 品牌的异常水平调查品（预期浓度

水平为 2.2mg/L），在用 IL 试剂检测时，其异常值均值位于 cut-off 值左右，不利于评价实验

室检测能力。 
结论 由于 D-二聚体检测原理为免疫比浊法，因此在选择合适的室间调查品时，应充分考虑基

质效应。具体分析统计数据，目前本中心采用的调查品基本满足调查需要，但部分调查品仍存

在问题。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936 
 

A Novel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Using 

Recombinant Protein Tp0259 as the Antigen for 

Serological Diagnosis of Syphilis 
 
Xie Yafeng1,2,Liu Zhuoran1,Xiao Yongjian1,2,Wu Haiying1,Liu Bin1,Peng Jing1,Li Chun1,Wang Yu1,Liu Huamin
g1,Zhang Xiaotuan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

a 

2.Hunan Provinc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Molecular Target New Drug Study，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Aims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Treponema pallidum-specific antigens with highly accu
rate diagnosis and develop new tests to allevi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syphilis diagnosis, whi
ch has been thought as a challenging enterprise. 
Methods  The soluble recombinant version of a new diagnostic protein Tp0259, identified by 
Western bloting, was produc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serodiagnostic value of the recombi
nant protein was evaluated by screening 526 serum samples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d by t
he rapid plasma reagin and 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gglutination tests. The κ coefficien
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concordance betwee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he Tp0259-based 
ELISA or the ARCHITECT Syphilis TP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Abbott GmbH & Co.
 KG). 
Results  With the result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s a gold standar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
y of Tp0259 were found to be 98.86% (95% CI, 96.61%-99.60%) and 100% (95% CI, 99.8
8%-100%), respectively. In comparison, the sensitivity (97.27%, [95% CI, 94.46%-98.6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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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specificity (99.61%, [95% CI, 99.32%-99.78%]) of the ARCHITECT Syphilis TP were all fo
und to b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ELISA, respectively. In particular, a false positive rate (0.3
6%) was found to exist in the ARCHITECT Syphilis TP. Moreover, comparable to that of AR
CHITECT Syphilis TP (0.96), the ELISA was in perfect agreement with the gold standard wit
h a κ value of 0.98.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dentified Tp0259 as a novel serodiagnostic candidate with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ing new tests for syphilis diagnosis.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01 
 

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在诊断肺部细菌性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丁春雨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武汉协和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内被诊断为肺部细菌感染的

80 例患者的血清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计数（WBC）及分类探讨

它们在细菌感染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汉协和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呼吸内科及 ICU 收治的肺部细菌

性感染患者 80 例（男 54 例，女 26 例），年龄 18--82 岁（平均 54.3±16.9 岁）。选取同期健

康体检者 50 例（男 32 例，女 18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年龄 20-76 岁（平均 49.2±14.8 岁）.
各组性别、年龄均无统计学差异。对其相应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3.1 肺部细菌性感染患者入院第一天 PCT、CRP、WBC 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
U％）与正常对照组检测结果比较。诊断肺部细菌性感染时，PCT 灵敏度 31.3％ ，特异度 10
0％；CRP 灵敏度 81.3％，特异度 96.0％；WBC 灵敏度 35％，特异度 70.0％；NEU％灵敏

度 70％,特异度 92％ 。经 χ2 检验 PCT 灵敏度低于 CRP 和 NEU％，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CT 特异度高于 WBC，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2 80 例肺部细菌感染患者中痰细菌培养阳性组与痰细菌培养阴性组 PCT、WBC 及 NEU％

检测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CRP 的阳性率统计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
0.05)  
3.3 PCT、CRP、WBC、NEU％定量检测结果相关性分析。经线性拟合，结果显示肺部细菌

感染组患者中 PCT 与 CRP、PCT 与 WBC 总数、PCT 与 NEU％均不存在线性相关(P>0.0
5)，；但是在痰细菌培养阳性组患者中 PCT 与 CRP、PCT 与 NEU％存在线性相关，而 PCT
与 WBC 总数亦不存在线性相关(P>0.05)   
结论  本文探讨了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在肺部细菌性感染的应用价值。结果表明 PCT 在诊断肺部

细菌性感染疾病中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但是由于入院前抗生素的使用，降低了 PCT 诊断细菌

性肺部感染的灵敏度，所以血清 PCT 最好在使用抗生素前进行检测，以提高其诊断价值。另

一方面临床医生不应以 PCT 阴性而排除细菌感染，应结合病情、联合检测 CRP、WBC 及分

类水平以提高细菌性肺部感染诊断的准确性，及时给予病人有效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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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1,3)-β-D-葡聚糖的提取及其 DNA 适配体筛选的研究 
 

陈源 杨敏 蒋月婷 陈定强 林勇平 刘忠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  以白色念珠菌细胞壁中提取的可溶性(1,3)-β-D-葡聚糖为靶分子，筛选与(1,3)-β-D-葡聚

糖高亲和力和特异性结合的 DNA 适配体。 
方法  应用酸碱法-氧化超声法从白色念珠菌细胞壁中提取可溶性的(1,3)-β-D-葡聚糖，经理化

鉴定及红外光谱分析后进行生物素标记；设计合成 83nt 长度的随机 ssDNA 文库，以生物素标

记的(1,3)-β-D-葡聚糖作为靶分子，链霉亲和素磁珠作为固相载体，应用指数富集的配体系统

进化技术（SELEX）筛选特异性结合靶分子的 DNA 适配体。经过 20 轮 SELEX 筛选后随机选

取文库中的 DNA 序列进行克隆并测序，对测序序列进行同源性及二级结构分析；重新合成荧

光标记的富集 ssDNA 序列，并与(1,3)-β-D-葡聚糖进行结合反应，通过对荧光强度的分析检测

ssDNA 序列与靶分子的结合力及其解离常数 Kd 值。    
结果  经理化鉴定及红外光谱分析，从白色念珠菌细胞壁中提取了可溶性的(1,3)-β-D-葡聚糖，

并进行了生物素标记，为后续 DNA 适配体的筛选提供了靶向物质。经过 20 轮筛选后的 ssDN
A 文库得到高度富集，获得 9 组具有 2 条以上相同序列的 ssDNA 序列。各序列的二级结构显

示其以茎-环结构为主，选择 9 组富集的 ssDNA 序列进行结合力检测，其中 G1-45 适配体的

结合能力最高，Kd 值为 14.05±3.98 nM。   
结论  从白色念珠菌细胞壁中提取的可溶性(1,3)-β-D-葡聚糖，为 DNA 适配体筛选的研究提供

了物质基础。成功构建了体外筛选(1,3)-β-D-葡聚糖 DNA 适配体的技术平台，获得了一条高结

合力和高亲和力的适配体，为研制 (1,3)-β-D-葡聚糖的新型检测系统奠定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36 
 

葡萄糖调节蛋白 78 的表达、纯化及 ATP 酶活性实验 
 

杨伟 

浙江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 310014 

 

目的  构建 GRP78 原核表达重组质粒 pW28-GRP78，在大肠杆菌 BL21 中表达并纯化获得 G
RP78 蛋白质，检测其 ATP 酶活性。方法  通过 NCBI 数据库得到 GRP78 基因序列，PCR 扩

增获得 GRP78 基因片段，并插入到带有 His 标签的载体 pW28 中，构建重组质粒 pW28-GRP
78，然后转入大肠杆菌 BL21 中进行表达，利用镍离子亲和层析纯化目的蛋白。对 GRP78 进

行 ATP 酶活性检测，并检测 GRP78 蛋白浓度、反应温度对 GRP78 蛋白 ATP 酶活性的影

响。 
结果  GRP78 蛋白在大肠杆菌 BL21 中获得大量上清表达，并成功纯化了目的蛋白；ATP 酶活

性检测实验发现 GRP78 蛋白具有 ATP 酶活性，其酶活性与 GRP78 蛋白浓度、反应温度有

关。 
结论  GRP78 蛋白具有 ATP 酶活性，并且与蛋白浓度、反应温度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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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073 
 

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外周血中 IL-35 与巨噬细胞，树突状细

胞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袁浩

1 周毅峰
1 杨明

2 谢良伊
1 龙贞亦

2 
1.湖南省人民医院 

2.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 

 

目的 通过对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外周血中 IL-35 与非 T 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水平的

研究，探讨其相关性。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治疗前 64 例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和 16 例健康

对照者外周血中的 IL-35 的含量，通过检测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和健康对照者外周血 IL-35 的

含量来定性分析支原体肺炎小儿外周血中的 IL-35 的变化。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CD68
表达水平以此来判断巨噬细胞的百分含量。用流式细胞仪（FCM）检测外周血中 CD123+ 和
CD11c+ 两种 DC 细胞。通过测定支原体患儿和健康对照组外周血中的 IL-35 的含量及其外周

血中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的表达水平，探讨其相关性。 
结果  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外周血中 IL-35、巨噬细胞较正常对照组升高，树突状细胞含量较正

常对照组含量降低(P 均<0.05)。患儿组血清中 IL- 35 含量分别为 1：80 组（1258.64±520.8
2）pg/ml、1：160 组（758.66±583.72）pg/ml、1：320 组（804.72±582.14）pg/ml、1：64
0 组（1127.99±610.81）pg/ml，IL-35 含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含量为（47.56±20.77）pg/
ml（P<0.05）。实验组之间除 1：80 组和 1：320 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外（P=0.047<0.0
5）余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患儿组的树突状细胞的含量为 1：80 组(0.51±0.19)%、1：160 组(2.
82±0.60)%、1：320 组(0.35±0.13)%、1：640 组(1.02±0.44)%，显著低于对照组；对照组含

量为(3.00±0.92)%各亚组跟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别（P<0.05)。巨噬细胞含量为 1：80 组

（5.61±3.20）%、1：160 组（6.31±2.82）%、1：320 组（6.02±0.71）%、1：640 组（8.9
0±1.15）%其含量较正常对照组（4.00±2.20）%升高,结果有显著差异。 
结论 通过控制体内 IL-35 含量来增加或减少体内相应的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含量，以此来控

制抗原的递呈过程，进而控制免疫反应的强弱，可能为 MPP 的免疫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78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A 适配体拮抗剂的筛选及应用 
 

王开宇 吴冬 陈庄 张鲜惠 兰小鹏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A(SEA）可诱导 T 淋巴细胞活化与增殖，引起大量炎性因子释

放，导致多种疾病发生，其中以食物中毒最常见；适配子是体外合成的，能够高亲和力、高特

异性与靶物质结合的寡核苷酸分子。适配子可替代抗体，作为检测分子或治疗药物；本研究尝

试筛选能高亲和力、高特异性结合 5EA 的功能性适配子，为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提供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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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 5ELEX 技术筛选与 5EA 高亲和力、高特异性结合的适配子库；适配子库经 pCR 扩

增、TA 克隆、测序获得候选适配子序列，并利用生物信息学平台分析候选适配子的二级空间

结构；荧光结合率分析候选适配子与 5EA 的结合力和特异性，计算解离常数；MTT 实验测定

不同浓度适配子对 SEA 促 pBMC 增殖活性的影响，检测适配子对 5EA 超抗原功能的抑制性。 
结果  经过 9 轮筛选得到能特异性与 SEA 结合的适配子。随着筛选轮数的增加，ssDNA 库与

SEA 的结合率逐渐上升，第 9 轮以后，结合百分率基本保持稳定，提示亲和力已经成熟；克

隆获得第 9 轮适配子克隆，用 ONAman 软件根据三由能最低原则模拟其理论二级结构，候选

适配子呈“loop-stem“结构；测定候选适配子与 SEA 的亲和力，计算得出适配子 S3、S12 与 S
EA 的亲和力最高，其解离常数（Kd）分别为 36.57nM、75.62nM，同时具有高特异性；适配

子 53 可以显著的抑制 SEA 介导的人 pBMC 的增殖，相同浓度下 S12 的抑制率约为 13%，而

S6 和 S23 无明显抑制作用。 
结论  本研究使用 5ELEX 技术成功筛选得到与 5EA 高亲和力高特异性结合的适配子 S3，并且

该适配子对 5EA 的超抗原活性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47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ombined Testing of YKL-40 

with CEA in Chinese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YE HUIMING2,3,LU YIZHUO1,LIANG XIANMING1,LIN YONGZHI1,LI YI2,ZHANG ZHONGYING1,TZENG CHI
MENG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Zhongshan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2.Transla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Xiame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Xiamen’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Background  To investigat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individual and combined testing of plasma
 levels of YKL-40, 
CEA, and CA199 for auxiliary diagnosis and detection of recurrence of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ELISA and ECLIA were used to evaluate levels of YKL-40, CEA, and CA199 in 120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56 initial-diagnosis, 42 post-operative, and 22 recurrent cases). Forty-three patients
 with benign colorectal 
disease and 36 healthy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s contro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KL-40 
and clinical indicators 
of tumor pathology was analyzed. The positive rate and diagnostic efficacy of single and com
bined YKL-40, 
CEA, and CA199 testing were assessed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Results  Plasma YKL-40 in the cance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benign cont
rol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and the mean values were 145.4 ng/mL, 107.7 ng/mL, and 51.3 ng/mL (p < 0.05), res
pectively. With 
72 ng/mL as the diagnostic threshol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YKL-40 in colorectal ca
ncer diagnosis were 
found to be 73.2% and 66.7%, respectively. Early-stage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showed a 
YKL-40 positive rate 
(73%)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EA and CA199 (50% and 32%, respectively; p < 0.
05). When YKL-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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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was combined with CEA or CA199, the positive rate increased to 82.1% and 80.3%, r
espectively. Through 
ROC curve analysis of the post-operative recurrent group against the non-recurrent group, th
e areas under the 
curve for YKL-40, CEA, and CA199 were found to be 0.907, 0.714, and 0.759,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Dukes 
classification, the mean YKL-40 value for stages A/B, C, and D were 120.1 ng/mL, 131.7 ng/
mL, and 226.8 ng/mL 
(p = 0.008), respectively. The plasma YKL-40 level gradually increased as the disease progr
essed. Lower degrees 
of tumor differentiation were correlated with higher YKL-40 levels. The mean YKL-40 values 
of high, medium, 
and low tumor differentiation groups were 96.8 ng/mL, 127.5 ng/mL, and 225.7 ng/mL (p = 0.
00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benefits of using YKL-40 testing are higher than CEA and CA199 for the 
monitor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recurrence. Combined testing of both YKL-40 and CEA was found to be optimal for a
uxiliary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Plasma YKL-40 was found to be suitable for auxiliary diagnosis of color
ectal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74 
 

Diagnostic utility of the Elecsys anti-CCP assay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YE HUIMING1,5,CHEN FALIN3,YAN SHUIDI2,FANG ZANXI2,SU XIAOSONG2,CAI WEICHENG4,ZHANG ZH
ONGYING2 
1.Transla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Xiame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Zhongshan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3.Fujian Provinci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4.Department of Renal Diseases， Zhongshan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5.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Xiamen’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utomatic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 anti-CCP ) antibodies assay off er
ed 
great advantages over traditional methods in terms of improved precision, reliability, technica
l 
simplicity, short turnaround time and high-speed throughput.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main technical performance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fi rst automatic anti-CCP ass
ay 
approved in China. 
Methods   The study comprised 106 rheumatoid arthritis ( RA ) patients, 203 non-RA rheum
atic 
disease controls and 46 healthy persons. Anti-CCP, rheumatoid factor ( RF ) , α 1 -acid glyco
protein, 
C-reactive protein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The pr
ecision,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Chinese population and cut-off value for RA diagnosis, as wel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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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itable diluent for anti-CCP were assessed. The positive rate and score of anti-CCP wer
e 
compared with RF and acute-phase reactants, according to the new RA criteria. 
Results   Within- and between-run imprecision, expressed as the coeffi cient of variation, we
re 
0.47 – 1.36% and 1.15 – 2.63%, respectively. Upper 95% reference limit of anti-CCP in healt
hy 
Chinese was 8.8 U/mL. The area under curve of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 ROC ) 
for anti-CCP and RF were 0.882 ( 95% CI 0.833 – 0.930 ) and 0.844 ( 95% CI 0.792 – 0.897 )
 ,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cut-off value set by ROC, compared to RF, anti-CCP had higher sensitivity ( 96.
8% vs. 
78.3%) and specifi city ( 90.9% vs. 70.7% ) . With 17 U/mL set as the optimal cut-off for anti-
CCP, the 
total positivity of anti-CCP was comparable to that of RF ( 76.4% vs. 75.5% ) , but the high-p
ositivity 
rate of anti-CCP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 74.5% vs. 62.3%, p  0.005 ).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confi rm anti-CCP as a more sensitive and specifi c marker than 
RF for 
the diagnosis of RA.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Elecsys anti-CCP assay makes it a u
seful 
adjunct to clinical practic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10 
 

血清铁蛋白与妊娠期糖尿病发病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陈玲

1 张福辉
1 陈甜花

1 黄革玲
1 叶辉铭

1,2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厦门大学分子诊断学和分子疫苗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孕妇铁代谢与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发病风险的关

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妊娠 24-28 周孕妇之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血红蛋白及血清铁蛋白结果，比较分析年龄、血红蛋白、血清铁蛋白与孕妇 OG
TT 结果及 GDM 发病率的相关性。   
结果   13932 例孕中期孕妇 OGTT 结果按 WHO 诊断标准，其中 GDM 占 18%有 2510 例，其

余 11422 例为糖耐量正常孕妇（Normal glucose tolerance，NGT）；GDM 组血红蛋白及红

细胞压积稍高于 NGT 组，且有统计学差异；OGTT 试验的空腹、餐后一小时、餐后两小时血

糖水平均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且有统计学差异。3756 例同时检测血清铁蛋白的孕妇中有 G
DM 者 693 例，GDM 与 NGT 组按年龄、血红蛋白比较，血清铁蛋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
1），GDM 组均高于 NGT 组；不同年龄组、不同 HGB 组空腹血糖、1 小时血糖、2 小时血糖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高年龄组血糖水平明显高于低年龄组，HGB<110 g/L 的贫血组血

糖水平低于其他两组；SF≥60 ng/ml GDM 发病风险 OR 值为 1.013（95%CI:1.004,1.023）, p
<0.05，校正年龄、HGB 后的 AOR 值为 1.012（95%CI:1.002,1.022）, p<0.05。 
结论  高血清铁蛋白可能与妊娠糖尿病 GDM 发病风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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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77 
 

血栓弹力图在人工肝治疗中的应用 
 
任清波

1 郑卉
2 

1.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 

2.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使用 血栓弹力图(thromboelastograph,TEG)测定评价人工肝治疗效果   
方法  观察肝衰竭患者血液治疗前、后对凝血状态的各参数的变化，比较血栓弹力图及凝血参

数两种方法。  
结果  血浆置换的患者置换后血栓弹力图中，反应时间（R）显著减少，P<0.01，凝血指数改

善显著，P<0.01。  
结论  TEG 对判断肝衰竭患者凝血状态比凝血参数测定更有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8391 
 

胶体金法检测粪便隐血的空白限检出限及定量限的建立及评

价 
 

郭绪晓 柏淑美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50011 

 

目的 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SI)发布的《临床实验室检验程序检测能力评价指

南（第二版）》（EP-17A2）文件，探讨粪便隐血（FOB）胶体金法检测能力，建立本实验室

的空白限(LOB)、检出限(LOD)及定量限(LOQ)，减少弱阳性标本漏检率，并为胶体金法的检

测限提供定量评价方法。  
方法 使用人游离血红蛋白(f-Hb)ELISA 试剂盒检测新鲜全血制备的系列低浓度的血红蛋白溶

液，制定校准曲线，将粪便隐血的空白样本及一系列的血红蛋白低浓度样本使用胶体金试纸条

进行检测，利 Nato Checker710 对显色带进行定量检测，并对定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建立

胶体金法检测粪便隐血的空白限、检出限及定量限。 
结果 空白限为 99.01ng/ml，检出限为 340.48 ng/ml，定量限为 354.9ng/ml。 
论 参考 CLSI EP17-A2 文件建立的检测限比常规方法建立的检测限科学合理，优于肉眼判断

结果，更能满足临床实验室的质量要求和临床早期诊疗的需求；为提高实验室质量管理水平，

每批次粪便隐血应根据此方法建立检测限，以及应用于其它项目胶体金法检出限的建立。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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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 blaNDM-5 基因大肠埃希菌的质粒特征和基因环境研究 
 
朱元祺

1 赵静宜
2 赵辉

1 徐茶
1 

1.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2.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目的 对分离自住院患者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大肠埃希菌进行鉴定，并探讨其耐药机制。 
方法 采用 K-B 法和 MIC 法检测菌株的耐药性；改良 Hodge 试验和金属酶试验检测产酶类型, 
PCR 扩增碳青霉烯水解酶基因和其他耐药基因；MLST 分析菌株类型；质粒转化、接合实

验、Southern 杂交、基因测序等分析携带 blaNDM-5 基因质粒特征和基因环境。 
结果 菌株对氟喹诺酮类、β 内酰胺类(头孢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但对阿米卡星敏感；改

良 Hodge 和金属酶实验阳性,PCR 检测 blaNDM基因阳性，测序比对为 blaNDM-5；MLST 分析菌

株类型为 ST167；转化实验显示 blaNDM-5基因位于一可转化的质粒上, Southern 杂交结果显示

质粒大小约为 50 kb。对质粒的全长测序显示, blaNDM-5基因两侧有 ISAba125 等序列。 
结论 中国大陆出现携带 blaNDM-5 的大肠埃希菌临床株,提示我们需对产碳青霉烯酶的细菌进行

严密监控,并采取控制措施以防止医院感染的爆发和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52 
 

珠海地区 3833 例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检测及回顾分析 
 

张振林 黄琳 黄建宏 彭正科 潘天红 唐发清 

珠海市人民医院 519000 

 

目的 调查研究珠海地区女性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状况及基因型分布特征，为珠海地区

HPV 感染相关疾病的预防、筛查、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和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2015 年 8 月在我院就诊并自愿接受宫颈 HPV 筛查的女性宫颈脱落细

胞标本 3833 例,年龄范围在 16~85 岁。采用亚能生物的 PCR-反向斑点杂交法（PCR-RDB）
对宫颈上皮细胞标本进行 HPV 基因分型检测（包含 18 种高危 HPV 和 5 种低危型 HPV），分

析珠海地区女性宫颈 HPV 感染现状及基因亚型分布特征。 
结果 3833 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标本，年龄范围在 16~85 岁，平均年龄（36.05±9.969）岁，

中位数年龄 35.00 岁，HPV 感染总阳性率为 21.37％(819/3833)，其中高危型 HPV 感染总检

出率为 24.57%(942/3833)，低危型 HPV 感染总检出率为 7.23%(277/3833)。高危型 HPV 前

3 位的分别是 HPV52(17.40％，212/1219）、HPV16(9.76％，119/1219)和 HPV58 型(7.2
4％，42/1219)，低危型 HPV 前 3 位的分别是 HPV81(5.82％，71/1219）、HPV6(5.66％，6
9/1219)和 HPV43 型(4.84％，59/1219)。总体上单重感染率（15.13%，580/3833）明显高于

多重感染率（6.24%，239/3833），15~20 岁年龄段例外。HPV 感染的年龄分布呈 U 型分

布，即检测到的 HPV 阳性率高峰年龄段在 15~20 岁和＞50 岁年龄段,阳性率分别为 73.68％(1
4/19)和 25.75％(77/299)，而在 21~30、31~40、41~50 岁年龄段 HPV 感染阳性率呈逐渐降

低趋势，分别为：22.91%(288/1257),21.90%(252/1195)和 17.00%(170/1000)。 
结论 珠海地区女性 HPV 感染的优势亚型分别为高危型的 HPV52、HPV16 和 HPV58 型以及

低危型的 HPV81、HPV6 和 HPV43 型。明确珠海地区女性 HPV 基因亚型分布特征对该地区

女性宫颈 HPV 感染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 HPV 感染相关疾病的早期诊

断、治疗、筛查及预防提供宝贵的科学依据，特别是对宫颈癌的防治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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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65 
 

应用 6σ 质量管理理论促进血凝项目质量改进 
 
陈心苗

1 陈兆云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 

 

目的  运用标准化六西格玛方法性能决定图评价血凝检测性能探讨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理论在临

床实验室质量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统计 2015 年 9 月-2016 年 2 月部分血凝检测项目的室内质量控制数据和 2015 年 2 次卫

生部室间质评结果，计算累积变异系数 CV 和累积偏倚 Bias。根据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的室

间质评总误差 TEA 要求计算 CV 占 TEA 的百分数和 Bias 占 TEA 的百分数，从而得到 σ 值。

再在标准化 6σ 方法性能决定图中标记操作点。  
结果   2015 年 9 月-2016 年 2 月检测质量水平较差， 3 个血凝项目无 1 项达到 6σ 标准。<4σ
度量值，选择最为严格的的 13s/22s/R4s/41s/8x,N=4 也不能满足质量要求。2 个项目需要优

先改进精密度，0 个项目需要优先改进准确度，1 个项目精密度和准确度都需要改进。 
结论   临床实验室进行定量分析前，必须对检验项目进行必要的室内质量控制，可以根据 6σ
度量值评估其分析性能，选择最优 Westgard 质量控制规则，设计质量控制方案与整改措施，

以便更有效地进行质量控制，使其满足临床实验室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644 
 

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群 MNS、Duffy 和 Kell 等稀有血型的基

因分子遗传状况 
 

林国跃 杜晓璐 

解放军第 474 医院 10152898 

 

目的 探讨新疆维吾尔族人群红细胞 MNS、Duffy、Kell、Dombrock、Diego、Kidd、Sciann
a、Colton 和 Lutheran 血型系统基因频率分布情况，为人类群体遗传学及临床科学调配合适血

液提供战略支撑。 
方法  采用 PCR-SSP 法对 158 名新疆维吾尔族人群 9 个稀有血型系统进行基因分型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新疆维吾尔族人群 9 个稀有血型基因频率依次为 M=0.5791，N=0.4209，S=0.1743，s=
0.8009，Fya=0.6994，Fyb=0.3006，K1=0.0158，K2=0.9842，Doa=0.2342，Dob=0.765
8，Dia=0.0474，Dib= 0.9526，JKa=0.5412，JKb=0.4526，Sc1=1.0000，Sc2=0，Coa=0.9
940，Cob=0.0059，Lua=0，Lub=1.0000，Aua=0.8102，Aub=0.1899，用 χ2 检验比较基因

型分布的观察值与期望值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法则（P 值>0.05），且发现维族人群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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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血型系统基因表现型罕见存在 S-s- 4 例频率为 0.0253，Jka-b-1 例频率为 0.0063，未见文

献报道。  
结论   新疆维吾尔族人群 MNS、Duffy、Dombrock 和 Diego 4 种血型系统频率分布与其他种

族明显不同，具有独特的自身分布频率特点；Kell、Kidd 和 Colton 基因分布与报道的藏族、

汉族其他人群分布相似又有差异；Scianna 和 Lutheran 呈单态性分布，与藏族、汉族其他人

群分布特点相同。该成果对探讨新疆维吾尔族人群起源进化、民族血液学研究以及稀有血型库

的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基本数据，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14 
 

登革热和血小板参数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彭永正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登革热（dengue fever，DF）是一种通过埃及伊蚊或白蚊伊蚊叮咬引起的一种虫媒急性

热带传染病，其病原体为登革病毒(dengue virus，DENV)。登革病毒有四种血清型，即 DEN
V-1 至 DENV-4，每一血清型均可引起登革热爆发流行。2014 年广州再度爆发 DF ，报告确诊

病例 4 万 5 千余例 ，较上年增长 9 倍多。此次 D F 感染病毒以 IDENV-1 型为主，伴血小板减

少者多 ，其中血小板低于 20 x 1012/L 者约 30％以上。但有关登革热和血小板参数变化的关系

的研究较少。进行登革热和血小板参数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 收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2014 年 9 月份到 2015 年 8 月份检测登革热项目的 3459 例

病人数据，然后筛选出同时做血小板和登革热项目的病例 3157 例，分析其中的登革热患者和

血小板相关参数变化的相关性，数据处理使用 spss 软件。 
 
结果 3157 例病例中，登革热阴性 1144 例，登革热阳性 2013 例。其中，血小板计数（PL
T）、血小板比容（PCT）、凝血酶原时间测定（prothrombin time,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测定（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血浆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g）
在登革热阴、阳性组之间比较有统计数意义（p<0.05）；平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

体积分布宽度（PDW）、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TT）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LT、PCT、PT、APTT、Fg 检测在登革病毒感染的早期发生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

化，可为登革热的快速、正确的诊断提供实验依据。MPV、PDW、TT 对登革热的诊断意义不

大。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848 
 

基于快速免疫层析技术的上海地区儿童 cTnI 参考区间的建立 
 

郑建新 杨海鸥 傅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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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检验科 200127 

 

目的  利用快速免疫层析技术检测上海地区儿童末梢血 cTnI 浓度，调查和了解正常儿童 cTnI
参考值范围，为临床诊断心肌损伤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使用锐普 200 荧光免疫分析仪及原装配套锐普肌钙蛋白 I（cTnI）检测试剂盒（免疫分

析法）、质控品，采集体检儿童手指末梢血后保存于 EDTA 抗凝管中，并于 2 小时内上机检

测；随后将检测结果利用 SPSS Statistics17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确定 cTnI 的参考区间。 
结果  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得出若使用厂家说明书给出的 cTnI 参考区间对结果进行判读，约 1
6.7%的儿童 cTnI 异常增高，因此厂家提供的参考值范围并不适用于上海地区儿童；随后，我

们重新对参考区间进行确定，即：<0.3 ng/ml 为阴性，0.3~0.5 ng/ml 为灰区，需结合临床判

断病情。 
结论  利用快速免疫层析技术检测上海地区儿童末梢血 cTnI 并制定适用于儿童的参考值范围，

为临床对心肌损伤诊断提供实验室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352 
 

尿常规分析在尿路感染诊断中的初筛价值研究 
 

杜娟 

北京协和医院 100032 

 

目的  通过尿常规与尿培养结果，分析尿常规相关指标在尿路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 1534 例同时送检尿常规（或尿常规+流式尿沉渣分析）与清洁中段尿培养+计数+药
敏的门诊及住院患者结果，分析尿培养阳性率及菌种分布；并以尿培养结果作为金标准，统计

尿液干化学和有形成分分析中与尿路感染相关指标对不同年龄段患者尿路感染的诊断性能； 
结果 1534 例标本中，778 例（50.7%）尿培养结果为“普通培养经鉴定无细菌生长”，尿培养阳

性的 468 例（占 30.5%）。尿培养阳性菌中，革兰染色阴性菌最多，269 例（57.48%），其

中大肠埃希菌 184 例（39.32%）。以尿培养结果作为金标准，干化学中性粒细胞酯酶（Leuc
ocyteesterase，LEU）用于诊断尿路感染的阴性预测值大于 80%；亚硝酸盐（Nitrite，NIT）
用于诊断尿路感染的特异性大于 95%，阳性预测值在 80%左右；尿液有形成分 WBC 计数结

果用于诊断尿路感染的特异性均大于 80%；尿液有形成分 Bacteriuria 计数结果用于诊断尿路

感染的特异性均大于 80%（除外 60 岁以上人群）。 
结论 大多数尿培养为阴性或可疑污染。尿常规分析作为一种快速筛查实验，对于排除尿路感

染、减少不必要的尿培养有着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522 
 

载脂蛋白 E 基因多态性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陆怡德 

上海瑞金医院检验科 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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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载脂蛋白 E 基因多态性，探讨不同基因型与脂代谢的关联性。 
方法  收集缺血性脑卒中住院患者 76 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技术（Q-PCR）对外周

血载脂蛋白 E 基因型进行分析并以此分组，比较不同基因型患者脂代谢相关检测（TC、TG、

HDL-C、LDL-C、ApoA1、ApoB、ApoE、HCY）的结果。 
结果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 ε3／ε3 基因频数高于 ε2/ε2、ε2/ε3、ε2/ε4、ε3/ε4 和 ε4/ε4。ε4 等

位基因携带组 TG 浓度明显高于 ε3 等位基因携带组和 ε2 等位基因携带组（P<0.05），ε4 等

位基因携带组 ApoE 浓度略高于 ε3 等位基因携带组，ε2 等位基因携带组 HDL-C 浓度高于 ε3
等位基因携带组；ε4 等位基因携带组 HCY 浓度显著高于其它两组；各组间 TC、LDL-C、Apo
A1、ApoB 浓度无显著差异。  
结论  ApoE 基因多态性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脂水平影响不同，其中 ApoEε4 基因与脂代谢

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538 
 

寻常型银屑病患者检测分泌型磷脂酶 A2-ⅡA 的意义 
 

田刚 

天津公安医院检验科 300050 

 

目的  探讨分泌型磷脂酶 A2-IIA(sPLA2-IIA)的表达与银屑病皮损发病的关系。 
方法  依据 PASI 评分将银屑病患者 40 例分为 3 组，轻度组 12 例，中度组 14 例，重度组 14
例。非银屑病对照组患者 35 例。免疫组化法检测银屑病患者皮损组织和对照组健康人群组织

切片中 sPLA2-IIA 表达情况。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检测银屑病患者皮损组织和

对照组皮肤组织 sPLA2-IIA 的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对照组 sPLA2-IIA 表达阳性率 5.7%（2/35），银屑病患者皮损组织中阳性率 90%（36/
40），2 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53.05, P<0.01）。银屑病皮损组织比对照组皮肤组织中 s
PLA2–IIA 的 mRNA 表达升高，两组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q=15.98,P<0.01）。银屑病患者

轻度组、中度组和重度组 sPLA2–IIA 表达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62～24.93,P<0.0
1），且 sPLA2–IIA 表达与 PASI 评分成显著的正相关（rs=0.87,P<0.01）。3 组间 sPLA2–IIA
的 mRNA 表达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F=33.47,P< 0.01），即银屑病患者皮损严重度加大即 P
ASI 评分越高，sPLA2–IIA 的 mRNA 表达越显著。3 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q=6.
37～11.74,P<0.01）。 
结论  sPLA2-IIA 可能是银屑病发病的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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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717 
 

宫颈癌患者 RAD21 基因 mRNA 表达分析 
 

胡蓉 江丽霞 何华 陈晓红 胡晓梅 钟田雨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探讨宫颈癌患者 RAD21 基因 mRNA 表达，以期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  选取 2010 年 5 月-2013 年 5 月 125 例病理切片患者，均采用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其中

13 例正常宫颈组织，77 例宫颈癌，35 例宫颈上皮内瘤变（CIN），以免疫积分超过 3 分为阳

性。然后采用 RT-PCR 方法检测 9 例正常宫颈和 41 例宫颈癌组织中的 RAD21 基因进行 mRN
A 表达。 
结果  宫颈癌 RAD21 基因表达中细胞胞核中可见大量黄色或棕黄色的颗粒，正常宫颈组织和

CINⅠ、CINⅡ、CINⅢ、宫颈癌免疫积分比较差异均统计学意义（p<0.05），CINⅠ、CIN 、
CINⅢ和见宫颈癌免疫积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宫颈阳性率最低，为 7.
69%，CINⅠ、CIN 、CINⅢ分别为 33.33%、46.67%、72.73%，宫颈癌为 97.4%，宫颈癌 R
AD21 阳性率和其他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癌 RAD21mRNA 水平为（0.2
1±0.08），CINRAD21mRNA 水平为（0.11±0.03），正常宫颈组织 RAD21mRNA 水平为（0.
07±0.05），宫颈癌的 RAD21mRNA 水平表达和其他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5）。 
结论  宫颈癌患者 RAD21 基因在 mRNA 表达中呈高表达性，随着宫颈病变级别升高，其表达

也升高。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80276 
 

糖化白蛋白的诊断优势及其检测现状 
 

尹逸丛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综述）糖尿病已经成为全球威胁人类健康的 3 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目前在世界范围

内，糖尿病患病率、发病率和糖尿病患者数量急剧上升。中国已成为糖尿病人口大国，成人糖

尿病患者数量估计超过 1 亿，可能已达“警戒级别”。糖尿病人群的不断增多，给社会经济带来

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近年来，糖化白蛋白逐渐受到研究者及临床的重视，被

用来辅助诊断贫血、妊娠、血红蛋白代谢异常患者体内真实血糖水平。本文主要阐述了 GA 的

基本结构、在诊断糖尿病方面的优势及其检测现状。 
糖化白蛋白是葡萄糖与血浆白蛋白发生非酶糖化反应的产物，反映糖尿病患者过去 2^3 周的平

均血糖水平。研究证实，Lys-525 是人血清白蛋白在体内发生非酶糖基化最主要的位点，此

外，赖氨酸的其他位点 Lys-199、Lys-281、Lys-489 也是赖氨酸发生糖基化的主要位点，但

是其糖基化水平远低于 Lys-525。由于赖氨酸糖基化位点众多，在总糖基化水平中所占比例

高，所以日本临床化学糖尿病委员会定义 GA 为血清/血浆白蛋白中糖基化的赖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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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白蛋白比血糖相对稳定，不受短期生活方式影响；比糖化血红蛋白反映周期短；与糖化血

清蛋白相比不受血液中蛋白浓度、胆红素、乳糜和低分子物质等的影响。在诊断糖尿病方面具

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优势。因此，糖化白蛋白有望成为今后糖尿病监测的重要指标。  
糖化白蛋白的检测方法包括比色法、色谱分析法、免疫分析法、酶法等。目前，临床检测广泛

应用的是酶法。由于所受干扰少，酶法与比色法相比能更准确地对糖化白蛋白进行定量。但是

各个厂家对血清的处理方法并不统一，经前期调研发现，有些厂家并没有消除内源性糖化氨基

酸这一步骤，还有一些厂家直接测定糖化血清蛋白的值，并以此来代替糖化白蛋白。而且各个

厂家的酶法试剂盒在定值方面并不一致，部分厂家采用了测定白蛋白之后采用一定的公式将糖

化白蛋白的结果转换成 GA%，而另一部分则是直接测定 GA 值。另外，各个厂家 GA 的单位

也不一致，有些厂家采用 g/dl、g/l，有的厂家则采用 umol/l。不同厂家酶法试剂盒间的巨大差

异和参考范围的不一致必然会导致结果间的巨大差异，导致错误的医学决定，限制该项目在临

床发挥其重要作用，建立糖化白蛋白参考系统，促进糖化白蛋白测定方法的标准化和一致化的

工作亟待提上日程。 
 
 
最终交流类型：壁报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80291 
 

应用邻位连接技术建立血清甲胎蛋白检测方法的初步研究 
 

林丽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 510515 

 

目的  基于邻位连接技术的原理，建立血清甲胎蛋白的检测方法。 
方法  应用邻位连接技术将蛋白质检测转化为 DNA 检测，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DNA
含量，从而间接得到待测蛋白质的含量。 
结果  成功构建了邻位连接技术检测方法，定性检测血清甲胎蛋白的含量。该方法灵敏度为 0.
0016ng/ml，特异性 100%。 
结论  邻位连接技术是一种新的高灵敏度的蛋白质检查技术，能够用于血清甲胎蛋白定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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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258513 
 

内质网应激凋亡信号通路途径进展 
 

刘康生
1 顾平清 1 彭志行

2 陈文军
3 

1.南京妇幼保健医院临床实验诊断科 
2.南京医科大学卫生统计与流行病学系 

3.安徽医科大学营养与环境优生学实验室 
 

内质网（Endoplasmic reticulum, ER）细胞内的 Ca2+储存场所，是细胞内最大的膜性细胞

器，控制着细胞内大量蛋白的加工、修饰以及合成。其上有很多的分子伴侣蛋白（如凝集素，

折叠酶等）来帮助分泌蛋白、膜蛋白形成二硫键和糖基化修饰，维持蛋白的正确折叠和转位。

当具备氧化特性和高钙离子浓度特性的内质网内环境遭到破坏既导致不能正确折叠的蛋白质在

内质网中聚集从而导致严重的内质网应激压力（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ERS 
stress）。位于内质网膜的跨膜受体分子通过感知内质网应激压力信号而起始非正确折叠蛋白

应答(unfold protein response,UPR)以修复内质网的功能。近年来，随着对 ERS 研究的深入，

有研究发现 ERS 可能参与生殖生理及病理疾病中某些环节的调控，并与生殖系统疾病的发

生，发展等关系密切。本文主要介绍内质网应激在生殖疾病中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研究其生

殖调控的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297348 
 

正常孕妇游离雌三醇的动态检测及临床意义 
 

孟祥颖 胡玉芬 贾莉婷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正常孕妇不同孕期游离雌三醇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利用化学发光免疫技术检测血清中的游离雌三醇的含量。 
结果 正常孕妇血清中的游离雌三醇随血清增加而升高，孕 17-24 周升高缓慢，孕 25-29 周变

化不大，孕 30 周升高最快，孕 35-37 周在同一个水平，孕 38 周快速上升，孕 40 周最高，与

以往报道相符。 
结论 检测不同孕周孕妇游离雌三醇的值，可以有效的监测胎盘功能，判断胎儿发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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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0683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检测人尿液和血清中碘 
临床方法的建立 

 
禹松林

1 程倩
1 韩建华

1 周伟燕
2 程歆琦

1 苏薇
1 邱玲

1 
1.北京协和医院 

2.卫生部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目的  建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ICP-
MS）检测人体尿液和血清中碘的方法，以用于临床实验室评估人体碘营养状态。 
方法  本研究为方法学验证。首先采用氨水:异丙醇:水作为稀释剂， 10 倍稀释样本，稀释混匀

后采用 ICP-MS 检测尿液或血清中碘，以铼作为内标。评价方法的线性、检测限、回收率、准

确度、精密度携带污染及稳定性。通过回顾性分析 45 例妊娠妇女尿液和血清中碘含量，评价

正常孕妇体内碘摄入情况。 
结果  该方法分析样本时间仅用 30 s，检出限为 0.87 ug/L，线性相关系数大于 0.9999，血清

及尿液中加样回收率均在 100%左右。准确度良好，和美国 NIST 标准物质 3668 相比偏倚均

小于 5%。血清中碘的批内变异为 1.2%~3.0%，总变异为 3.0%~3.8%；尿液中碘的批内变异

为 2.0%~2.9%，总变异为 4.1%~4.9%。平均携带污染率为 0.03%。在-20℃及 4℃下放置一个

月，碘结果均相对稳定。正常孕妇体内尿碘浓度为 154.8±89.7 μg/L（均值±SD），血清碘浓

度为 75.8±21.4 ug/L，两者相关系数 R2 为 0.21。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 ICP-MS 高通量快速测定尿液和血清碘的的方法，该方法准确、特

异，适用于临床大样本量分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08966 
 

血栓弹力图少儿参考值建立及与常规凝血项目的比较 
 

唐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建立快速血栓弹力图试验（rTEG）及高岭土血栓弹力图试验(CK-TEG)在少儿中的参考

区间，评价其与常规凝血项目的相关性，并了解 CK-TEG 在血友病患儿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42 例择期手术少儿、40 例健康成人及 42 例血友病患儿分别检测 CK-TEG、rTEG 及常

规凝血项目，少儿按<1 月，1 月-1 岁、1-5 岁、6-10 岁及 11-16 岁分为四个年龄段。 
结果  rTEG 及 CK-TEG 参数提示各年龄段少儿较成人偏高凝：Angle、MA、G 显著增高，K
显著缩短(P<0.05)，并与血小板、纤维蛋白原水平显著相关(P<0.05)；ACT、R、LY30 分别与

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D-二聚体显著相关(P<0.05)。血友病患儿 CK-TEG
各参数均显著异常，且存在因子抑制物患儿的 R 值显著高于无因子抑制物者(P<0.05)。 
结论  血栓弹力图各参数可反映血小板水平、内外源凝血活性、纤维蛋白原功能及纤溶活性，

并有助于筛选存在因子抑制物的血友病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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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09935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nd the capacity of lupus 

anticoagulant assays to identify them 
 

Tang Ning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Objective   To study the manifestations of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lupus 
anticoagulant (LAC) assays to identify APS. 
Methods   In consecutive population of our hospital with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 
patients with APS from 2012 to 2015 were recruited, following the Sydney revised criteria for 
APS classification. Meanwhile, in the LAC-positive population, both of LAC normalized ratios 
obtained from Diluted Russell Viper Venom time (DRVVT) and Silica clotting time (SCT) 
assay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APS. 
Results   117 patients with defined APS comprised 86 woman and 31 men and with a mean 
age of 38 years (range 9–78 years), 38 (32.5%) of them had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The prevalence of arterial thrombosis, venous thrombosis and 
obstetric complications were 46.2%, 25.6% and 30.8% respectively. LAC was detected in 
105 patients (89.7%), anti-b2 glycoprotein I antibodies in 88 (75.2%) and anticardiolipin 
antibodies in 41 (35.0%). In 353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LAC,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APS prediction defined the best cut-off value for DRVVT normalized 
ratio was 1.61 with 73.7% specificity and 72.6% sensitivity, for SCT normalized ratio 
was 1.91 with 70.8% specificity and 56.5% sensitivity.  
Conclusion  High prevalence of arterial thrombosis and LAC-positive was noted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PS, and an appropriate threshold for LAC 
normalized ratios could help to discriminate APS from non–APS patients in LAC-positive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12304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尿氟的方法学性能验证 
 

袁秀梅 魏莲花 杨森 常若云 韩平治 司玉春 李德红 齐发梅 王爱霞 周爱花 王彩虹 贾彦娟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对 HC-800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尿氟的各项性能指标作一测试分析，以验证该方法学性

能良好，符合职业病筛查和诊断的使用要求。 
方法 通过实验证据评估并验证该方法学的正确度、精密度、回收率和线性范围与说明书声明

的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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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次正确度实验尿氟高值相对偏差为 2.5%，低值相对偏差为 4.0%；批内精密度尿氟高

值 CV 值 1.35%，尿氟低值 CV 值为 2.28%；批间精密度尿氟高值 CV 值为 2.96%，尿氟低值

CV 值为 3.95%；回收实验尿氟高值回收率为 97.0%，低值回收率为 94.5%；检测范围 0.3-
99mg/L 线性相关良好。 
结论 通过实验结果确认，HC-800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尿氟的性能指标正确度、精密度、回收

率和检测范围均与说明书声明的相符合，并符合职业病筛查和诊断的使用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12305 
 

540 名铝业工人尿氟测定结果分析 
 

袁秀梅 魏莲花* 杨森 常若云 韩平治 司玉春 李德红 齐发梅 王爱霞 周爱花 王彩虹 贾彦娟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了解铝业工人受氟污染情况，为铝业工人预防职业性氟中毒提供依据。 
方法 用一次性带盖聚乙烯试管收集工人尿样标本，并按不同工种分为六组，采用氟离子选择

电极法测定尿氟含量。同时留取无氟污染的 120 名正常人群尿液做对照组，数据资料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铝厂工人尿氟浓度平均含量 1.322mg/L，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电解工异常百分率

最高，达 73.0%，尿氟浓度检测均值为 2.059 mg/L,高于其他工种( P<0.05 )。 
结论 铝业工人尿氟浓度明显增高，不同工种受氟污染情况不同，电解铝车间工人氟污染情况

最为严重。工厂需加强车间空气氟污染治理，改善作业环境，加强对工人的健康体检和劳动保

护。作业工人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好好利用工厂提供的各种防护器具，做好个人保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12307 
 

兰州地区 180 例正常成人尿氟分析 
 

袁秀梅 魏莲花* 杨森 常若云 韩平治 司玉春 李德红 齐发梅 王爱霞 周爱花 王彩虹 贾彦娟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检测兰州地区正常成人尿氟含量,初探本地区尿氟正常值,为职业病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尿氟。选择在我院体检中心各项检查结果正常,无氟接触史,年龄

为 18-88 岁的正常人群 180 名作为检测对象。并将其分别按性别和年龄分组比较。 
结果 180 例尿氟检测结果经统计学分析,男性尿氟均值为 0.449mg/L,95%的正常值上线为

0.845mg/L,女性尿氟均值为 0.369mg/L,95%的上线为 0.691mg/L，男女均值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年龄分组比较结果，41-50 岁年龄组最高，尿氟均值为 0.492mg/L,与其他年龄

组尿氟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兰州地区正常成人尿氟含量男性高于女性，尿氟正常值上限低于国家标准,41-50 岁年龄

组尿氟含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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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12311 
 

产 NDM-1 型碳青霉烯酶菌株在肠杆菌科细菌中的流行调查 
 

魏莲花 杨永清 邹凤梅 刘 刚 魏超君 吴 玲 李军春 魏 勤 王 欣 陈玉芊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我院肠杆菌科细菌占临床各类感染的第一位，本文旨在调查本院临床标本中分离的耐碳

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肠杆菌科细菌对常用 β-内酰胺类药物的耐药性及 NDM-1 型碳青霉烯酶的

分布。 
方法 收集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甘肃某三甲医院住院患者中分离出的 28 株对碳青霉烯

类抗菌药物不敏感的肠杆菌科细菌。使用改良 Hodge 试验，进行产碳青霉烯酶表型筛选；

PCR 技术检测碳青霉烯酶的 KPC、GES、IMI/NMC-A、NME、IMP、VIM、GIM、SPM、

SIM、NDM-1 和 OXA 基因。 
结果 28 株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不敏感的肠杆菌科细菌，12 株为阴沟肠杆菌，占 42.9％；

11 株为大肠埃希菌，占 39.3％；4 株为肺炎克雷伯菌，占 14.3％；1 株为弗劳地枸橼酸杆

菌，占 3.6%。NDM-1 基因阳性 12 株（42.6％），其余 16 株均未扩增出特异性条带，检测均

为阴性。 
结论 NDM-1 基因型在我院肠杆菌科细菌中流行，是导致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主要机制。对

耐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除了进行表型筛选外，进行基因型检测很有必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12313 
 

兰州地区健康成年人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同型 半
胱氨酸（HCY）水平调查 

 
袁秀梅 齐发梅 杨森 李治平 常若云 韩平治 司玉春 李德红 王爱霞 周爱花 王彩虹 贾彦娟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兰州地区健康成年人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水平和血

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含量与性别、年龄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1 年 5 月至 2013 年 5 月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中体检结果正常的人群作为观察

组， 使用 Olympus5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中 SOD 活性及 HCY 含量，结果数据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兰州地区健康成年男性血清 SOD 水平为（165.23 土 24.22）U/ml,女性为（154.97 士

21.72）U/ml；血清 HCY 含量男性为 14.98 土 3.97,女性为 14.33 士 4.01umol/L，男性血清

SOD 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HCY 略高于女性，但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 。健康成年人血清 SOD 水平均有随年龄上升逐步下降的趋势.18-30 岁年龄组及 60 岁以上年

龄组与其它各年龄组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其它年龄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
清 HCY 含量 60 岁以上年龄组明显上升与其它年龄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 0.05），其它年

龄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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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健康成年人血清 SOD 水平与年龄、性别均有差异，HCY 含量 60 岁以上明显增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13026 
 

 120 株嗜血杆菌耐药性监测及分析研究 
 

金海红
1 穆廷杰

1 杨芬兰
2 

1.甘肃省临夏州人民医院 
2.甘肃省临夏州中医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本地区流感嗜血杆菌的检出率及耐药率,为治疗由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和合理使

用抗菌素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将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临夏州人民医院临床分离的流感嗜血杆菌,按 2014 年

CLSI 标准，用 KB 法测定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用头孢硝噻吩纸片法测定 β-内酰胺酶,所有数据

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检出流感嗜血杆菌 120 株,β-内酰胺酶阳性的确 50 株，阳性率 41.6%，对氨苄西林等

抗菌素耐药率分别为：氨苄西林 47.5%(57/120)、氨苄西林/舒巴坦 39.1%(47/120)、复方新诺

明 63.3%(76/120)、头孢呋辛 26.6%(32/120)、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29.1%(35/120) 、氯霉素

15.8%(19/120)、 利福平 11.6%(14/120)、四环素 47.9%(55/120)，对阿奇霉素、头孢噻肟、

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南、厄他培南、 亚胺培南、美洛培南 左氧氟沙星、环

丙沙星等 11 种抗菌素对流感嗜血杆菌保持较好的抗菌活性(耐药率≤5.0%)。  
结论 复方新诺明、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四环素耐药率高而不宜用于流感嗜血杆菌感

染的治疗, 氨苄西林应慎重用于经验治疗；对二代头孢菌素耐药率呈上升趋势,临床应根据药敏

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关键词:   流感嗜血杆菌、耐药性、β-内酰胺酶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13800 
 

82454 例梅毒螺旋体逆向血清学检测方法结果分析 
 

苗岩 李卓 王学斌 齐绍伟 王伟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检验科 150076 

 
目的 探讨梅毒螺旋体快速准确的检测方法。 
方法 采用反向筛查策略，应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代替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或金标法(GICA)做为初筛实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TRUST）作为确诊实验

及疗效观察，根据不同检验目的选用荧光密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FTA-ABS）、蛋白印迹技

术（WB）等作为辅助检测手段，优化组合实验项目。 
结果 在检测的 82454 例标本中，TPPA 及 TRUST 检测均为阳性(以下简称双阳)有 924 例，阳

性率为 1.12%；仅 TPPA 一项阳性(以下简称单阳)1384 例，阳性率为 1.68%。  
结论 能够提高梅毒的检出率，同时用于梅毒患者的疗效、复发及再感染进行观察。梅毒螺旋

体 IgM 抗体蛋白印迹试验可作为一种确诊试验，应用于新生儿胎传梅毒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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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14027 
 
A Highly Sensitive Oligonucleotide Hybridization Assay 

for Klebsiella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 With the 
Probes on a Gold Nanoparticles Modified Glassy Carbon 

Electrode 
 

chang dong,Yu Hong-wei,Zhang Ze,Wan Guang-cai,Liu Hao,Guan Xue 
哈医大一院 150001 

 
Objective  To develop a new electrochemical DNA biosensor for determination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 
Methods  The highly sensitive and selective electrochemical biosensor for DNA detection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a glassy carbon electrode (GCE) modified with gold 
nanoparticles (Au-nano). Then Au-nano/GCE was characterized by Scanning Electro 
Miroscope (SEM), cyclic voltammetry (CV) and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The hybridization detection was measured by diffierential 
pulse voltammetry (DPV) using methylene blue (MB) as the hybridization indicator.  
Results  The dynamic range of detection of the sensor for the target DNA sequences was 
from 1×10-11 to 1×10-8 mol L-1, with a detection limit of 1×10-12 mol L-1. The DNA biosensor 
had excellent specificity for distinguishing complementary DNA sequence in the presence of 
non-complementary and mismatched DNA sequence.  
Conclusion   Au-nano/GCE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for the elect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is biosensor i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determination of K. pneumonia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14412 
 

溶血对血细胞分析的影响 
 

董晓岩 
辽宁省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检验科 116023 

 
目的  探讨溶血对血细胞分析的影响。 
方法  选取门诊与住院患者 40 例（无脂血、黄疸或溶血），对标本进行计数，记录为无溶血

结果；然后人工造成标本不同程度溶血，再次上级测定，记录为溶血后结果。采用 SPSS15.0
软件对溶血与不溶血结果作配对 t 检验。 
结果  发现溶血对淋巴细胞含量、单核细胞含量、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平均

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红细胞平均压积体积、红细胞分布宽度、血

小板、平均血小板压积、血小板分布宽度等项目均产生影响，溶血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溶血会对血细胞计数产生干扰，通过简单离心能够观察标本是否溶血，严禁用溶血标本

做血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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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15493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刘基铎 周迎春 袁晴 肖明锋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405 

 
目的  通过检测不同感染性疾病患者外周血各淋巴细胞亚群来评估免疫功能,了解不同感染对宿

主免疫功能的影响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利用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细菌感染患者 31 例、真菌感染患者 13 例、病毒感染患者 62
例以及正常对照 15 例的淋巴细胞亚群，并对其进行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病毒组 CD3+T 细胞比率升高，真菌和病毒组，CD4+T 比率均降低，且

真菌组低于病毒组，而两组 CD8+T 细胞比率则升高，且真菌组高于病毒组，两组的

CD4+/CD8+比值均降低。三组中 NK 细胞（CD16+CD56+）比率较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降

低，其中细菌组明显低于其他两组。细菌组中 B 细胞比率升高；在细菌组中，G+菌组和 G-菌
组 NK 细胞均较对照组降低，但两组间 NK 细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两组中 B 细胞比率则升

高，其中 G+菌较 G-菌升高明显；在病毒组中,HBV 组与登革热组 CD3+T 比率均较对照升

高，且登革热组升高较 HBV 组明显。其中登革热组 CD4+降低，CD8+升高，CD4+/CD8+降
低。两组中 NK 细胞比率均降低，且 HBV 组较登革热组降低明显。 
结论 检测淋巴细胞亚群可客观反映并有助于了解感染性疾病患者免疫功能状态，为患者诊断

及预防提供实验室依据，以期降低感染及其并发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071 
 

化痰通络方对 IL-1β 刺激的 RA 滑膜成纤维细胞增殖及 TNF-
α 和 aFGF 分泌的影响 

 
徐振兴 陈进春 邱明山 滕菁 徐明 

厦门市中医院 361001 
 

目的  探讨化痰通络方（HTTLD）对 IL-1β 刺激的类风湿关节炎滑膜成纤维细胞（RASFB）增

殖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aFGF）分泌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 RASFB 细胞株，经 IL-1β 诱导建立“肿瘤样”异常增生模型后，加入不同体积浓

度 HTTLD，观察该方对 RASFB 增殖及其对分泌 TNF-α 和 aFGF 的影响。以 WST-1 细胞增

殖及细胞毒性试验检测细胞增殖，ELISA 法检测 TNF-α 和 aFGF，RT-PCR 检测 TNF-
αmRNA 和 aFGF mRNA。 
结果  1、5%、2%、1%的 HTTLD 对 RASFB 增殖的抑制率（%）(24h/48h)分别为

20.12±2.06/35.40±2.84、11.48±1.11/15.75±1.61、2.70±0.33/5.35±0.39，各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2、5%、2%、1%的 HTTLD 对 IL-1β 刺激的 RASFB 增殖的抑制率（%）

(24h/48h)分别为 13.13±1.24/20.52±1.89、6.48±0.57/9.13±0.77、-9.61±0.82/-4.91±0.29，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与空白组相比，对于 IL-1β 刺激后 RASFB，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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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LD 显著降低了 TNF-α 和 aFGF mRNA 的表达（p<0.01）；5%、2%、1%的 HTTLD 均显

著降低了 TNF-α、aFGF 蛋白的分泌（p<0.01）。 
结论  HTTLD 治疗 RA 的机理可能涉及抑制 RASFB 的增殖，降低 TNF-α 和 aFGF mRNA 的

表达及其蛋白的分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112 
 

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血清游离脂肪酸与白蛋白比值的

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樊春荔 吴嘉 卜晓敏 万淑君 2 汪俊军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通过分析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NS)患者血清游离脂肪酸(NEFA)和白蛋白(ALB)的水

平，探讨急性期和恢复期 NS 患儿血清 NEFA/ALB 比值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分别测定急性期 NS 患儿 55 例、恢复期 NS 患儿 33 例和健康对照儿童 122 例的血清

NEFA、ALB 水平，计算 NEFA/ALB 比值，同时分析其它血脂及肾功能参数水平。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NS 患儿血清 ALB(t=11.152, P<0.001)水平显著降低，NEFA/ALB 比

值(t=4.991, P<0.001)显著升高；其中，与恢复期患儿相比，急性期患儿血清

ALB(Z=7.822, P<0.001)水平显著降低，NEFA/ALB 比值(t=4.689, P<0.001)显著升高。相关性

分析显示，NS 患儿血清 NEFA/ALB 比值与胆固醇(r=0.564, P<0.001)、甘油三酯

(r=0.444, P<0.001)、低密度脂蛋白(r=0.625, P<0.001)、尿素(r=0.437, P<0.001)、肌酐

(r=0.278, P=0.013)、尿酸(r=0.397, P<0.001)水平均呈正相关，与总蛋白(r=-
0.461, P<0.001)、高密度脂蛋白(r=-0.220, P=0.302)均呈负相关。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

示，在校正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下，NS 患儿血清 NEFA/ALB 比值与尿素水平呈显著独立相关

(β=0.712, P=0.001; 校正 R2=0.506)。 
结论 儿童 NS 患者血清 NEFA/ALB 比值显著升高，与 NS 患儿肾功能损伤密切相关，可作为

其临床病情评估的新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510 
 

血清 SCCAg、Cath-D、CA125 联合检测对宫颈鳞癌诊断及

预测转移的应用价值 
 

王攀 蒋智钢 郑家深 杨昌伟 陈大勇 王东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10029772 

 
目的  探讨血清 SCCAg、Cath-D、CA125 联合检测对宫颈鳞癌诊断及预测转移的价值。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血清中 SCCAg 和 Cath-D 的水平，CA125 采用全

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研究组:宫颈鳞癌组(IA2-IIA 期）60 例；对照组 1：宫颈上皮内

瘤变组（CIN 组）60 例；对照组 2：慢性宫颈炎组 60 例。研究组在术前检测血清 SCC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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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D、CA125 水平，分析血清 SCCAg、Cath-D、CA125 水平与宫颈鳞癌、临床病理特

征、转移之间的关系。结果   宫颈鳞癌组 SCCAg、Cath-D 和 CA125 水平均明显高于 CIN 组

和慢性宫颈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鳞癌组术后一年内未复发患者动态检

测 SCCAg、Cath-D、CA125 水平呈进行性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SCCAg、Cath-D 水平分别与宫颈鳞癌临床分期、肿瘤体积、分化程度、间质浸润深度、脉管

癌栓、宫旁转移、盆腔淋巴结转移有不同程度有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CA125 水平变化只与宫颈癌间质浸润深度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病

理参数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应用 ROC 曲线分析 SCCAg、Cath-D 和 CA125 诊断宫颈鳞癌

的临界值分别为 1.03ng/mL、13.58ng/L、8.16U/mL,预测转移临界值分别为 3.21ng/mL、
21.20ng/L、12.45U/mL，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54、0.905、0.718。 
结论  血清 SCCAg 和 Cath-D 检测对宫颈鳞癌的诊断具有很高的独立诊断价值；也可作为预测

宫颈鳞癌转移的指标，其特异度 SCCAg > Cath-D > CA125，灵敏度 Cath-
D >SCCAg >CA125；三项指标联合使用可以明显提高预测宫颈鳞癌转移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513 
 

ECLIA 和 RIA 检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对比研究 
 

郑家深 杨昌伟 李雪 吴雁 王攀 
遵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0 

 
目的  探讨 ECLIA 法和 RIA 法检测血浆 ACTH 方法学的对比研究。 
方法 采用 ECLIA 法和 RIA 法定量检测质控品低、中、高 ACTH 含量，参照 NCCLS 的评价方

案进行重复性、准确性及线性关系的比较。同时检测 100 例病人血浆标本的 ACTH 进行相关

性分析。 
结果 ECLIA 和 RIA 检测低、中、高不同浓度 ACTH 的重复性（CV%）分别为,批内

CV%:2.13%、2.25%、2.81%和 4.68%、5.24%、5.64%；批间 CV%：2.65%、3.75%、

4.57%和 8.46%、7.96%、9.23%；其回收率为：95%、99%、102%和 106%、101%、

108%；两种方法线性关系良好，CLIA 法的线性范围较 RIA 法宽；ECLIA 与 RIA 同时检测

100 分病人 ACTH 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回归方程为 Y = 0.967a + 0.241，相关系数（R）

=0.967。 
结论 两种方法具有较好的相关性，但 ECLIA 法定量检测 ACTH 的重复性、准确性都明显优于

RIA 法，且自动化程度高、随到随检、适合大批量的操作等特点，与 RIA 法相比更适应当今现

代医学的发展需求。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放射免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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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514 
 

不同稀释液及稀释倍数对 HCG 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影响 
 

杨昌伟 郑家深 李 雪 吴 雁 王 攀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0 

 
目的 探讨临床实际工作中不同稀释液及稀释倍数对 β-HCG 测定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用 Roche E601 电化学发光法 ：（1）不同稀释液比较：选取厂家原装稀释液、自制

阴性血清、生理盐水、去离子水与已知高浓度的标本血清，分别进行倍比稀释检测，其结果与

理论值进行偏倚分析，确定最佳的稀释液。（2）最佳稀释倍数选择：收集本院 β-
HCG>10000mIU/mL 150 例，采用厂家原装稀释液、自制阴性血清分别进行 1:2、1:4、1:8、
1:16、1:32、1:64、1:128 倍稀释后检测，将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确定最佳稀释倍数。 
结果 （1）用自制阴性血清稀释后的检测结果与原装稀释液稀释后所得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t=1.952,P=0.927）; 生理盐水、去离子水稀释后所得结果与原装稀释液稀释后所得结

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131、19.415，P=0.000、0.000）。（2）对收集的高浓度

150 例血清标本，选择阴性血清稀释，确立 1:32 倍为最佳稀释倍数，其一次性检出率为

95%，并与原装稀释液稀释检测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对于 β-HCG 浓度过高的标本，可以直接选用自制阴性血清作为替代稀释液，稀释倍数

应首选 32 倍。其结果的检出率和准确性均较高，同时节省了成本，值得临床大力推广。但其

血清未经灭活，存在潜在感染危险，操作时多加预防措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517 
 

血清 SCCAg 和 Cath-D 水平检测在宫颈鳞癌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王攀 晋其云 王东红 杨昌伟 郑家深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10029772 

 
目的  探讨血清 SCCAg 和 Cath-D 水平检测对宫颈鳞癌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血清中 SCCAg 和 Cath-D 的水平。研究组:宫颈鳞

癌组(IA2-IIA 期）50 例；对照组 1：宫颈上皮内瘤变组（CIN 组）25 例；对照组 2：慢性宫颈

炎组 25 例。研究组在术前、术后分别检测血清 SCCAg 和 Cath-D 浓度，分析其对宫颈鳞癌预

后的情况。对照组仅检测术前血清 SCCAg 和 Cath-D 水平，分析血清 SCCAg 和 Cath-D 水平

与宫颈鳞癌临床病理特征、手术疗效的关系。 
结果  宫颈鳞癌组术前血清 SCCAg 和 Cath-D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0.000）。 两组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32、0.321）。宫颈鳞癌组

术后一年内未复发患者动态检测 SCCAg 和 Cath-D 水平呈进行性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2,0.04）。宫颈鳞癌组术前血清 SCCAg 和 Cath-D 水平与临床分期、肿瘤体积、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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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间质浸润、盆腔淋巴结转移等有关（P<0.05）；计算血清 SCCAg 和 Cath-D 诊断宫颈

鳞癌及预测盆腔淋巴转移的临界值分别为 0.95ng/ml、3.21ng/ml 和 17.33ng/L、20.25ng/L，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1、0.78 和 0.95、0.90；同时对 SCCAg 和 Cath-D 进行相关性分

析，二者在宫颈鳞癌组织中表达存显著正相关。 
结论  血清 SCCAg 和 Cath-D 检测对宫颈鳞癌具有很高诊断价值，联合检测对宫颈鳞癌术后疗

效、预后判断及预测盆腔淋巴结转移等方面具有更高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633 
 

白细胞 VCS 参数在流行性出血热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王永锋 杨超 辛娜 杨敏 马勤利 王青 康炜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探讨白细胞 VCS 参数在流行性出血热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疑似为流行性出血热的 63 例患者在发热早期，以 LH750 血液分析仪所检测之血常规

结果中白细胞 VCS 参数进行回顾分析，并与同期健康对照组和上呼吸道感染组进行比较。 
结果 中性粒细胞 VCS 参数分布情况，健康对照组 MNV：140.51±5.20、MNC：

146.32±2.21、MNS：139.51±6.32、NDW：18.62±1.20，上呼吸道感染组 MNV：
141.49±4.98、MNC：146.21±2.32、MNS：140.23±4.32、NDW：19.56±1.21，流行性出血

热组 MNV：155.10±6.91、MNC：145.02±2.56、MNS：130.13±6.56、NDW：24.92±3.58，
流行性出血热组与其余两组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细胞 VCS 参数分布情

况，健康对照组 MLV：82.01±2.61、MLC：106.42±2.81、MLS：55.41±3.90、LDW：

13.42±0.79，上呼吸道感染组 MLV：83.19±3.15、MLC：108.15±2.02、MLS：54.30±3.69、
LDW：17.15±3.29，流行性出血热组 MLV：93.01±5.81、MLC：109.71±3.89、MLS：
51.69±5.31、LDW：22.29±2.51 流行性出血热组与其余两组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核细胞 VCS 参数分布情况，健康对照组 MMV：168.91±4.30、MMC：

117.32±4.71、MMS：84.51±3.90、MDW：18.41±1.91，上呼吸道感染组 MMV：
169.01±4.29、MMC：118.10±2.32、MMS：84.49±3.69、MDW：22.15±2.29，流行性出血

热组 MMV：182.91±4.31、MMC：117.41±3.89、MMS：81.70±4.40、MDW：24.90±2.80；
流行性出血热组与其余两组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白细胞 VCS 参数能反映出血热病毒感染早期的白细胞形态学变化，可作为流行性出血热

早期诊断的重要指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638 
 

淋巴细胞 VCS 参数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断中的应用 
 

王永锋 杨超 辛娜 曾佳 高婷 康炜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358 
 

目的  探讨淋巴细胞 VCS 参数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35 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在确诊之前所检测血常规结果中淋巴细胞 VCS
参数分布情况，并与健康对照组和淋巴细胞增高组进行比较。 
结果  健康对照组淋巴细胞 VCS 参数分布情况 MLV：82.01±2.61、MLC：106.42±2.81、
MLS：55.41±3.90、LDW：13.42±0.79，淋巴细胞增高组 MLV：85.19±3.15、MLC：

107.15±2.02、MLS：51.30±3.69、LDW：17.15±3.29，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组 MLV：
83.01±2.81、MLC：115.71±3.89、MLS：54.69±5.31、LDW：14.29±2.51，慢性淋巴细胞性

白血病组与其余两组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淋巴细胞 VCS 参数可以客观、直观的反应淋巴细胞形态学变化，对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

病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17642 
 

嗜酸性粒细胞 VCS 参数在过敏性鼻炎诊断中的应用 
 

王永锋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探讨嗜酸性粒细胞 VCS 参数在过敏性鼻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85 例过敏性鼻炎患者在确诊前所检测血常规中嗜酸性粒细胞 VCS 参数的变

化，并与健康对比组进行比较。 
结果  过敏性鼻炎组其嗜酸性粒细胞 VCS 参数：MEV：162.91±10.10、MEC：

147.01±12.10、MES：184.04±6.40、EDW：23.02±2.21；健康对照组其嗜酸性粒细胞 VCS
参数：MEV：152.86±8.50 、MEC：147.04±11.90、MES：194.01±7.60、EDW：

15.02±1.40，两组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嗜酸性粒细胞 VCS 参数可以反映嗜酸性粒细胞形态变化，对过敏性鼻炎的诊断具有一定

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17646 
 

自建 HBV-DNA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系统性能验证方法及

结果分析 
 

辛娜 杨超 白跳艳 王永锋 康炜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47 

 
目的 探讨自建乙型肝炎病毒核酸(HBV-DNA)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系统性能验证的方法和程

序，充分了解其检测性能，评估并确认分析性能是否符合预期用途。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颁布的 EP 系列文件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CNAS）对实验室检测系统评估的要求，对实验室自建的 HBV-DNA 实时荧光定

量 PCR 检测系统进行精密度、正确度、线性范围、检测下限等性能参数的验证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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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BV-DNA 定量检测低值和高值的批内精密度 CV 分别为 3.4%和 1.8%，总精密度 CV 分

别为 3.8%和 1.8%。正确度初次验证有两项不符合要求，经厂家校准后重新验证符合要求。线

性回归方程为 Y=0.997X+0.012，R2 =0.999，线性范围为 500-108 IU/ml。检测下限为 500 
IU/ml。  
结论 自建 HBV-DNA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系统的性能符合要求，能够应用于临床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18096 
 

血气分析仪在急诊生化检验中的应用 
 

解娟 
陕西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710068 

 
目的  对血气生化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钾、钠、氯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以便让血

气生化仪在急诊生化检验中得到更好应用。 
方法  对 101 例急诊科入院患者，同时抽取动静脉血在血气生化仪和全自动生化仪上做电解质

检查，对两台仪器所测相同项目的结果做统计分析。 
结果  ABL80 型血气分析仪上所得的钾、钠、氯离子浓度均低于贝克曼 AU5800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所测得结果，两台仪器所测各项目结果分别做相关性分析显示，P 值均小于 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气生化仪上检测钾、钠、氯离子浓度虽然和全自动生化仪的有差异，但相关性较好，

又因其检测速度快，所以，为了让临床对患者病情作出快速准确判断，使用血气生化仪做为初

步参考是很有临床应用价值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18445 
 

2680 例痰液标本抗酸菌检测结果分析 
 

刘玉军 
神木县医院检验科 719300 

 
目的  了解神木县人群肺结核病的感染率及不同患者类型群、性别群的感染率差异。   
方法   对门诊及住院患者 2680 例痰液标本按患者类型及性别差异进行分组，抗酸染色镜检后

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2680 例痰液标本共检出抗酸杆菌 30 例，阳性率 1.12%；不同类型患者（住院、门诊）

P＞0.05 无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男、女）感染率比较 P ＞ 0. 05 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神木县人群肺结核感染率高，对疑似病例应行痰液检查，对所有人群应加强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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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19280 
 

25 个常规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验证 
 

周涛 马润 王玉明 陈孝红 程霞 段胜波 高颖斐 李美玲 杜明 林花 张丽 王云娜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评价本实验室现用 25 个常规生化检验项目参考区间是否适用于所服务的人群，验证参

考区间的适用性。  
方法  依据《WS/T 402-2012 临床实验室检验项目参考区间的制定》的规定，每个项目至少选

择 20 例健康参考个体，在本实验室 3 个分析系统（Beckman DxC800、Beckman AU5421 以

及 Architect ci16000）上，进行了 25 个常规生化检验项目的参考区间验证。 
结果  3 个系统 25 个常规生化检验项目的现用参考区间通过验证；18 个常规生化检验项目行

标《WS/T 402-2012 临床实验室检验项目参考区间的制定》的参考区间也通过验证。 
结论  外部参考区间在实验室的适用性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1）服务人群与参考人群的可比

性；2）实验室检验结果与建立参考区间时的结果的可比性。只有恒定的系统偏倚才影响参考

区间的使用性，过大的实验室内变异是实验室分析质量问题，不是参考区间适用性问题。因

此，在验证参考区间时，首先应对方法的精密度和正确度进行评估。此外，参考区间验证不通

过还有如下原因:参考个体收集不准确:未严格按筛选标准筛选参考个体，直接采用体检科样本.
错误在于未认识到体检者并不等于健康者。未根据项目需要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进行参考

个体选择。由于部分项目不同性别或不同年龄间的生物学变异较大，需要分组设置参考区间，

实验室应列出待验证项目中需要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进行参考个体准备的项目清单，严格

选择参考个体。实验室操作人员仪器操作不熟练，未及时分析待测样本，造成结果偏高或偏

低。不同分析系统间差异较大时，可能造成验证不通过，这一条本身应该是正确度的问题引起

的，实验室应该制定并执行各系统的正确度验证计划以及实验室内部比对的标准操作程序来判

断此差异是否可接受。统计分析中常见错误是未剔除离群点。通过本次验证工作，我实验室现

行使用的参考区间通过验证，适用于所服务的人群。同时，WS/T 402-2012 所涉及的 18 个项

目的参考区间也通过了验证，但本室还缺乏部分项目老年人参考区间的验证以及临床评价，有

待后期完成后方可采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20513 
 

正常脑脊液蛋白质组学复杂图谱和功能注释研究 
 

王雅杰 康熙雄 张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绘制正常脑脊液蛋白质组学复杂图谱并进行功能注释。 
方法  正常脑脊液收集；免疫亲和去除高丰度蛋白质；蛋白质消化；使用高 pH 反相液相色谱

柱分离出组分；每个组分使用反相 C18 独立包装毛细管 LC 柱和质谱仪分析；质谱数据检索使

用 Mascot software 软件，数据库来自 Swiss-Prot 数据库。利用强度为基础的绝对定量法估计

丰度；使用 IPA 软件和 PANTHER 分类系统进行蛋白质网络和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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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人 CSF 蛋白质组学高度可信图谱：共得到 288558 个谱图，确认 2513 个蛋白质是 CSF 蛋

白质。 
2. 与已有关于正常脑脊液蛋白质组学研究比较：大约 30%蛋白质未见报道。 
3. 蛋白丰度：用 iBAQ 法定量原始 CSF 样品，含量跨越 7 个数量级。 
4. 蛋白质功能分类：超过一半 CSF 蛋白质被注释为细胞外 (24.9%)或细胞膜(27.0%)，34.6%
为细胞质内，5.5%为核内；细胞内蛋白质很可能来自破裂的细胞或外泌体。CSF 中细胞外蛋

白质的比例高于血清，但低于尿。蛋白质主要类别是受体、水解酶类、信号分子、细胞外基质

蛋白和细胞粘附分子。 
这些蛋白质显著生物学功能是：细胞间信号和相互作用(701 个)、免疫细胞运输(440 个)、细胞

生长增殖(923 个)、炎症 (642 个)和神经系统发育功能 (605 个)。主要相关疾病有炎症疾病 
(475 个)、神经疾病(788 个)、精神疾病(481 个)、免疫疾病(428 个)。 
5. 重要通路和网络分析：参与最多是轴突传导信号，150 个蛋白质参与该通路；补体系统

(85.7%)和凝血系统(76.3%)也有很高覆盖度，提示其在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性。 
6. 提供了 CSF 生物标志物发现参考基线 
发现 788 个蛋白质与神经疾病疾病有关，包括 Alzheimer 病、精神分裂症、癫痫和胶质瘤等；

可作为神经系统疾病 CSF 生物标志物候选。蛋白质丰度估计为 CSF 生物标志物发现提供了有

价值的基线参考。 
结论 本研究报道了一个正常人 CSF 蛋白质组学大的、可信数据库，鉴定出 CSF 蛋白质 2513
个并进行功能注释，其中近 30% CSF 蛋白质未见报道。788 个 CSF 蛋白质与神经系统疾病有

关，候选蛋白质生物标记物丰度的估计为未来 CSF 生物标志物的发现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线参

考。CSF 蛋白质组学研究对于理解 CSF 在体内生理学作用和神经疾病微环境中作用提供了独

特视角。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0987 
 

七种乳腺癌相关基因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临床研究 
 

邓君 刘蔚 洪华 孙昌瑞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1 

 
目的 探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FQ-
PCR)法检测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中七种乳腺癌相关基因：核

内原癌基因(Nuclear oncogene, myc)，B 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 基因(B cell lymphoma / 
leukemia 2 gene,BCL-2)、细胞周期蛋白 D1（Ccnd1）、细胞角蛋白 19(Nuclear oncogene, 
ck19)、粘蛋白 1(MUC1)、原癌基因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和人乳腺珠蛋白(HMAM)
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FQ-PCR 法测定 50 名健康女性体检者、92 例良性乳腺疾病患者和 196 例乳腺癌患者外

周血 CTC 中 myc、ccnd1、BCL-2、ck19、MUC1、HER-2 和 HMAM 的表达量。 
结果 myc、ccnd1、BCL-2、ck19、MUC1、HER-2 和 HMAM 表达水平在乳腺癌组显著高于

正常对照者和良性乳腺疾病（P < 0.05），它们在正常对照组和良性乳腺疾病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5）；七种基因 mRNA 在正常对照组和良性乳腺疾病组以及乳腺癌组的 I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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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阳性表达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乳腺癌组的 II 期和 III 期＋IV 期则显著高于

正常对照组、良性乳腺疾病组和乳腺癌组的 I0+1 期组的阳性表达率（P<0.01）。 
结论 采用 FQ-PCR 技术检测乳腺癌 CTC 时，应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才能有效正确地将乳

腺癌相关基因用于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治疗和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21019 
 

血清氧化还原电位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监

测中的临床应用 
 

钟凌 李焱鑫 陈姣 黄文芳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由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的移植物抗宿主病是过度的炎症反应，存在氧化-抗氧化失

衡，而血清氧化还原电位反映了机体内氧化-抗氧化平衡，为此探讨血清氧化还原电位在监测

移植物抗宿主病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随访监测 2009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 59 例，移植术后头三个

月每周进行检查，术后第四个月起每月复查，如有病情变化随时复查，并进行相应的组织学检

查和免疫学检查。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测定血清氧化还原电位。正常对照组由 59 例健康

体检者组成。 
结果  正常对照组血清 RP 值为-56.2 mV～-11.2mV，中位数是-32.7mV。在整个随访期间未发

生 GVHD 的患者有 42 例（男 24 例，女 18 例）。这 42 例患者在随访中的血清 RP 值处于-
20.8mV～21.1 mV 范围内，其中位数为 0.2mV。随访中，未发生 GVHD 患者的 RP 值长期处

于较低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小△mV 处于 4.4mV～11.3mV 范围。依据 GVHD 临床诊断和分级

标准，17 例患者在 HSCT 后发生 GVHD，在确诊发生 GVHD 时的血清 RP 值为 10.6mV～
38.8 mV，中位数为 24.6 mV。正常对照组、未发生 GVHD 组、发生 GVHD 组三组间血清 RP
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发生 GVHD 的患者组血清 RP 值处于较高水平，确诊时发生

较大幅度的波动△mV 处于 25.8mV～61mV。依据急性 GVHD 分级标准，将发生了急性

GVHD 的患者分为 I～IV 级。I 级患者血清 RP 值 9.8 mV～27.3 mV，II 级患者血清 RP 值

13.7mV～35.1 mV， III 级患者血清 RP 值 19.6 mV～43.9 mV， IV 级患者血清 RP 值 25.4 
mV～49.5 mV，各级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 RP 值的变化与患者临床表现、治疗效果的变化相吻合，并在一定程度可提示

GVHD 的潜在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1159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血清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化学发光法检

测的影响及消除方法探究 
 

史晓敏 任娜 闫存玲 李志艳 侯艳峰 常乐 刘平 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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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以成人高胆红素血症为参照，探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血清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化学发

光法检测的影响及消除方法。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留取 2015 年 5 月至 12 月在北京市儿童医院出生，并且血清总胆红素水

平超过 205.2μmol/L（12mg/dl）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血清 130 例，在 ARCHITECT i2000
操作系统上用化学发光法进行血清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检测，将阳性血清进一步经 13000 
rpm/min 高速离心或蓝光照射 8 小时后平行上机检测，记录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复测结果。其中

复测阳性的血清行血清乙肝病毒 DNA 载量测定并查询患儿母亲乙肝病毒检测结果。同期留取

北大医院血清总胆红素水平超过 205.2μmol/L 的成人血清标本 100 例作为参照，比较成人与新

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血清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测定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新生儿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均值 283.7μmol/L，最低 201.8μmol/L，最高 495.8μmol/L；间

接胆红素均值 238.4μmol/L，最低 70.8μmol/L，最高 465.3μmol/L。成人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均

值 407.8μmol/L，最低 206.4μmol/L，最高 694.5μmol/L；间接胆红素均值 141.4μmol/L，最低

73.3μmol/L，最高 257.0μmol/L。测定血清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成人均为阴性，新生儿有 5 例

（3.8%）阳性。5 例血清中有 3 例经高速离心后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分别由 0.07、0.10、1.1
（阳性）下降为 0.02、0.01、0.02（阴性），另外两例仍保持阳性的血清再经 8 小时蓝光照射

后复测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由最初 0.06、0.53 下降为 0.02、0.05（阴性）    
结论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不同于成人，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因其不溶于水常常造成血清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化学发光法检测假阳性结果，通过高速离心及蓝光照射的方法可以最大程度

上消除血清间接胆红素对检测的干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21424 
 

提高浆膜腔积液细胞检验与质量控制的探讨 
 

曾正莲 张霞 
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431700 

 
目的  通过分析常规浆膜腔积液细胞检验，了解各级医院浆膜腔积液细胞检验现状，提高浆膜

积液细胞检验质量。 
方法  选择 50 张浆膜腔积液细胞图片，随机分发给湖北省内的 55 家医院的检验科人员，让他

们对分发的图片进行识别，根据图片识别的结果，对相关人员进行讲解及培训，再间隔一段时

间进行第二次调查。 
结果  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细菌及核异质细胞识别正确率没有明显提高（P＞0.05）外，其

余细胞的识别正确率都有显著提高（P＜0.05）。 
结论 通过前后 2 次图片调查反质量控制，说明基层医院常规浆膜腔积液检验工作存在的问题

应引起重视，需要不断提高检验人员的检测技能，并加大质量控制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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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1848 
 

基于量子点磁微粒技术检测高敏 cTnI 方法的建立 
 

江华 刘文卫 刘永胜 
襄阳市中心医院 10012172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量子点、磁微粒技术检测高敏 cTnI 方法,并在临床初步应用。 
方法  采用碳二亚胺交联法,将 cTnI 单克隆抗体包被在纳米磁性微球表面作为固相载体, 偶联生

物素单克隆抗体作为检测抗体, 通过夹心法免疫反应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然后加入量子点共

轭链霉亲和素作为荧光标记探针，使用发光光谱仪记录信号来检测待检血清中的高敏 cTnI。 
结果  本方法的最低检测灵敏度为 0.047ng/ml ，有效测量范围是 0-40ng/ml，批内重复性变异

系数分别为 8.92%，7.66%，8.76%；平均回收率为 99.53％。使用本方法与化学发光检测系

统进行比对，相关系数为 0.995。 
结论  基于量子点荧光标记技术检测高敏 cTnI 的方法灵敏度高、结果可靠，具有较高的临床应

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21946 
 

毛细胞白血病 8 例临床特征及免疫表型分析 
 

罗燕飞 范小斌 林婷 甘慧泉 冼璐桦 周茂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510080 

 
目的 通过流式细胞术实验观察毛细胞白血病（Hairy cell leukemia, HCL）的临床特征、细胞

免疫表型特点，总结其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 
方法 对 16 例毛细胞白血病进行临床、病理、骨髓涂片形态观察、血常规检查及免疫表型观察

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均表现为全血细胞减少，脾脏显著肿大但淋巴结肿大不明显，外周血及骨髓中均有

特异性胞质毛样突起的“多毛”B 淋巴细胞，并伴随骨髓纤维化。流式细胞术细胞免疫表型特

点，均表现为 CD19+、CD103+、CD25+、CD11c+，CD5-。16 例 CD20+及 2 例 CD20-，2
例 CD10+及 6 例 CD10+，7 例 CD22+及 1 例 CD22-，2 例 sIgM+及 6 例 sIgM-，2 例 FMC7+
及 6 例 FMC7-，5 例 Lambda+及 3 例 Lambda-，1 例 Kappa+及 7 例 Kappa-，1 例

cytoTDT+及 1 例 cyto79a+。 
结论 毛细胞白血病率低，对不明原因脾脏肿大全血细胞减少，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免疫表型

CD19+、CD103+、CD25+、CD11c+，CD5-。应考虑为毛细胞白血病（HCL），尽早诊断及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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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1957 
 

结肠癌患者高凝状态相关性研究 
 

范小斌 罗燕飞 龚彩平 李广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510080 

 
目的  通过研究结肠癌恶性肿瘤患者体内狼疮抗凝物质（LA）相关凝血指标的变化，探讨结肠

癌患者体内狼疮抗凝物质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 STA-E 全自动血凝仪测定 50 例结肠癌患者和 50 例正常对照血浆中 D 二聚体（D-
D）、纤维蛋白原（FIB）、纤溶酶原（PLG）、抗凝血酶 III（AT III）指标及 LA 比值。  
结果  结肠癌组 LA 值及 APTT、DDI、FIB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AT III、PLG 活性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01）。结肠癌患者组 LA 值与 APTT 相关性显著（正相关）；LA 值

与 PLG、AT III 相关性显著（负相关）；  LA 值与 DDI、FIB 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LA 比值的增高与结肠癌患者血液高凝状态的发生有关， 增加患者形成血栓风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2019 
 

慢性 HBV 感染者 HBeAg/抗 HBe 共存现象研究 
 

安哲 李思鹏 张妮 李妙羡 王香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147543 

 
目的 对 ELISA 法检出 HBeAg(+)/抗 HBe(+)结果的准确度进行科学评价和 HBeAg(+)/抗 HBe(+)
阳性者 HBeAg 和抗 HBe 的临床特点研究。 
方法 以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为参考方法，87 例 ELISA 法检出 HBeAg(+)/抗 HBe(+)样
本采用同一试剂复检，采用 CMIA 法确证检测；分析 49 例经 CMIA 法确证 HBeAg(+)/抗
HBe(+)样本的 HBeAg 和抗 HBe 分布特征，并以 ELISA 法进行二次检测。 结果 87 例 ELISA
法初检 HBV-M 呈 HBeAg(+)/抗 HBe(+)样本经同一试剂复检后的准确率为 54.02%
（47/87），经 CMIA 法确证检测后的准确率 3.45%，经确证后 HBeAg(+)/抗 HBe(+)、
HBeAg(+)/抗 HBe(-)、HBeAg(-)/抗 HBe(+)、HBeAg(-)/抗 HBe(-)的构成比分别为 6.38%，

80.85%，8.51%和 4.26%；49 例已确证 HBeAg(+)/抗 HBe(+)样本中，HBeAg 水平 1.03-
14.60S/CO，其中 HBeAg＜10S/CO 占 95.92%，抗 HBe 水平 0.07-1.00S/CO，其中抗

HBe0.10-1.00S/CO 者占 97.96%；49 例已确证 HBeAg(+)/抗 HBe(+)样本中采用 ELISA 法检

测后， HBeAg(+)/抗 HBe(+)、HBeAg(-)/抗 HBe(+)、HBeAg(-)/抗 HBe(-)的构成比分别为

4.08%，10.20%，85.72%。  
结论 慢性 HBV 感染者 HBeAg 和抗 HBe 共存时，HBeAg 和抗 HBe 均呈低水平，ELISA 法基

本不能检出；经 ELISA 法检出 HBeAg(+)/抗 HBe(+)结果应进行复检和确证，其绝大多数为

HBeAg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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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22300 
 

一株依赖万古霉素生长的肠球菌的分离和鉴定 
 

韩清珍 徐杰 张险峰 钱雪峰 赵丽娜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临床检测中心 215006 

 
目的：近些年随着耐万古霉素（VA）的广泛应用，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VRE）越来越多，

在万古霉素的高压环境下，VRE 逐渐变异成依赖 VA 生长的肠球菌（VDE），这些 VDE 的毒

力并未减弱，仍然具备很高的危害性，但由于其只在万古霉素存在的条件下才会生长，给其分

离、鉴定、诊断都带来了一定困难。我们从一位病人的小便中分离到了一株 VDE，详细检测

了其生长特性、耐药情况、毒力因子、分子分型等生物学特性，是目前国内具有详细报道的第

一株 VDE。 
方法：我们从一位患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的女性病人小便中，分离到一株依赖万古霉素生长

的肠球菌，用 VITEK-2 COMPACT 鉴定种类，纸片法扩散法和 E-test 法检测其耐药性，PCR
法检测耐药基因和毒力基因，多位点序列分型法做同源性分析，测定 ddl 基因序列，寻找其基

因突变方式。 
结果：这株分离到的依赖万古霉素生长的肠球菌是 vanA 型的屎肠球菌（命名为 VDEFM-
1501），其只在万古霉素纸片周围生长或者在含有万古霉素的巧克力平板上生长，需要万古

霉素的最低生长浓度 1ug/ml。VDEFM-1501 除了对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耐药外，还同时对多

种抗生素耐药包括青霉素、头孢西丁、复方磺胺、环丙沙星、克林霉素等，但是对利奈唑胺敏

感。耐药基因 ace 导致了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耐药性，同时携带 gelE、 esp 和 acm 三种毒

力基因。MLST 分型显示，VDEFM-1501 属于 CC17，全球大部分耐药性肠球菌都属于该型。

ddl 基因测序显示在 943 位置有一个“GG”的插入，导致了 DDL 蛋白的失活。 
结论：在美国、英国、巴西等国家已经相继发现了 VDE，在我国还没有相应的报道。

VDEFM-1501 的发现说明随着万古霉素的广泛应用，我国也开始出现依赖万古霉素生长的肠

球菌，其生物学特征与国际上流行的 VDE 相似。对一些万古霉素应用比较多的大型三甲医院

或者血液科、ICU 等科室，如果病人之前用过糖肽类抗生素如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有感染症

状但是反复检测不能发现病原菌，或者发现病人体内有肠球菌的定植，实验室要注意 VDE 的

检测，要接种含有万古霉素的培养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22329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First Vancomycin-

dependent Enterococci in China 
 

han qingzhen,zhang yang,zhang xianfeng,qian xuefeng,xu ji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6 

 
Purpose  Recently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vancomycin (VA), increasing number of 
vanco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 are being discovered. Under the persistent 
presence of vancomycin, some VRE gradually mutate into vancomycin-dependent 
Enterococcus (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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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later still have equal pathogenicity with unreduced virulence factors. However, it is 
not easy to make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correctly, since they only grow in the presence 
of vancomycin instead of the common media.To well understand VDE, this study has been 
conducted to determine properties of the first VDE in China.  
Method   The bacterium named by VDEfm-1501was isolated from a female with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and identificatified by VITEK-2 COMPACT. Its vancomycin 
dependence was confirmed by the E-test and multidrug-resistance by the disc diffusion 
method. Virulence or resistance genes were detected by PCR. VDEfm1501 were also 
subjected to MLST genotyping and done eBURST analysis. Lastly, the sequencing of the ddl 
gene was performed. 
Result   This VDE was E.faecium of vanA type and grew only in presence of 1ug/ml 
vancomycin at least. VDEfm-1501 and other VDE worldwide hav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like 
multidrug-resistance except linezolid, unreduced virulence genes (gelE, esp, acm, and cpd) 
and belonging to the mainly clonal complex17 (CC17). But its vancomycin dependence 
seem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sole insertion of ‘GG’ at the ddl gene,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reports. And VDEfm-1501 carrier had not received a prolonged treatment 
of glycopeptides. 
Furthermore, it could not be sure that this VDE was mutant from VRE in vivo. 
Conclu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Brazil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VDE have 
been reported successively, and this is the first isolation of VDE in China. VDEfm-
1501 shows simila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o other VDE worldwide, that alerts us the 
abuse of vancomycin in some large hospitals. Furthermore we shoul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VDE, especially for those specimens from patients 
in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vancomycin and other glycopeptide antibiotic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2370 
 

曲古霉素 A 促进 ICR 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分化肝细胞 
 

杨超 李卓 康炜 田宇 王永锋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探讨曲古霉素 A（Trichostatin A，TSA），作为一种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在 ICR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ICR）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ouse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mBM-MSCs）向肝细胞体外分化中的作用。 
方法  分离培养正常 mBM-MSCs，流式细胞仪检测 mBM-MSCs 表面抗原的表达，实时荧光定

量 PCR 检测肝细胞特异性基因甲胎蛋白（a-fetoprotein，AFP）和白蛋白（albumin，
ALB），生化分析仪 AU5800 测定肝细胞特异性标志尿素分泌量，高碘酸-希夫反应测定肝细

胞合成与储存糖原能力；TSA 处理前后 mBM-MSCs 增殖、细胞周期和染色质结构变化的检

测，Western blot 测定 mBM-MSCs 组蛋白 H3、H4 乙酰化变化程度。 
结果  流式结果细胞 CD44、CD73、SCA-1 呈阳性反应，部分细胞 CD90、CD105、STRO-1
呈阳性反应，CD11b 和 CD45 呈阴性反应；与未添加 TSA 组比较，诱导 7d 后，TSA 处理组

中 AFP 明显增高（P<0.05），ALB 和尿素分泌量开始增多，继续诱导 14d 和 21d 后，TSA
处理组中 ALB 和尿素量呈明显升高（P<0.05），且细胞储存的糖原更加丰富，而 AFP 水平逐

渐下降；经 TSA 处理后，其浓度越大对 mBM-MSCs 增殖的抑制效应越强，细胞处于 G0/G1
期的比例明显增加，细胞核中异染色质的状态由浓缩、密集变为散状、疏松；Western blot 示
2.0mM 的 TSA 处理后 mBM-MSCs 组蛋白 H3 和 H4 的乙酰化水平显著增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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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SA 能够阻断 mBM-MSCs 组蛋白 H3 和 H4 的去乙酰化，解除抑制转录，打破组蛋白乙

酰化的平衡状态，从而促进转录，提高分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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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22381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MicroRNA-301a-

3p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17 Cell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Tang Xinyi,Wang Shengjun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is characterized by chronic synovial inflammation and subsequent 
joint destruc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Th17 cell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RA. MicroRNA (miR)-301a-3p is a regulatory factor for Th17 differentiation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pathogenesis of autoimmune diseas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alteration of Th17 cells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the miR-301a-3p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17 cells in RA pati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requency of Th17 cel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RORγt and STAT3)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of RA patients, 
and the associate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were also upregulated. We also observ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rotein inhibitor of activated STAT3 (PIAS3), the main cellular inhibitor of 
STAT3, was attenuated in RA patients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centage of Th17 cells in RA. Interestingly, miR-301a-3p, an 
inhibitor of PIAS3 expression, was overexpressed in the PBMCs of RA patients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requency of Th17 cells in patients with RA. Taken together, 
these data indicated that miR-301a-3p and Th17 cells were augmented in peripheral blood, 
which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22612 
 

超敏 C 反应蛋白、同型半胱胺酸、脑钠肽三项指标联合检测

在高原地区冠心病中的应用探讨 
 

马慧英 李生梅 杨军 赖玉贞 
青海省红十字医院 810000 

 
目的   青海省地处高原，大多数地区海拔 3000 米以上，高原地区缺氧和寒冷的特殊环境以及

高原人群特殊饮食习惯均是重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这些因素促进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和发展，研究证实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cy）是冠心病（CHD）的独立危险因素；超敏 C 反

应蛋白（Hs-CRP）是炎性标志物中预测冠状动脉事件的最强指标；脑钠肽（BNP）在 CHD
患者中升高可作为 CHD 患者预后的标记物。探讨不同病变程度冠心病 Hs-CRP、Hcy 及 BNP
联合检测对于高原地区 CHD 患者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价的意义。 
方法   收集测定 100 例 CHD 患者，其中稳定性心绞痛（SAP）30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

(UAP)28 例，急性心肌梗死(AMI)42 例, 对照组选取健康体检者 30 例。测定 Hs-CRP、Hcy 及

BNP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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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AMI 组、UAP 组及 SAP 组的 hs- CRP 和 Hcy 水平均比对照组高,差异有显著性(P< 0. 
05)冠心病组较对照组 Hs-CRP、Hcy 及 BNP 明显升高(P<0.01), 
稳定性心绞痛与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P>0.05）,冠心病各亚组随着病情程度的加重，血浆

BNP 水平明显升高(P<0.05)。CHD 患者组的三项参数水平较对照组有明显升高（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SAP 组、UAP 组和 AMI 组的 Hcy 和 hs- CRP 水水平依次递增,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0. 05), AMI 组、UAP 组 和 SAP 组 Hcy 和 hs- CRP 水平相比,差异有

显著性(P< 0.05) ; Hcy 和 hs- CRP 水平变化呈正相关。表明 Hcy 和 hs- CRP 水平随冠心病的

病变程度加重而升高。随着 Hcy 和 hs- CRP 水平的升高, CHD 的病情越重,对不同类型的 CHD
诊断价值就越大,进一步证明高原低氧、低气压环境下，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和舒缩功能减退

下联合检测 Hcy、Hs-CRP 及 BNP 水平,可作为预测冠心病严重程度的指标,对冠心病患者的早

期诊断、临床分型及疗效观察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22686 
 

Waters TQD 串联质谱仪年度维护保养后仪器性能验证 
 

卢东裕 张道杰 常海涛 
北京圣元惠仁医学检验所 101101 

 
目的  遗传代谢病筛查目前国际及国内普遍使用串联质谱技术检测，对实验室拥有的

Waters TQD 串联质谱仪经工程师年度维护保养后仪器性能进行验证，以符合实验室检测要

求。 
方法  按照行业要求使用 PEG400 进行 MS1、MS2 质量数校正，后经维拉帕米峰面积重现

性、室内质控、内标离子响应强度重复性、准确度等进行验证。 
结果  质量数校正 MS1 及 MS2 STATIC(静态)、SCANNING(动态扫描)、SCAN Speed 
Compensation(FAST)(扫描速度补偿) 20 个校正质量数，从 45.03～696.44 无一离子丢失，小

于厂家声明丢失个数小于 2 个、理论值与校正后采集到的绝对质量数相差均小于 0.03Da 小于

厂家声明 0.2Da，均方根(RMS)在 0.00848～0.0195 小于厂家声明 0.05；维拉帕米峰面积相

对标准偏差 RSD 为 2.03%小于厂家声明 5%；氨基酸及酰基肉碱室内质控高低值均在靶值

±2SD 范围之内，结果均不违反质控规则；氨基酸内标离子响应强度变异系数 CV%在 7.26～
10.2%均小于保养前 20 天内标离子响应强度的变异系数 8.38～11.82%、酰基肉碱内标离子响

应强度变异系数 CV%在 5.01～10.39%均小于保养前 20 天内标离子响应强度的变异系数

5.38～10.45%；卫生部 PT 材料 201521～201525 氨基酸中瓜氨酸（Cit)、亮氨酸(Leu)、甲硫

氨酸(Met)、苯丙氨酸（phe）、缬氨酸(Val)得分 100，酪氨酸(Tyr)得分 80，异戊酰肉碱

（C5）、辛酰肉碱（C8）、棕榈酰肉碱（C16）、十八碳酰肉碱（C18）得分 100，游离肉

碱（C0）， 丙酰肉碱（C3）、月桂酰肉碱（C12）得分 80，整体结果为合格满意。 
结论 Waters TQD 串联质谱仪经年度维护保养后仪器的质量数校正、维拉帕米峰面积重现性、

室内质控、内标离子响应强度重复性、准确度等均达到了厂家声明及相关行业检测的性能，满

足实验室在遗传代谢病检测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2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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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和超敏 C 反应蛋白与冠心病的相关性分析 
 

张秋焕
1 辛成德

2 钟白云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探讨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和超敏 C 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水平与冠心病的相关性，分析其对冠心病诊断及分期的临床意

义。 
方法  分别采用循环酶法和乳胶比浊法测定 110 例冠心病患者（SAP 组 35 例，UAP 组 32
例，AMI 组 43 例）和 30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Hcy 和 hs-CRP 水平，并进行分析。 
结果  冠心病各亚组血清 Hcy、hs-CRP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冠心病各亚组血清 Hcy 水平比较，AMI 组>UAP 组>SAP 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P<0.05）。AMI 组的 hs-CRP 水平与 UAP 组、SAP 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P<0.05）；UAP 组的 hs-CRP 水平与 SAP 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AP 组和 UAP 组血清 Hcy 与 hs-CRP 的水平无相关性（r=0.263，P>0.05；
r=0.311，P>0.05）。AMI 组血清 Hcy 与 hs-CRP 的水平呈正相关性（r=0.559，P<0.05）。 
 结论 Hcy 和 hs-CRP 与冠心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血清高水平的 Hcy 及 hs-CRP 是反应冠状动

脉病变严重程度的良好指标，对于冠心病的患病风险预测及冠心病的诊断、分期、预后评估都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3023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临床检验中的应用分析 
 

贾军 
青海红十字医院检验科 810000 

 
目的：分析并研究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在临床检验中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检验提供指导和依

据。 
方法:依据纳入排除标准随机抽取各类甲状腺疾病患者 20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200 例甲

状腺疾病患者分为两组，试验组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进行临床检验，对照组采用放射免

疫分析技术进行检验，对两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分析。 
结果：试验组经过检验，灵敏度、特异性、符合率依次为：100%、100%、99%；对照组依次

为：92%、85%、91%。试验组总有效率 99%显著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 84%，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应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进行临床检验，可以有效提高检查结果的准确性，避免误诊

现象的发生，同时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还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特点，综上所述，对于

机体内相关物质含量的临床检验，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更为适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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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032 
 

TLR2、TLR4 在布鲁氏菌病患者中的表达及意义 
 

邢少姬
1 刘永华

1 刘志国
2 刘日宏

2 张利芳
1 贾彦斌

1 
1.包头医学院 

2.乌兰察布市地方病防治中心 
 

目的  研究布鲁氏菌病临床不同分期患者与健康对照组人群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TLR2 和

TLR4 的 mRNA 表达情况，探讨 TLR2 和 TLR4 在布鲁氏菌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意义。 
方法  采用 qRT-PCR 技术检测 155 例临床不同分期布鲁氏菌病患者和 50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

单个核细胞 TLR2 和 TLR4 的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临床不同分期布鲁氏菌病患者组 TLR2、TLR4 的 mRNA 表达量均存在差异，急性期表

达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各期及健康对照组（P 均＜0.01）；急性期布病患者组的 TLR2 mRNA 表

达水平的最高值约是最低值的 1.7 倍，TLR4 mRNA 表达水平的最高值约是最低值的 1.9 倍，

高低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亚急性期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慢性期和健康对照组（P 均＜0.01）；慢

性期 TLR2、TLR4 的 mRNA 表达量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布鲁氏菌

病急性期患者组 TLR4 mRNA 的平均表达水平高于 TLR2 mRNA，约是其相对表达量值的 1.5
倍。 
结论  TLR2、TLR4 可能是布鲁氏菌的特异识别受体，参与了机体抗布鲁氏菌病的免疫反应，

在布鲁氏菌病的发生和病情进展中起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布病患者的转归和治疗提供了新

的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23893 
 

GDM 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分析 
 

李建华 赵静茹 郜斌 
宁夏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 753000 

 
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 (GDM )对母婴妊娠结局的影响。 
方法  通过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我院产检并分娩的 1559 例孕妇进行空腹口服

75g 葡萄糖耐量试验,比较妊娠期糖尿病 (GDM ) 312 例及正常对照组 1247 例的妊娠预后。 
结果  GDM 组的早产、胎儿低体重高于对照组；GDM 组的剖宫产率、妊娠期蛋白尿、妊娠期

高血压、胎盘早剥均明显高于对照组；GDM 组产后出血率、羊水过多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 
结论  妊娠期糖尿病能加重孕妇并发症的发生，并影响妊娠结局。临床工作中，应重视孕妇的

糖代谢筛查，以减少母儿并发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24292 
 

性别和年龄对 D-二聚体诊断静脉血栓栓塞症临界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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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珠峰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分析健康人群随年龄增长、性别不同，血浆 D-二聚体水平的生理变化规律；探讨 D-二聚

体诊断老年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的临界值。 
方法 选择健康体检者 1200 例，根据年龄分为六组：≤20 岁组、21~30 岁组、31~40 岁组、

41~50 岁组、51~60 岁组、>61 岁组，每组男性、女性分别 100 人。VTE 患者 50 例，年龄

55~76 岁。采用 SYSMEX 
CS-5100 血凝分析仪，离子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上述健康人群及 VTE 患者空腹血浆 D-二聚

体水平。根据 ROC 曲线，确定 D-二聚体诊断老年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的临界值。 
结果 随着年龄增长，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当年龄>61 岁时，血浆 D-二聚体水平明显升高；女

性 21~30 岁组血浆 D-二聚体水平高于≤20 岁组。女性在 21~30 岁组、31~40 岁组、41~50 岁

组时 D-二聚体水平高于男性同年龄组。D-二聚体排除诊断老年患者 VTE 的临界值为

0.545mg/L 时, 敏感度为 80.0%，特异度 100%，曲线下面积（Area）0.891,p<0.0001。 
结论 与男性相比，育龄期女性血浆 D-二聚体处于较高水平。D-二聚体水平在老年人群中明显

升高，对于老年患者，根据年龄进行调整后的 D-二聚体临界值，提高了诊断静脉血栓栓塞症

的特异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24449 
 

104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MICM 分析 
 

沈伟 韦永琼 于霞 罗德幸 刘成桂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目的 了解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实验室特征，为临床分组、治疗和预后提供依

据。 
方法 对 104 例新诊断的 ALL 进行临床特征、形态学、免疫学、染色体核型分析和融合基因筛

查等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新确诊的 104 例 ALL 最常见的是 B-ALL 占 91.4%，又以 Common-B 为主，占 76.0%；

男孩稍多于女孩 63:41；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 1-10 岁年龄段占 83.7%，外周血 WBC 总数各分

组在 B-ALL 和 T-ALL 有明显区别（p<0.01）。染色体核型分析检出率为 71.05%，在 B-ALL
各分组和 T-ALL 中没有区别，但以 Common-B 为主，占 88.9%。融合基因筛查共检出 28 例

占 26.9%，其中以 Common-B 细胞中出现的 TEL-AML1 为主，占 17.3%。 
结论 临床上 ALL 以 B-ALL 中的 Common-B 最常见，外周血 WBC 总数可作为 ALL 诊断分型

和预后判断的重要筛查指标，染色体核型分析和融合基因筛查在 ALL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中

有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26284 
 

STA-R Evolution®血凝仪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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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中海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将快速处理仪器故障的经验供使用相同仪器的同行参考，保证检测结果的时效性。 
方法 认真阅读仪器使用是说明书，熟悉仪器的结构，快速处理仪器提示“装载新盘”、“更换废

弃桶”、试管架扫码错误、反应位无反应杯、运杯车不到位、注射器漏水、试剂位无法识别试

剂、测定结果异常等。 
结果 可以及时处理更换配件以外的故障。 
结论 临床工作中能及时处理仪器故障，可以提高效率、降低相应岗位的工作强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27455 
 

产 ESBLs 肠杆菌表型、基因型及显色培养基应用评价 
 

王洪刚 孙希彩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261041 

 
目的  探讨自我院病人血培养中分离的产 ESBLs 肠杆菌的耐药表型、耐药基因型以及显色培养

基法筛查 ESBLs 株与传统方法的效果比较。为临床提供诊治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分离自我院血培养标本中的大肠杆菌，采用 VITECK-
2Compact 微生物鉴定仪及纸片扩散方法进行药敏试验；以 PCR 方法检测 ESBL 基因型；以

显色培养基法、ESBLs 确证试验、双纸片协同法、PCR 方法，评估显色培养基的应用性。 
结果  共分离大肠杆菌 393 株；最主要的基因型为 TEM（232，59%），其主要亚型为 TEM-
1；其次为 CTX-M,（182，46.3%）绝大部分为 CTX-M-9；SHV（127，32.3%）以 SHV-12
型为主；显色培养基检测产 ESBL 菌株的敏感性、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97.20%、

95.52%、98.45%。 
结论  我院分离的产 ESBLs 肠杆菌基因型以 TEM 型为主。显色培养基可作为快速检测产

ESBL 细菌的筛查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7501 
 

Elevated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HE4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detection of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renal fibrosis in kidney disease 
 

Li Laisheng,Wan Jianxin,Liu Mi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10080 
 

Background  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 (HE4) as a clinical gynecologic cancer biomarker 
for detecting ovarian cancer, has recently received major attention as mediator of re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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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rosis. However, serum HE4 levels in large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progression and renal fibrosis are unknown. 
Methods   In 427 patient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CKD with no gynecologic cancer and 112 
healthy subjects, serum HE4 concentrations were tested by using 
chemiluminescent microparticle immunoassay. Other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by 
standard clinical assays in clinical  laboratory. 259 of 427 subjects were performed renal 
biopsy, histological findings were evaluated using standard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the association of HE4 and renal fibrosis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serum HE4 were higher in CKD patients than in healthy subjects, and 
it was extremely associated with serum creatinine concentrations (r=0.901). Patients with 
more advanced renal fibrosis tended to have a higher HE4 level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n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HE4 and fibrosis grade (r=0.938, P<0.001).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ROC) for serum HE4 had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99, 
higher than AUC of serum creatinine (0.89), to discriminate renal fibrosis in CKD patients.   
Conclusions   Elevated levels of serum HE4 at the time of biopsy are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kidney function, and which levels also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renal fibrosis 
stage, suggesting that HE4 may serve as a valuable clinical biomarker for renal fibrosis of 
CK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7511 
 

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技术检测乙型肝炎标志物的评价 
 

鄂建飞 刘利洪 陈宗耀 王登朝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目的 探讨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技术检测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的性能评价。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仪 HISCL5000 进行乙型肝炎标志物 HBsAg、HBsAb、
HBeAg、HBeAb、HBcAb 检测，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颁布的 EP 系列文件对仪

器分析性能进行评价。 
结果 HISCL5000 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仪检测 HBsAg、HBsAb、HBeAg、 HBeAb、HBcAb 低

浓度和高浓度两个浓度批内不精密度(CV％)分别为 1.24%、1.05%、2.56%、2.27%、

2.19%、1.95%、2.37%、1.43%、2.49%、1.29%；总不精密度(CV％)分别为 2.32%、

1.74%、3.12%、2.45%、2.94%、2.96%、3.02%、1.82%、3.21%、1.54%。HBsAg 检测线

性 r2=0.9765， HBsAb 检测线性 r2=0.9516，两者 r2 均大于 0.95。HISCL5000 分析仪和

e601 分析仪 HBsAg 检测结果比对：r2=0.9822，HBsAb 检测结果比对：r2=0.9748。
HISCL5000 分析仪与 ELISA 两种方法检测 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 结果

的符合率分别为 99.6%(550/552)、93.5%(516/552)、99.6%(550/552)、 94.9%(524/550)、
92.0%(508/552)。HISCL5000 分析仪检测 HBsAg 携带污染 X=0.0708，3SD(L-L)=0.1062，
X<3SD(L-L)。HISCL5000 分析仪检测 HBsAg、HBsAb 下限分别为 0.006IU/ml、
0.2136mlU/mL。 
结论 HISCL5000 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仪检测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的精密度、线性范围、比对

结果、携带污染、检测下限均达到要求，能满足临床需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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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992 
 

区域内 HPV 亚型分布特点及其与宫颈病变的关系 
 

肖林林
1,2 赵卫卫

1 彭攸
1 刘秀芬

1 余繁荣
1 魏取好

1 冯景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 
2.同济大学医学院 

 
目的 了解上海市奉贤地区妇女生殖道人乳头状瘤病毒(HPV human papolloma virus)的感染状

况及其分布特点，分析其与宫颈病变的关系，为区域内 HPV 防治提供初步建议。 
方法 以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南院接受 HPV 检测的 16 岁以上

女性为研究对象，对其宫颈分泌物进行 HPV-21 基因型分型检测，其中 1374 例经阴道镜下定

点宫颈活检，确定病理分级，数据录入并应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研究病例中 HPV 的 21 个亚型均有检出，HPV 阳性率为 17.54%（6313/35977），奉贤

区 5 年间 HPV 感染率较高的几个型别依次是：HPV18、HPV52、HPV16、HPVCP8304、
HPV58、HPV53；在 1374 例宫颈病变中 HPV 的阳性率为 82.75%（237/1374），在宫颈病

变病例中常见型别分布为：HPV16、HPV58、HPV52、HPV18、HPV31。 
结论 上海市奉贤区妇女宫颈 HPV 感染率高于国内平均水平，最常见的亚型为 HPV18, HPV52, 
HPV16，HPVCP8304，HPV58 型。其中 HPV16, HPV18, HPV52 是奉贤区 HSIL(高级别鳞状

上皮内瘤变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HSIL/ CINⅡ、CINⅢ)的主要致病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8155 
 

PAX1 and SOX1 methylation as an initial screening 
method for cervical cancer: A meta-analysis of 

individual studies in Asians 
 

Cui Zhaolei,Chen Yan,Xin Xiaoqin,Zheng Yuhong,Guo Junying,Chen Yansong,Lin Yingyi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Tumor Biotherapy，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Teaching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50014 
 

Aim   Epigenetic alterations as gene or DNA methylation have been highlighted as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early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Herein, we evaluated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PAX1 (paired boxed gene 1) and SOX1 (sex determining region Y-box 1) 
methylation for cervical cancer detection.  
Methods   Eligible studies were retrieved by searching the electronic databases. Study 
quality was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QUADAS) checklist. The bivariate meta-analysis model was employed to plot the summary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SROC) curve using Stata 12.0 software. Results  The 
pooled sensitivity of PAX1 methylation was estimated to be 0.80 (95%CI: 0.71-0.86) in 
differentiating patients with HSIL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or CIN3+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type III/worse) from normal individuals, corresponding to 
a specificity of 0.88 (95%CI: 0.86-0.90) and AUC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0.91. The SOX1 
methylation test yielded an AUC of 0.82, under which, the pooled sensitivity was 0.76 
(95%CI: 0.64-0.85) and specificity was 0.75 (95%CI: 0.58-0.86). Notably, the stra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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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suggested that combing parallel testing of PAX1 methylation and HPV DNA (AU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0.89, 0.75, and 0.81, respectively) achieved higher accuracy 
than single HPV DNA testing (AU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0.78, 0.83, and 
0.6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PAX1 or SOX1 methylation has a prospect to be an auxiliary biomarker for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nd parallel testing of PAX1 methylation and HPV DNA in cervical 
swabs confers an improved diagnostic accuracy than single HPV DNA testing.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8195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和高浓度 FIB 对氯吡格雷在冠心病中药

物疗效的相关性研究 
 

李勤琴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研究在冠心病患者中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和高浓度 FIB 与氯吡格雷抗凝效应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正在服用氯吡格雷的 611 名冠心病患者并对其

CYP2C19 基因特征和 FIB 浓度进行分析。并将患者分为 CYP2C19 纯合子强代谢型组

（n=261）、杂合子强代谢型组（n=272）及弱代谢型组（n=78）；其中 611 名冠心病患者有

408 名患者检测了凝血项，高浓度 FIB 组（n=116）、正常浓度 FIB 组（n=224）及低浓度

FIB 组（n=68）；CYP2C19 弱代谢型且高浓度 FIB 组（n=24）、CYP2C19 纯合子强代谢型

且高浓度 FIB 组（n=48），CYP2C19 杂合子强代谢型且高浓度 FIB 组（n=44），并比较这

三组的 TT。   
结果  CYP2C19 的基因型别有*1/*1，*1/*2，*1/*3，*2/*2，*2/*3，*3/*3。经过基因芯片检测

发现各型别分布情况如下：261（42.7%）、235（38.4%）、37（6%）、60（9.8%）、17
（2.9%）、1（0.2%）名。CYP2C19*1、*2 和*3 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分别为 65% 
(794/1222)、30.5%（373/1222）和 4.5%（55/1222）；其中纯合子强代谢型组占 42.7%
（n=261）、杂合子强代谢型组占 44.4%（n=272）及弱代谢型组占 12.9%（n=78）；高浓度

FIB 组的 TT 水平与正常浓度的 TT 水平并无统计学差异（P=0.4008）；无论是纯合子还是杂

合子 CYP2C19 强代谢型都比 CYP2C19 弱代谢型对氯吡格雷抗凝效应敏感（P<0.001）。 
结论  1、高浓度 FIB 对氯吡格雷抗凝效应并无明显影响；2、CYP2C19 基因多态性对氯吡格

雷的抗凝效应有明显影响，有助于临床指导用药，降低冠脉血栓发生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8839 
 

血清高尔基体糖蛋白-73 与常见肿瘤标记物在肺癌中的应用 
 

张健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探讨血清高尔基体糖蛋白-73（Gp73）与肿瘤标记物 和 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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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 择 104 例癌 患 者 50 例肺良性病变患者和 40 例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定组，

检测 Gp73 高尔基体糖蛋白与研究对象的血清肿瘤标记物水平。  
结果   Gp73 、CYFRA21-1、NSE、CEA、CA125 水平进行分析,  肺癌患者血清 Gp73、
CYFRA21-1、NSE、CEA 及 CA125 水平明显高于肺良性疾病组及和健康对照组。

(P<0.05 ) ，而良性组和常规组比较无差异(P>0.05 ) Gp73 高尔基体糖蛋白在肺癌患者明显升

高,比目前常规进行进行肿瘤标记物要好,Gp73 在肺癌中与其他肿瘤标准物相比敏感性高，在

腺癌中最高，对其进行监测有利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并且 5 种同时检测临床中应用血清肿瘤标

记物联合动态检测在肺癌诊断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能够提高诊断率。 
结论  Gp73 作为一项新的检测项目在肺癌中有意义。与其他肿瘤标准物相比在腺癌敏感性

高。临床中应用多种血清肿瘤标记物联合动态检测在肺癌诊断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018 
 

血清样淀粉样蛋白 A.D-二聚体与 CA125 对卵巢癌患者转移的

预测 
 

王胜 
浙江省肿瘤医院检验科 310022 

 
目的 探讨卵巢癌患者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D-二聚体与肿瘤标记物 CA125 变化对卵巢

癌患者肿瘤转移的预测、评估。 
方法 研究对象为 154 例卵巢癌患者和 59 例卵巢良性肿瘤患者,并将 65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做为

对照组。采用散射速率比浊法测定 SAA、D-二聚体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肿

瘤标记物 CA125。将卵巢癌和卵巢良性肿瘤患者外周血中的三项指标的表达水平进行对照,并
结合患者临床病理参数各指标的变化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与对照组比卵巢癌、卵巢良性肿瘤

的 SAA 、D-二聚体和 CA125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卵巢癌组 SAA 、D-
二聚体和 CA125 水平显著高于卵巢良性肿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卵巢癌患者 SAA 、
D-二聚体和 CA125 水平与肿瘤 FIGO 分期之间的关系随 FIGO 分期增加患者 SAA 、D-二聚体

和 CA125 水平明显升高(P<0.05)，且分期越晚阳性率越高。73 例有淋巴结转移患者 SAA 、
D-二聚体和 CA125 水平显著高于 81 例未转移患者(P<0.05)。 
结论 联合检测血液 SAA 、D-二聚体和 CA125 水平对筛选卵巢癌患者区域淋巴结转移及远处

转移可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188 
 

加味补阳还五汤对高糖条件下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的影响 
 

周子鑫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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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加味补阳还五汤含药血清对高糖条件下肾小球系膜细胞(GMC)增殖的影响，探讨其

在糖尿病肾病(DN)防治中的意义。 
方法 实验分组:分为正常组(常规培养，+20%正常大鼠血清), 模型组(30mmol/L 葡萄糖培养液

+10%胎牛血清)，低剂量组（5%加味补阳还五汤含药血清+30mmol/L 葡萄糖培养液+10%胎

牛血清），中剂量组（10%加味补阳还五汤含药血清+30mmol/L 葡萄糖培养液+10%胎牛血

清），高剂量组（20%加味补阳还五汤含药血清+30mmol/L 葡萄糖培养液+10%胎牛血清），

洛汀新组（10%洛汀新含药血清+30mmol/L 葡萄糖培养液+10%胎牛血清）。采用四甲基偶氮

唑蓝(MTT)比色法动态观察低中高剂量组等各种处理因素的作用下 GMC 增殖情况。用 0.25%
胰蛋白酶消化培养的 GMC，再用含 20％胎牛血清的 RPMI-1640 培养液稀释为单个细胞悬

液，经实验处理后，酶标仪上检测各孔吸光度值(A)。统计学处理：实验数据用 SPSS 13.0 统

计软件进行分析，以 X±S 表示，多组数据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高糖因素能刺激体外培养的 GMC 增殖，而加味补阳还五汤能明显抑制 GMC 增殖，并且

伴随糖或药物浓度的增加，GMC 增殖也相应增加或减少。 
结论 高糖因素能促进 GMC 增殖，加味补阳还五汤能明显抑制高糖条件下 GMC 增殖，从而发

挥预防和延缓 DN 发展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219 
 

雷公藤内酯醇抑制小鼠肾小球系膜细胞表达 CXCL10 的实验

研究 
 

施栋梁
1 祝先进

2 林秋萍
1 黄丽华

3 宋艳芳
3 林青

3 
1.福建中医药大学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 
3.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雷公藤内酯醇（triptolide，TPL）对 γ 干扰素（interferon-γ, IFN-γ）诱导的小鼠肾

小球系膜细胞（SV40MES13）表达趋化因子 CXCL10 mRNA 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将对数生长期 SV40MES13 随机分为空白组、刺激组、干预组，用不同浓度的 IFN-γ（0 
U/ml～2000 U/ml）刺激细胞不同时间后（0h～48h），观察细胞表达 CXCL10 的变化；用

CCK8 法检测不同浓度（2ng/ml～20ng/ml）TPL 对 SV40MES13 生存率的影响，选用细胞生

存率大于 85%的 TPL 干预 SV40MES13，观察 TPL 对 SV40MES13 表达趋化因子 CXCL10 
mRNA 的影响；选用 JAK/STAT 信号通路特异性抑制剂 AG490 干预细胞，探讨 IFN-γ 是否通

过 JAK/STAT 信号通路诱导 CXCL10 表达增高；采用 Real-Time PCR 技术检测各组细胞

CXCL10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IFN-γ 能诱导 SV40MES13 表达 CXCL10 
mRNA 增多，呈时间、剂量依赖性；JAK/STAT 信号通路特异性抑制剂 AG490 具有抑制 IFN-
γ 诱导的 SV40MES13 表达 CXCL10 mRNA；TPL 具有抑制 IFN-γ 诱导的 SV40MES13 表达

CXCL10 mRNA 的作用。 
结论  IFN-γ 可能通过激活 JAK/STAT 信号通路，诱导 SV40MES13 表达趋化因子 CXCL10 增

多；TPL 可能通过阻断 JAK/STAT 信号通路抑制 SV40MES13 表达趋化因子 CXC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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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222 
 

趋化因子 CXCL9、CXCL10、CXCL11 与狼疮肾炎相关性研

究进展 
 

施栋梁
1 林青

2 
1.福建中医药大学 

2.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 
 

狼疮肾炎（LN）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最常见的并发症，约有 60%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可

伴有狼疮肾炎，约有 5%～20%的狼疮肾炎患者可发展为终末期肾脏病（ESRD），最终导致

死亡。趋化因子作为炎症与免疫反应的桥梁，参与了多种肾脏疾病的发生发展。本文主要介绍

IFN-γ 诱导型趋化因子 CXCL9、CXCL10、CXCL11 在狼疮肾炎发生发展以及辅助性诊断中的

作用，以寻求狼疮肾炎诊断治疗中的新途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300 
 

358 例婴幼儿腹泻病原学检测结果分析 
 

何凌志 杨良勇 龙峥嵘 
衡阳市中心医院 421001 

 
目的  了解引起婴幼儿腹泻的病原微生物种类及其病原分别特点，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采集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来本院门诊和住院治疗的婴幼儿腹泻大便进行粪常规、

寄生虫检测、轮状病毒的检测以及细菌培养。 
结果 358 例腹泻患儿的大便共培养出致病菌 212 例(59.21%),检出 A 群轮状病毒 87 例

(41.04%)、腺病毒 32 例（15.09%）、大肠埃希菌 23 例（10.85%）、志贺菌属 14 例

（6.6%）、寄生虫 3 例(1.41%)，非感染性腹泻占 40.79%。感染性腹泻主要发生在 6 个月—2
岁儿童,轮状病毒感染是首位原因,细菌次之;细菌性感染主要发生在秋季,病毒感染主要发生在冬

季。细菌性感染主要是致病性大肠埃希菌(10.85%)、志贺菌(6.6%)。 
结论 小儿腹泻病因多,临床上以感染性腹泻多见，有明显的季节和年龄区别。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460 
 

川东北地区网织红细胞及其相关参数的参考值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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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中海 李婕妤 郭斌 吴玉洁 李君安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637000 

 
目的  建立川东北地区网织红细胞细胞及其相关参数的参考值。 
方法  收集体检血标本用 Sysmex XE-5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下简称 XE-5000）对 474 例

健康体检者作平均红细胞容积（MCV）、网织红百分比（RET%）、网织红细胞绝对数（RET
绝对值#）、未完全成熟网织红细胞指数（IFR）、低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LFR）、中荧光强

度网织红细胞（MFR）和高荧光强度网织红细胞（HFR）、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RET-
HE）进行参考值范围测定，按男女性别年龄段分别统计网织红细胞等 8 项参数的平均值并将

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MCV：男性 81.37～98.35，女性 80.10～99.98；RET%：男性 0.40～1.96，女性

0.35～1.91；RET#：男性 1.86～9.90，女性 4.85～4.93；IFR：男性 0.96～11.08，女性

0.94～9.02；LFR：男性 88.83～100.97，女性 90.98～100.94；MFR：男性 0.58～10.16，
女性 0.71～8.39；HFR：男性 0.52～1.12，女性 0.41～0.81；RET-HE：男性 29.48～
38.22 ，女性 27.88～38.30。其中 MCV 51～60 岁年龄段，RET# 41 岁及以上年龄段，IFR、

LFR 、MFR、HFR 41～50 岁年龄段，IFR、MFR 51～60 岁年龄段男性组均明显高于女性

组。 
结论 不同年龄、性别、不同实验室结果有差异，因此各实验室应建立相应的网织红细胞及相

关系数参考值，从而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数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772 
 

Nogo 蛋白家族基因 SNPs 与广西壮族人群鼻咽癌发病风险的

相关性研究 
 

王俊利 韦贵将 韦叶生 杨凤莲 胡仁统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背景和目的   目前尚未有关于 Nogo 蛋白家族基因多态性与鼻咽癌发病风险的报道。本研究旨

在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纳入 282 例鼻咽癌患者和 199 例健康对照人群，采用 PCR-RFLP
法分析 Nogo 基因 3 个位点 rs2255393、rs2588510、rs1348528 多态性与鼻咽癌的相关性。 
结果 rs2255393 T/A 基因型与 A 等位基因性显著增加鼻咽癌易感性(T/A: 
OR=1.57,95%CI=1.05-2.32,P 值=0.026；A: OR=1.34, 95%CI=1.02-1.75,P 值=0.031)。
rs2588510C/T 基因型与 C 等位基因性显著增加鼻咽癌易感性(T/A: OR=1.68,95%CI=1.11-
2.53,P 值=0.013；A: OR=1.30, 95%CI=1.01-1.70,P 值=0.044)。rs1348528 多态性与鼻咽癌

易感性无显著相关性。单体型分析显示由 rs2255393、rs2588510、rs1348528 构建的单体型

与鼻咽癌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结论  Nogo rs2255393、rs2588510 位点与鼻咽癌存在相关性，可能是鼻咽癌易感性的一个遗

传位点标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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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811 
 

2 型糖尿病患者不稳定糖化血红蛋白与 7 时点血糖波动的相关

研究 
 

田小平 尹冬 庄惠芹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通过对 2 型糖尿病患者（T2DM）不稳定糖化血红蛋白（LA1C）与 7 个时间点平均血糖

波动幅度（MAGE）的相关研究，分析 LA1C 作为血糖波动评价指标的价值。 
方法  分析 373 例住院 T2DM 患者的 LA1C 与 7 个时间点 MAGE、平均血糖标准差（MGSD）

的相关性；比较 LA1C 不同水平患者组间 MAGE、比较不同空腹血糖（FBG）和不同糖化血

红蛋白（HbA1C）患者组间 LA1C 和 MAGE 的变化；初步建立 LA1C 的正常参考范围。 
结果  T2DM 患者 LA1C 与 MAGE、MGSD 间呈正相关（r=0.308,p＜0.05 ;r=0.322,p＜
0.05），LA1C 可以与 MAGE 间形成回归方程（F=1237.533，p＜0.05，t=35.179，p＜
0.05）；MAGE 进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偏回归系数为 b=0.010（t=2.611,p＜0.05）。LA1C
正常参考范围的 P97.5为 1.68%，LA1C≥1.68%组的 MAGE 高于 LA1C＜1.68%组（Z=3.386，
p＜0.05），FBG＜6.5mmol/l 组的 LA1C 和 MAGE 低于 FBG (6.5-11.0)mmol/l 组和 FBG＞

11.0mmol/l 组（Z=11.16～11.88，p＜0.05; Z=2.52～4.98，p＜0.05），HbA1C＜6.5%组

LA1C 和 MAGE 低于 HbA1C6.5%～9.0%组、HbA1C9.0%～11.0%组和 HbA1C＞11.0%组

(Z=2.87～4.55，p＜0.05; Z=3.11～5.40，p＜0.05)． 
结论 T2DM 患者 LA1C 水平与患者 7 个时间点平均血糖波动幅度密切相关，可以作为评价血

糖波动的简易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825 
 

腹水端粒酶和 CEA 联检对良恶性腹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李建华 杨超 康炜 李卓 王永锋 
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探讨腹水端粒酶活性（telomerase activity，TA）和癌胚抗原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检测对鉴别良、恶性腹腔积液的价值。 
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PCR-ELISA）方法和应用

ARCHITECT i2000SR 全自动免疫分析检测仪分别测定 65 例恶性腹腔积液和 52 例良性腹腔

积液中 TA 和 CEA 表达水平。 
结果  腹腔积液中 TA 和 CEA 的阳性率在恶性腹腔积液组分别为 77.0%（50/65）和 61.5%
（40/65），在良性腹腔积液组分别为 7.7%（4/52）和 23.1%（12/5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62.921、17.925，P<0.05）。TA 测定诊断恶性腹腔积液的敏感性为 77.0%
（50/65），特异性为 95.1%（47/50）；CEA 诊断的敏感性 60.0%（39/65），特异性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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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13、5.216，P<0.05）。 两者联合检测的敏

感性 92.3%（60/65），特异性为 80.0%（40/50），联合检测的敏感性高于端粒酶和 CEA 单

项检测（χ2=4.582、19.231，P<0.05）。 
结论  检测腹腔积液 TA、CEA 表达水平有助于积液性质的良恶性鉴别；联合检测能提高恶性

腹腔积液诊断的准确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29832 
 

Value of Serum human epididymis secretory protein 4 
as a marker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malignant and 
benig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of patients in southern 

China 
 

Wan Jianxin,Li Laisheng,Liu Mi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080 

 
Background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linical value of HE4 in distinguishing malignant 
and benig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of patients in southern China. 
Methods   Preoperative serum CA125 and HE4 levels were tested in samples of women 
with malignant or benig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using fully automated methods (Abbott 
ARCHITECT) and validated cutoff values. 
Results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ovarian cancer from benig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in 
premenopausal women,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89.8% and 67.5% for CA125, 
68.5% and 97.8% for HE4, and 88.9% and 78.6% for ROMA, wherea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86.6% and 88.9% for CA125, 57.3% and 100% 
for HE4, and 85.4% and 94.4% for ROMA.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endometrial cancer from 
benig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in premenopausal women,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20.3% and 67.5% for CA125, 56.8% and 97.8% for HE4, and 74.3% and 78.6% for ROMA, 
wherea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17.8% and 88.9% for 
CA125, 31.5% and 100% for HE4, and 32.9% and 94.4% for ROMA.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HE4 with better specificity than CA125 in 
discriminating ovarian cancer, and endometrial cancer from benig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in 
southern China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0067 
 

多重耐药菌临床科室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杨旭 王清 何薇 周谭华 桂海成 黄云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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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多重耐药菌株的临床科室分布及耐药性分析，以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控制和治疗措

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 2015 年 1 月-12 月检出的 1193 株多重耐药菌数据。 
结果 1193 株多重耐药菌中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457 株，38.4%）居首位，其次为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345 株，28.9%），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205 株，17.3%），耐

碳青酶烯类的肠杆菌科细菌（184 株，15.4%），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2 株）。分离到的多

重耐药菌株主要集中在神经外科（374 株，31.3%），烧伤科（355 株，29.8%），ICU 科

（296 株，24.8%），泌尿外科（130 株，10.9%）。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

和利奈唑胺的耐药率为 0%；耐碳青酶烯类的肠杆菌科细菌对阿米卡星、复方新诺明、美洛培

南和四环素耐药率较低（39.6%-60.7%）；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对左旋氧氟沙星、四环素、

复方新诺明和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较低（48.9%-76.5%）；多重耐药/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对阿米卡星、头孢他啶、庆大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率较低（45.3%-66.7%）。 
结论 多重耐药菌引起的感染越来越常见，部分已无抗菌药物可选，临床应根据药敏试验结

果，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减少多重耐药菌的产生,并加强院内感染监测和采取有效的感染控制

措施，控制感染播散。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0134 
 

BLys 与 APRIL 的检测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应用及意义  
 

侯佳宜 
山西省中医院检验科 030012 

 
B 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 lymphocyte stimulator，BLys)是 B 淋巴细胞生长、发育和分化中重要

的免疫调控因子，还可以影响 T 细胞的功能，可以显著促进抗 CD3 抗体或抗 TCR 抗体诱导的

T 细胞增殖；增殖诱导配体（a proliferation-inducing ligand，APRIL）竞争性结合 B 淋巴细胞

刺激因子的受体，与 BLys 在类似于典型前蛋白转化酶家族成员的蛋白酶作用下形成有活性的

可溶性三聚体，对 T 、B 细胞的调节与 BLys 有重叠作用。 
BLys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关系密切：BLys 转基因小鼠发生狼疮样表型，而在人体研究发

现，SLE 患者的 BLys 血清水平增高，且其增高的程度与抗 dsDNA 和 ANA 效价有着一定的关

联性；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血清和滑液 BLys 水平的测定均较对照组高，且关节滑液中的

BLys 水平明显高于血清水平；SS 病人血清中 BLys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且与抗 SSA 抗

体、抗 SSB 抗体和 RF 等自身抗体滴度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且 SS 患者炎性唾液腺中 BLys 的

表达更是异常增高；自身免疫病患者淋巴细胞表达的 BLys mRNA 水平是升高的，其升高伴随

着自身抗体的产生和免疫球蛋白的升高，且比血中 BLys 蛋白水平更能准确反映狼疮活动，提

示：血清 BLys 的检测结合 BLys mRNA 基因表达的定量检测可能有助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早

期诊断。 
多种风湿病患者同源与异源 BLys 三聚体分子表达失调，表明活化的 BLys/APRIL 异源三聚体

在风湿病和其他自身免疫病起了一定作用：SLE 患者循环 APRIL 水平与临床活动存在内在联

系；RA 和 SLE 患者 APRIL mRNA 含量显著升高；另一方面，治疗后未缓解组的患者与疾病

初发组和治疗后缓解组相比，APRIL mRNA 显著升高，说明 APRIL mRNA 含量高低与疾病的

预后有相关性。提示检测 APRIL mRNA 含量可能是继 BLys mRNA 的又一有用的自身免疫病

辅助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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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0409 
 

PCT、crp、wbc 在儿童细菌性疾病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李金义 马双 刘朝基 孙惠媛 丁向阳 
银川市中医医院 750001 

 
目的  分析 PCT、CRP、WBC 在儿童细菌性疾病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将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85 例细菌性感染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选择

180 例同期接诊的非细菌性疾病患儿纳入对照组。采用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仪 UPT-3A 测定末梢

血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浓度，迈瑞 BC-5390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检测

WBC,观察两组患儿 PCT、CRP、WBC 差异，总结 PCT、CRP、WBC 对儿童细菌性疾病的

鉴别诊断价值。 
结果 细菌感染性疾病组患儿血清 PCT、CRP 水平均较非细菌性疾病对照组显著升高，并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 WBC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血清 PCT 水平可作为鉴别诊断小儿细菌性疾病的一个高特异性指标，联合检测末梢血

PCT、CRP、WBC 则具有更高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30454 
 

急性脑梗死患者溶栓治疗后纤溶相关指标的变化及其意义 
 

吴为强 罗楚洁 顾向明 刘城 丘利玲 彭明 
中山市中医院 528400 

 
目的  探讨纤溶酶原（PLG）、纤维蛋白原（Fib）、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及 D-二聚

体(D-dimer)等纤溶相关指标在急性脑梗死溶栓治疗前后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15 例急性脑梗死进行溶栓治疗的病例，分别于溶栓前、溶栓后 0.5h、1h、1.5h、
2h 分别抽血进行纤溶相关指标的测定。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脑梗死患者溶栓治疗后 2h 内的 FDP、D-dimer 水平进行性升高

（P<0.05）；PLG 水平显著降低（P<0.01）；FIB 在脑梗死溶栓治疗后 2h 后开始降低

（P<0.05），2h 前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纤溶相关指标的变化对急性脑梗死患者溶栓治疗的监测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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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株 MRSA 耐药性分析与 SCCmec 基因分型及 pvl 基因研

究 
 

纵帅
1 徐银海

1 顾兵
1 徐萍萍

2 丁宸
2 寇艳波

3 王莹宇
1 

1.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徐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3.徐州医学院感染与免疫实验室 
 

目的  研究医院感染分离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耐药性，对葡萄球菌染色

体 mec（SCCmec）基因进行分型，并检测杀白细胞素（PVL）毒力基因，以明确医院感染

MRSA 耐药表型和流行病学特征，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1-2014 年金黄色葡萄球菌（SAU）179 株并鉴定出 MRSA，采用 K-B 法进行耐

药表型检测，多重 PCR 进行 SCCmec 基因分型，普通 PCR 检测 pvl 基因携带情况。 
结果 179 株 SAU 中共鉴定出 106 株 MRSA，检出率为 59.2%；MRSA 对万古霉素、奎奴普

丁/达福普汀、利奈唑胺和替考拉宁耐药率为 0，对利福平、复方新诺明和呋喃妥因的耐药率分

别为 43.4%、21.7%和 4.8%，对其他抗生素耐药率均在 50%以上；106 株 MRSA 被分为三个

型别，其中 SCCmecIII 型 77 株（72.6%），SCCmecII 型 11 株（10.4%），SCCmecIV 型 2
株（1.9%），未分型 16 株（15.1%）；4 株 MRSA 被检出 pvl 基因阳性，携带率为 3.8%。 
结论 MRSA 总体呈严重的多药耐药特性，未发现万古霉素耐药株；临床 MRSA 分离株以

SCCmecIII 型为主，II 型次之；应重点关注携带 pvl 基因的 SCCmecIII 型多药耐药 MRSA
株。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0782 
 

冠心病患者血清补体 C1q 含量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辛娜
1 吴跃刚

2 王瑶
1 邓克廷

1 王永锋
1 

1.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西安市华山中心医院内科 

 
目的  研究冠心病患者血清补体 C1q 含量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于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本院接受住院治疗的冠心病患者 92 例作为研究

对象，根据临床类型分为稳定性心绞痛组（SAP），急性冠脉综合征组（ACS），另选择同期

在本院接收健康体检的非冠心病人员 50 例作为非冠心病对照组。检测各组的血清补体 C1q 水

平。 
结果  ACS 组血清补体 C1q 含量显著高于非冠心病对照组（p<0.01）和 SAP 组（p<0.01）， 
SAP 组与非冠心病对照组 C1q 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清补体 C1q 含量显著升高，其水平变化与病情进展相关，检测血

清补体 C1q 有助于患者的病情判断及指导临床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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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HBs 在 HBsAg/抗 HBs 共存慢性 HBV 感染者的临床价值 
 

安哲 李思鹏 张妮 李妙羡 王香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研究抗 HBs 对 HBsAg/抗 HBs 共存慢性 HBV 感染者的临床价值。 
方法  76 例样本经化学发光发定量检测 HBsAg、抗 HBs、HBeAg，经 RTPCR 法检测

HBVDNA，按 HBsAg 和抗 HBs 水平分组，分析其分布特征；采用 c2 检验比较抗 HBs 不同水

平组 HBeAg 阳性率和 HBVDNA 阳性率的差异。 
结果  76 例 HBsAg/抗 HBs 共存慢性 HBV 感染者中，抗 HBs 低水平(＜100mIU/ML)78.95%，

中水平(100～1000mIU/ML)21.05%，高水平(＞1000mIU/ML)未见；抗 HBs 中水平组的

HBeAg 阳性率（93.75%）明显高于抗 HBs 低水平组 HBeAg 阳性率（58.33%），抗 HBs 中

水平组的 HBVDNA 阳性率（100%）明显高于抗 HBs 低水平组 HBVDNA 阳性率

（67.86%）。 
结论  在 HBsAg/抗 HBs 共存的慢性 HBV 感染者中，抗 HBs 具有重要的辅助诊断价值，表现

为：(1)大多数呈低水平且不可能出现高水平抗 HBs，（2）抗 HBs 水平与 HBeAghe 
HBVDNA 所反映的 HBV 复制水平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1099 
 

抗 HBs 在 HBV 既往感染中的临床价值 
 

安哲 李思鹏 张妮 李妙羡 王香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研究抗 HBs 在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既往感染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测定法（Chemiluminecence Micro-particle Immunoassay，CMIA)
定量检测 HBV 既往感染者抗-HBs、抗-HBe、抗-HBc，抗 HBs 检测结果分为抗 HBs 阴性（﹤

10mIU/mL）、低水平（10-100mIU/mL）、正常水平（100-1000mIU/mL）、高水平

(≥1000mIU/mL),所有样本以抗-HBe 结果分为抗 HBe 阳性组和抗 HBe 阴性组  
结果 抗 HBs 阳性组的抗 HBc 中位值（Median）低于抗 HBs 阴性组抗 HBc 中位值（8.03 
vs.8.91），存在显著性差异（Z=﹣3.305，P=0.001）；抗 HBs 阳性组的抗 HBe 中位值

（Median）低于抗 HBs 阴性组抗 HBe 中位值（0.32 vs.0.58），存在显著性差异（Z=﹣
2.46，P=0.014）；在抗 HBs 阴性组、低水平组、正常水平组、高水平样本中抗 HBe 阳性率

分别为 55.26%、65.22%、79.04%、93.62%；抗 HBs 阴性、低水平、正常水平、高水平样

本在抗 HBe 阳性组中的构成比依次为 17.14%、24.49%、40.74%、17.96%，在抗 HBe 阴性

组的构成比依次为 36.17%、34.04%、26.60%、3.19%。 
结论 抗 HBs 检测在 HBV 既往感染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相比抗 HBs 阴性的 HBV 既往感染

者，在抗 HBs 阳性的 HBV 既往感染者中，其抗 HBc 水平和抗 HBe 总体上较低，当抗 HBs 呈

高应答时绝大多数抗 HBe 呈阳性，当抗 HBe 阴性时绝大多数不会呈抗 HBs 高应答状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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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27 
 

检验危急值在精神病患者中的分布规律及临床价值 
 

徐继华 
四川省泸州市心理卫生中心 646000 

 
目的 了解精神病住院患者检验危急值分布规律，为临床医生及时诊治病人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我院检验科 2010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报告的精神病患者检验危急值项目进行回顾性

分析，研究其分布规律。 
结果 检验危急值共报告 709 例，危急值报告率 0.97％。其中以低血钾、肌酸激酶升高和白细

胞减少三项较多见，分别占检验危急值报告总例数的 41.5％ 、24.2％ 和 11.7％。女性患者低

血钾危急值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男性患者血清肌酸激酶升

高危急值发生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男女患者出现白细胞减少危

急值的性别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精神病患者的检验危急值报告以低血钾、肌酸激酶升高和白细胞减少三项较多见；女性

患者出现低血钾危急值机率显著高于男性，男性患者出现肌酸激酶升高危急值机率显著高于女

性，男女患者白细胞减少危急值没有性别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31133 
 

咸阳不同区域学龄前儿童全血钙铁锌水平比较研究 
 

张建平
1 马艳侠

2 
1.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咸阳地区北部山区、城区及南部平原地区学龄前儿童全血中微量元素钙（Ca）、锌

（Zn）、铁（Fe）水平的比较研究。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咸阳市北部山区（永寿县甘井镇）、城区（秦都区、渭城

区）及南部平原地区（除北五县及城区外）随机纳入不同   性别的 365 例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

对象，其中咸阳市城区组 118 例、南部平原地区组 118 例，北部山区组 129 例。采用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检测全血 Ca、Zn、Fe 含量，血细胞五分类仪器检测全血中红细胞计数

（RBC）、血红蛋白含量（HGB）、红细胞压积（HCT）、红细胞平均体积（MCV）指标，

同时结合问卷调查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  咸阳市区组、南部平原区组和北部山区组儿童 Ca、Fe 含量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
0.05），Zn 含量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咸阳 市区组和南部平原区组儿童 Zn
含量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北部山区组儿童 Zn 含量显著低于其他区域（P＜
0.05）；三个区域儿童 MCV 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RBC 、HGB、HCT 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P＜0.05），其中咸阳市区组和南部平原区组儿童 RBC、HGB、HCT 含量差别无统

计学意义（P＞0.05），北部山区组儿童全血 RBC、HGB、HCT 含量均显著低于其他区域（P
＜0.05）；Fe 含量和 Zn 含量呈中度正相关（γ=0.488，P＜0.01），Fe、Zn 含量与 RBC、

HGB、HCT 呈中度和低度正相关（0.6＜γ＜0.3，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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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咸阳市区、南部平原区和北部山区学龄前儿童全血 Ca、Zn、Fe 水平及 RBC 、HGB、
HCT 含量均存在差异，微量元素 Fe 含量和 Zn 含量存在正相   关，亦与 RBC、HGB 及 HCT
等贫血指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1168 
 

  内质网应激凋亡信号通路途径与生殖相关疾病的进展 
 

刘康生 高玲娟 彭志行 陈文军 
江苏省南京妇幼保健医院临床实验诊断科 210004 

 
内质网（ER）细胞内的 Ca2+储存场所是细胞内最大的膜性细胞器，控制着细胞内大量蛋白的

加工、修饰及合成。其上有很多的分子伴侣蛋白（如凝集素，折叠酶等）来帮助分泌蛋白、膜

蛋白形成二硫键和糖基化修饰，维持蛋白的正确折叠和转位。当具备氧化特性和高钙离子浓度

特性的内质网内环境遭到破坏既导致不能正确折叠的蛋白质在内质网中聚集从而导致严重的内

质网应激（ERS）压力。位于内质网膜的跨膜受体分子通过感知内质网应激压力信号而起始非

正确折叠蛋白应答(UPR)以修复内质网的功能。近年来，随着对 ERS 研究的深入，有研究发

现 ERS 可能参与生殖生理及病理疾病中某些环节的调控，并与生殖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等

关系密切。本文主要介绍内质网应激在生殖疾病中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研究其生殖调控的机

制提供新的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1175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应用探讨 
 

朱月平 孙淑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检测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联合缺血修饰性白蛋白(IMA)及肌钙蛋白 I
（CnTI）对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早期诊断的意义。        
方法  选择确诊 ACS 患者 104 例，按发病时间分Ⅰ组(<3 h)36 例，Ⅱ组（3-6h）41 例，Ⅲ组

(>6 h)26 例，同期体检中心的健康体检者 40 例为对照组，均进行血清 LP-PLA2、IMA 和

CnTI 浓度检测，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Ⅰ组，Ⅱ组及Ⅲ组患者的血清 LP-PLA2 、IMA 和 CnTI 均明显升高

(P<0.05)，各组组内患者的各种检测项目阳性检出率无明显差异(P>0．05)，与单独检测两两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0．05)。 LP-PLA2 和 IMA 灵敏度和准确度较高，而 CnTI 的特异

性较高。 
结论  LP-PLA2 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联合检测 CnTI 和 IMA
能够有效地提高阳性检出率，降低漏诊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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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1252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细胞因子 IL-10、IL-17 的相互关系研究 
 

杜建钢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10145545 

 
目的  通过检测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血清中调节性 T 细胞（Treg）分泌的抗炎细胞因

子 IL-10、Th17 细胞分泌的促炎细胞因子 IL-17 水平，从而探讨 Treg 细胞与 Th17 细胞在

SLE 发病中的作用以及 SLE 患者炎症反应情况。  
方法  本实验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双抗体夹心法测定 54 例 SLE 患者及同期 20 例健

康体检成人血清 IL-10、IL-17 的水平，并对 SLE 患者 IL-10、IL-17 的含量进行相关性比较；

同时分析免疫指标（ANA、RNP、Sm、SSA、dsDNA）与 IL-10、IL-17 水平相关情况。 
结果  SLE 患者 IL-10 及 IL-17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 )；SLE 患

者 IL-10 与 IL-17 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r=0.96)； ANA 高滴度组 IL-10、IL-17 水平均高

于 ANA 低滴度组，抗 ds-DNA 抗体阳性组 IL-10、IL-17 水平也高于抗 ds-DNA 抗体阴性组，

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均<0.05）。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抗炎细胞因子 IL-10 和促炎细胞因子 IL-17 的高水平及高度正相关

关系，说明 SLE 患者抗炎和促炎反应同时存在，SLE 患者 Treg 细胞与 Th17 细胞存在失衡，

可能在 SLE 的发生和发展中同时起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1376 
 

应用 TP-IgM-WB 诊断新生儿先天梅毒的价值探讨 
 

欧春怡 苗岩 任惠斌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150010 

 
目的  随着产前梅毒筛查的普及，梅毒孕妇在采取相应的治疗干预后，新生儿先天梅毒正在更

多地以无症状或症状极轻微的形式存在，然而，目前的先天梅毒常规综合诊断以临床症状体征

以及婴儿 RPR 滴度与母血滴度比较来判定，容易造成漏诊。本项研究旨在探讨 TP-IgM-WB
技术在新生儿先天梅毒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1998-2014 年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住院孕产妇共 54861 人，经梅毒血清学 TPPA 常

规筛查，对阳性患者采用 TRUST 进行滴度定量。其中 TPPA 一项阳性孕产妇 491 例（占住院

孕产妇 0.89%），TPPA 及 TRUST 均阳性孕产妇 218 例（占住院孕产妇 0.40%）。218 例双

阳孕产妇共分娩新生儿 223 例（双胞胎 5 例）。将此 223 例新生儿纳入本次研究。以 218 例

梅毒双阳性孕产妇所产 223 例新生儿作为先天梅毒疑似患儿，采用 TP-IgM-WB 技术进行先天

梅毒诊断，并与常规综合诊断方法进行比较。 
结果  223 例先天梅毒疑似患儿用常规综合诊断方法检测确诊的早期先天梅毒为 13 例（占疑似

新生儿 5.83%），TP-IgM-WB 技术确诊为 17 例（占疑似新生儿 7.62%），较常规综合诊断

方法增加 1.79%。显示在诊断先天梅毒新生儿时, TP-IgM-WB 技术至少有不低于常规综合诊断

方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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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仅依据临床症状和母婴 TRUST 的滴度差异的常规综合诊断方法虽能

对可疑病例作出初步诊断，但还是造成一定数量的先天梅毒患儿漏诊。对于没有临床症状体

征，血清学滴度小于母亲 4 倍的先天梅毒患儿，TP-IgM-WB 技术是目前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

的确诊技术。采用常规综合诊断方法辅以 TP-IgM-WB 技术操作简单易行、观察结果客观、试

剂标准化，是未来对先天性梅毒早诊断、早治疗行之有效的主导方向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34213 
 

Roche Cobase601 检测系统测定 CA19-9 的 分析测量范围

及临床可报告范围的建立  
 

刘海红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对我科 Roche Cobas E601 电化学发光免疫系统检测 CA19-9 的分析测量范围进行验证

确认，并建立其临床可报告范围。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发布的 EP6-A 文件《定量检验程序的线性评

价：统计方法--批准指南》，分别收集 CA19-9 低浓度和高浓度的新鲜患者血清标本若干份，

要求外观澄清，无溶血、无黄疸、无脂血，将若干份低浓度样本和高浓度样本分别混合，离

心，得到本实验所需的低值样本(L)和高值样本(H)，其浓度分别接近或超过厂商声明的分析测

量范围下限和上限。H 和 L 按 4L、3L+1H、2L+2H、1L+3H 和 4H 混合配制，形成系列浓度

实验样本，将配制好的系列浓度实验样本上机检测，每个浓度重复测量 2 次，进行多项式回归

分析评价验证分析测量范围；选择分析测量范围内 CA19-9 高浓度样本，用专用稀释液分别对

每份样本作 5、10、50、100、200、400 倍稀释。将制备好的实验样本在化学发光分析仪上

检测，检测结果与稀释后的预期值进行比较，计算稀释回收率：稀释回收率=(实测值／预期

值)×100% 。参考仪器说明书和有关文件，稀释回收率 9O%～110%为可接受性的判断标准，

从而确定标本稀释的最大倍数，结合分析测量范围及最大稀释度，确定临床可报告范围。 
结果  本实验结果直接判断为线性，因此可以认为本实验室 CA19-9 的分析测量范围可确定为

2.3～984.55 U/mL，最大稀释倍数为 50 倍，结合线性范围与最大稀释度，Roche Cobas 
E601 检测系统测定 CA19-9 的临床可报告范围为 2.3～49227.5U/mL。 
结论  Roche Cobas E601 检测系统测定在厂商声明的分析测量范围内线性良好，临床可报告

范围可以满足临床需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4999 
 

4'-甲醚-黄芩素对耐药性人绒毛膜癌裸鼠移植瘤的耐药逆转作

用 
 

李卓
1 朱利群

2 徐昌芬
2 康炜

1 徐珊
2 

1.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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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 4’-甲醚-黄芩素（4’-methylether-scutellarein, 4’-M-S）对耐药性人绒毛膜癌的体内

耐药逆转作用并探讨其相关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耐药性人绒毛膜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瘤体直径至 1.0 cm 左右时，随机分为空白

对照组、依托泊苷（etoposide, VP16）化疗组、4’-M-S 组和 4’-M-S+VP16 联合治疗组，每组

10 只裸鼠。动态观测各治疗组肿瘤生长情况，并记录存活时间。治疗 3 周后，通过光镜、透

射电镜观察移植瘤组织形态学改变，流式细胞术检测移植瘤细胞凋亡率的变化，用 RT-PCR、

Western blot 检测并比较 4 组移植瘤组织中多药耐药基因 1（multidrug 
resistance1, MDR1） mRNA、肺耐药相关蛋白（lung resistance-related protein，LRP） 
mRNA 及其产物 P-糖蛋白（permeability-glycoprotein, 
P-gp）和 LRP 的表达情况。 
结果  治疗 3 周后发现，4’-M-S 对耐药性人绒毛膜癌有一定的体内抑制作用，与 VP16 联合用

药可使裸鼠移植瘤生长明显受抑，抑瘤率达 48.21%，同时可减轻化疗毒性反应、明显改善荷

瘤鼠生存质量、并显著延长其平均存活时间；H-E 染色显示移植瘤组织中瘤细胞所占比例减

少，细胞皱缩，细胞核固缩、深染；透射电镜观察发现细胞出现胞质空泡化，核染色质浓缩、

边聚等早期凋亡特征；与其他 3 组相比，4’-M-S+VP16 联合治疗组移植瘤细胞凋亡率显著升

高（均 P<0.05），移植瘤组织中 MDR1 mRNA、LRP mRNA 及其编码蛋白 P-gp 和 LRP 表达

水平均显著下降（均 P<0.05）。 
结论  4’-M-S 能有效逆转人绒毛膜癌对化疗药物 VP16 的耐药性，其机制可能与 4’-M-S 诱导细

胞凋亡和下调耐药基因 MDR1 mRNA、LRP mRNA 及相应产物 P-gp 和 LRP 的表达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121 
 

医务人员体检人群甲状腺功能筛查结果分析 
 

杨馥宁 黄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我院医务人员甲状腺功能筛查异常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3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体检中心医务人员体检者 1278 例，其中男性

349 例，女性 929 例，平均年龄（35.5±11.3）岁，均进行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和甲状腺

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检测。 
结果  1278 名体检者中，甲状腺功能筛查总异常率为 36.23%，女性异常率为 40.69%，高于

男性异常率 24.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9.295，P<0.01）；男性、女性甲状腺功能异

常检出率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60 岁以上人群异常检出率最高，各年龄段女性异常率均高于

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科室统计以外科系统体检者甲状腺功能异常检出率

最高为 39.38%，内科系统和后勤系统体检者甲状腺功能异常检为别为 35.40%、29.41%，三

个系统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按职业统计以护士甲状腺功能异常检出率最高

为 41.57%，医生和后勤工作人员甲状腺功能异常检为别为 32.28%、29.41%，三类人群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甲状腺功能异常人群以仅自身抗体阳性者的检出率最高，

为 20.34%，其次是仅 TSH 升高的检出率为 9.47%；甲状腺疾病总患病率为 12.99%，女性患

病率 15.72%明显高于男性 5.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380，P<0.05）。在各种甲状

腺或亚临床甲状腺疾病中，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最高，为 72.89%，其中女性患病率

73.29%，男性患病率 70.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96，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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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院医务人员具有较高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率和甲状腺疾病患病率，甲状腺疾病以亚临床

甲减为主。定期体检进行甲状腺功能筛查对于早期发现甲状腺疾病至关重要。医务人员应当加

强对健康的防护意识，尤其是女性护士群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138 
 

TGF-B1 启动子区-800（G/A）位点基因多态性与原因不明复

发性自然流产的相关性 
 

李霞 
宁医大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转化生长因子 β1（the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基因启动子区

SNP-800（G/A）位点核苷酸多态性与原因不明复发性自然流产(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URSA)的相关性。 
方法  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技术对 228 例原因不明复发性自然

流产患者和 213 例正常对照者 TGF-β1 基因启动子区 SNP-800（G/A）位点进行检测。 
结果 TGF-β1 基因 SNP-800（G/A）位点各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在病例组中分别为

GG：99.12%；GA：0.88%；G：99.56%；A：0.44%；在正常对照组中分别为 GG：

99.06%；GA：0.94%；G：99.53%；A：0.47%；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GF-β1 基因启动子区 SNP-800（G/A）位点的基因突变与原因不明复发性自然流产的发

生可能无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422 
 

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主动外排机制的探讨  
 

周勇军 李龙平 王新华 
益阳市中心医院 413000 

 
目的  研究主动外排泵抑制剂羰基氰氯苯腙(CCCP)对碳青霉烯类药物抗鲍曼不动杆菌活性的影

响，探讨主动外排作用在鲍曼不动杆菌耐药中所起的作用。 
方法  应用琼脂稀释法检测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株和敏感株在加入主动外排泵抑制剂羰基氰氯苯

腙(CCCP) 后对亚胺培南(IMP)的最低抑菌浓度(MIC) 变化情况。 
结果  应用 10mg/L CCCP 后 IMP 的耐药率由 64.39%降至 34.38%，能明显增强 IMP 对鲍曼

不动杆菌的敏感性，CCCP 在体外能增强 IMP 抗菌活性，主动外排机制既存在于 IMP 耐药

株，也存在于 IMP 敏感株， 对耐药株影响更大。 
结论  CCCP 在体外可部分逆转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性，主动外排作用是鲍曼不动

杆菌多重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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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35494 
 

互联网+在急诊血细胞形态学复检工作的应用探讨 
 

李建华 杨超 李卓 陈婕 康炜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探讨互联网微信平台群在急诊血涂片细胞形态的准确辨认和快速诊断中的应用前景。 
方法  建立相关检验人员微信群，简单培训检验人员显微镜下拍照技术，在值班遇到疑难细胞

形态时，上传清晰照片至微信群分享，在群里高年资及专业检验人员的指导下，快速准确判断

细胞形态特征，正确发出报告，避免误诊，漏诊及医疗纠纷产生。 
结果  此微信平台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急诊值班检验人员在血细胞形态复检诊断中的效率，利

于快速的发出准确报告。 
结论  此方法简单经济、可靠可行，值得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534 
 

γ-干扰素体外释放试验在艾滋病合并结核感染诊断中的应用 
 

钱宏波 郭蕊 赵汉东 白妙 刘红莉 
西安市第八医院 710061 

 
目的  分析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γ-干扰素体外释放试验（TB-IGRA）试验结果，探讨其对于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结核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方法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 387 例（其中男性 320 例，女性 67 例；年龄 15~81 岁），根据

CD4+细胞计数分为：HIV 感染 I 期组 58 例，HIV 感染 II 期组 54 例，艾滋病期组 108 例

（CD4+细胞计数 50~200cell/μl），艾滋病晚期组 167 例（CD4+细胞计数＜50cell/μl）。各

组中确诊合并感染结核杆菌例数分别为 14 例，15 例，26 例和 39 例。以 TB-IGRA 法检测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及 35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体外释放 γ-干扰素水平，判断该试验方法在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中合并结核杆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结果  HIV 感染四组的阳性率分别为 24.14%，25.93%，22.22%和 14.37%。TB-IGRA 的诊断

敏感性分别为 92.86%，86.67%，88.46%和 53.85%；诊断特异性分别为 97.73%，94.87%，

95.12%和 97.66%；诊断效率分别为 96.55%，92.59%，93.52%，87.42%。TB-IGRA 的诊断

敏感性在 HIV 感染 I 期组、HIV 感染 II 期组和艾滋病期组显著高于艾滋病晚期组（χ2=6.817，
P＜0.01；χ2=5.004，P＜0.05；χ2=8.547，P＜0.01） ；四组的 TB-IGRA 试验阳性率、诊断

特异性和诊断效率无差异。 
结论  TB-IGRA 对艾滋病感染者合并结核的诊断具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但对于 CD4+细胞

计数小于 50 cell/μl 的 HIV 感染合并结核的患者诊断敏感性相对较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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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539 
 

AFP、AFU、LAP 对原发性肝癌联合诊断价值研究 
 

苏建友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α-L-岩藻糖苷酶（α-L-fucosidase,AFU）、亮

氨酸氨基肽酶（leucine aminopeptidase,LAP）在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PHC）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探讨三种指标联合检测在 PHC 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利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法检测 50 例 PHC 患者、42 例健康人血清中 AFP 水平，利用

速率法检测 AFU、LAP 水平。 
结果  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AFP、AFU、LAP 浓度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001，有统计学意

义；三项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83.76%，较 AFP、AFU、LAP 单项检测及两两结合检测阳性

率均高；绘制 AFP、AFU、LAP 的 ROC 曲线，计算 AUC 分别为 0.8493、0.7598、0.8800，
有一定的准确度。结论：AFP、AFU、LAP 在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三项联合

检测可以提高原发性肝癌诊断的阳性率、灵敏度。  
关键词：甲胎蛋白；α-L-岩藻糖苷酶；亮氨酸氨基肽酶；原发性肝癌  
结论  目前大多数医院尚未将 LAP 列为肝功能常规项目，仅有少数医院将 AFU 列为肝功能常

规项目，虽然 AFP 临床上已作为原发性肝癌早期筛查和诊断的指标，但其阳性率仅为 70%，

单独检测极易造成漏诊。本次实验结果显示，AFP、AFU、LAP 三者联合检测阳性率可提高至

74%，因而三者联合检测有利于早期发现和诊断原发性肝癌。综上所述，AFP 是目前临床常

用的对原发性肝癌早期筛查和诊断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其与 AFU、LAP 联合检测能有效地

提高肝癌的诊断效率，减少漏诊率，同时 LAP 可以判断肝细胞损伤和胆汁淤积的程度，

AFP、AFU、LAP 还可判断肝癌治疗后疗效。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35668 
 

使用极差检验法验证 3 台生化分析仪血糖项目的可比性 
 

马钧 
苏州市立医院 215000 

 
目的  使用极差检验法对同一医院内血糖项目在 3 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4 个分析系统的可比

性进行验证。 
方法  《医疗机构内定量检验结果的可比性验证指南》又称极差检验法。 
结果  按该方案要求计算检测系统的不精密度、选择比对样本、重复次数、可接受标准及进行

比对。两个浓度水平室内质控的不精密度分别为，日立 7600P1：2.15%，1.84%；日立

7600P2：2.23%，2.04%；贝克曼 AU5800：2.94%，2.35%；强生 Vitros5600 干式生化分析

仪：4.03%，3.55%；确定两比对样本的浓度为 4.19 mmol/L 和 15.34 mmol/L；可接受标准低

值样本为 6.96%，高值样本为 3.84%；重复次数低值样本 3 次，高值样本 5 次。计算所得的

比对偏差分别为 6.04%和 3.22%。 
结论  比对偏差均小于临界差值，3 台生化仪的 4 个分析系统的血糖项目有较好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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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708 
 

EDTA 抗凝剂依赖的血小板减少标本仪器报警信息分析 
 

霍梅 吴文苑 甘志彪 毛维玉 
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学院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目的 了解 EDTA 抗凝剂依赖的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探讨实验室对血小板减少的复检规则。 
方法 用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体液分析流水线检测 2014 年 3 月~2015 年 1 月本院住院

患者和体检者共 166896 例，首次 PLT＜100×109 /L 且经人工涂片显微镜镜检确认血小板有聚

集的标本有 132 例，记录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体液分析流水线对这些标本是否有血小

板聚集（PLT Clumps）的报警信息。 
结果 166896 例标本中有 EDTA 抗凝剂依赖的血小板减少的标本 132 例，发生率为 0.08%，

在 132 例标本中有 17 例仪器报血小板聚集，占 12.9%，有 115 例仪器未报血小板聚集，占

87.1%。 
结论 为避免 EDTA 抗凝剂依赖的血小板假性减少病例的漏检，建议首次 PLT＜100×109 /L 的

每个标本都应涂片显微镜镜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729 
 

血清 α-突触核蛋白测定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尹石华 韩来新 
胜利医院检验科 257055 

 
目的  为了探讨 α-突触核蛋白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关系及治疗前后的变化规律，评价 α-突触核

蛋白在精神分裂症疾病中脑损伤程度及预后价值。 
方法  采用 ELISA 双抗体夹心法对 12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60 例健康查体人员血清 Α-突触核

蛋白浓度进行检测。 
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α-突触核蛋白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前均显著低于治疗后；首

发组 α-突触核蛋白浓度治疗前低于复发组；治疗前 α-突触核蛋白浓度与 PANSS 总分呈负相

关(ｒ=-0.269，P=0.043)，提示精神症状越严重，α-突触核蛋白浓度越低。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α-突触核蛋白浓度测定，对精神分裂症脑轻微损伤的诊断、严重程

度估计、疗效观察、预后判断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可作为判断早期精神分裂症轻微脑损伤的

新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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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神经生长相关蛋白测定的意义 
 

尹石华 韩来新 
胜利医院检验科 257055 

 
目的  检测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神经生长相关蛋白水平，并探讨其与精神病理症状的关系。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分析法检测 91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组)和 59 例健康正常人(对照组)的血

清 GAP-43 水平，结合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及各因子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患者组血清 GAP-43 水平(1.13±0.65μg/L)低于对照组(1.92±0.78μg/L)(P<0.01)，其中低

神经生长相关蛋白血症(LGAP-43<0.5μg/L)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2=13.2，P<0.05)。
GAP-43 水平与 PANSS 总分及阴性症状总分呈负相关(r=-0.47/-0.44，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GAP-43 水平的降低与精神病理症状(特别是阴性症状)有关，与精神

分裂症性别及年龄无关(P>0.05)。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904 
 

DcR3 联合 GPI、RF 检测对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王瑶 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研究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血清诱骗受体 3（DcR3）水平，评价其对 RA 的临床诊

断意义。  
方法  收集 68 例 RA 患者的血清标本和临床资料，以 55 例健康体检患者作为对照组。用

ELISA 法检测 DcR3 含量，分析其与临床资料的关系。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 ROC 曲线比

较 DcR3、GPI 和 RF 单独检测或 3 者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 
结果  RA 患者的 DcR3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DcR3 水平与 RA 分型和关节

侵蚀程度分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DcR3、GPI 和 RF 3 者联合检测的敏

感性（81.3%）和曲线下面积 AUCROC（0.934）均比单独检测高，其特异性（90.4%）也处

于较高水平，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结论  DcR3、GPI 和 RF 3 者联合检测对 RA 诊断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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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5960 
 

热休克蛋白 70 在天疱疮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黄芳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710004 

 
 
目的 本研究收集天疱疮病理标本，通过天疱疮病变皮肤 HSP70 蛋白表达水平的测定，探讨

HSP70 病变皮肤表达与天疱疮发病的关系，为进一步阐明天疱疮的发病机制提供新的理论依

据。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测定 62 例天疱疮患者 HSP70，以其它正常组织皮肤作为对照进行

HSP70 测定。  
结果 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测定 62 例天疱疮患者 HSP70，以其它 20 例正常组织皮肤作为对照进

行 HSP70 测定。结果表明，天疱疮患者水泡部位皮肤 HSP70 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皮肤 HSP70
的表达，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通过分析 HSP70 在天疱疮水泡部位中表达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在天疱疮皮损部位 HSP70
的表达增高，从而使相应细胞成为免疫应答对象，引发自身免疫疾病，参与了导致表皮细胞分

离的抗原抗体反应的致病过程。引发天疱疮。hsp70 在天疱疮外周血及水泡部位局部的表达研

究，据文献来看尚未有报道。因此，对 HSP70 在天疱疮疾病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天疱

疮的致病原因，从而有助于天疱疮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392 
 

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水平与冠心病及其斑块稳定性的关

系 
 

邱谷
1 刘培龙

1 
1.江苏省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江苏省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水平与冠心病（CAD）及其斑块稳定性关

系。 
方法  选择在本院就诊的冠心病患者 126 例为冠心病组，其中包括稳定性冠心病（Stable 
CAD）31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P）68 例和急性心肌梗死（AMI）27 例，以同期本院健康

体检者 119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 
检测所有入选研究对象血清 Lp-PLA2、缺血修饰白蛋白（IMA）、超敏 C 反应蛋白（hs-
CRP）、降钙素原（PCT）和血脂指标，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冠心病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 Lp-PLA2 含量分别为 265.2±23.4ng/ml 和 166.3±15.3ng/ml, 
冠心病组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冠心病患者血清 Lp-PLA2 含量与低密度脂蛋白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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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醇（LDLc）相关（r=0.522, P＜0.001），与载脂蛋白 B(apoB)相关（r=0.516, P＜
0.001），相关程度较高，与 IMA 相关（r=0.227, P=0.039），而与 hs-CRP 不相关（r=0.077, 
P=0.245），与 PCT 不相关（r=0.012, P=0.871）；Stable CAD 组、 UAP 组和 AMI 三组血

清 Lp-PLA2 水平分别为 192.3±18.3、266.9±22.4 和 284.1±34.2，血清 Lp-PLA2 含量随着冠

状动脉粥样斑块不稳定程度的增加明显升高（P＜0.01）。 
结论  冠心病患者血清 Lp-PLA2 水平显著升高。Lp-PLA2 主要与脂质代谢，特别是 LDL 代谢

相关。对于冠心病患者，Lp-PLA2 作为一种新的炎症形成标志物，与粥样斑块稳定性直接相

关，是一个良好的临床评估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393 
 

IL-10 基因启动子-592 A/C 多态性与胃癌发病风险的病例对照

研究 
 

詹福寿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10 基因启动子-592A/C 多态性与宁夏地区汉族胃癌发病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对 147 例胃癌患者和 150
例健康对照 IL-10 基因启动子-592A/C 多态性位点进行检测。 
结果  IL-10 基因 SNP-592A/C 的 AA，AC，CC 基因型在病例组中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45.58%，42.86%和 11.56%，在对照组中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47.33%，44.67%和 8.00%，两

组的基因型分布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L-10 基因 SNP-592 位点 A、C 等位基因

在病例组中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67.01%和 32.99%，在对照组中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69.67%和

30.33%。两组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L-10 基因启动子-592A/C 位点可能与宁夏地区汉族胃癌的发病风险无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467 
 

中医院感染革兰阳性球菌的临床分布与耐药性 
 

吕春兰 刘开琴 苏大林 杭国琴 许云 陈莹莹 黄晶晶 
襄阳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441000 

 
目的  了解 2014 年度医院分离革兰阳性球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现状,指导临床医师合理用药；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1 月—12 月份细菌培养分离的革兰阳性球菌及耐药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4 年医院分离革兰阳性球菌 751 株，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均分自血液和无菌体液），肠球菌属居前三位，检出率分别是 44.5%，30.8%，16.2%. 
MRSA 检出率为 36.5%， MRCNS 的检出率为 59.3%。MSSA ，MSCNS 对抗菌药物耐药率

较低.MRSA ，MRCNS 多表现为多药耐药，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耐药率较高，对

磷霉素，阿米卡星耐药率相对较低.SXT 对 MRSA 的耐药率低于 MSSA，未发现一例耐万古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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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利萘唑胺的葡萄球菌.屎肠球菌耐药率普遍高于粪肠球菌，肠球菌属对左旋氧氟沙星、万

古霉素、替考拉宁，利萘唑胺耐药率较低.发现一例耐万古霉素屎肠球菌.检出肺炎链球菌 48
株，按青霉素非脑膜炎株折点判读，其中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PRSP）为 2.1%. 
结论  加强革兰阳性球菌耐药监测，掌握其耐药特点对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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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558 
 

急性心肌梗死中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与肌钙蛋白、肌红蛋白

的诊断性对比 
 

王一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是一种心肌损伤的早期标志物，其具有分子量低（15KD），水溶性好，

在心肌损伤时出现早等特点。在正常的人体中其含量很低，但是当心肌出现损伤时心型脂肪酸

结合蛋白能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的升高。这一特点就为临床的诊断提供了更加快捷有利的辅助

手段，所以研究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对于指导临床诊断急性机芯梗死方面拥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629 
 

降钙素原、超敏 C 反应蛋白与 APACHE Ⅱ对脓毒症预后的

评估 
 

李沫 李有强 邓光远 林城通 王丽娜 
广东省中医院 510006 

 
目的 探讨脓毒症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与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

评分Ⅱ（APACHE Ⅱ）的相关性,并评价这三种指标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重症监护室（ICU）收治的脓毒症患者入院

24h 内的血清 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根据患者的预后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两组 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对 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 ROC 曲线评价血清

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对脓毒症患者出院结局的预测价值。   
结果 死亡组 PCT 和 APACHE Ⅱ评分均显著高于存活组（P＜0.01），而死亡组和存活组 hs-
CRP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5）；PCT 与 APACHE Ⅱ评分呈正相关（r＝0.366，P＜
0.01），而 hs-CRP 与 APACHE Ⅱ评分无相关性（r ＝0.108，P＝0.289）；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预测脓毒症患者预后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55、0.596 和 0.701，
PCT 的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及准确度均高于 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 
结论 PCT 与 APACHE Ⅱ评分具显著相关性，且 PCT 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评估优于 APACHE 
Ⅱ评分和 hs-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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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631 
 

红细胞分布宽度与脓毒症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李沫 屈平华 王丽娜 李有强 陈茶 
广东省中医院 510006 

 
目的  探讨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与脓毒症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 ICU 收治的脓毒症患者入院 24h 内的

RDW 和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Ⅱ（APACHE Ⅱ）。根据患者的预后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两组 RDW 和 APACHE Ⅱ评分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对 RDW 和 APACHE Ⅱ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 ROC 曲线评价 RDW 和 APACHE Ⅱ评分

对脓毒症患者出院结局的预测价值。  
结果  死亡组 RDW 和 APACHE Ⅱ评分均显著高于存活组（P＜0.01）；Spearman 相关分析

显示，RDW 与 APACHE Ⅱ评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r=0.513，P＜0.01）；RDW 和

APACHE Ⅱ评分预测脓毒症患者死亡率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26 和 0.696，两者联合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52。 
结论 入院 24h 内 RDW 水平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635 
 

脓毒症患者降钙素原、超敏 C 反应蛋白与 APACHE Ⅱ评分

的相关性研究及其对预后的评估价值 
 

李沫 李有强 邓光远 林城通 王丽娜 
广东省中医院 510006 

 
目的 探讨脓毒症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与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

评分Ⅱ（APACHE Ⅱ）的相关性,并评价这三种指标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重症监护室（ICU）收治的脓毒症患者入院

24h 内的血清 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根据患者的预后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两组 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对 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 ROC 曲线评价血清

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对脓毒症患者出院结局的预测价值。   
结果 死亡组 PCT 和 APACHE Ⅱ评分均显著高于存活组（P＜0.01），而死亡组和存活组 hs-
CRP 无显著差异（P＝0.125）；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PCT 与 APACHE Ⅱ评分呈显著

正相关（r＝0.366，P＜0.01），而 hs-CRP 与 APACHE Ⅱ评分无相关性（r ＝0.108，P＝
0.289）；PCT、hs-CRP 和 APACHE Ⅱ评分预测脓毒症患者死亡率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

为 0.855、0.596 和 0.701，PCT 的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及准确度

均高于 hs-CRP 和 APACHEⅡ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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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CT 与 APACHE Ⅱ评分具显著相关性，且 PCT 和 APACHE Ⅱ评分对脓毒症患者预后

的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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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671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signatures of 
long non-coding RNAs associated with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 
 

Huang Zikun,Luo Qing,Ye Jianqing,Jiang Hong,Deng Yating,Li Junming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Macrophage is a complex cell population with a high level of plasticity. Once 
activated, macrophages can present a myriad of different, sometimes even 
contradictory, functions such as inflammatory promotion, tumor growth inhibition, 
angiogenesis promotion, tissue remodeling and cell destruction.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re non-protein coding transcripts longer than 200 nucleotides and play roles in 
various biological pathways. However, the role of lncRNAs in regulating Macrophages 
(Mφ) polarization has yet to b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lncRNAs expression profiles were 
determined in monocyte-derived macrophages (MDMs) incubated in conditions causing 
activation toward M1 or M2 phenotypes. Compared with primary MDMs, 9343 lncRNAs and 
5903 mRNAs were deregulated in M1 group (fold change≥2.0, P<0.05), 4592 lncRNAs and 
3122 mRNAs were deregulated in M2 group. It was worth noting that 326 lncRNAs and 275 
mRNAs were deregulated between three groups. RT-qPCR 
results we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microarray data.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TCONS_00019715 is expressed at a higher level in M1 macrophages than in M2 
macrophages. TCONS_00019715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when M1 converted to M2 
whereas increased when M2 converted to M1. Knockdown of TCONS_00019715 in M1 
macrophages diminished M1 phenotype expression, and promoted M2 polarization. These 
data show a significantly altered lncRNA and mRNA expression profile in macrophage 
exposure to different activating conditions. Dysregulation of some of these lncRNAs ma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regulating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678 
 

Low-Density Granulocytes Are Elevated in 
Mycobacterial Infection and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Tuberculosis. 
 

Deng yating,Luo Qing,Jiang Hong,Ye Jianqing,Huang Zikun,Guo Yang,Li Junming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Evidences indicated 
that the immune response of the host critically influences the progression of M.tuberculosis 
infection,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 tuberculosis and host is cru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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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ntrolling tuberculosis. Numerous studies have established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uberculosis and the roles of 
neutrophils. Recently, a distinct population of CD15+ granulocytes was found to be present 
in the PBMC fraction in humans. This population of granulocytes, termed low-density 
granulocytes (LDGs), was reported to be elevated and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activity or 
severity 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conditions including SLE, asthma and HIV infection. 
However, both the frequency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LDGs associated with tuberculosis 
are unclear. Here we determined LDG levels and made comparisons between subjects with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healthy controls, betwee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with mild-to-moderate disease and patients with advanced 
disease, and among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following anti-tuberculous therapy of 
varying durations. The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and LDG levels 
was confirmed by in vitro infection of whole peripheral blood and isolated granulocytes with 
mycobacteria.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PBMCs i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contained significantly elevated percentages of LDGs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LDGs in tuberculosis expressed higher levels of activation markers compared to normal-
density granulocytes. M. tuberculosis induced the generation of LDGs in both whole blood 
and isolated NDGs from control subjects, which suggests that LDGs associated with 
M.tuberculosis infection are likely to originate from in situ activation. Furthermore,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frequency of LDG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tuberculosis. In 
summary,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evidence of activated LDG levels in the PBMC 
frac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established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LDGs and the severity of tuberculosis, and revealed the 
possible origin of LDGs following Mtb infec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36944 
 

Significance of serum phosphorus, and vitamin D in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China 
 

Song Qian,Chen wenhu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BACKGROUND   Vitamin D deficienc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various cancers, while the 
clinical studies about serum vitamin D levels and thyroid cancer are few and inconsistent. 
Besi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tamin D levels and thyroid cancer in China was not 
available.  
OBJECTIVE  So we want to find whether there has a difference in serum vitamin D levels 
and other test items of thyroid cancer compared with controls. We also want to assess their 
association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PTC) individuals.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vitamin D levels and other test items，including 25-
hydroxyvitamin D (25(OH)D), calcium, phosphorus, triiodothyronine (T3),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tetraiodothyronine (T4), free tetraiodothyronine (FT4), thyrotro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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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H) and C-reaction protein（CRP）, in 62 pre-operation thyroid cancer patients, 25 
benign controls, and 53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Increased serum phosphorus concentrations, decreased vitamin D levels, and 
increased TSH levels in thyroid cancer than control. Serum phosphorus levels were inversely 
related with calcification and collagen, and vitamin D level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moking status. The percentage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was greatest among PTC patients.  
CONCLUSIONS  Serum phosphorus and vitamin D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PTC, and vitamin D could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thyroid cancer. Further studies 
with larger sample size need to be conducted to confirm.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992 
 

广州地区发热呼吸道症候群成年患者临床特征及非典型病原

体与病毒病原学调查分析 
 

秦笙
1 王维亮

1 张伟铮
1 陈茶

1 郑贵星
2 

1.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2.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广州地区发热呼吸道症候群成年患者临床特征及非典型病原体与病毒分布。 
方法：收集 2014 年 9 月-2015 年 8 月 400 份发热呼吸道症候群成年患者血清标本，应用呼吸

道病原体九联检试剂盒检测九项病原体 IgM 抗体，并对患者临床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1）病原学分布：400 例患者中共检测病原体阳性 131 份，总阳性率为 32.75%。检出

以肺炎支原体为主，共 54 例（13.5%），其余分别为乙型流感病毒 33 例(8.3%)；嗜肺军团菌

血清 1 型 14 例(3.5%)；Q 热立克次体和甲型流感病毒各 7 例(1.8%)、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肺炎

衣原体各 6 例(1.5%)；副流感病毒 1-3 型 4 例（1.0%）；未发现腺病毒。混合感染 17 例

(5.8%)，其中双重感染 14 例，以肺炎支原体合并乙型流感病毒为多见；三重感染 1 例。（2）
临床特征：广州发热呼吸道症候群成年患者男女比例 1.3:1，平均年龄 68.58 岁，以发热、咳

嗽、咳痰、畏寒、气促、头痛及口干为主要临床症状，均见肺部实变体征；实验室血常规检查

见发热呼吸道症候群成年患者白细胞计数升高，其中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淋巴细胞百

分比明显降低。 
结论（1）广州地区发热呼吸道症候群成年患者的非典型病原体及病毒检测以肺炎支原体及乙

型流感病毒为主，其他病原体散发；（2）不同非典型病原体和病毒感染的患者多见发热，伴

有明显的全身和呼吸道症状，肺部感染多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6996 
 

人副流感病毒的快速分离培养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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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笙
1 伍时冠

2 孟少伟
1 郑贵星

2 陈德晖
2 李际强

1 陈茶
1 

1.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2.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一种从鼻拭子快速分离培养及鉴定副流感病毒的方法。 
方法  采集患 0-5 岁诊断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患儿鼻拭子，标本处理后 3000 转 rpm/分钟 min
离心 1 小时 h 接种至 96 孔板预制 LLC-MK2 细胞以及按照传统培养法进行接种，最后补充含

4μg/mL TPCK 胰酶的病毒维持培养基。每天观察细胞致病变，培养第 2、5、8 天分别作血吸

附、血凝试验，以上任一试验阳性时作免疫荧光鉴定。 
结果  从 83 份鼻拭子标本中分离鉴定 6 株副流感病毒，阳性率 7.2％。离心培养法与传统培养

法在标本培养 2 天后其分离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阳性标本感染的细胞镜下可见局部变

长、融合、破碎的细胞病变，血凝试验 4℃凝集而室温不凝集，血吸附试验 4℃阳性而室温阴

性，免疫荧光可见细胞内特异性苹果绿荧光。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快速分离培养方法可最快在 2 天内从鼻拭子标本中获得有毒力和生物活性

的副流感病毒并进行鉴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37238 
 

建立中医诊断与检验医师相结合的临床沟通新模式 
 

任建平 侯佳宜 
山西省中医院 030012 

 
医学分属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但其目的相同,彼此互补。检验医学能够提供详尽客观的实验

室数据，为中医药现代化、标准化提供科学依据。检验医学充分发挥其在中医临床诊断治疗中

的作用,不但有利于中医学走向世界,同时也有利于检验医学在中西医结合的创新和发展。为了

适应检验医学的快速发展，2003 年 10 月卫生部与中国医师协会在专科医师分类中设立了检验

医师类别以增加实验室与临床之间的沟通。 
中医学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医诊断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根据望、闻、

问、切所得，对疾病的种类，病因作出判断，以确定治疗方案。一些经过西医治疗没有明显疗

效的疾病，经过中医治疗后都会有显著改善。但看中医诊断千万别忽视了检验医学，因为检验

医学往往能够为患者提供重要的生化、免疫、血液等生理、病理客观诊断依据，在一些感染性

疾病诊断中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检验医师的应运而生，既是医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也

是形势所迫。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会更加利于病情的诊治。 
目前国内的检验医学与中医学的结合尚不能成为体系，特别是检验结果对于中医用药方面尚没

有指导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检验医学与中医学的结合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虽然目前

检验医师沟通制度仍处于摸索阶段,还存在不足之处。然而充分重视检验医师的发展,探索完善

合理的培养与沟通制度,必将对医学检验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283 
 

以非血液系统为首发症状的白血病 100 例血常规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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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娜 宋婵婵 李美美 耿东方 訾瑞峰 张瑶钦 张晓东 杨海青 

河南省安阳地区医院 455000 
 

目的  通过对以非血液系统为首发症状的白血病 100 例血常规结果的分析来进一步探讨白血病

的表现及发病因素  
方法  2014.01-2015.10 初诊的白血病患者 100 例，年龄 2 个月至 83 岁，成人例 66 例，其中

男 38 例，女 28；儿童 34 例，其中男 20 例，女 14 例。取 EDTA-K2 抗凝血 2ml，在血液分

析仪上进行检测，得到血细胞数、白细胞直方图、警示异常细胞信息及白细胞散点图，并全部

制作血涂片，经瑞氏染色后，由本室工作经验超过 10 年的专业人员对 100 个白细胞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的白细胞分类计数参考方法〔2〕进行镜检，并全面观察血涂片，以判

断是否存在异常细胞，包括原始细胞及幼稚细胞。全部经骨髓涂片常规检查，组织化学染色，

均按白血病诊断标准确诊。 
结果  100 例中，血常规异常率为 100%，警示有异常白细胞的为 96 例，仅提示血小板减少的

4 例，警示的各种异常细胞实际符合率中，原始幼稚符合率为 98%，散点图异常率高为

99%，其中慢粒和慢淋人工镜检符合率为 100%。 
结论  初诊白血病患者症状表现多样，血细胞成分和数量变化各异，应该仔细观察仪器散点图

和血涂片，以尽量减少白血病的漏诊和误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483 
 

细胞外基质对血管平滑肌细胞桩蛋白和纽蛋白表达的影响 
 

何谢玲
1 蔡维君

2 李梨平
1 关莹露

2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探讨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成分对体外培养的血管平滑肌细胞

(smooth muscle cells，SMCs)表达黏着斑分子桩蛋白（paxillin）和纽蛋白（vinculin）的影

响。 
方法  将第 4-6 代大鼠主动脉平滑肌细胞分别种植在涂有纤维连接蛋白（fibronectin，FN）或

层黏连蛋白（laminin，LN）的盖玻片上，或种植在基质胶内，进行培养。采用共聚焦免疫荧

光技术检测 paxillin 和 vinculin 的表达，并通过黏着斑分子 paxillin/F-actin 和 vinculin/F-actin
的双重荧光染色显示。 
结果  1. 生长在 FN，LN 和基质胶里的血管平滑肌细胞表达 paxillin 量的比例为 1：0.6：0.4。
2. 生长在基质胶中、LN 和 FN 的血管平滑肌细胞表达 vinculin 量的比例为 1：0.7：0.5。 3. 
这两种蛋白在基质胶中的平滑肌细胞的定位大多在黏着斑，而生长在 FN 上的平滑肌细胞，这

两种蛋白除在黏着斑分布外，在胞浆的表达水平也较高。 
结论  不同的细胞外基质成分对黏着斑分子的表达有不同的影响：FN 上调 paxillin 的表达，下

调 vinculin 的表达；而 LN 和基质胶上调 vinculin 的表达，下调 paxillin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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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489 
 

黏着斑在细胞粘附和迁移中的作用 
 

何谢玲
1 蔡维君

2 李梨平
1 

1.湖南省儿童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细胞的粘附和迁移不仅存在于机体正常生长发育的生理过程，而且是胚胎发育、血管生成、伤

口愈合、免疫反应、炎症反应、动脉粥样硬化、癌症转移等生物学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细胞

的粘附和迁移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包含有由肌动蛋白细胞骨架驱动的突出细胞的运动，

各种受体的参与，以及伴随有信号传导及细胞骨架的组构，黏着斑（focal adhesion, FA）是

广泛分布于细胞-基质界面的一类细胞器，包含有数量庞大的蛋白质，并与细胞内外多种蛋白

质关系密切，在细胞的迁移和粘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就 FA 的重要蛋白组分及

其在细胞粘附和迁移中的作用做一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675 
 

前列腺癌 Exosomes  对 正常 基质细胞 生物学 行为 的影响 
 

李卓
1,2 马越云

2 王娟
2 李腊秀

2 康炜
1 郝晓柯

2 
1.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Exosomes 对人正常前列腺基质永生化细胞 WPMY-1 生物学行

为的影响。 
方法  采用 ExoQuick 沉淀试剂分离血清 Exosomes，用透射电镜和 NanoSight 分析仪，以及

Western blot 和流式细胞术分别进行形态学和分子表型鉴定。将来自前列腺癌患者混合血清的

Exosomes 与人正常前列腺基质细胞 WPMY-1 共培养，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前列腺癌

Exosomes 在受体细胞中的转运；分别采用 CCK-8 法、Transwell 实验和划痕实验检测前列腺

癌血清 Exosomes 对 WPMY-1 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  采用 ExoQuick 从人血清中分离到的沉淀物，颗粒直径约为 30~100nm，最大分布峰值

为 58nm，能够表达特征性蛋白 HSP70 和 CD63，符合 Exosomes 的主要特征。经过 24h 共

培养，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到前列腺癌血清 Exosomes 能够穿过细胞膜转运到受体细胞中，

且转运量与 Exosomes 的初始浓度相关；前列腺癌血清 Exosomes 可以使正常前列腺基质细

胞 WPMY-1 的增殖能力显著提高，且与作用时间和 Exosomes 的作用浓度成正比；此外，前

列腺癌 Exosomes 能够促使正常基质细胞的侵袭能力和迁移能力显著增强。 
结论  采用 ExoQuick 沉淀试剂从血清中可以稳定分离出 Exosomes，前列腺癌血清

Exosomes 能促使正常基质细胞表现出显著的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提示其可能与肿瘤的发

生发展关系密切，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在肿瘤临床诊疗中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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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734 
 

组织配型对同种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影响 
 

刘持翔 
1.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输血科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输血科 
 

目的 探讨组织配型与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关系。 
方法 分别采用补体依赖的淋巴细胞毒交叉试验筛选受者，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受者群体反应

抗体，比较分析传统 HLA 配型与 CREGs 配型两种配型方法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情

况。 
结果 109 例肾移植患者中，补体依赖的交叉淋巴细胞毒试验均为阴性。PRA 阴性 103 例，其

中 7 例（5.38%）发生 AR；PRA 阳性 6 例，其中 3 例（33.33%）发生 AR。传统 HLA 配型

0~6MM 分别占 0.92%，2.75%，3.67%，22.02%，35.78%，28.44%和 6.42%，相对应 AR
发生率分别为 0、0、0、0、15.38%、9.68%和 0；CREGs 配型 6MM 时无移植病例，

CREGs 配型 0~5MM 分别占 2.75%，8.26%，20.18%，39.45%，26.61%，2.75%，相对应

AR 发生率分别为 0、0、4.55%、11.63%、10.34%和 0。 
结论 术前 PRA 阳性者，AR 发生几率高于 PRA 阴性者。与传统 HLA 配型相比，CREGs 配型

能够提高受者和供者 HLA 匹配的几率。0~4MM 时传统 HLA 配型与 CREGs 配型对 AR 发生率

无明显差别。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736 
 

中国成年女性抗苗勒管激素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程歆琦
1 张琼

2 刘敏
3 李士军

4 陶志华
5 禹松林

1 张凯
1 李鹏昌

1 韩建华
1 侯立安

1 邱玲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背景 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HH）在评估卵巢储备功能、IVF 个体化治疗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中国人群中晚育妇女、生殖疾病以及卵巢早衰患者数量激增，迫

切需要一个准确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成年女性的 AMH 参考区间。 
目的 探讨中国不同地区成年女性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HH）的差异及其

影响因素，建立中国成年女性 AMH 的参考区间。 
 方法 2013 年 5 月至 9 月，征集中国北京、杭州、广州、大连、乌鲁木齐 5 个具有地区代表性

的城市中收集 1169 例表观健康成年女性血清，使用 Beckman DxI8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检测 AMH 水平。比较不同地区人群 AMH 水平，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年龄、体重指

数、吸烟、饮酒、运动、胰岛素水平等因素对 AMH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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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不同地区之间 AMH 水平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F=1.385, P=0.237）。不同年龄组间

AMH 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46.35，P<0.001），随年龄的增长，AMH 水平逐渐下

降。除年龄外（B=-0.756，P<0.001），体重指数、吸烟、饮酒、运动、胰岛素水平对 AMH
水平无显著影响。中国成年女性 19～24 岁、25～29 岁、30～34 岁、35～39 岁、40～44 岁

和≥45 岁 AMH 的参考区间分别是 0.74～16.06、0.67～11.64、0.50～9.99、0.06～8.32、
0.03～4.09 和 0.00～0.90 ng/ml。 
 结论 本研究使用贝克曼最新开发的 AMH 化学发光法试剂建立了中国成年女性不同年龄人群

AMH 的参考区间，研究结果对于 AMH 这一指标在临床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738 
 

CLSI EP15-A3 在临床生化精密度验证中的应用 
 

徐建华 刘冬冬 徐宁 戴永辉 林莉 王建兵 万泽民 柯培锋 庄俊华 黄宪章 
广东省中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 EP15-A3 在临床生化精密度验证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按照 EP15-A3 精密度 5×5 设计方案，利用 IFCC 提供的 Rela A（水平 1）和 Rela B
（水平 2）标本，分别对肌酐（Cr）、尿素（Urea）、尿酸（UA）、总胆固醇（TC）、三酰

甘油（TG）、葡萄糖（GLU）6 个临床常用生化指标进行批内和实验室内不精密度验证。每

个样本每天 1 批，每批重复 5 次，共 5 天，每个样本获得 25 数据。Grubbs’法计算离群值，

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计算用户批内不精密度（SR）和实验室内不精密度（SWL），分

别与厂家声明的批内不精密度（σR ） 和厂家声明的实验室内不精密度（σWL）进行比较和判

断，如果 SR ≤σR、SWL ≤σWL，则用户验证了厂家不精密度声明。如果 SR ＞σR 或 SWL 
＞σWL，则各自继续与其上限验证值（UVL）比较，如果 SR ≤UVLR 、SWL ≤UVLWL，同样

用户验证了厂家不精密度声明。否则，需查找原因或与厂家联系。 
结果 6 个生化指标的测定结果均通过 Grubbs’法离群值检查，各项目无离群值。SR 和 SWL 分

别与 σR 、σWL 或 UVLR 、UVLWL 比较，结果显示，批内不精密度验证实验中，除 Cr（水

平 1）、TC （水平 2）、GLU（水平 2）的 SR ＞σR，SR ≤UVLR 外，其他指标各水平均 SR 
≤σR ；实验室内不精密度验证实验中，6 个指标两个水平均 SWL ≤σWL。 
结论  实验室现用的 6 个 Roche 生化指标批内与实验室内不精密度达到厂家声明要求，符合质

量目标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7755 
 

血清 Th1/Th2 型细胞因子的变化与乙肝慢性化的相关性研究 
 

王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临床检测中心 2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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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患者不同时期外周血 T 细胞相关细胞因子 IL-4、IL-6、
IFN-γ 的水平，探讨其外周血 T 细胞免疫功能与乙肝慢性化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 ELISA 检测 42 例 CHB、30 例 LC、30 例 HCC 患者及 30 例 NC 血清中 IL-4、IL-
6、IFN-γ 的水平，并结合 HBV DNA 载量、HBeAg 和 ALT 等检测结果作综合分析。 
结果 IL-4、IFN-γ、IL-6 表达水平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H 值分别为：58.63、26.62、
47.29,P 值均<0.01）。经两两比较显示：三种分子的表达水平在 CHB、LC 和 HCC 组均显著

高于 NC 组（P<0.05）；IL-4 表达水平在 CHB 组显著高于 LC、HCC 两组（P<0.05）；IL-6
表达水平在 HCC 组显著高于 CHB、LC 两组（P<0.05）；与 NC 组相比，IFN-γ/ IL-4 在

CHB、LC 和 HCC 组呈显著下降（H=9.63,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IL-4 水平与 HBV 
DNA 载量呈显著正相关（r=0.757,P<0.001）；IFN-γ 水平与 HBV DNA 载量、ALT 浓度呈不

同程度的负相关（r 值分别为-0.786、-0.713,P 值均<0.001）；三种细胞因子在乙肝慢性化患

者血清中的浓度与 HBeAg 未见明显的相关性（P>0.05）。 
结论 乙肝慢性化患者体内存在 Th2 型细胞占优势的状态，这对疾病的治疗和疗效的观察提供

了很好的依据。IL-6 的水平在 HCC 组显著升高，这为接下来研究肝癌的发病机制提供了一定

的线索。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39275 
 

血清腺苷脱氨酶检测在几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意义研

究 
 

赵冠华 郜赵伟 李自越 黄晶 董轲 张惠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检验科 710038 

 
目的  探讨血清腺苷脱氨酶（ADA）检测在几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确诊的系统性红斑狼疮（127 例）、类风湿关节炎（103 例）、强直性脊柱炎（43
例）和重症肌无力患者（34 例）的血清标本，以同时期体检的正常成人（149 例）为对照，

采用 ADA 偶联嘌呤核苷磷酸化酶（PNP）和黄嘌呤氧化酶（XOD）法检测血清中 ADA 活

性。 
结果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重症肌无力患者和正常

体检者血清中的 ADA 活性均值分别为（12.91±5.82）U/L、（10.91±3.70）U/L、
（10.16±3.51）U/L、（9.21±3.57）U/L、（8.73±2.79）U/L。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类风湿

关节炎患者、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均与正常体检者血清中 ADA 活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重症肌

无力患者和正常体检者血清中 ADA 活性差别无统计学意义。通过 ROC 曲线分析发现，ADA
活性检测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敏感性高于传统的 ESR 及 hs-CRP 检

测，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而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诊断敏感较低。 
结论  血清中 ADA 活性检测可应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9582 
 

糖尿病自身抗体检测在糖尿病早期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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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洪丽 王胜 宋佳星 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130021 
 

目的  为糖尿病分型、辅助预测胰岛 β 细胞功能和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2010 年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应用免疫印迹法共检测 4192 例

患者血清中抗胰岛素抗体（IAA）、抗胰岛细胞抗体（ICA）、抗酪氨酸磷酸酶抗体（IA-
2A）、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 
结果  4192 例患者 IAA 阳性率为 2.17%（91/4192）、 ICA 阳性率为 3.94%（165/4192）、

IA-2A 阳性率为 9.71%（407/4192）、GADA 阳性率为 9.09%（381/4192）。4192 例患者临

床诊断 1 型糖尿病为 264 例，四种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4.55%、4.92%、16.29%、9.85%；2 型

糖尿病为 102 例，四种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2.94%、1.96%、29.41%、3.92%；低血糖症为 35
例，四种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0%、5.71%、22.86％、5.71%；糖尿病症状为 255 例四种抗体阳

性率依次为 2.94%、1.96%、29.41%、3.92%；，四种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1.96%、3.14%、

16.86%、9.41%；高血糖为 9 例，四种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0%、0%、0%、22.22%；、糖尿

病为 2110 例，四种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1.90%、3.93%、9.29%、8.96%；、糖尿病并发症为

29 例，四种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0%、6.90%、0%、17.24%；、一般性医学检查为 220 例，四

种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0.91%、4.09%、2.73%、8.64%；、其他诊断 1169 例，四种抗体阳性

率依次为 2.40%、3.94%、6.93%、9.42%。 
结论  应用免疫印迹法检测患者血清中 IAA、ICA、IA-2A、GADA，能为糖尿病正确分型、早

期诊断、病因分析提供诊断依据和治疗方案。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9592 
 

华支睾吸虫 CsTMP 63o 基因的克隆、表达及感染者抗体亚类

分析 
 

苑林 
广东省中医院 510006 

 
目的  对华支睾吸虫(Clonorchis sinensis) CsTMP 63o 基因进行克隆、表达，并通过感染者抗

体亚类分析评价其免疫学诊断效果。 
方法  根据已知的 CsTMP 63c (GenBank 序列号：AF093242)基因序列对 CsTMP 63c 进行生

物信息学分析，拼接其多个跨膜区片段，人工合成新基因 CsTMP 63o，并对其克隆、表达、

纯化后制备抗原，用纯化的重组 CsTMP 63o 免疫小鼠，ELISA 法检测抗体效价；采用棋盘滴

定法，建立 CsTMP 63o 抗体检测系统，初步分析感染者针对 CsTMP 63o 的能特异性抗体亚

类。 
结果  从 Cs cDNA 文库中筛选出 CsTMP 63c 基因，全长 2013 bp，拼接其主要跨膜区替换稀

有密码子后人工合成新基因 CsTMP 63o，并由大肠杆菌表达、纯化，得到分子量为 38kD 的

重组蛋白 CsTMP 63o。重组蛋白免疫大鼠后，总 IG 抗体滴度于 4 周达较高峰，抗体效价较

低；检测感染者中的 IgG1、 IgG2、 IgG4 和 IgE 四种抗体亚类，发现感染者针对 CsTMP 63o
的抗体分布以 IgG4 类为主，但抗体类型和滴度与各项常规生化和血液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未发

现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  CsTMP 63o 在大肠杆菌中高效表达，具有较好的免疫原性，但血清诊断价值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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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39694 
 

3-O-C12-HSL 通过 PPARγ 介导 Mo-DCs 表达 IL-6 
 

李有强
1 张云燕

2 陈茶
1 罗燕芬

1 肖倩
1 李沫

1 李启伟
1 

1.广东省中医院 
2.广东省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口腔科 

 
目的  研究铜绿假单胞菌分泌的信号分子 3-O-C12-HSL 是否通过 PPARγ 调节 Mo-DCs 分泌表

达 IL-6。 
方法  PPARγ 配体筛选实验体外检测 3-O-C12-HSL 结合 PPARγ 的情况。采用免疫磁珠法分

选人外周血 CD14+单核细胞，经重组人粒-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重组人白细胞介素 4 诱导

分化为 Mo-DCs，不同浓度的 3-O-C12-HSL 处理 Mo-DCs，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Mo-DCs 培养

上清 IL-6 浓度。PPARγ 抑制剂 GW9662 处理 Mo-DCs 60 分钟，3-O-C12-HSL 处理 Mo-
DCs，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Mo-DCs 培养上清 IL-6 浓度。 
结果  配体筛选试实验显示 3-O-C12-HSL 大于 37.04μmol/L 时可竞争性结合 PPARγ 的配体结

合区。3-O-C12-HSL 可下调 LPS 诱导的 Mo-DCs 表达的 IL-6 水平（p＞0.05），GW9662 可

回复 3-O-C12-HSL 介导的 IL-6 表达下调（p＞0.05）。 
结论  3-O-C12-HSL 可与 PPARγ 相结合，并通过 PPARγ 调节 Mo-DCs 分泌表达 IL-6，进而

影响机体免疫系统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清除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9743 
 

流感病毒样颗粒不同免疫途径对老龄小鼠免疫应答效果影响

的研究 
 

王希
1 董轲

1 张惠中
1 叶苓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2.美国埃默里大学微生物与免疫教研室 

 
 
目的  探讨流感病毒 PR8 病毒样颗粒分别用皮内注射与肌肉注射两种途径免疫成年小鼠和老龄

小鼠后的免疫原性特点。 
方法  流感病毒 VLPs 分别用皮内注射与肌肉注射两种途径免疫成年小鼠和老龄小鼠，经过初

次和加强免疫后用 ELISA 方法检测小鼠血清中抗体水平，血凝抑制实验检测小鼠体内产生的

特异性抗体滴度；加强免疫四周后分别用同源鼠适应性流感病毒和异源鼠适应性流感病毒对小

鼠进行攻毒，监测小鼠体重变化；攻毒后 15 天对小鼠进行安乐死，ELISPOT 检测 T 细胞反

应。 
结果  将 PR8 病毒样颗粒通过不同免疫途径免疫小鼠后，皮内注射组小鼠产生的血清 IgG 抗体

水平明显高于肌肉注射组。小鼠攻毒实验结果表明只有经皮内注射途径免疫后的小鼠能够对致

死量同源性和异源性流感病毒的攻击产生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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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优化免疫途径的方式，可为研发针对老龄人群安全有效的流感疫苗提供新的手段和

策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39848 
 

HCV 多中和抗原表位嵌合病毒样颗粒免疫血清中和抗体评价 
 

韦三华 张 海 林 芳 崔 颖 李 斌 张惠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纯化的 HCV 多中和表位及 HCV 包膜蛋白 E2 嵌合的 HBV S 抗原病毒样颗粒免疫新西兰

兔，测定免疫血清中和抗体。分析中和抗体对 HCVpp 感染 Huh7.5 的中和作用。 
方法  纯化的 HCV 多中和表位及包膜蛋白 E2 嵌合的 HBV 病毒样颗粒（VLPs-MEpS, VLPs-
E2S）10μg 皮下接种新西兰兔，间隔两周共免疫 3 次，采集不同时间免疫兔血清，ELISA 方

法测定血清中和抗体；制备 1b 型 HCVpp，观察中和抗体对 HCVpp 感染 Huh7.5 的中和作

用，对免疫血清保护性进行初步评价。 
结果  免疫后兔血清中产生一定水平的中和抗体，血清中和抗体测定 VLPs-MEpS 明显 VLPs-
E2S（p<0.05）。VLPs-MEpS 与 VLPs-E2S 组均显著高于高于对照组（p<0.01）。对

HCVpp 抑制作用，VLPs-MEpS 高于 VLPs-E2S 组（p<0.05），最高中和率可达 61.49%，二

者均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嵌合病毒样颗粒免疫新西兰兔后产生一定水平中和抗体，该中和抗体具有保护作用，为

研发中和抗体表位疫苗奠定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39952 
 

不同类型肺癌患者化疗前后凝血指标变化分析 
 

白重阳 董馨蕾 张惠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肺癌患者凝血指标变化的临床意义。 
方法  本院 2013 年至 2015 年间收治的肺癌患者，检测各凝血项目（PT、APTT、Fib、TT、
FDP、DD），t 检验与方差分析法分析结果。 
结果 肺癌组各项凝血指标（PT、APTT、Fib、TT、FDP、DD）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

异（p<0.05）；化疗后患者凝血指标（Fib、FDP、DD）与化疗前相比显著降低（p<0.05）；

发生转移患者凝血指标（FDP、DD）与无转移患者相比呈现出较高的趋势（p<0.05）。  
结论  不同类型肺癌患者均存在血栓形成风险，通常表现为继发性纤溶亢进，化疗可有效改善

患者的凝血功能，因而，凝血指标的变化有望为临床疗效判断提供参考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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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0002 
 

恶性肿瘤患者血清抗 Stathmin 自身抗体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初

步评价 
 

陈曦 董轲 张惠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恶性肿瘤是引起患者死亡的主要诱因之一，且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如能早期发

现和治疗，恶性肿瘤的死亡率及预后将会大幅改善，因此探索适用于早期诊断和预防性筛查的

新型肿瘤标志物至关重要。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肿瘤患者血清中是否存在癌蛋白 Stathmin 的自身抗体并对其检测方法进行

初步评价。 
方法  表达、纯化人源 Stathmin 蛋白并建立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血清 Stathmin 自

身抗体的操作流程。应用新建立的 Elisa 方法检测 483 例恶性肿瘤患者血清和 230 例正常人血

清中 Stathmin 自身抗体，统计学分析检测结果差异性。 
结果  Elisa 分析显示 483 例肿瘤患者血清 1:50 稀释条件下，Stathmin 自身抗体阳性患者为

217 例，阳性率为 45%；230 例正常血清 1:50 稀释条件下，仅有 2 例为阳性，阳性率为

0.9%。不同肿瘤患者的结果如下：88 例胃癌患者血清有 48 例阳性，阳性率为 54%；96 例肝

癌患者血清有 40 例阳性，阳性率为 42%；88 例直肠癌患者血清有 36 例阳性，阳性率为

41%；98 例乳腺癌患者有 35 例阳性，阳性率为 36%；113 例肺癌患者有 58 例阳性，阳性率

为 51%。恶性肿瘤患者阳性率与正常人对照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我们成功建立了血清 Stathmin 自身抗体检测方法，且 Stathmin 自身抗体在多种恶性肿

瘤中高表达，为恶性肿瘤患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提供了一种新型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40029 
 

Prevalence of 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rtermined significance in ethnically Chinese 

population in China mainland 
 

HAN JIANHUA,JIN CHENG,JI WEI,DI QIAN,ZHANG JUNBAO,SU WEI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Background  The prevalence of 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rtermined significance 
(MGUS), a benign monoclonal plasma cell disorger, had been evaluated mostly in those 
people older than 50 years. However, serum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was still found in 
healthy young subjects and the prevalence was unknown for Chinese population in China 
mainlan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certain the prevalence of MGUS in Chinese 
population in China mainland on basis of a general adult health examination. 
Medhods   A total of 47162 adult people who received health examin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age range of these subjects was from 18 to 94 
years old and the mean age was 44.44 years. Serum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was 
performed on all serum samples and a high/small sharp peak or weak distortion in beta-



417 
 

gamma region was considered as positive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by experienced lab 
scientists. The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concentration was quantified using albumin 
concentration according to manufacture's instruction. A total of 97 available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positive samples were processed with immunofixation electrophoresis to 
identify the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patterns. 
Results  MGUS was found in 297 of 47162 subjects and the prevalence was 0.630% for 
Chinese population in China mainland,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other countries based 
on the published data.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MGUS prevalence was gender and age 
dependent,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ales than that in females (0.776% vs. 0.465% 
respectively, p<0.05). MGUS prevalence alo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age in Chinese 
mainland people. It was 0.237% in subjects younger than 50 years old and 1.428%, 3.503%, 
4.537% respectively in subjects older than 50, 70 and 80 years old. The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concentration was from 0.20g/L to 18.30g/L in the MGUS patients. 
Immunofixation electrophoresis analysis showed that IgG Kappa (37.11%), IgG Lamda 
(24.74%) and IgA Lamda (16.49%) were the predominant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pattern in these MGUS subjects. 
Conclusions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MGUS for Chinese population in China mainland 
was 0.630% and it was 1.428% in subjects older than 50 years old. The prevalence was 
gender and age dependent,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other publicatio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0178 
 

TaqMan-MGB 法检测 ACTN3 基因 R577X 多态性 
 

张志明
1 高鹏华

2 
1.西安市中心医院 

2.西北大学 
 

目的 研制检测 ACTN3 基因 R577X 多态性的 TaqMan-MGB 探针方法。  
方法 根据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网站公布的人类 ACTN3 基因序列(rs1815739)，设计检测

ACTN3 基因 R577X 多态性的特异引物和 TaqMan-MGB 探针,建立和优化实验条件 
结果 对 98 例西北大学汉族学生进行 ACTN3 基因 R577X 多态性检测,并对上述所有检测标本

再进行碱基序列测序，两种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经 Kappa 分析，Kappa=0.99。  
结论  两种检测方法结果一致性较好，建立了检测 ACTN3 基因 R577X 多态性的 TaqMan-
MGB 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0188 
 

健康体检中高血压前期人群糖脂代谢差异研究 
 

肖于飞 沈凌炜 秦光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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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调查健康体检人群中高血压前期的患病率现状，分析高血压前期人群中糖脂代谢异常的

差异。 
方法  选取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5 月的健康体检人群，共 6004 名，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

查，并检测血压、血糖、血脂（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等相关指标。按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共入选 3904 名，男性 2242 名，女性

1662 名；年龄 21 至 80 岁，平均(44.07±8.91) 岁。高血压前期标准：收缩压为

120~139mmHg 和（或）舒张压为 80~89mmHg。 
结果  1 健康体检人群中高血压前期总体患病率为 44.3%，其中，男性为 49.1%；女性为

36.5%。2 高血压前期组与血压正常组之间糖脂代谢指标的均数比较，除 HDL-C 在男性和女

性中均无差异，男性中身高无差异外；其余均有差异(P<0.001)。且高血压前期组在男性中，

TG 增高最多（26.8%）；而在女性中，以空腹血糖受损者最多(19.3%) 。3 不论在男性还是女

性中，年龄>60 岁，以收缩压增高为多见。4 调整年龄、BMI 及其它血脂指标后，TG 和空腹

血糖受损者均是高血压前期的危险指标。 
结论  健康体检人群中高血压前期患病率高；高血压前期与糖脂代谢关系密切，且不同性别间

存在差异。为此，制定预防高血压前期的指南时，应考虑性别差异。  
 
[关键词] 高血压前期 性别 糖脂代谢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0191 
 

LncRNA-UCA1 调控膀胱癌自噬的初步研究 
 

孙晓敏 陈葳 李慧瑾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710061 

 
目的 本课题利用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手段，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初步揭示 UCA1 与膀胱

癌自噬发生的相关性，并探究其发生过程的代谢相关调控通路，为 lncRNA 参与肿瘤代谢诱导

自噬提供新的实验依据。 
方法 在膀胱癌细胞中过表达及敲低 UCA1，采用 RT-PCR、Western Blot、免疫荧光（RNP-
GNP-自噬双标腺病毒及吖啶橙）等方法在 RNA 水平、蛋白水平检测自噬相关分子 LC3、
ATGs（ATG3、ATG5、ATG7、ATG12、ATG16L）等的变化；进行 UCA1 与膀胱癌自噬关

系的初步验证，并检测自噬发生关键分子 AMKP（p-AMPK）及糖酵解途径相关分子

mTOR(p-mTOR)，STAT3(p-STAT3)，HK2 的变化。 
结果 ①过表达 UCA1 可引起 LC3、ATG3、ATG5、ATG7、ATG12、BECLIN1 等自噬相关分

子 RNA 水平的下调，而蛋白水平发现 LC3 2/1 上调，ATG3 下调，其余分子变化不明显；②

过表达 UCA1，RNP-GNP-自噬双标腺病毒自噬流检测及吖啶橙胞内嗜酸性染色荧光结果均显

示下调；③过表达 UCA1 与对照组 AMPK、 mTOR、STAT3、HK2 总体水平表达无差异，磷

酸化 AMPK 水平下调，磷酸化 mTOR、STAT3 水平上调，HK2 上调；④敲低 UCA1 组均表现

出与过表达相对应的改变。 
结论 初步研究显示 UCA1 可通过糖酵解相关分子及 AMPK 参与自噬的调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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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282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诱导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凋亡延迟及对

NF-κB 的影响 
 

刘洋 万腊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了解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hvKP）对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PMN）凋亡及呼吸爆发功

能的影响与差异，探讨 hvKP 菌刺激下核转录因子-κB（NF-κB）在中性粒细胞凋亡的作用。 
方法  离体检测 hvKP 感染患者和 non-hvKP 感染患者外周血 PMN 的凋亡情况。取健康成人外

周血分离 PMN，设生理盐水对照组、hvKP 感染组和 non-hvKP 感染组，各组分别刺激 PMN 
0h，3h，6h，9h 后，采用 FITC-Annexin V/PI 荧光标记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采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的呼吸爆发功能，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感染后 PMN NF-κB 的表达水

平。 
结果  hvKP 感染患者各个时间点的 PMN 凋亡率显著低于 non-hvKP 感染患者（P<0.01）。体

外研究显示，non-hvKP 感染组各个时间点的 PMN 凋亡率显著高于 hvKP 感染组和生理盐水

对照组（P<0.01），hvKP 感染 PMN 的呼吸爆发率显著低于 non-hvKP（P<0.01）。Western 
blot 检测发现随着感染时间的增加，hvKP 感染人 PMNs P65 蛋白表达量显著高于 non-hvKP
菌株（P<0.01）。  
结论  hvKP 菌可通过上调 P65 蛋白表达从而抑制 NF-κB 信号途径，导致 PMN 凋亡延迟，其

或可在 hvKP 感染致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40314 
 

 Genotypes and Virulence-related traits of epidemic 
KPC-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rains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hospital  
 

liu yang,wan lagen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genotypes and virulence characteristics of KPC-producing 
K.pneumoniae (KPC-Kp) and the underlying resistance mechanisms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hospital.  
Methods  A total of fifty-six KPC-Kp isolates recovered from clinical samples collected in a 
Chinese hospital, which were assigned to clonal lineages by PFGE,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d molecular capsule typing.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their genetic 
environment and virulence gen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molecular approaches. The 
virulence of these strains was determined by biofilm formation, serum killing resistance, 
neutrophil phagocytosis and mouse infection models.  
Results  Six different MLSTs were found among 56 KPC-Kp isolates: 76.8 % (43 of 56 
isolates) belonged to ST11, 6 isolates belonged to ST147, 4 isolates belonged to ST15, 1 
isolate belonged to ST1456, 1 isolate belonged to ST65, and 1 isolate was ST23. The 
blaKPC-2 gene was mainly found within Tn3-based transposons inserted in ~40, ~100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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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b plasmids but having similar . genetic structures. Based on the wzi gene DNA 
sequences and cps PCR or agglutination specificity assay, these 56 strains were classified 
as capsular type wzi47-K47 (n=37), wzi64-K14.K64 (n=8), wzi8-K8(n=4), wzi37-K22.37(n=3), 
wzi69-K_P-2008(n=1), wzi107-K22.37(n=1), wzi125-K2(n=1), and wzi1-K1(n=1). The most 
common virulence genes were fimH-1 (100%) and mrkD (71.4%). iroN, rmpA, and rmpA2 
genes were found at medium rates of 10.7%, 12.5%, and 7.1% and at lower prevalence, 
were genes traT (1.8%), aerobactin (3.6%), iutA (5.4%) and magA (1.8%), hlyA and cnf-1 
genes were not detected. Heterogeneity was detected in biofilm formation and phagocytosis 
among different clones. Resistance to serum killing varied in isolates of non-ST11, while all 
ST11 strains were susceptible to serum killing. Moreover, one ST23 KPC-Kp isolates with 
resistance to both neutrophil phagocytosis and serum killing was generally hypervirulent with 
a mouse lethality LD50 of 1.2×102 CFU as well as hypermucoviscous phenotype.  
Conclusions  Investigation of the recent epidemic of KPC-Kp revealed that wzi47-K47 was 
the most prevalent capsule type, being detected in ST11 strains. Our study also describes 
that KPC-Kp strains exhibit variability of virulence-associated traits, which makes this 
pathogen successful at infections and points to the quick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0661 
 

纤维蛋白相关标志物对重症肺炎患儿 DIC 前状态的诊断价值 
 

黄彩芝 莫丽亚 张聪 李爱国 邓永超 
湖南省儿童医院检验科 410007 

 
目的  探讨纤维蛋白单体（FM）、D-二聚体（DD）、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三种

纤维蛋白相关标志物在重症肺炎患儿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前状态 (Pre-DIC) 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重症肺炎患儿 213 例，根据是否合并 Pre-DIC 将 213 例重症肺炎患儿分为 Pre-DIC
组(54 例)和病例对照组(159 例)，另选择 40 例健康儿童作为正常对照组。检测三组儿童的凝血

指标与分子标志物：FM、DD、FDP、血小板计数(PLT)、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

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血栓调节蛋白(TM)。采用 SPSS13.0 版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并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对各指标进行比较和评价。 
结果  ①三组间除 FIB 外其余各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其中 FM、DD、FDP、
APTT 三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Pre-DIC 组水平最高分别为

[26.13(63.48)]μg/mL、[0.42(0.23)]ug/mL、[3.42(2.91)]ug/mL、（43.04±7.03）秒，病例对照

组次之分别为[9.82(12.66)]μg/mL、[0.33(0.11)]μg/mL、[2.36(1.39)]μg/mL、（40.38±6.56）
秒；②PreDIC 组的 PT[(13.31±1.30)秒]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12.66±0.62)秒]与病例对照组

[(12.76±1.19)秒](P<0.05)，而后两组的 P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Pre-DIC 组和病例

对照组的 TM 和 PLT 水平分别为[15.33(8.49)]μg/L、[378.50(205.50)]×109/L 和

[14.95(9.20)]μg/L、[393.00(201.00)]×109/L，均高于正常对照组[[6.08(3.96)]μg/L、
[320.80±99.56]×109/L](P<0.01)，但前两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各指标中

FM、DD、FDP 诊断重症肺炎患儿 DIC 前状态的曲线下面积较大，分别为 0.84、0.76、
0.64，三者联合诊断时曲线下面积为 0.85。 
结论  纤维蛋白相关标志物 FM、DD、FDP 可作为重症肺炎患儿 DIC 前状态诊断中有价值的标

志物，三项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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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40677 
 

The analysis of plasma fibrin monomer and D-dimer 
levels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pneumonia 

 
HUANG Caizhi,MO Liya,Zhang Xinping,Deng Yongchao,Li Aiguo,Yang Juan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 of plasma fibrin monomer and D-Dimer levels detection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pneumonia. 
Methods 81 severe pneumonia children in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were divided into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group and non-DIC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DIC, and 30 healthy children were 
control group. Plasma FM and DD levels were detected and analys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FM and DD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01) 
in DIC[100.92(125.11) μg/ml and 1.03(0.45) μg/ml,respectively] and non-
DIC[13.77(10.96)μg/ml and 0.36(0.22) μg/ml,respectively] group. The levels of FM and DD in 
DIC group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P<0.001)than those in non-DIC group. Plasma FM 
level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DD（r=0.48，P=0.000） in severe pneumonia 
children. The abnormal rates of FM and DD in DIC group (100.00% and 
88.46%,respectively)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25，0.000）than those in non-DIC 
group(78.18% and 25.45%,respectively). The abnormal rate of FM in non-DI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00) than that of DD, the difference of abnormal rate between FM 
and DD was not significant（P=0.234）in DIC group, however.  
Conclusions There was hypercoagulable and secondary hyperfibrinolysis state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pneumonia. Fibrin monomer and 
D-Dimer could be sensitive indicators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hypercoagulable state and 
DI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0919 
 

宁夏某综合医院医务人员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评估 
 

杨秀莲 张成磊 孟繁君 祝茜 代超 王利新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750002 

 
目的  分析宁夏某医院医务人员血清 25-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 
方法  检测 2062 名医务人员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比较不同性别、年龄维生素 D 水平的

差异。 
结果 所有医务人员血清 25-(OH)D 平均水平为（17.91±16.59）ng/ml，缺乏、不足共计 1765
例，高达 85.6%。不同年龄段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51-60 岁组平均水平最

高，为（21.69±18.73）ng/ml。同年龄段不同性别间血清 25-(OH)D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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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宁夏某医院医务人员 25(0H)D 营养状况不佳，存在严重的维生素 D 不足和缺乏状况，应

当引起广大医务人员高度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1237 
 

高原地区生殖道 PCR 病原体结果分析 
 

马晓燕 
青海红十字医院 810000 

 
方法  对疑似性病的 300 例女性患者采用荧光定量 PCR 同时检测其宫颈分泌物中 NG、UU 及

CT，比较三种病原体单独感染和混合感染的阳性比例及三种病原体在各个年龄段的分布情

况。 
结果  在各个年龄段的感染情况上，20~35 岁患者属于高发人群，35~50 岁次之，随着年龄的

增长，性病病原体感染率逐渐下降，这是因为 20~35 岁年龄段的女性处于生育繁殖的黄金年

龄，人体内激素水平比较高，性行为比较活跃，因此感染性病病原体的机会也较多。综上所

述，应加强对高危人群的性宣传教育，增强人们对性病的认识，提倡安全性行为，积极防治，

减少性传播疾病对人们身心的危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1372 
 

女性亚甲减患者血清铁蛋白、sTF、sTfR 的临床分析 
 

尹佳锋
1 杨波

2 王亚梅
3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陕西中医药大学医学技术系 

 
目的  对女性亚临床甲减患者血清中铁蛋白、转铁蛋白（sTF）、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

（sTfR）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就诊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患者，其中

亚临床甲减女性患者 112 例，健康志愿者 21 例。分别检测血清铁蛋白、sTF、sTfR 的含量。

查询并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亚临床甲减患者血清铁蛋白、sTF、sTfR 检测结果较正常对

照组的变化，并探讨其原因。 
 结果  通过亚临床甲减患者血清与健康对照血清中铁蛋白、sTF、sTfR 的比较，发现亚临床甲

减患者血清铁蛋白平均水平较正常对照组降低（t=2.48，P＜0.05），sTF 平均水平较正常对

照组升高（t=2.06，P＜0.05），sTfR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6，P＞
0.05）。 
结论  亚临床甲减女性患者其血清铁蛋白减低，sTF 升高，sTfR 无明显变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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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1624 
 

Bel03 亚型家系一例 
 

龚淞颂 蔡晓红 
上海瑞金医院输血科 200025 

 
目的  本文介绍 1 例临床中遇到的罕见 ABO 亚型 Bel03 患者及家系的检测过程。 
方法  免疫血清学、ABO 基因型 SSP-PCR 检测及直接测序患者及其家系成员 ABO 基因第

6、第 7 外显子测序。 
结果  血清学试验在患者红细胞上检测不到 A、B 抗原，血清中检测不到抗 A 抗体、检出抗 B
抗体；患者女儿血清学结果呈正常 B 型。SSP-PCR 结果证实患者血型基因型为 O1B 型。对

ABO 基因第 6、第 7 外显子测序，患者及其女儿带有 Bel03 基因。 
结论  该家系为 Bel03 亚型家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1739 
 

电化学发光免疫法与 ELISA 法检测 HBeAg 的比较分析 
 

林益振 陈翔 陈爱金 胡明鹏 
浙江省瑞安市中医院 325200 

 
目的  对电化学发光免疫法（ECLIA）与 ELISA 法检测 HBeAg 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方法  采用 ECLIA 和 ELISA 两种方法检测血清中的 HBeAg 并进行比较。根据 HBeAg 试剂临

界值确定其 C50 浓度，验证其是否符合厂家提供的性能参数。用两批号试剂（16947601、
17108002）测定同一批号的质控品各 20 次，计数 S/CO,比较两批号试剂 S/CO 的检测结果。 
结果  乙型肝炎患者组用 ECLIA 法和 ELISA 法检测 HBeAg 的阳性率分别为 14.10
（22/156）、7.69%（12/15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剂批号为 16947601 的

C50 为 0.132 
PEI U/ml,测定阴性质控品 S/CO 为 0.312±0.035，阳性质控品 S/CO 为 3.648±0.347；试剂批

号为 17108002 
的 C50 为 0.169PEI U/ml,测定阴性质控品 S/CO 为 0.521±0.042，阳性质控品 S/CO 为

2.521±0.091。 
两批号试剂均能符合厂家提供的性能参数，其测定的阴性、阳性质控品 S/CO 结果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t=17.096 、 14.050   P  <0.01)。 
结论  C50 因试剂批号不同而不同，必须进行验证。电化学发光免疫法灵敏度明显高于 ELISA
法，定量 HBeAg 检测可动态观察患者病情和疗效变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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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例血管性血友病家系临床分型及基因诊断 
 

梁茜
1 许冠群

1 张利伟
1 沈韵

1 丁秋兰
1 王学锋

1 王鸿利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对 92 例遗传性血管性血友病（VWD）患者进行临床分型和基因诊断，进而建立患者表

型与基因型之间的关联，并指导个体化治疗。 
方法 检测 92 例 VWD 患者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水平（VWF:Ag）及活性水平

（VWF:Act），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多聚体分析，同时检测瑞斯托霉素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RIPA）、VWF 胶原结合能力（VWF:CB）及 VWF 与凝血因子 VIII 结合力（VWF:FVIIIB）
等。采用二代测序对先证者 VWF 基因进行快速高通量测序，采用 AccuCopy 
技术进行 VWF 基因拷贝数检测。VWF 基因相应突变位点在家系成员中验证，确定其遗传方

式。 
结果 92 例 VWD 患者中，1 型 32 例（34.8%），2 型 33 例（35.9%），3 型 27 例

（29.3%）。其中 2A 型 15 例（16.3%），2B 型 4 例（4.3%），2M 型 10 例（10.9%），2N
型 4 例（4.3%）。1 型患者中又有 9 例为重型 1 型。1 型患者基因诊断率为 81.8%
（27/33），对于 VWF:Ag<30%的患者均找到基因突变，其中发生次数>1 的突变有

p.Asp1472His、p.Arg2287Gln 和 p.Gly2035Asp。2 型患者基因诊断为 100%（33/33），其

中 2A 型患者的热点突变为 p.Ser1506Leu（5/16），2M 型患者的热点突变为

p.Arg1374His/Cys/Ser（6/10）。此外，发生次数>1 的突变有 p.Arg1597Leu（2A 型）、

p.Arg1308Cys（2B 型）、p.Arg1315Cys（2M 型）、p.Arg816Trp（2N 型）、p.Cys858Trp
（2N 型）。3 型患者基因诊断为 96.3%（26/27），多为双杂合突变或纯合突变，其中 1 例患

者仅找到单杂合突变。发生次数>1 的突变有 c.1025_32dupGCGTGGAG、p.Tyr271*、
p.Arg365*、c.8116-2delA 及 c.5870delA。92 例患者中总共发现新突变 68 种。 
结论  VWD 患者基因诊断率较高，结合表型诊断和基因诊断助于患者的精确分型，并利于指导

临床个体化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1744 
 

PFA-200®筛查血管性血友病及血小板功能障碍性疾病 
 

梁茜
1 许冠群

1 张利伟
1 沈韵

1 丁秋兰
1 王学锋

1 王鸿利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检验科 
2.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评价 PFA-200®筛查血管性血友病及血小板功能障碍性疾病患者的敏感性。 
方法 选取 12 例正常人、20 例 1 型血管性血友病（VWD）、8 例 2 型 VWD 患者、10 例 3 型

VWD 患者及 5 例血小板无力症患者，每人抽取 3 
ml 枸橼酸钠抗凝（0.109 mol/L）静脉血，分别检测 Collagen/EPI 及 Collagen/ADP 诱导的闭

合时间（CT），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 
结果 12 例正常人 CT-Collagen/EPI 检测值为 112.1±13.8s，CT-Collagen/ADP 检测值为

70.7±5.6s。20 例 1 型 VWD 患者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水平（VWF:Ag）及活性水平

（VWF:Act）分别为 58.3±27.3%及 56.9±26.4%，CT-Collagen/EPI 检测值为 198.4±60.7s，
CT-Collagen/ADP 检测值为 137.5±74.5s，均显著高于正常人，诊断敏感性分别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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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和 35%（7/20）。8 例 2 型 VWD 患者包括 4 例 2A 型、1 例 2B 型、2 例 2M 型及 1
例 2N 型。除 2N 型患者外，其余 7 例患者 VWF:Ag 及 VWF:Act 分别为 46.4±60.3%和

6.3±4.1%，CT-Collagen/EPI 和 CT-Collagen/ADP 的检测值均为 300s，诊断敏感性为 100%
（7/7）。2N 型患者两者检测值均正常。10 例 3 型 VWD 患者 VWF:Ag 及 VWF:Act 分别为

1.9±0.7%和 1.8±0.7%，CT-Collagen/EPI 和 CT-Collagen/ADP 的检测值均为 300s，诊断敏

感性为 100%（10/10）。此外，5 例血小板无力症患者的 CT-Collagen/EPI 和 CT-
Collagen/ADP 检测值同样为 300s，诊断敏感性为 100%（5/5）。 
结论  对于 1 型 VWD 患者，，CT-Collagen/EPI 的敏感性优于 CT-Collagen/ADP。PFA-200®
对于各种亚型 VWD 及血小板功能障碍性疾病患者的诊断均有较高敏感性，为一期止血障碍较

好的筛查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1912 
 

硫酸去氢表雄酮和雄烯二酮在前列腺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娄域峰
1 常威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2016 级台州学院毕业生 
 

目的  探讨硫酸去氢表雄酮（DHEAS)和雄烯二酮（AND)在前列腺疾病患者血清中的变化及临

床意义。 
方法 选择 329 例前列腺疾病初诊患者和 50 例健康体检男性作为正常对照组，前列腺癌的病理

分级使用 Gleason 评分系统，根据前列腺癌患者 PSA、Gleason 评分和临床分期，将前列腺

癌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三个等级；测定血清硫酸去氢表雄酮（DHEAS)、雄烯二酮

（AND）、总睾酮（TT）、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FPSA）等指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前列腺增生组（BPH）和前列腺癌组（Pca）患者血清中 DHEAS、TT 水平显著低于正

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前列腺增生组和前列腺癌组血清中 TPSA、FPSA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ca 低危组患者血清中 AND、

DHEAS、TT、TPSA、FPSA 水平均低于 Pca 中危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Pca 中

危组患者血清中 AND、TT、TPSA、FPSA 水平明显低于 Pca 高危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前列腺增生组和前列腺癌组血清中 DHEAS 水平与 TPSA、FPSA 水平 呈负相关

（r=-0.437,P<0.05,r=-0.335,P<0.05) ,与 TT 呈正相关（r=0.339,P<0.05 ）。   
结论  DHEAS、AND 在前列腺癌的发病中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在前列腺癌发病中的确

切作用机制及是否为前列腺癌发病的独立因素抑或通过其他危险因素引起作用尚需进一步研

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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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37 
 

2009-2014 年浙江省门急诊急性腹泻患者病原谱监测研究 
 

郑书发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2.浙江省临床体外诊断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目的 了解浙江省门急诊急性腹泻患者的病原谱构成特征，为疾病的诊治和防控提供依据。 
方法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浙江省不同地区选取 7 家哨点医院开展基于门急诊急

性腹泻患者的病原学监测研究。采集病例的粪便样本进行 8 种细菌检测和 5 种病毒检测，并采

用描述性方法对各病原的时间和人群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2009 年至 2014 年间，本研究共采集并检测 9364 例急性腹泻患者的粪便标本，其中检出

阳性患者 3500 例，总检出率为 37.38%，细菌和病毒检出率分别为 13.14%（1230 例）和

20.75%（1943 例），多重病原混合感染检出率为 3.49%（327 例）。在细菌性病原中，副溶

血弧菌检出率最高（5.96%），其次为致泻性大肠杆菌（3.86%），病毒以诺如病毒

（10.73%）和轮状病毒（8.35%）为主。儿童与成人腹泻病原谱存在较大差异，儿童以病毒

为主，检出率达 32.69%；成人患者中细菌检出率（16.86%）高于病毒检出率（14.84%）。

不同年龄段各病原检出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细菌以 25-34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

（18.62%），病毒则以 1-4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41.12%），多重病原混合感染患者主要为

儿童。急性腹泻患者病原检出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规律，细菌检出率最高在 7-9 月，而病毒检

出率最高在 12-3 月。五年间，门急诊急性腹泻患者病原谱变化较小，均以轮状病毒、诺如病

毒、副溶血弧菌、致泻大肠杆菌为主，但不同年份病原谱构成具有各自的特点。 
结论 浙江省门急诊急性腹泻患者常见病原均有检出，季节性流行规律明显，不同年份间主要

病原谱构成差异较小，在夏季应主要针对成人加强相应的监测与防控，而秋冬季则需要重点针

对儿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047 
 

肿瘤标志物 AFP-L3、AFP、AFU 在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中

的应用评价 
 

杨永昌 贾志凌 张 颖 杨洁 赵海燕 赵满仓 
北京军区总医院 100700 

 
目的 探讨甲胎蛋白异质体 3(AFP-L3)、甲胎蛋白(AFP)、α－L－岩藻糖苷酶（AFU）在原发性

肝癌（PHC）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98 例 PHC 患者（PHC 组）、49 例良性肝病患者（良性肝病组），另选取 34 例健

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分别用化学发光法和速率法检测所有研究对象的血清 AFP-L3、AFP 和

AFU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PHC 组血清 AFP-L3、AFP 和 AFU 的检测水平分别为 1069.03±4363.85 ng/mL、
4203.02±15773.77 ng/mL 和 40.84± 35.05 U/L，均高于良性肝病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分析发现 AFP-L3 在 PHC 诊断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

Youden 指数分别为 65.3%、71.4%和 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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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FP-L3 可作为 PHC 诊断的有效指标，联合检测 AFP 和 AFU 有助于 PHC 的早期诊

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072 
 

应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快速鉴定阳性血培

养中病原菌 
 

高晶晶 王亚南 钟桥 陆文香 周颖 张宇蔺 吴元健 徐卫东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215002 

 
目的  建立应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快速检测阳性血培养中病原菌的方法并评

估其鉴定符合率。 
方法  收集阳性血培养 264 例，从血培养瓶中抽取 1ml 培养液进行细胞裂解和萃取，采用 
MALDI-TOF MS 对待测菌进行菌种鉴定（直接萃取法），同时与转种后获得的纯菌落鉴定结

果（常规法）进行比较。 
结果  以常规法为参考方法，264 例阳性血培养标本直接萃取法的检出率为 77.27%。在 252
例单菌株感染血培养瓶中，直接萃取法检出率为 80.56%，其中 131 例革兰阴性菌（大肠埃希

菌 63 例、肺炎克雷伯菌 41 例、粘质沙雷菌 10 例、铜绿假单胞菌 3 例、产气肠杆菌 6 例、嗜

麦芽窄食单胞菌 2 例、鲍曼不动杆菌 3 例、琼氏不动杆菌 1 例、奇异变形杆菌 1 例、恶臭假单

胞菌 1 例）的检出率为 92.40%；107 例革兰阳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13 例、表皮葡萄球菌

24 例、溶血葡萄球菌 8 例、头部葡萄球菌 9 例、人葡萄球菌 3 例、华纳葡萄球菌 10 例、肺炎

链球菌 6 例、化脓链球菌 2 例、无乳链球菌 5 例、粪肠球菌 2 例、屎肠球菌 5 例、口腔链球菌

2 例、缓症链球菌 4 例、产单核李斯特菌 10 例、产气荚膜梭菌 2 例、闪烁梭菌 1 例、纹带棒

状杆菌 1 例）的检出率为 75.70%；14 例念珠菌的检出率为 7.10%。在 12 例混合菌感染血培

养瓶中，鉴定出其中一种优势细菌的有 11 例，检出率为 91.67%。 
结论  与常规法相比，MALDI-TOF MS 直接检测阳性血培养瓶中病原菌的方法可得到较高的检

出率，对革兰阴性菌的检出率高于革兰阳性菌，而真菌检出率较低，且方法快速、简便，成本

低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166 
 

Tim-3 信号通路抑制活动性结核患者体内 NK 细胞功能 
 

侯红艳 汪峰 毛丽娥 刘为勇 路艳芳 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研究 Tim-3 信号通路在活动性结核患者体内导致 NK 细胞功能受损的作用机制。 
方法  分析比较活动性结核（TB）和潜伏性结核感染（LTBI）者 NK 细胞的活化和分泌细胞因

子（IFN-γ）的能力，以及杀伤功能如脱颗粒（CD107a）和穿孔素（Perforin）的表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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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检测 Tim-3 分子在 TB、LTBI 和健康对照（HC）组内 NK 细胞上的表达，并分析

Tim-3 表达与 NK 细胞内 IFN-γ 和 CD107a 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封闭 Tim-3 信号通路，检测对

NK 细胞功能以及清除结核菌能力的影响。最后，检测结核患者治疗后 NK 细胞上 Tim-3 的表

达和细胞因子分泌能力的关系。 
结果  结果表明活动性结核患者体内 NK 细胞的活化、细胞因子分泌和脱颗粒能力降低。Tim-3
在 TB 组内 NK 细胞上的表达显著高于 LTBI 组，且与 IFN-γ 和 CD107a 的表达负相关。封闭

Tim-3 信号通路后可恢复活动性结核患者 NK 细胞细胞因子的分泌和杀伤功能，以及抑制结核

菌生长的能力。我们进一步观察到成功治疗后的结核患者 NK 细胞上 Tim-3 表达降低且功能得

到恢复。 
结论  Tim-3 的表达升高与活动性结核患者 NK 细胞功能受损相关，封闭该信号通路可修复 NK
细胞功能，因此，Tim-3 信号通路可能成为结核病治疗的新靶点。本研究也为阐述活动性结核

体内 NK 细胞功能抑制提供了新的作用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557 
 

HBsAg 极低水平慢性 HBV 感染者检测 HBeAg 临床价值 
 

安哲 李妙羡 王香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研究慢性 HBV 感染者 HBsAg 极低水平时 HBeAg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化学发光发定量检测 HBV-M，分别按 HBeAg 和抗 HBs 水平分组，比较不同分组中抗

HBs 和 HBeAg 阳性率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  115 例样本中，HBeAg 阳性率 17.39%，抗 HBs 阳性率 30.43%；HBeAg 阳性组的抗

HBs 阳性率明显高于 HBeAg 阴性组的抗 HBs 阳性率（90.00% vs. 17.89%，c2=40.5721，P
＜0.01）；抗 HBs 阳性组的 HBeAg 阳性率明显高于抗 HBs 阴性组的 HBeAg 阳性率

（51.43% vs. 2.50%，c2=40.5721，P＜0.01）。 
结论  慢性 HBV 感染者 HBsAg 极低水平时，HBeAg 有助于鉴别 HBsAg/抗 HBs 共存的慢性

HBV 感染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640 
 

上海地区老年男性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血脂 4 项的相关

性研究 
 

杨静 王蓓丽 吴 炯 张春燕 郭 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研究老年男性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25（OH）D]水平与甘油三脂（TG）、胆固醇

(Cho)、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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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研究纳入健康体格检查的老年男性 686 例，记录年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收集空

腹静脉血检测血脂 4 项及 25（OH）D 水平，根据 25（OH）D 浓度进行四分位分组（G1-
G4），比较 G1 和 G4 组间影响血脂水平的相关因素，并回归分析 25（OH）D 与血脂水平的

关系。 
结果  G1 组的 BMI 低于 G4 组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1）；HDL-C 与 25（OH）D
呈正相关（P＜0.001）。在校正了年龄和 BMI 后，血清 25（OH）D 浓度每升高 10nmol/L，
HDL-C 可升高 0.01mmol/L。G1 与 G4 两组相比，年龄、LDL-C、Cho 和 TG 均无显著性差异

（P 分别为 0.491、0.621、0.642 和 0.572)； 
结论  老年男性的 HDL-C 水平可能受 25（OH）D 水平的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648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血浆紫杉醇的建立和性能评价 
 

邵文琦 王扣琼 彭颖斐 黄斐 陈方俊 吴炯 王蓓丽 张春燕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建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定量检测血浆紫杉醇的方法，并进行基本分析性

能验证。 
方法  采用 LC-MS/MS 定量检测血浆样本中的紫杉醇含量。色谱系统使用超高压液相色谱，流

速 0.3mL/min，质谱采用 MRM 模式进行定量。紫杉醇和其氘代内标的离子分别为对为

876.4>308.2 和 881.5>313.2。参照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生物分析方法验证

导则标准对建立的 LC-MS/MS 进行线性、检出限、精密度和准确度等基本性能进行验证。 
结果  LC-MS/MS 检测血浆紫杉醇的线性范围为 10～1 000 ng/mL，定量检出限为 10 ng/mL，
批内、批间变异系数（CV）分别为≤4.2%和≤8.9%，准确度为 88.7%～104%。 
结论  建立的 LC-MS/MS 基本性能符合评价标准，能够灵敏且准确的检测血浆紫杉醇含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656 
 

上海地区高危人群及体检人群 HPV 亚型感染分布调查 
 

沈敏娜 吴炯 张春燕 王雅芸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上海地区不同人群中人乳头状瘤病毒(HPV)亚型感染状况，分布特点，及其与宫颈

病变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本院妇科门诊及常规体检，接受 HPV 检测的 2126 例女性患者，比较 HPV 感染及

亚型分布特点。 
结果  高危组 HPV 总感染率、高危型 HPV(HR-HPV)感染率、单一及多重感染率均显著高于体

检组(均 P<0.05)。两组 HR-HPV、低危型 HPV(LR-HPV)分布略有差异。高危组 HPV 感染年

龄呈双峰分布，<30 和>60 岁年龄组最高，而体检组感染率以<30 岁年龄组最高。各疾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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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 亚型分布略有差异，随着宫颈病变程度增加，HPV16 亚型检出率逐渐上升（P < 0. 
05）。 
结论  上海地区 HPV 感染及致病亚型分布存在地区特异性，地区内不同风险组 HPV 感染状况

亦有差异，人群 HPV 潜伏感染率高，HPV16 亚型在本地区具有高致癌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675 
 

术前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对肝细胞肝癌切除术后肿瘤

早期复发的影响 
 

马晓路 吴炯 周琰 王蓓丽 张春燕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患者切除术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
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对术后 HCC 复发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12 年 1 月到 2012 年 12 月 195 例接受根治性切除

术的 HCC 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前中性粒和淋巴细胞计数计算 NLR。使用 X-tile 软件估算

的 NLR 对于术后复发的最佳决定值，将人群分为低 NLR 组和高 NLR 组。Kaplan-meier 法绘

制生存曲线，log-rank 检验评估 NLR 在总患者人群以及多种低危风险组中的价值。单因素

Cox 回归模型分析术前各临床参数对于术后复发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的术前单因素进入 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截止 2014 年 2 月 28 日，195 名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 17.30 个月，共有 85 例患者发生复

发，占总入组人数的 43.59%。X-tile 计算得到的最佳切点为 2.60，据此将人群分为高 NLR
（≥2.60，40 例）与低 NLR（<2.60，155 例）两组。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 AFP）>400ng/ml（P<0.01）、肿瘤直径>5cm（P<0.01）、血管侵犯

（P=0.03）、巴塞罗那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晚期（P=0.01）、以及

高 NLR（P<0.01）是术后无瘤生存率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 NLR 是预测术后肿瘤复发

的最强独立危险因子（OR=1.95；95%CI：1.20-3.19，P<0.01）。对 AFP 阴性

（≤400ng/ml）、单个肿瘤灶、无血管侵犯以及 BCLC 0+A 期的早期肝癌四个低复发风险亚

组，高 NLR 依然是一个具有显著意义的复发评估指标（所有 P<0.05）。高 NLR 与更恶性的

组织病理学分化、更大的肿瘤直径以及更严重的 BCLC 分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0.05）。 
结论 NLR 是一个简便、高效、易检测、低成本的 HCC 切除术后早期复发预测指标，术前高

NLR 的 HCC 患者术后早期复发风险显著增加。2.60 是一个较为适合中国 HCC 人群的决定

值。检测 NLR 有利于临床制定更加有效的 HCC 综合治疗监测方案。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691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血浆 3-甲氧酪胺方法的建立 
 

秦嘉倩 彭颖斐 陈方俊 邵文琦 吴炯 张春燕 王蓓丽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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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建立一种稳定的血浆 3-甲氧酪胺（3-methoxytyramine，3-MT）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

测方法（liquid chromo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LC-MS/MS）。 
方法  以同位素氘代作为内标，采用 BEH HILIC 色谱柱进行分离。流动相为甲酸铵缓冲液

（100mmol/L,pH3）和纯乙腈，梯度洗脱；柱温：35℃; 使用 Waters® Xevo? TQ MS 
ACQUITY 
UPLC® System 建立方法，并对该方法的线性，回收率，精密度，最低检测下限进行性能评

价。 
结果  该方法通过了线性，回收率，精密度和最低检测下限的性能评价。3-MT 的检测线性范围

为 5-1000pg/ml；3-MT 的定量检出限为 5pg/ml；天间和批间的 CV 分别＜6%和＜7%；回收

率结果为 97.1～109.3 %。 
结论  我们的研究建立了可靠的检测 3-MT 的 LC-MS/MS 方法，适合于临床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2701 
 

肝细胞色素 P450 系统基因多态性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支架

术后患者服用氯吡格雷的远期疗效影响 
 

赵瀛 周琰 张岚 鞠颖慧 张春燕 郭玮 潘柏申 郭大乔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肝细胞色素 P450 系统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atherosclerosisobliterans, ASO)患者中的分布规律，及其与氯吡格雷治疗下肢 ASO 支架术后

患者远期疗效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行支架植入手术的

下肢 ASO 患者 50 例，按泛大西洋学会联盟（Trans-Atlantic Inter- Society Consensus，
TASC）II 分级 A~C，采用测序法检测影响氯吡格雷代谢活性基因（CYP2C19*2, *3, *17）的

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布。采用多普勒超声和周围血管检查随访 12 个月，对疑难病例用 X 光、CT
血管造影共同评价患者支架内狭窄程度，以分析年龄、身体质量指数、性别、糖尿病、高血

压、脑梗、冠心病、吸烟史等因素对支架术后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  
结果  50 例下肢 ASO 支架术后患者中，CYP2C19*2、*3 等位基因突变频率分别为 48.0%
（24/50）、6.0%（3/50）。CYP2C19 快代谢型(*1/*1)、中代谢型(*1/*2、*1/*3)、慢代谢型

（*2/*2、*2/*3）的比例分别为 48.0%（24 例）、44.0%（22 例）、8.0%（4 例）。50 例下

肢 ASO 支架术后服用氯吡格雷患者经 12 个月随访，CYP2C19 代谢型和吸烟史所预示终点事

件发生的风险比 (Hazard 
ratio，HR)分别为 2.688，95%CI(1.366~5.288)，P=0.004, 
HR 2.430，95%CI (1.024~5.765)，P=0.044。经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12 个月中携带 1
个丧失功能型(loss-of- function，LOF）、2 个 LOF、不携带 LOF 等位基因在下肢 ASO 患者

是否发生缺血性事件中有显著的差异（P=0.007）。但 CYP2C19*2 和*3 对下肢 ASO 患者缺

血性事件影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对服用氯吡格雷治疗的下肢 ASO 患者远期疗效有影响，携带 LOF
等位基因可能增加缺血事件发生的风险。但由于本研究病例数少，需扩大样本量予以进一步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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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051 
 

Real-time Fuorescence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for the Detection of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Guo Xu-Guang1,2,HUANG Mei-Gan3,LIU Qing-Feng3,HE Shu-Jun3,WU Jian-jian3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Nanfang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Kingmed Colleg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rapid method of real-time fluorescence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RealAmp) for detection of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pma）
16S ribosomal RNA gene.   
METHODS  The detection assay is based on the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 reaction. The 16S ribosomal RNA gene was amplified by a set of six specially 
primers that recognize six distinct sequences of the target. The amplification can be obtained 
in 60min (90min) by incubating all of the reagents in a single tube with Bst 
DNA  polymerase.   
RESULTS  The amplification effect is better when using primer 4 into the reaction system. 
The results of all 11 strains bacteria were negative except of strains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The DNA concentration detection limit of the method was 4.07×10^(-5) ng/μL. 
Repetitive tests showed that the 3 different samples are almost detected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Amplification curve of them are almost overlapping.   
CONCLUSIONS   The method is highly stable, rapidly amplified，highly specific，and have 
great value in practical work.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068 
 

上海社区人群肠道携带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 大肠埃希菌的研

究 
 

倪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 200025 

 
目的  近十年来，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s，ESBLs）大肠

埃希菌在各地医院及社区中日益流行，但国内对社区携带情况研究甚少。本课题对上海社区健

康人群粪便中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携带及耐药情况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其耐药基因型

的流行状况及耐药性水平传播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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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4 年 5 月至 2014 年 6 月收集上海浦东多个社区健康人的粪便标本 1732 例，使用含

4μg/ml 头孢噻肟的麦康凯平板进行产 ESBLs 肠杆菌的筛查，进而通过科玛嘉大肠埃希菌鉴定

平板和 ESBLs 确证实验鉴定得到产 ESBLs 的大肠埃希菌。采用 PCR 技术扩增 ESBLs 基因

CTX-M、TEM 和 SHV 型，并对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及 BLAST 比对。采用纸片扩散法进行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药物敏感试验。以大肠埃希菌 J53 菌株作为受体菌，进行质粒接合实验

以探究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耐药性的水平转移。 
结果  从 1732 份粪便中共筛得 528 株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且均为产 CTX-M 型 ESBLs 菌

株，未发现产 TEM、SHV 型 ESBLs 菌株。CTX-M 型 ESBLs 中，CTX-M-9 组 ESBLs 分离率

最高（335/528，63.4%），其次为 CTX-M-1 组（178/528，33.7%），CTX-M-14 型 ESBLs
是上海社区健康人群中流行最广泛的酶型（258/528，48.9%）。所得菌株耐药情况严重，多

重耐药株（对三种或三种以上抗生素耐药）共 487 株（487/528 ，92.2%)。此外，共 208 株

（208/528，39.4%）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质粒接合实验成功。 
结论  上海社区健康人群肠道中携带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情况较为普遍，CTX-M-14 为最主要

的 ESBLs 型。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耐药情况严重，且近 40%菌株耐药基因可在菌株间水平

转移，成为耐药性水平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080 
 

抗双链 DNA-IgG 抗体检测方法的对比分析 
 

巩惠芸 何新培 施新明 王学锋 彭奕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 200025 

 
目的  对比人血清抗双链 DNA-IgG 抗体的绿荧短膜虫间接免疫荧光法试剂盒与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法试剂盒检测性能 
方法  收集 100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SLE），50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RF），50 例其他自身免

疫性疾病，50 例健康血清。以 SLE 临床诊断为金标准，比较各试剂盒敏感度和特异度，通过

受试者工作曲线比较性能 
结果  CaptiaTMdsDNA、AESKULISARdsDNA-G、QUANTA Lite dsDNA、Anti-dsDNA-NcX 
ELISA (IgG)、AESKUSLIDES nDNA、Anti-Double Strand DNA Antibodies IgG(IIFT)、
NOVA Lite dsDNA 灵敏度为 79%、70%、64%、58%、50%、39%、36%;除
AESKULISARdsDNA-G，CaptiaTMdsDNA 与其他试剂盒敏感度均有差异（P<0.05）；灵敏

度分别为 99.33%、99.33%、96%、96%、100%、98.67%、99.33%;特异性无差异

（P>0.05）。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51、0.933、0.915、0.892、0.750 、0.688、0.677；
AESKULISA®dsDNA-G 与 CaptiaTMdsDNA、QUANTA Lite dsDNA，QUANTA Lite dsDNA
与 Anti-dsDNA-NcX ELISA (IgG），Anti-Double Strand DNA Antibodies IgG(IIFT)与 NOVA 
Lite dsDNA AUC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试剂盒 AUC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一致性定性分析 kappa 在 0.496-0.915 间;一致性定量分析组内相关系数

（ICC）在 0.523-0.915 间，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rho）在 0.735-0.856 间，Bland-Altman 法

超出一致性界限个数百分比在 3.2%-7.2%间 
结论  CaptiaTMdsDNA 敏感性、准确性最高，AESKULISA® dsDNA-G、QUANTA Lite 
dsDNA 其次；CaptiaTMdsDNA 与 AESKULISA® dsDNA-G 一致性最高，QUANTA Lite 
dsDNA、Anti-dsDNA-NcX ELISA (IgG)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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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140 
 

B7-H4 在胰腺癌肝转移肿瘤和原发肿瘤中表达的临床意义 
 

沈凌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B7-H4 是协同刺激因子 B7 家族的成员，能抑制 T 细胞增殖，阻断细胞周期，使细胞停

滞于 G0/G1 期，抑制细胞因子如 IL-2 等的释放，从而抑制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肿瘤细胞

内高表达的 B7-H4 分子可促进上皮恶性转化及肿瘤形成，可能在肿瘤进展及不良预后中起重

要作用。我们之前的研究显示，B7-H4 在胰腺癌组织中异常表达，并且与肿瘤的分级、分化等

相关，可能参与胰腺癌的恶性进展。本研究中，我们将分析 B7-H4 在胰腺癌肝转移癌中的表

达特征和临床意义。 
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病例为 40 例胰腺癌肝转移癌组织，其中 15 例有胰腺癌原发肿瘤的配对组

织，另有 80 例既无肝转移又无其他远端和淋巴结转移的胰腺癌组织。我们通过免疫组织化学

染色方法检测了 B7-H4 在上述组织中的表达特征，SPSS 统计软件分析其临床意义。 
结果  B7-H4 在 17 例（42.5%）胰腺癌肝转移癌组织和 3 例（20%）胰腺癌原发肿瘤的配对组

织中高表达。B7-H4 在胰腺癌肝转移癌组织中的高表达率显著高于胰腺癌原发肿瘤的配对组织

（P<0.05）。我们同时发现，高表达 B7-H4 的胰腺癌原发肿瘤具有较高的肝转移风险

（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肝转移肿瘤组织中高表达 B7-H4 的胰腺癌肝转移病人的中位

生存期较短（P<0.05）。 
结论  B7-H4 的异常表达，是胰腺癌细胞向侵袭性生长表型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B7-H4 有望

作为潜在胰腺癌预后评价指标。B7-H4 在胰腺癌肝转移肿瘤和原发肿瘤中表达的临床意义 B7-
H4，胰腺癌，肝转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270 
 

蛋白芯片技术对抗核抗体谱(14 项)的检测及评价 
 

张兴旺 马华瑜 张晓梅 叶华 王平 魏莲花 
甘肃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 730000 

 
目的  评价蛋白芯片技术对抗核抗体谱中 14 种自身抗体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及其在常见自

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蛋白芯片技术（微阵列芯片法）与线性免疫印迹法(LIA)自身抗体检测试剂盒进行比

对，验证抗核抗体谱检测蛋白芯片(Sm/nRNP、Sm、SSA、SSB、Scl-70、PM-Scl、Jo-1、
CENP-B、PCNA、dsDNA、核小体、组蛋白、核糖体 P 蛋白、AMA-M2)在临床应用中的检测

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蛋白芯片技术检测 14 项自身抗体，其中 Sm/nRNP 敏感度为 98.00%，特异性为

100%；Sm 敏感度为 97.29%，特异性为 99.31%；SSA 敏感度为 96.77%，特异性为

98.71%；SSB 敏感度为 100 %，特异性为 100%；Scl-70 敏感度为 96.77%，特异性为

99.67%；PM-Scl 敏感度为 100%，特异性为 100%；Jo-1 敏感度为 100%，特异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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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CENP-B 敏感度为 96.66%，特异性为 96.66%；PCNA 敏感度为 100%，特异性为

100%；dsDNA 敏感度为 97.43%，特异性为 100%；核小体敏感度为 95.50%，特异性为

100%；组蛋白敏感度为 100%，特异性为 99.60%；核糖体 P 蛋白敏感度为 95.34%，特异性

为 100%；AMA-M2 敏感度为 91.42%，特异性为 99.65%。 
结论  蛋白芯片技术检测抗核抗体谱中，14 种自身抗体的检测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 且与

LIA 法有较高的符合率，能满足临床检测自身抗体谱的要求。蛋白芯片技术具有高通量、操作

简便、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等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483 
 

CD56 在流式细胞学检测血液病中的应用 
 

张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 CD56 在流式细胞学检测血液病中的应用 
方法  通过总结文献来分析 CD56 在流式细胞学检测血液病中的相关应用 
结果  CD56 抗原主要表达于 NK 细胞,是 NK 细胞相关疾病诊断的依据。CD56 虽然没有细胞系

列和疾病特异性,但 NK 祖细胞和 NK 样 T 细胞淋巴瘤/白血病的恶性细胞都表达 CD56,表达

CD56 的淋巴瘤/白血病大多临床表现病情进展迅速。WHO(2008)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病理学

和遗传学分类中，将一种多表现为皮肤损害，同时表达 CD4，CD56 和 CD123 的肿瘤命名为 
BPDCN。CD56 亦表达于 15％ ～20％ 的 AML 细胞，此类 AML 侵袭性强，与白血病的髓外

浸润密切相关，预后差。CD56+AML 患 者 具 有 比 CD56-患者更高的复发风险，并且同样适

用于急性早 幼 粒 细 胞 白 血 病。CD56 亦表达于 ALL 细胞,是急性白血病中常见的跨系抗原

表达,CD56 阳性患者具有独特的临床生物学特症对临床治疗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意义。CD56
异常表于 AML 和 ALL 患者,多见于 M2 和 T-ALL 患者。目前普遍认为 CD56 是区分良恶性浆

细胞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常浆细胞不表达 CD56，而 CD56 在约 60% 的 MM 患者瘤细胞上表

达。因此，CD 56 是区分正常与恶性浆细胞的重要标志 ，CD56 + /CD19-现今已成为识别恶

性浆细胞的较为特异的标记，CD56 与 MM 病程的进展和恶性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早期预测

病程进展及预后的指标。伴 CD56 表达的造血系统肿瘤被认为是一组具有高度攻击性的恶性疾

病。 
结论  CD56 抗原主要表达于 NK 细胞,是 NK 细胞相关疾病诊断的依据。BPDCN 患者多数表达

CD56。CD56 异常表达于 AML 和 ALL 患者,多见于 M2 和 T-ALL 患者。CD56 与 MM 病程的

进展和恶性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早期预测病程进展及预后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43495 
 

Dysfibrinogenemia associated novel heterozygous 
mutation, Shanghai (FGA c.169_180+2 del), leads t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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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l truncation of fibrinogen A alpha chain and 
impairs fibrin polymerization 

 
Zhou Jingyi1,Ding Qiulan2,Wu Wenman2,Ouyang Qi3,Xie Yinyin1,Wu Xi2,Lu Yeling2,Dai Jing2,Liang 

Qian2,Wang Hongli1,Wang Xuefeng2,Hu Yiqun4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Genomics， Shanghai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Eye and Ear Nose Throat (ENT)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4.Faculty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troduction A novel heterozygous variant, FGA c.169_180+2 del (designated fibrinogen 
Shanghai), was identified in a dysfibrinogenemia patient with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y 
syndrome (APS) and recurrent venous thrombosis, and in his asymptomatic father. 
Material and Methods  Transcrip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FGA mini gene 
transfection assay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nucleosides deletion on mRNA editing. The 
fibrinogen isolated from propositus’ plasma was used to characterize its functional defects. 
Fibrin polymerization and clot lysis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by optical measurement of 
turbidity.Thrombin-catalyzed fibrinopeptide release was analyzed by the reversed-
phase,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RP-HPLC) method. The ultrastructures of 
fibrin clots constituted with fibrinogen variant Shanghai were visuali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Results  FGA mutation, c.169_180+2 del, led to an aberrant mRNA with exon 2 skipping 
and encoded an shortened Aα chain with 42 amino acids truncation at its N terminal. The 
propositus’ fibrinogen had an impaired release of fibrinopeptide A (FpA) and abnormal 
polymerization 
with a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lag time, a slower maximum slope and reduced final turbidity 
(p<0.01). The fibrin clot formed with propositus’ fibrinogen showed thicker fibers with looser 
network structure. Clot lysis was normal using the purified fibrinogen but was significantly 
impaired 
using the plasma sample from propositus, compared with that from his father (p<0.01). 
Conclusion  Fibrinogen Shanghai results in N terminal truncation of Aα chain, which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synthesis, assembly, or secretion of fibrinogen, but compromises fibrin 
polymerization and clot formation. APS at least partiall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rombosis in the propositu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829 
 

注射用头孢替安对钒酸盐氧化法和干化学法测定的总胆红素

浓度的影响 
 

李自越 沈建军 张惠中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头孢替安对钒酸盐氧化法、干化学法测定总胆红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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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总胆红素浓度小于 20 μmol/L 的样本 20 例，总胆红素浓度介于 150~220 μmol/L 的

样本 20 例，总胆红素浓度介于 350~410 μmol/L 的样本 20 例，共计 60 例，每例加入等体积

不同浓度的头孢替安，配制成头孢替安终浓度分别为 300、150、75 mg/L 的血清样本作为实

验组，以加入等体积纯水血清样本作为对照组，分别采用干化学法和钒酸盐氧化法测定加入不

同浓度头孢替安和纯水的血清样本中总胆红素浓度，比较头孢替安对两种方法测定的总胆红素

浓度的影响，所有数据用统计学软件 SPSS13.0 进行处理。 
结果 干化学法中，加入头孢替安的实验组与加入纯水的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总胆红素浓度较

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同一总胆红素浓度，随着头孢替安浓度的降

低，实验组总胆红素浓度的升高率逐渐降低。在钒酸盐氧化法中，总胆红素浓度在 150~220 
μmol/L 时，实验组总胆红素浓度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注射用头孢替安对干化学法测定总胆红素浓度的干扰作用较强，且随着药物浓度的升

高，影响越明显，而对钒酸盐氧化法测定总胆红素浓度几乎无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971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与手工法体液细胞计数及分类的相关性

研究及其临床意义 
 

张慧 李琳 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分析 Sysmex XE-5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与手工法体液细胞计数与分类结果之间的相

关性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使用 Sysmex XE-5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300 份体液（脑脊液及浆膜腔穿刺液）标

本进行红细胞、白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同时使用改良 Neubauer 计数板进行人工计数及分

类。 
结果 对于不含大量细胞团的标本，当红细胞数（RBC-BF）在（100-10000）×106/L、白细胞

数（WBC-BF）在（9-50）×106/L 范围内时，仪器法检测结果呈线性，R2分别为 0.9985 和

0.9863。在此线性范围内仪器法和手工法检测 RBC-BF、WBC-BF 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t=9.96,P＞0.05）；两种方法检验结果具有相关性，R2分别为 0.981、0.986、0.992。对于

含有大量细胞团块的标本，仪器法检测 RBC-BF 和 WBC-BF 不成线性，R2分别为 0.319 和

0.208。 
结论 Sysmex XE-5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RBC-BF 在（100-10000）×106/L、WBC-BF
在（9-50）×106/L 范围内的体液标本计数及分类结果与手工法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在此范围内

时使用仪器法检测能够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3980 
 

醛固酮引起糖尿病胰岛 β 细胞损伤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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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目的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绝对或相对不足引起的一种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胰

岛 β 细胞功能损伤和/或数量减少是各型糖尿病的共同特征和发病基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

酮系统（RAAS）的激活导致醛固酮水平升高，其与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主要探

讨了醛固酮增多对糖尿病胰岛 β 细胞功能和存活的影响，并揭示了醛固酮介导糖尿病胰岛 β 细

胞损伤的分子机制。 
方法  本研究通过分离大、小鼠的原代胰岛并培养胰岛 β 细胞系（Min6 和 INS-1 细胞），观察

醛固酮对胰岛 β 细胞合成和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及其存活的影响，检测在醛固酮的作用下胰岛 β
细胞 JNK/p38 MAPK 信号通路相关分子的变化，探寻醛固酮损伤胰岛 β 细胞的功能并促进其

凋亡的关键靶分子。 
结果  醛固酮可以损伤胰岛 β 细胞系以及原代胰岛合成与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并引起胰岛 β 细

胞凋亡。发现醛固酮引起胰岛 β 细胞损伤的作用并非通过盐皮质激素受体（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MR），而是通过糖皮质激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 GR）介导的。使用 GR
的拮抗剂 RU486 和干扰 GR 均能逆转由醛固酮造成的 β 细胞损伤。分子机制研究表明，醛固

酮可以通过 GR 降低 MafA 的表达和转录活性。此外，醛固酮通过 GR 能够激活 JNK/P38 
MAPK 信号通路，一方面通过 JNK 信号途径从转录水平抑制 MafA 的表达，另一方面通过

P38 MAPK 信号途径从翻译后水平影响 MafA 的蛋白稳定性，加快 MafA 蛋白的降解。而过表

达 MafA 能逆转由醛固酮造成的胰岛素合成和分泌降低，同时还可以保护胰岛 β 细胞免受由醛

固酮诱导的凋亡，后者的机制与调节抗凋亡分子 Bcl-2 的表达相关。 
结论  本文明确了醛固酮能够诱导胰岛 β 细胞功能障碍和凋亡。具体机制是醛固酮通过 GR 激

活 JNK/p38 MAPK 信号通路，进一步降低转录因子 MafA 的表达，抑制 MafA 的转录活性，从

而损伤胰岛 β 细胞的功能并促进其凋亡。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阐明高血压等肾素-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激活的疾病与 2 型糖尿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使用洛沙坦等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ARB）类药物治疗 2 型糖尿病提供了实验和理论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4038 
 

某县级医院感染的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彭雄
1 王青霞

2 陈泽惠
3 

1.湖北省云梦县中医院 
2.云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云梦县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医院感染病原菌的分布与耐药情况，为医疗行为的持续改进提供数据。 
方法  对 2010-2012 年住院患者发生感染的病原菌及耐药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住院患者医院感染部位以呼吸道为主，占 50.8%；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占

66.20%；这些菌株对临床抗菌药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性，多重耐药性有增高的趋势。 
结论  降低医院感染率，不定期与临床沟通，合理使用抗菌药，减少多重耐药菌是今后院感工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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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4147 
 

分子生物学方法在感染性心内膜炎病原诊断方面的优势 
 

王恺隽 张思明 王飞燕 程军 王芳 刘朝晖 陈曦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00037 

 
目的  分析分子生物学方法对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病变瓣膜赘生物病原学检测的应用价值，并

与传统血培养及瓣膜赘生物常规培养方法比较，为临床诊疗提供可靠的实验室数据。 
方法  本研究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的高灵敏度特点，以细菌 16SrRNA 基因通用引物检测 129
例行手术治疗的 IE 患者瓣膜赘生物中的微量微生物，并与传统的血培养及赘生物普通培养检

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85 例有血培养资料的病例，血培养检出阳性 23 例（20.76%），PCR 检出阳性 71 例

（83.53%），配对卡方检验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129 例都进行了赘生物常规

培养和 PCR 检测，前者检出阳性 27 例（20.93%），后者检出阳性 109 例（84.5%），配对

卡方检验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应用高灵敏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对 IE 患者瓣膜赘生物进行致病原检测阳性率远远高于传统

的血培养和赘生物培养，能够为临床诊疗提供及时、可靠的依据，有助于患者接受有针对性的

抗生素治疗，从而可能大大改善预后，在今后的 IE 诊疗中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4724 
 

NT-proBNP 在评估慢性肾脏疾病（CKD） 患者心功能中的

价值 
 

宋昊岚 杨婷婷 李贵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目的  探讨慢性肾脏疾病（CKD）患者 NT-proBNP 水平及在评价 CKD 患者心功能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以慢性肾脏相关疾病为主诊的住院病人 567 例，按其估

算肾小球滤过率分为六组，结合患者心功能分级，分析其血浆 NT-proBNP 水平与肾功能、心

功能的相关性以及 CKD 患者诊断心衰的 cut-off 值。 
结果  CKD 患者肾小球滤过率分期越高，血浆 NT-proBNP 浓度越高；各组间 NT-proBNP 浓

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通过绘制 ROC 曲线，在 CKD 各不同分期的患者中诊断心功能衰竭

的临界值分别为 G1:119.5(ng/L)，G2: 168.5(ng/L)，G3a: 300.5(ng/L)，G3b: 1019.5(ng/L)，
G4: 2777.5(ng/L)，G5: 3640.5(ng/L)。 
结论  血浆 NT-proBNP 浓度受肾脏功能影响，与肾小球滤过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建议对 CKD
患者应用 NT-proBNP 进行心脏功能评估时，应考虑采用不同的 cutoff 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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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842 
 

三种品牌抗磷脂抗体试剂检测比对 
 

施新明 蒋倩倩 巩惠芸 王学锋 彭奕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 200025 

 
目的  使用三家公司试剂盒检测血清抗心磷脂抗体、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比较敏感性、特异性

和一致性。 
方法  检测瑞金医院 2014 年 6 月到 2016 年 3 月抗磷脂综合征患者 50 例，其他结缔组织病

164 例，健康体检者 50 例抗心磷脂抗体和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浓度，评价敏感性、特异性、

Youden 指数、ROC 曲线面积，Kappa 检验检测公司间一致性。 
结果  A 公司 IgG/IgM/IgA 型抗心磷脂抗体、IgG/IgM/IgA 型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敏感性为

46%、14%、14%和 36%、28%、26%，特异性为 97.66%、99.53%、97.66%和 98.60%、

93.93%、96.26%。B 公司 IgG/IgM/IgA 型抗心磷脂抗体、IgG/IgM/IgA 型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

敏感性为 52%、20%、14%和 34%、16%、20%，特异性为 95.79%、95.33%、97.66%和

98.60%、97.66%、86.92%。C 公司 IgG/IgM/IgA 型抗心磷脂抗体、IgG/IgM/IgA 型抗 β2 糖蛋

白 I 抗体敏感性为 54%、12%、18%和 50%、18%、32%,特异性为 92.06%、99.01%、

97.20%和 92.06%、97.20%、82.71%。B 公司 IgM、IgG 型抗心磷脂抗体 Youden 指数最

高，C 公司 IgA 型抗心磷脂抗体、IgG 型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 Youden 指数最高，A 公司 IgM 型

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IgA 型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 Youden 指数最高。A、B 公司抗心磷脂抗体

Kappa 值最高，为 0.707；A、C 公司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 Kappa 值最高，为 0.637；A、C 公

司总抗磷脂抗体 Kappa 值最高，为 0.619。 
结论  三家公司敏感性、特异性统计学无明显差异（p>0.05）。实验真实性三个公司无明显差

异，A、C 公司诊断准确性较高。B 公司抗心磷脂抗体（IgG，IgM，IgA 型抗心磷脂抗体有一

种或以上阳性则判断为阳性）真实性和诊断准确性最高，C 公司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IgG，

IgM，IgA 型的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有一种或以上阳性则判断为阳性）真实性和诊断准确性最

高，且抗磷脂抗体（IgG/IgM/IgA 型抗心磷脂抗体，IgG/IgM/IgA 型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六种抗

体有一种或以上阳性则判断为阳性）真实性和诊断准确性最高。A、B 公司 aCL 一致性较高，

A、C 公司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一致性较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5010 
 

原创性背景荧光淬灭免疫层析 POCT 定量检测技术 
 

王雅杰 康熙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背景荧光淬灭免疫层析(bFQICA)定量检测技术的建立。 
方法  以甲胎蛋白（AFP）和黄曲霉毒素为待测物进行了原创性检测体系的建立。 
1. 检测过程：整张测试膜预先包被荧光物质；将样品加入样品孔，样品中的待测物在毛细作用

下向吸水垫方向移动；流经结合垫处，将金棒标记抗体复溶，同时待测抗原与其抗体形成抗原

-抗体复合物；复合物继续向前移动至检测线，与固定在此处针对待测抗原的抗体发生反应，

形成金标抗体-抗原-抗体复合物；过量的游离金标抗体继续迁移，与固定在质控线抗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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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取信号，建立标准曲线：记录膜面上荧光信号的变化，金标抗体与待测抗原结合后流经检

测线与第二抗体结合后，金淬灭了膜上的荧光物质，使该处荧光信号降低，记录为 F2；而在

检测线和质控线之间的膜上因无淬灭现象发生，此处荧光信号为平台期，记录为 F1；以 F1 与

F2 比值作为目标物的效应值，目标物标准品浓度与其对应的效应值可拟合成标准曲线，待测

样品中物质含量可根据曲线方程即可计算出样本效应值。质控线结果阳性提示检测体系有效。 
3. 性能评价：进行回收实验、重复性检测、高中低值样本检测的重复性检测、用 bFQICA 和

临床应用的电化学法同时检测临床样本、试纸条稳定实验、同一样本用不同仪器检测、黄疸样

本检测等实验进行性能评价。 
结果  bFQICA 法检测 AFP 检测灵敏度为 1ng/mL；回收实验样本浓度为 10ng/mL 和

100ng/mL 时 CV 分别为 10.4%和 15.2%；进行高、中、低值 AFP 样本检测时重复性 CV 分别

118.5%、111.4%、89.1%；与电化学法同时检测临床样本 r = 0.98、p < 0.001。bFQICA 法

检测黄曲霉毒素时最低检测限为 0.075ng/ml；分析内精密度分别为 7.3%(0.30ng/ml)、5.8% 
(0.45ng/ml) 
、6.0%(0.60ng/ml)；回收率为 65.8~94.1%，符合国标要求。 
结论  bFQICA 法以样本中已知和未知的内在荧光物质产生的背景荧光作为荧光基线，利用变

化的比值进行计算，可较好去除背景干扰；且可不受仪器随着时间读取荧光信号衰减或不同仪

器之间读数差异、以及黄疸的影响。该技术为开放性平台，可用于基于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原

理的免疫学定量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45226 
 

6σ 质量管理方法在全血细胞计数室内质控方案设计中的应用 
 

王飞霞 
长安医院 710016 

 
目的  应用六西格玛（6σ）质量管理方法设计全血细胞计数室内质量控制方案，指导检验质量

的改进。 
方法 收集本实验室 2015 年度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量评价全血细胞计数的 2 次数据，以及

1-12 月室内质量控制数据，采用公式 σ=(TEa-       Bias)/CV，计算 WBC 、RBC 、Hgb、
HCT 、PLT、MCV、MCH、MCHC 等检验项目的 σ 值，设计质量控制方案。未达到 6σ 度量

值的检验项目，计算质量目标指数（QGI），查找导致性能不佳的主要原因，提出优先改进方

案。 
结果  在 8 个检测项目中，σ 度量值最大的是平均红细胞体积（MCV)，为 6.12，其余 7 个项

目的 σ 度量值介于 3 到 6 之间，其中最小的是血小板计数( 
PLT)，为 3.24。所有检验项目的平均 σ 度量值为 4.57。在 7 个 σ 值小于 6 的检验项目中，按

QGI 要求，4 个项目需优先改进精密度, 2 个项目需优先改进准确性, 1 个项目需同时改进精密

度和准确性。 
结论  可以根据 6σ 度量值设计质量控制方案，达到提升检验质量的最终目的；导致某些项目

性能不佳的主要原因是精密度超出允许范围，提高精密度仍然是实验室的主要任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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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炎性介质与凝血状态的相

关性探讨 
 

王虹娟 刘鑫 曹永宏 
新疆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 834000 

 
目的  讨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炎性介质与凝血状态的相关分析。 
方法  选取本院呼吸科 76 例 AECOPD 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以健康体检者 76 例作为对照

组，进行炎性因子白介素-6，C 反应蛋白，凝血五项的检测。 
结果  AECOPD 观察组患者血清白介素 6（IL-6）水平（37.5±16.9）pg/ml，较对照组

（3.2±1.6）pg/ml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AECOPD 观察组患者血清 C 反

应蛋白(CPR)水平（62.8±33.3）mg/L，较对照组（2.5±0.6）mg/L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AECOPD 观察组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FIB）含量（4.97±1.51）g/l，较对照

组（2.5±0.5）g/l 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ECOPD 观察组患者血浆 D-二
聚体（D-D）含量（3.12±1.8）mg/L FEU，较对照组（0.21±0.1）mg/L FEU 明显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

酶时间（TT）差异无显著性（P＞0.05）;AECOPD 观察组患者血浆 FIB、D-D 含量与白介素

6 及 C 反应蛋白水平呈正相关(P<0.05)。 
结论  AECOPD 存在凝血机制改变，处于高凝状态，并与全身炎症反应并存。且两者存在正相

关性。在对 AECOPD 患者常规治疗的同时给予合理的抗炎，抗凝治疗，延缓肺动脉高压，防

止肺血栓形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5357 
 

miR-105 对人肝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石永杰 黄思聪 嘉红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260 

 
目的  探讨 miR-105 对肝细胞癌（HCC）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Real-time PCR 检测肝癌细胞株 HepG2、Hep3B、QGY-7703 和 Huh7 和永生化正常肝

上皮细胞 LO2 细胞中 miR-105 的表达以及 12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外周血中 miR-105 的表达情

况。进而选取 HepG2 及 QGY-7703 细胞，转染 miR-105 模拟物和抑制物，然后通过划痕实验

及 Transwell 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 
结果 与正常肝上皮细胞 LO2 相比，肝癌细胞株中 miR-105 的表达均显著下调（P＜0.05）；

划痕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过表达 miR-105 的 QGY-7703、HepG2 细胞划痕修复能力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反之抑制 miR-105 表达，细胞划痕修复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同时，Transwell 实验显示：miR-105 过度表达的 QGY-7703 细胞穿透小室的细胞数

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相应地抑制 miR-105 表达后 QGY-7703 细胞的穿透小室的细胞

数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临床选取的 12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其外周血中 miR-105 表

达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与细胞实验结果一致。 
结论  因此，根据以上结果，我们推测 miR-105 的过表达可抑制肝癌细胞的迁移能力，而外周

血中 miR-105 表达下降可以作为肝癌患者疾病监测和预测的指标。 



443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5418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of Candida albicans  
causing invasive infection from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northeast of China 
 

zhang jinfeng,guo dawen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01 

 
Candida albicans (C.albicans) infection is prevalent recently as a result of invasive medical 
facilities immunodeficiency and dysbacteriosis.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grasp the infection 
condition of C.albicans in hospital. In this stud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was 
performed to 31 C.albicans from aseptic site of 27 patients to study the genetic diversity, 
population structure, microevolution and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at northeast of China.   
 All of the isolates were isolated from sterile sites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2013/08 to 2015/08.The isolates were subcultured on Sabouraud 
dextrose agar for 24-48h at 30?C. A colony of each isolate were inoculated in yeast extract 
peptone dextrose(YPD) for DNA extraction with Ezup Column Yeast Genomic DNA 
Purification Kit (B518257) after subculture on Sabouraud agar. MLST is easy in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in MLST database could be share around the world. Seven housekeeping 
genes (AAT1a, ACC1, VPS13, MPIb, ADP1, SYA1, ZWF1b) are amplified and sequenced, 
then inputing the sequence results into MLST database  (http://pubmlst.org/calbicans/) for 
typing results to futher comparison and analysis.New MLST numbers were assigned when 
chromatograms for the isolates with new alleles and new DSTs were sent to the curator of 
MLST database (http://pubmlst.org/calbicans/submission.shtm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by Mo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alysis version 6.0 (MEGA6.0) .  
MLST revealed 24 diploid sequence types (DSTs) and 78 allele sequence types (STs) 
include seven new DSTs (DSTs 3049 to 3051) and three new STs (ST 109 for ACC1, ST 
211 and ST 212 for SYA1). C.albicans were classified into six of 18 known clades (clades 1, 
4, 7, 8, 12 and 15) by polymorphism analysis. There was no isolate belonged to clade 2 and 
clade 18 in the present study. In contrast, clade 15 was the most common clade in this 
research, which separation rate was quite low in other region. Further, clade 4, 8, 12 were 
also found popular in the study, which were common in other region of China. A case of 
potential nosocomial transmission was found by th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and genotypes, 
but microevolution and multiple strains did not appear at the time of infection in this study.  
This study reflected the popularity and typing feature of C.albicans in northeaster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MLST appears to be confirmed a useful method for genotyping, assess 
microevolution and nosocomial transmission to C. albicans strains isolated from 
hospitalized patients. But it will be more meaningful to clinical treatment,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bacteria research if some other housekeeping gene are combined to made 
a subtype analysis, like alleles associated with drug resistance, alleles associated with 
virulence (gene encoding hydrolytic enzyme for examples ) and alleles associated with 
invasion (gene encoding hemolysin, gene encoding lipase inhibitors for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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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5453 
 

偶发分枝杆菌致髋关节感染一例 
 

张丽杰
1 赵连春

2,1 齐典文
1 黄印启 1 王鹏

1 左惠芬
2 孙永辉

2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2.河北以岭医院 
 

目的  明确可能导致髋关节感染的病原菌，以便迅速建立抗感染的有效治疗方案。 
方法  对关节液培养中分离得到的菌株进行 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鉴定以及传统的抗酸染

色、生化鉴定。 
结果  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鉴定结果显示分离株与偶发分支杆菌有 99％同源(GenBank 编

号：CP011269.1)，生化分类及鉴别培养基鉴定结果也符合偶发分支杆菌的特征，正式报告致

病菌为偶发分支杆菌。明确病原菌为偶发分支杆菌后，迅速调整抗生素治疗方案为阿奇霉素静

点+左氧氟沙星静点+复方新诺明口服。一个月后出院回家进行口服阿奇霉素+左氧氟沙星+复
方新诺明+异烟肼的治疗，一直服药一年，我们随访一年半，病情未再反复。 
结论  非结核分支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NTM）感染日渐增多，16S rRNA 基

因测序鉴定偶发分支杆菌快速而准确，显示了传统鉴定方法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同时实验室

工作人员的丰富经验也为提早进行病原学诊断奠定了基础，最初的菌落观察、革兰染色、抗酸

染色都为寻找病原学指明了方向---病原菌极有可能是 NTM 的一种，所有这些检测手段的熟练

运用为提早进行抗 NTM 治疗赢得了时间，并最终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5712 
 

LukS-PV induces differentiation by activating the ERK 
signaling pathway and c-JUN/c-FOS in huma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s 
 

Dai Chunyang1,Zhang Chengfang1,Sun Xiaoxi1,Pan Qing2,Peng Jing1,Sheng Jilong3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China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China 

3.Anhui Provincial Laboratories of Pathogen Biology and Zoonoses，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China 

 
LukS-PV, a component of 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 is a pore-forming cytotoxin secreted 
by Staphylococcus aureus. Here we examined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LukS-PV in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leukemia cel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We found that LukS-
PV could induce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cells, including AML 
cell lines and primary AML blasts, as determined by morphological changes, phagocytosis 
assay and expression of CD14 and CD11b surface antigens. In addition, LukS-PV activated 
the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 pathway and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c-JUN and c-FOS transcription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 Inhibiting ERK pathway activation with U0126 (a ME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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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 markedly blocked LukS-PV-induced differentiation and decrease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c-JUN and c-FOS.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an essential role for 
the ERK pathway together with c-JUN and c-FO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ctivity of LukS-PV. 
Taken together, our data suggest that LukS-PV could be a potential candidate as a 
differentiation-inducing agent for the therapeutic treatment of AM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017 
 

以苯扎溴铵替代 HBsAg、HBsAb、HBeAg(EIA)阳性对照 
 

蔡祥址 
宝应县人民医院 225800 

 
笔者偶然发现苯扎溴铵干扰 HBV 标志物测定，通过十余年的实验研究与摸索，至今已能熟练

应用苯扎溴铵配制 HbsAg（EIA）质控物，日前又成功摸索出以苯扎溴铵替代 HBsAg、
HBsAb、HBeAg（EIA）阳性对照的适应浓度：本实验室现用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HBsAg（EIA）试剂盒。实验结果如下： 
 
苯扎溴铵与原阳性对照品相近的 S/CO 值 
 
 
  
 HBsAg（EIA）                           HBsAb（EIA）                                HBeAg（EIA） 
  
 
 
  
 1：60                                         1：50                                      1：70 
 苯扎溴铵       阳   性                  苯扎溴铵     阳   性                    苯扎溴铵            阳   性 
  
 
 
  
 29.02           28.15                     27.05        25.79                      15.76                22.91 
  
 
 
 
用苯扎溴铵配制阳性物对照的优点在于：首先是减少了来自 HBV 本身的标志物对环境可能造

成的污染机率，为生物安全作出了贡献；其次是取消了试剂生产厂商对病毒株的选择与灭活，

节约了研发和生产成本，还具有特出的社会效益；再其次是本品价廉易得、易配制、易于保

存，稳定性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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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常规中细胞学检查报告方式的改进与规范 
 

谭家成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改进与规范体液常规中细胞学检查的报告方式。 
方法  针对目前各级医院体液常规中细胞学检验的内容及其报告方式存在的主要不足，包括：

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有核细胞计数三名并存；计数板直接分类和染色分类两法并用；细胞

分类不精确，既没有特征性细胞图片，也没有特征性细胞学描述，更没有细胞学诊断结论或建

议等，提出改进与规范体液常规中细胞学检查报告方式的途径和措施。改进建议：1.采用有核

细胞计数和有核细胞分类作为统一的项目名称；有核细胞计数采用 106/L 作为计数单位。2.采
用统一报告形式，报告项目包括：有核细胞计数、有核细胞分类计数、有核细胞组分特征性描

述、检验诊断与建议等。3.明确不同职称人员的报告权限和内容，强调检验医师不可替代的作

用。4.二甲以上医院必须提供图文报告。5.加强对体液细胞学检查的质量考核。 
结果  改进与规范体液常规细胞学检查报告方式后，特征性细胞和特定病原体检出率明显提

高。 
结论  体液常规中细胞学检查报告方式的改进与规范有利于为临床提供更多确诊性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228 
 

快速诊断技术在活动性肺结核临床应用价值 
 

王凤平
1 徐俊驰

1 杨玉婷
1 赵静

1 陈蕾
1 吴妹英

2 
1.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传染病医院 
 

目的  应用快速诊断技术痰抗酸涂片、TB-IGRA、TB-DNA 联合检测在活动性肺结核诊断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选取本院肺结核患者 803 例，肺部非结核疾病患者 216 例作对照，利用以上三种

快速实验诊断技术进行检测，研究其在活动性肺结核诊断效能。 
结果  单一检测指标 AUC 两两比较，痰抗酸涂片检测的 AUC0.675 最小，诊断效能最差，其

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35.87%、99.07%，TB-IGRA 检测 AUC0.771 最大，诊断效能最好，

其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88.54%、65.74%。二联或三联组合检测两两比较，痰抗酸涂片

+TB-IGRA、TB-IGRA+TB-DNA 组及痰涂片+TB-IGRA+TB-DNA 组 AUC 较大，均大于痰抗酸

涂片+TB-DN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痰抗酸涂片+TB-IGRA、TB-
IGRA+TB-DNA 组及痰涂片+TB-IGRA+TB-DNA 组之间无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多项指标联合诊断较单一指标诊断可提高其肺结核诊断的灵敏度，从成本效益学角度考

虑，痰抗酸涂片+TB-IGRA、TB-IGRA+TB-DNA 联合检测 AUC 较大，检验效能较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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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肌钙蛋白 I 联合常规心肌标志物在微小心肌损伤 早期诊

断中的价值 
 

张成磊 孟繁君 焦婷婷 韩鹏鹏 王利新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2 

 
目的  探讨高敏肌钙蛋白 I（hs-cTnI）和常规心肌标志物在微小心肌损伤（MMD）早期诊断中

的价值。 
方法  测定 172 例 MMD 患者血清 hs-cTnI 以及常规心肌标志物（CK、CK-MB、hs-CRP、
cTnI、Mb）的浓度，并根据患者胸痛发作至采血时间窗分为<3h 组和 3～6h 组。另选择 80 健

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结果  MMD 早期血清各项指标的检测值及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六项指标联

合检测阳性率高于单项检测（P<0.05）。胸痛时间 3～6h 组各项指标水平均高于胸痛时间<3h
组、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s-cTnI、hs-CRP 两项指标变化幅度最

大，分别增长了 11.7 倍和 11.8 倍。 
结论  血清 hs-cTnI 是 MMD 早期诊断的敏感指标，多项指标联合检测对 MMD 的早期诊断有重

要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278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乙肝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赵修凤 赵于飞 李兴杰 刘一帆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通过对慢性乙肝患者标本进行 HBV-DNA 检测、分层后，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检测乙

肝病毒标志物，针对分布在不同层次的大三阳（HBsAg、HBeAg、HBsAb）、小三阳

（HBsAg、HBeAb、HBcAb）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为临床提供可靠地的诊断、治疗监测的

实验室信息。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检测 90 例临床已确诊的慢性乙肝患者乙肝病毒拷贝数并将其

分为 A、B、C 三组，其中 A 组（30 例）：103－104copies/ml，B 组（30 例）：105－

106copies/mL，C 组（30 例）：乙肝病毒拷贝数>107copies/mL；采用 Roche Cobas E601 电

化学发光免疫测定（ECLIA）定量检测其乙肝病毒标志物；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法）

定性检测其乙肝病毒标志物。 
结果  不同层次标本采用不同的方法（定性、定量）检测乙肝病毒标志物：大三阳患者阳性

率：A 组 9.6%、36.1% ，B 组 44.7%、63.3% ，C 组 96.4%、100%，其中以 C 组

(>107copies/ml)大三阳模式检出率最高；小三阳患者阳性率：A 组 90.4%、63.9% ，B 组

55.3%、36.7% ，C 组 3.6%、0%，其中以 A 组（103－104copies/ml）小三阳模式检出率最

高。 
结论  在对慢性乙肝患者诊断、治疗监测过程中，建议临床根据需求联合检测，补充乙肝定性

检测不足，同时也为乙肝的发病机理的研究积累资料。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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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594 
 

血浆蛋白 C、血浆蛋白 S 和 D-二聚体活性变化与 2 型糖尿病

肾病相关性研究 
 

陈莉 
深圳市蛇口人民医院 518067 

 
目的  探讨血浆蛋白 C（PC）、蛋白 S（PS）和 D-二聚体（D-D）活性变化与 2 型糖尿病肾

病（DN）发生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2 型糖尿病肾病（DN）患者 150
例，其中男性 60 例，女性 90 例，年龄 30-70 岁，平均 49 岁，均按照 2010 年美国糖尿病协

会制定的诊断标准确定。健康对照组为本院体检科提供的健康体检者 100 例，其中男性 50
例，女性 50 例，平均 38 岁，各项肝功能检查均正常，无高血压病、糖尿病、血栓栓塞疾病

史。采用 Stago 全自动凝血仪对 150 例 DN 及 100 例健康体检者血浆 PC、PS 和 D-D 进行检

测、比较。D-D 采用胶乳免疫比浊法，PC 采用发色底物法，PS 采用凝固法。 
结果 应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0.05 示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DN 患者血浆 PC、PS 和 D-D 水平分别为 161.45±31.22、105.50±12.45、0.69±0.15，健

康对照组血浆 PC、PS 和 D-D 水平分别为 100.00±16.46、64.00±19.11、0.14±0.04. DN 患者

血浆 PC、PS 和 D-D 水平分别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P<0.01），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线性

相关分析，血浆 PC、PS 和 D-D 表达呈正相关。 
结论 血浆 PC、PS 和 D-D 在 2 型糖尿病肾病中均呈高表达，提示患者出现微血管病变的可能

性明显增加，其原因可能是糖尿病患者体内溶栓活性降低，不能及时溶解血管内剩余过量的纤

维蛋白，继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从而引起血栓形成前状态或血栓形成的高凝状态。其联

合检测对 DN 早期诊断、疗效检测、预后判断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6818 
 

ProC Global 试验在急性脑梗死诊疗中的意义研究 
 

伍柏青
1 傅颖媛

2 
1.江西省人民医院 

2.南昌大学 
 

目的 调查分析急性脑梗死患者 PCAT-NR 与相关凝血指标 Fib-C、FⅦ:C、FⅧ:C、AT、D-D
二聚体的差异及相关性，明确这些指标在诊疗急性脑梗死中临床意义。 
方法 设经临床及影像学确诊急性脑梗死患者 100 例为病例组，另选取 75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

照组。（1）进行 Fib-C、FⅦ:C、FⅧ:C、AT、PCAT-NR、D-D 二聚体的检测，并比较两组

之间的差异；（2）分析比较急性脑梗死病例中 PCAT-NR 下降组与 PCAT-NR 正常组 Fib-C、

FⅦ:C、FⅧ:C、D-D 二聚体、AT 统计学差异；（3）将病例组 PCAT-NR 与其他凝血指标进

行相关性比较。 
结果 （1）急性脑梗死组 Fib-C（3.38±1.25 g/L）、FⅦ:C（130.5±15.9 %）、FⅧ:C
（135.8±43.1 %）、D-D 二聚体（2.12±3.01 mg/L）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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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4±14.95%）、PCAT-NR（0.87±0.23）结果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均有统计学

意义；（2）急性脑梗死组患者中 PCAT-NR 下降组 Fib-C（4.03±1.25 g/L）、FⅦ:C
（138.2±6.9 %）和 FⅧ:C（151.5±54.9 %）结果均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而 D-D 二聚

体、AT 结果，p>0.05，均无统计学差异；（3）急性脑梗死患者组患者 PCAT-NR 与 Fib-C、

FⅧ:C、D-D 二聚体呈明显负相关；而 PCAT-NR 与 FⅦ:C、AT 相关性不明显。 
结论 （1）急性脑梗死患者存在凝血因子高活性、抗凝指标下降等异常，，此均是脑梗死形成

的危险因素；（2）PCAT-NR 在急性脑梗死的诊疗中有着重要意义，它与 Fib-C 和凝血因子Ⅷ

高水平有一定关联。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062 
 

支气管哮喘患者 Th9 和 Th17 细胞及其细胞因子的表达及临

床意义 
 

李志 冷峰 刘毅 杨婷婷 
大连市中心医院 116033 

 
目的 测定支气管哮喘（Bronchial asthma）患者体内辅助性 T 细胞（Th ）17 和 Th9 细胞及其

细胞因子白介素（Interleukin,IL）17 和 IL-9 的水平，探讨两种细胞的表达与哮喘的发病机制

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FCM）检测患病组和对照组外周血中 Th17 和 Th9
细胞的比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中 IL-17 和 IL-9 的的含量。测得数据采

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哮喘组患者外周血中 Th17 和 Th9 细胞表达比例及 IL-17 和 IL-9 的浓度

显著升高（P＜0.05）。 
结论 Th17 和 Th9 细胞的变化可能在哮喘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099 
 

SDS-AGE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在肾脏疾病诊断中的应用分析 
 

徐慧丽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15002 

 
目的  分析十二烷基硫酸钠-琼脂糖凝胶（SDS-AGE）非浓缩尿蛋白电泳在肾脏疾病诊断中的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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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肾脏疾病患者 40 例作为实验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同时段 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

对照组（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两组尿液均采用 SDS-AGE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技术，使尿

蛋白按分子量大小分离。 
结果 尿蛋白经 SDS—AGE 电泳后，以相对分子量 70kDa 为界限，分为 5 种条带图像；(1)大
分子蛋白尿(肾小球性)，其图形为除白蛋白区带，在加样点与白蛋白之间出现分子量≥70 kDa
的蛋白区带，如转铁蛋白、IgG、结合珠蛋白；(2)小分子蛋白尿(肾小管性)，其图形为除白蛋

白区带外，在凝胶片阳极与白蛋白区带之间出现分子量<70kDa 的其他蛋白区带，如 a1 微球

蛋白、β2 微球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溶菌酶等；(3)混合性蛋白尿，蛋白特点为肾小球性和

肾小管性蛋白同时存在；(4)白蛋白尿，尿液中仅有中分子白蛋白，其图形特点为单一的白蛋

白带，其他区带均未出现；(5)无蛋白尿，无蛋白渗出即没有条带出现。本实验结果表明，对

照组均表现为正常生理性蛋白谱带，可见少量白蛋白带或者无蛋白尿；实验组 40 例肾病患者

中，肾小球性蛋白尿患者 23 例(57.5% )，混合任性蛋白尿患者 5 例（12.5%），肾小管性蛋

白尿患者 2 例(5.0% )，白蛋白尿患者 10 例(25.0% )。 
结论 SDS-AGE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技术可根据各蛋白组分的分布及相对百分比判断肾脏的损伤

部位与程度，对肾脏疾病的鉴别诊断、指导治疗及预后提供有效依据，且取材简便，敏感性

高，胶片易于保存等优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118 
 

5 年内院内感染假丝酵母菌菌群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陈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了解医院临床感染标本中假丝酵母菌的分布及耐药现状，为临床合理应用抗真菌药物提

供实验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了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院内感染标本中分离出的假丝酵母菌的菌群分

布及耐药性情况，鉴定应用 VITEK Ⅱ全自动细菌鉴定分析仪，药物敏感试验采用纸片扩散

法，按 CLSI 标准及相关标准进行，并采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从临床标本中 5 年内共分离到 1634 株假丝酵母菌，其中白色假丝酵母菌分离率最高，

占 55.57%，热带假丝酵母菌占 31.21%；其中各科室检出率以呼吸科最多，占 19.52%，其次

是老年病科占 13.71%；临床感染标本来源以痰液为主，占 38.43%，其次为中段尿，占

27.17%，两者占标本总数的 65.60%。4 种抗真菌药物中两性霉素 B 对假丝酵母菌敏感性比较

好，耐药率在 0.2%以下；氟康唑对白色假丝酵母菌的耐药率为 0.52%，对热带假丝酵母菌的

耐药率为 31.20%，对光滑假丝酵母菌的耐药率为 9.09%。 
结论  临床分离假丝酵母菌感染中以白色假丝酵母菌和热带假丝酵母菌为主，其感染标本来源

仍以痰和尿为主，从 2009 年至 2013 年，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和伏立康唑耐药率有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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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而对伊曲康唑和两性霉素 B 耐药性未见明显变化趋势，随着广谱抗菌药物越来越滥用，

临床应高度重视真菌的检测及耐药性变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119 
 

联合应用血小板聚集与血小板异常直方图报警在改进血小板

准确计数流程中的价值评估   
 

程翔 王刚强 郑善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血小板聚集(PLT Clumps?)和血小板异常直方图（PLT Abnormal 
Distribution）报警提示在血小板(PLT)准确计数流程中的应用价值，并以此为依据改进实验室

工作流程。 
方法  应用 SYSMEX XN 系列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根据 1157 例样本 PLT-I(阻抗法)计数及报

警情况，分组为单纯 PLT 减低、PLT Clumps?报警、PLT Abnormal Distribution（PLT abn）
报警及 PLT 正常标本。根据显微镜镜检结果，对比单独使用 PLT Clumps?报警与联合应用

PLT Clumps?和 PLT abn 报警在 PLT 准确计数中的应用价值。将 PLT abn 报警组使用 PLT-F
（荧光染色法）通道计数 PLT，根据镜检结果分组为小红细胞组、巨/大血小板组及血小板聚

集组，对比各组 PLT-I 与 PLT-F 计数结果。 
结果  SYSMEX XN 系列 PLTClumps?报警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46，最佳报警阈值为

125。联合应用 PLT Clumps?和 PLTabn 报警的灵敏度、特异性、总一致性均高于单独使用

PLT Clumps?报警。与 PLT-F 通道结果相比，小红细胞组 PLT-I 结果明显偏低（P<0.01）；

巨大 PLT 组 PLT-I 结果明显偏高（P<0.01）；血小板聚集组两通道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仅使用 PLT Clumps?报警作为血小板聚集的筛查提示不够可靠，联合应用 PLT Clumps?
与 PLT abn 报警可作为血小板聚集样本的筛查依据。电阻抗法 PLT 计数时小红细胞易造成结

果假性升高，巨大血小板易造成结果假性减低,应以 PLT-F 通道结果作为其血小板计数最终结

果。PLT-F 通道不能用于对血小板聚集标本的纠正，应分析原因后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纠正。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311 
 

HLA-DP polymorphisms may play a protective role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张君龙 詹文丽 杨滨 田安宁 陈林 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Objectives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presently hot HLA-DP SNPs, rs3077 and rs9277525 on 
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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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335 SLE patients and 635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in present study. 
Genotyping was performed with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high resolution melting (PCR-
HRM) assay.  
Resul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SNP rs3077 and 
rs9277535 of HLA-DP and SLE susceptibility (rs3077, OR=0.74, 95%CI=0.60-0.91, P=0.004; 
rs9277535, OR=0.72, 95%CI=0.60-0.91, P=0.001). Moreover, in cytokines,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rs3077 and IL-17 and INF-γ(P= 0.037 and P=0.020 
respectively; recessive model, P=0.011 and P=0.008, respectively) and the AA genotype 
predisposed to lower IL-17 and INF-γcompared with other two genotypes.  
Conclusions  HLA-DP polymorphisms (rs3077 and rs9277535) may play a protective role in 
SLE susceptibilit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386 
 

西宁地区 87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及叶

酸、维生素 B12 水平的研究 
 

王春玮 马慧英 
青海红十字医院 810000 

 
目的  主要研究西宁地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 HCY 水平及与叶酸、维生素 B12 的相关性。 
方法  将所选患者定为急性心肌梗组，并分为常规治疗组和干预组。常规治疗组给予常规治

疗，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 2 周进行血清 HCY、叶酸和维生素 B12 水平检测及对比；干预组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 VitB12、叶酸口服，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2 周、4 周进行血清 HCY、
叶酸和维生素 B12 水平检测及对比；同期选择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进行血清 HCY、叶酸

和维生素 B12 水平检测及对比。 
结果  急性心肌梗组人群 HCY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人群 HCY 水平，有显著性差异（p＜
0.01）；急性心肌梗组人群叶酸、维生素 B12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人群叶酸、维生素 B12 水

平，有显著性差异（p＜0.01）；急性心肌梗组中干预组服药前后 HCY 水平有显著性降低（p
＜0.01），血清叶酸、维生素 B12 水平均有显著性增加（p＜0.01）；常规治疗组治疗前后

HCY 水平也有降低；血清叶酸、维生素 B12 水平也有增加，但均较干预组不明显。  
结论  因此认为通过合理补充叶酸与 B 族维生素，降低 HCY 水平，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早期

预防与治疗及延缓并发症的发生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从而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病死

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411 
 

DTBNP、DTDP 促进 INS-1 细胞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 
 

田刚 
天津公安医院检验科 3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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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巯基氧化还原试剂对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Glucose-Stimulated Insulin Secretion, 
GSIS）影响，进而揭示其调节胰岛素分泌的可能机制。 
方法  INS-l 细胞经传代培养 3-4d 后在 KRBH 液中，37℃培养箱孵育 30min，再用含有不同浓

度葡萄糖和巯基氧化还原试剂的 KRBH 液中培养 60min。然后留取上清液进行胰岛素测定。 
结果  1.INS-1 细胞在 2.5，5，10，15，20mmol/L 葡萄糖浓度范围内胰岛素分泌量逐渐增

加，G5、G10、G15 组间两两相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与 G10 组相比，

G10+DTBNP、G10+DTDP 组胰岛素分泌量显著增加（P<0.05），且该效应可以被 DTT 所消

除。3.DTBNP、DTDP 均能增加 NIF 处理组胰岛素分泌量，但其增加幅度低于非 NIF 处理组

（P<0.05）；4.与非 DIA 组相比，G10+DIA+DTBNP、G10+DIA+DTDP 组胰岛素分泌增加幅

度显著减低（P<0.05）；5.同 G10 比较，G10+DIA+NIF+DTBNP、G10+DIA+NIF+ DTDP 组

胰岛素分泌值增加，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显示巯基氧化还原试剂对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产生调节作用。DTDP、DTBNP
可能通过对 KATP、L 型 CaV 通道及 IP3 受体活性的调节，增加细胞内[Ca2+]i，进而促进胰

岛素分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420 
 

白念珠菌对解脲脲原体培养和药敏检测的影响 
 

许育双
1 曾方银

2 李榕娇
2 尹小毛

2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白念珠菌对解脲脲原体培养和药敏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采用解脲脲原体培养和药敏检测试剂盒分别对解脲脲原体、白念珠菌、白念珠菌与解脲

脲原体混合物进行培养和药敏检测，比较观察三者之间的培养和药敏检测结果，分析白念珠菌

对解脲脲原体培养及药敏检测的影响。 
结果  白念珠菌可在支原体肉汤培养基中生长，但不会升高肉汤培养基的 pH 值。白念珠菌与

解脲脲原体混合进行培养和药敏检测，白念珠菌对肉汤培养基和药敏反应液的 pH 值无影响；

混合物进行培养和药敏检测时的显色结果与解脲脲原体单独进行培养和药敏检测时的显色结果

一致。 
结论  白念珠菌不会影响解脲脲原体培养和药敏检测的显色观察，但白念珠菌浓度较高时可使

培养基变浑浊，从而干扰解脲脲原体培养和药敏检测的结果判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790 
 

两台同型号电解质分析仪不同状态下钾、钠结果比对 
 

钟宇龙 
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5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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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由于业务发展和仪器可能出现故障，越来越多医院配置两台或以上的同类仪器，同型号

电解质分析仪使用其配套试剂的结果比对文献，笔者未曾见到相关报道。本文通过两台同型号

的罗氏 9180 电解质分析仪比较钾（K+）、钠（Na+）结果，探讨在节约试剂成本状态下对测

定结果的影响。  
方法  每次随机取 20 份新鲜血清，分别在两台罗氏 9180 电解质分析仪测定比较 K+、Na+，
其中一台仪器（A）处于持续“READY”状态作为参比仪器，另一台仪器(B)分别为持续

“READY”状态、“STANBY”状态、关机 3 天状态为比对仪器。两台仪器测定 K+、Na+结果分

别作散点图分析，数据应用 Excel 软件处理，两台仪器测定 K+、Na+用配对数据 t 检验，并计

算回归方程 y=bx+a 及相关系数 r。  
结果 A 仪器与 B 仪器分别为持续“READY”状态、“STANBY”状态、关机 3 天状态比较，K+、
Na+结果分别作散点图分析，目测均为线性关系。两台仪器 K+、Na+结果通过配对 t 检验，P
均﹥0.05，均无显著性差异。进行线性分析和回归分析，K+线性方程分别为 y=1.002x-
0.0138、y=1.005x-0.0286、y=1.0148x-0.0760，Na+线性方程分别为 y=0.9871x+1.8652、
y=0.9861x+2.0640、y=0.9607x+5.5404 
，r 均﹥0.975，A、B 两台仪器具有良好的线性和相关性。   
结论  罗氏 9180 电解质分析仪“STANBY”状态、关机 3 天状态两种节约试剂模式下对 K+、
Na+测定无影响，平时可将仪器进入“STANBY”状态或关机 3 天状态，必要时可以排空试剂关

机，最大限度地节约试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791 
 

实验室相关检测指标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徐传和 朱洪权 李琳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 130041 

 
目的  通过实验室检测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F-PSA）、游离前列

腺 
特异抗原比率（F-PSA/PSA）、前列腺特异抗原密度（PSAD），来探讨这些指标在前列腺癌

（Pca）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美国 BECKMAN-COULTER 公司生产的 DXI800 化学发光分析仪分别检测 100 例
PSA 
和 100 例良性前列腺疾病患者血清中的 PSA、F-PSA，分别记录和计算出 PSA、F-PSA、F-
PSA 
和 PSAD，用临床实验诊断性能（ROC）曲线评价他们在 Pca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Pca 患者血清中 PSA、PSAD 明显高于良性前列腺疾病患者，F-PSA/PSA 明显低于良

性前列腺疾病患者，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PSA、F-PSA、PSAD 在鉴别 PCa
和良性前列腺疾病患者的 ROC 曲线得到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2、0.88、0.88。以

PSA＞4.0μmol/L，PSAD＞0.20，F-PSA/PSA＜0.15μmol/L2 为临界值，PSA 的敏感性

（SN）高于 PSAD、F-PSA/PSA，而 PSA 的特异性（SP）、诊断指数（DI）、诊断率

（DF）、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值（NPV）、曲线下面积（Auc）明显低于 PSAD、

F-PSA/PSA，而 PSAD、F-PSA/PSA 两者诊断效果相似。ＲＯＣ曲线下面积反映了该指标在

诊断疾病时敏感性与特异性相结合后的综合性能。 
结论  PSA 是目前发现的最有用的肿瘤标志物之一。血清 PSA 在 4.0μmol/L-10.0μmol/L 时，

PCa 与前列腺的良性疾病的 PSA 有较大部分重叠，这个区间成为 PSA 诊断 PCa 的灰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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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削弱了 PSA 作为重要肿瘤标志物早期诊断指标的临床应用价值。而 F-PSA、F-
PSA/PSA、PSAD 等指标对于 PSA 处于 4.0μmol/L-10.0μmol/L 这个灰色区域内时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可作为判断前列腺良性疾病与 PCa 的辅助指标，提高 PSA 的诊断符合率。一般来讲

较年轻患者 PSA 轻度升高主要考虑前列腺的良性疾病引起，可定期复查。如 PSA 升高明显，

切 F-PSA/PSA 低于 0.2，PSAD>0.15μmol/L2 应考虑 PCa 的可能。对于年龄较大患者

PSA>10.0μmol/L 时应考虑 PCa 的可能，可根据患者全身情况行进一步检查，以明确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822 
 

Elecsys anti-HCV II 联合肝功能主要指标对 HCV 抗体检测阳

性者诊断意义的评价 
 

孟宪春
1,2 常谦

1,2 杨若男
1,2 王万海

1,2 明亮
1,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究罗氏 Elecsys anti-HCV II 检测 HCV 抗体阳性者中 HCV 抗体值、HCV-RNA 载量及

肝功能主要指标的关系，为 HCV 感染的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更可靠的实验室依据。 
方法  采用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检测血清 HCV 抗体，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血清 HCV-RNA
载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肝功能主要指标。 
结果  HCV 抗体值、HCV-RNA 载量及肝功能主要指标三者密切相关，HCV 抗体检测值在区间

1.00-20.00 及＞100.00 时其 HCV-RNA 检测阳性率显著低于抗体检测值在区间 20.00-100.00
时的 RNA 检测阳性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 HCV-RNA 载量的升高，ALT、
AST、GGT、TBIL、DBIL、IBIL 检测值平均水平亦升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ALP 水平有所增高但程度不及其他指标；而 TP、ALB、GLOB 平均水平变化不大。 
结论  综合 HCV 抗体值、HCV-RNA 载量及肝功能主要指标检测结果可更好地指导 HCV 感染

的临床诊断及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823 
 

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在前列腺癌和良

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中辅助筛查前列腺癌患者的作用研究 
 

魏高辉 明亮 刘红春 郑配国 孟宪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评估 PLR 和 NLR 在 PCa 和 BPH 初诊患者中筛查 PCa 患者的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2 年至 2015 年 PCa 和 BPH 住院患者 96 人；分析两组患者初诊 PLR，

NLR 差异性，评估其诊断价值。 
结果   PCa 患者的 PLR 中位数为 103.6 （IQR,88.1-120.7），BPH 患者的 PLR 中位数为

127.2 （IQR,91.0-183.8），PCa 初诊患者的 PLR 明显低于 BPH 初诊患者（P=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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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 患者 NLR 中位数 1.95（IQR,1.4-2.8），BPH 患者 NLR 中位数 2.6（IQR,1.7-4.5），

PCa 初诊患者 NLR 明显低于 BPH 初诊患者（P=0.008）；应用 ROC 曲线分析，PLR 的曲线

下面积为 0.664（95%CI，0.554-0.773），NLR 的曲线下面积为 0.643（95%CI，0.536-
0.750），两指标均具有诊断价值；ROC 曲线计算 PLR 和 NLR 的最佳 cutoff 值，PLR 小于

145，NLR 小于 2.55 作为在 PCa 和 BPH 初诊患者中筛查 PCa 患者的依据，PLR 小于 145 作

为诊断标准的敏感度高达 92.9%。  
结论  PLR，NLR 可作为有价值指标在 PCa 和 BPH 初诊患者中筛查 PCa 患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826 
 

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与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清除及

疾病进展密切相关 
 

常谦
1,2 孟宪春

1,2 杨若男
1,2 魏高辉

1,2 王万海
1,2 贺付成

1,2 明亮
1,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究 PLR 和 NLR 在病毒性肝脏疾病进展及预后中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电子病历系统数据，依据纳入排除标准，纳入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

来我院就诊的 HBV 和 HCV 感染相关肝脏疾病和非病毒性肝脏疾病患者共计 309 例和健康对

照 40 例，比较各组 PLR 和 NLR 差异。  
结果  PLR 和 NLR 在病毒性肝炎及相关疾病变化有意义。HCV-Cl 组 PLR 明显高于 HCV-
UT、HCV-UC 组（90±28 vs 154±85; 88±40 vs 154±85, P＜0.05），HCV-UT、HCV-UC 组

NLR 明显低于 HC 组（1.33±0.67 vs 1.79±0.63; 1.19±0.69 vs 1.79±0.63, P＜0.05）。HCV-
UT、HCV-Cirr、HCV-HCC 组较之 HC 组，PLR 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0±28 vs 
115±23; 61±31 vs 115±23; 51±23 vs 115±23, P＜0.05），并且 HCV-Cirr、HCV-HCC 组较之

HCV-UT 组 PLR 也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1±31 vs 90±28; 51±23 vs 90±28, P＜
0.05），但 HCV-Cirr 组与 HCV-HCC 组 PLR 无差异。 
结论  PLR 和 NLR 在病毒性肝脏疾病的进展、预后中有着一定的指示作用，尤其 HCV 感染中

PLR 与其病毒学应答和疾病进展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7898 
 

新生儿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边兴艳 赵晖 姜振红 张晓琳 刘竞徽 杨晓岩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了解本市新生儿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其对抗生素的耐药情况。 为治疗新生儿败血症、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科学依据。 



457 
 

方法  对 2014 年 8 月～2015 年 8 月住院的新生儿进行常规血培养、鉴定，药敏试验，对数据

进行分析。 
结果  1570 例新生儿血培养标本中共检测出病原菌 186 株，阳性率为 11.8 %。其中革兰阳性

菌占 74.2%（138/186)，并以表皮葡萄球菌为主，占 47.8%(89/186)，其次是无乳链球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数量相同，各占 4.8%（9/186)）。革兰阴性菌占 25.3%(47/186),以洋葱伯克

霍尔德菌为主，其次是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分别占 10.2%（19/186)）、6.9%
（13/186）和 5.4%（10/186）。真菌 1 株，占 0.5%。药敏结果显示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

红霉素耐药率最高（80%～90%），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 100.0%敏感；大肠埃

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耐药率最高（88.2～100%），对亚胺培南、阿米卡星

100.0%敏感；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吡肟、头

孢他啶耐药率均较低（0～10%）。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对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和美罗培南耐药率

高于 80%，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左氧氟沙星、米诺环素和复方新诺明 100.0%敏感。 
结论  大连市新生儿血培养病原菌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主，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是主要病原

菌，由于地区环境不同，病原菌及耐药情况应做定期监测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客

观准确的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47946 
 

急诊检验血尿便常规周转时间分析 
 

乔维洲
1 杨婷婷

1 王凤丽
1 危金龙

1 陶晶
1 潘月

1 
1.大连市中心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 

 
目的 分析我院急诊化验室血常规标本、尿常规标本、便常规标本的周转时间(turnaround time, 
TAT)，探讨影响 TAT 的因素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 
方法 利用我院 LIS 系统获取数据，统计并计算 2015 年 11 月 1 日—11 月 30 日急诊化验室血

尿便常规标本 TAT3(化验室接收样本到发送实验报告的时间)，对 TAT3 不合格率及平均值进

行分析，详细地统计了不同时段及不同来源的标本 TAT3 情况，并对 TAT2(护士执行医嘱直至

样本运送到化验室的时间)进行初步分析，此外对样本进行连续检测观察放置时间对标本结果

的影响。 
结果 血尿便常规的 TAT3 不合格率分别为 11.3%、50.0%和 54.2%，平均 TAT3 分别为

30.9min、37.5min 和 40.6min；其中尿常规住院标本不合格率为 42.6%，便常规住院标本不

合格率为 49.7%，均显著高于 10%的质量目标（P<0.05），而住院血常规及门诊血尿便均符

合质量标准；时段 6-12h 血尿便常规标本 TAT3 不合格率显著高于其他时段（P<0.05）；此

外，尿常规和便常规分别有 10.4%和 36.1%的标本在下达化验医嘱 10 小时后送达实验室，放

置标本时间延长将导致血小板假性升高，尿标本白细胞和血细胞降低，细菌数量增高。 
结论 本化验室的血、尿、便常规标本 TAT3 均不合格，以住院标本 TAT3 不合格率最高。而

TAT2 的延长将影响标本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应及时与临床做好沟通，减少非急诊项目申

请，不断优化急诊流程，提高急诊检验的工作效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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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982 
 

不同方法计数网织红细胞百分比结果的分析 
 

张彦平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探讨网织红细胞计数手工法，瑞典 AB 公司 CellaVision DM96，日本希森美康 Sysmex 
XE-2100 和美国 Beckman Coulter LH75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计数网织红细胞百分比的结果。 
方法  随机选取 62 例孕妇 EDTA-K2 抗凝全血标本，利用手工法，CellaVision DM96，
Sysmex XE-2100 和 Beckman Coulter LH750 比较网织红细胞计数百分比结果。 
结果  四种方法计数网织红细胞百分比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四种方法计数网织红细胞百分比结果各有优缺点，复染后的网织红细胞在 CellaVision 
DM96 中提高了网织红细胞人工计数法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58 
 

男性不育弱精子症患者免疫相关精子抗原的筛选 
 

梁爽 向代军 苑晓舟 姜文灿 李新军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观察抗精子抗体阳性血清与弱精子症患者精子抗原的结合情况，初步探讨与男性不育弱

精子症患者相关的精子抗原。     
方法 酶联免疫试验方法筛选抗精子抗体阳性血清标本，混合抗球蛋白反应试验确认抗精子抗

体阳性血清。SDS-PAGE 电泳分离弱精症患者和正常生育者精子蛋白，抗精子抗体阳性血清

作为一抗，进行免疫印迹试验，化学发光反应显示相应精子抗原的不同反应条带，分析弱精症

和正常生育者精子抗原与抗精子抗体阳性血清反应条带的差异。    
结果 用 ELISA 法抗精子抗体检测试剂盒检测不明原因不孕女性血清 432 例，筛出抗精子抗体

阳性血清 44 例，阳性率为 10.19％。精子抗原免疫印迹试验显示，在 11-17kD、35-48kD、

48-63kD、63-75kD 之间出现反应条带的阳性数在弱精症组和正常生育组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

差异（P<0.05），而在 17-25kD、25-35kD 之间出现条带阳性数在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   
结论  弱精子症患者与正常正育组间 11-17kD、35-48kD、48-63kD、63-75kD 间精子抗原的

差异可能是弱精子症发生的原因，进一步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弱精子症发生的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60 
 

TaqMan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应用和研究进展 
 

姜文灿
1 岳素文

2 江洪
2 苑晓舟

1 梁爽
1 葛素君

1 李新军
1 王成彬

1 
1.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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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泰格瑞分子检验有限公司 
 

TaqMan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因其重复性好、特异性强、线性范围宽等特点在各个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内标系统的引入进一步提升了该方法的灵敏度，增加了其可靠性和实用性；

然而，这一技术也因为假阴性和假阳性问题存在着改进的空间。本文从 TaqMan 探针法的简

介、研究进展以及应用前景展开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64 
 

定量检测人促黄体生成素的超顺磁性免疫层析法 的初步建立 
 

王策
1 管笛

2 武会娟
2 王成彬

1 
1.解放军总医院 

2.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目的  应用超顺磁性磁珠标记的免疫层析技术建立一种用于促黄体生成素（LH）快速定量检测

方法。  
方法 采用 NHS/EDC 修饰磁珠，以 1 株 LH 单克隆抗体与磁珠偶联，另 1 株 LH 抗体包被于硝

酸纤维素膜，建立双抗体夹心法与免疫层析相结合的定量检测方法，通过线性范围、精密度、

准确度、特异性、稳定性等对所建方法进行性能评价。收集常规检测 LH 可信度较高的化学发

光法（CLIA）检测后标本，再用所建方法重复检测，验证方法的可靠性。 
结果  磁珠偶联 LH 抗体与 LH 结合后与硝酸纤维素膜包被 LH 抗体反应磁信号检测最佳时间为

20 min；所建方法低值、中值、高值变异系数（CV）为 8%~12%；偏倚＜10%；回收率为

90%~120%，灵敏度为 0.63 mIU/ml，与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促甲状腺激素

（TSH）、促卵泡激素（FSH）无明显交叉反应，与 CLIA 比对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

（R2=0.96，P＜0.05）。 
结论 超顺磁性磁珠标记免疫层析法检测血清 LH 简便快速、灵敏度高且成本低，有望成为即时

检验（POCT）方法定量检测生物样品中微量成分发展的方向。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65 
 

乙型肝炎病毒及其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姜文灿 岳素文 江洪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随着对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认识的增加，乙肝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由于自身结构和酶的特点，乙型肝炎病毒具有突变率高的特点，增加了其检测的难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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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针对 HBV 的检测技术主要有基于血清学水平的检测技术和基于分子生物学的检测技

术。本文从 HBV 的简介、检测技术、治疗方法和前景展望四个方面展开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66 
 

分子信标-TaqMan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新型探针及引

物 
 

姜文灿
1,3 岳素文

2 江洪
2 梁爽

1 苑晓舟
1 葛素君

1 王成彬
1 

1.解放军总医院 
2.北京泰格瑞分子检验有限公司 

3.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在 TaqMan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中，排除由引物探针聚合延伸引起的假阳性问题以

及由引物二聚体（Primer Dimer，PD）引起的假阴性问题。 
方法 首先对不同探针进行引物探针聚合实验；然后通过双重 PCR 的干扰试验选择合适的内标

基因，并使用内标质粒检测验证中部同序引物排除 PD 干扰的实用性；最后比较探针法不同体

系检测 HBV 基因的灵敏度。 
结果 引物与探针聚合实验中，含有反义碱基的 HBVP4 在重复试验中未出现假阳性；竞争性双

重 PCR 和非竞争性双重 PCR 两模板开始出现干扰作用的浓度差分别为 20 倍和 100 倍；对于

内标基因，使用中部同序引物对以及普通引物对分别可以检测到 10-9 和 10-8 稀释度；3 种

HBV 基因检测体系，使用普通引物对可以检测到 Ct33 左右，加入内标系统和使用中部同序引

物对均可检测到 Ct35 左右。 
结论 在 TaqMan-分子信标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引入反义碱基可以在排除由引物和探针聚合延伸

引起的假阳性问题；在探针法中，使用中部同序引物对和加入内标系统均可降低 PD 的干扰程

度,提升检测的灵敏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67 
 

C 反应蛋白的研究进展及临床应用 
 

麻亚婷 李新军 杨明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C-反应蛋白( C-reaction protein，CRP)自 1930 年被发现以来，其分子结构，理化特征，生理

特性，检测方法及临床意义等方面受到了学者的广泛研究与探讨，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革新。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伴随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发展，CRP 测定方法发展迅速，目前可用新的

敏感方法检测出更低浓度的 CRP, 即超敏 C-反应蛋白( hypersensitive C-reaction protein，hs-
CRP)，在临床应用方面也越来越广泛。本文就 CRP 的生物学特性、检测方法的沿袭及其在临

床应用中的最新进展等方面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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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68 
 

正常妊娠孕妇肾脏损伤指标检测 
 

薛丹丹 王珊珊 马骏龙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肾脏损伤检测指标 NAG、mALB、α1-MG、β2-MG 在正常妊娠孕妇变化规律。 
方法 选取 400 例正常妊娠孕妇作为实验组，87 例入职体检护士作为对照组，根据实验组尿液

常规检测结果分为尿糖阴性组、尿糖组和尿蛋白组，所有入组对象留取晨尿先进行尿液常规检

测，然后 1500 r/min 离心 5min，取上清进行 NAG、尿微量白蛋白、α1 微球蛋白、β2 微球蛋

白检测。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尿糖阴性组与尿糖组 NAG、mALB、α1-MG、β2-MG 均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尿糖组与尿糖阴性组相比四指标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蛋白 20 组、蛋白 30 组同对照组相比，NAG、mALB、α1-MG、β2-MG 均升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晚期妊娠同对照组相比，NAG、mALB、α1-MG、β2-MG 均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尿液常规检查尿糖、尿蛋白阴性的孕妇，肾脏损伤指标 NAG、mALB、α1-MG、β2-MG
较低，随着尿糖、尿蛋白的增多，指标相应升高；晚期妊娠较早、中期妊娠肾脏损伤程度深。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70 
 

基于超顺磁性磁珠的免疫层析技术的应用 
 

王策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免疫层析技术是上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快速、准确、经济等优势的免疫检测技术，基于

超顺磁性磁珠的免疫检测是将磁性材料与免疫层析技术结合，从而使免疫层析技术向定量化、

系统化、高灵敏度等方向发展，目前在食品安全检测、环境监测、医学检测等领域都有了重大

的研究进展，近年来，基于超顺磁性磁珠的免疫层析检测技术已经成为定量免疫层析检测方面

的热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72 
 

白介素-6、C 反应蛋白与原发性高血压发生发展关系研究 
 

薛晓兴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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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不同程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白介素-6(IL-6)、C 反应蛋白(CRP)水平，探讨 IL-6、CRP 与

高血压发生发展的关系。方法：1 级、2 级、3 级高血压患者各 20 例及健康体检者 15 例分别

用散射比浊法测定 CRP 含量, 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浆 IL-6 含量。结果：高血压患者血浆 IL-6、 
CRP 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P<0.05)，经线性分析 CRP 水平于 IL-6 呈正相关(r=0.486，
P<0.05)。结论：IL-6 和 CRP 可能是导致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密切

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73 
 

PCT 在不同病原体感染诊断中的研究进展 
 

杨 明 1,2 李新军
1 麻雅婷

1,2 王成彬
1 

1.解放军总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 

 
随着科研和分析诊断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反映病原体感染或某种疾病状态的实验室指标得以

应用到临床诊断实践中。降钙素原是一个较新的指标,是近年发现的用于细菌感染诊断和鉴别

诊断的新的血清学标志物,研究发现 PCT 不仅可用于全身细菌感染诊断和鉴别诊断，对疗效观

察,预后判断也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还可以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及炎症活动情况,与传统的炎症

反应指标相比具有更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此外，全身性真菌感染或病毒感染后血清 PCT 的

含量也会升高，但其变化的幅度和程度跟细菌感染所引起的 PCT 含量变化不同。因此，PCT
不仅可以用于诊断细菌感染性疾病，而且可用于真菌、病毒以及支原体等非典型病原体感染的

诊断。本文就 PCT 在不同病原体感染后含量变化予以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74 
 

102 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免疫表型的临床回顾分析 
 

杨明
1,2 张可昕

1 麻雅婷
1 李新军

1 胡翀
1 王成彬

1 
1.解放军总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 
 

目的 分析探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免疫表型的特征。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的

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流式细胞术，对本院已确诊的 102 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的骨髓液或

外周血标本进行免疫表型检测，并分析其免疫表型的特征。 
结果 102 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中,有 93 例 B-CLL 患者，9 例非 B-CLL 患者，

其中在 B-CLL 患者中，CD5、CD19、CD20、CD23、sLambda 轻链、sKappa 轻链阳性率分

别是 96.9%、100%、93.8%、62.5%、47.3%、44.1%,在非 B-CLL 患者中,都只同时表达

CD45、CD3 和 CD5，其他抗原均为阴性。在 B-CLL 与非 B-CLL 患者中，CD3、CD19、
CD20、CD23、sLambda、sKappa 免疫表型的表达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
CD10、CD45、CD5 的表达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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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中,CD5、CD19、CD20 表达的阳性率都很高，且三者通常都

呈共表达。在 B-CLL 与非 B-CLL 患者中，CD10、CD45、CD5 免疫表型的表达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 CD3、CD19、CD20、CD23、κ 轻链、λ 轻链免疫表型的表达有明显统计学

意义(P＜0.05)。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免疫表型的这些特征，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LL）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大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77 
 

Th17/Treg 失衡在急性肺损伤中的研究进展 
 

张帆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其中失控的炎症反应是发病机

制的核心。以往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固有免疫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

它们是急性肺损伤时主要的炎症细胞，但是不能完全解释 ALI/ARDS 的发病机制。研究发现机

体存在的 Th17 和 Treg 两种细胞，虽功能不同，但是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可能存

在 Th17/Treg 平衡。炎症反应可打破 Th17/Treg 平衡，这一平衡的打破作为 ALI/ARDS 发病

的机制之一近年来引起了较多关注和研究，本文就此作一简要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78 
 

葛根素通过对 Th1/ Th2/Th17 平衡的免疫调节作用减轻大鼠

烟雾吸入性肺损伤的炎症反应 
 

张帆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Th1/Th2/Th17 平衡在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葛根素（Pue）能否通过对

Th1/Th2/Th17 平衡的免疫调节作用而减轻黑火药烟雾所致大鼠肺损伤的炎症反应。 
方法  将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on 组）、葛根素空白组

（Pue 组）、吸入性肺损伤组（ALI 组）、葛根素治疗组（ALI+Pue 组），每组 10 只。24 h
后检测各组大鼠肺血管通透性的标志包括肺湿/干重比（W/D）和支气 管肺泡灌洗液（BALF）
中的蛋白含量，中性粒细胞聚集和激活的标志（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BALF
中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计数，观察肺组织的大体及病理学改变，并用流式细胞仪分析外周

Th1/Th2/Th17 细胞的表达。  
结果  ALI 组肺 W/D、BALF 蛋白含量、MPO 活性、细胞计数显著高于 Con 组、Pue 组

（P<0.05）。ALI+Pue 组肺 W/D、BALF 蛋白含量、MPO 活性、细胞计数显著低于 ALI 组
（P<0.05）。 ALI 组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均大于 Con 组、Pue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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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ALI+Pue 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明显低于 ALI 组（P<0.05），但是 ALI+Pue
组巨噬细胞与 ALI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光镜下可见 Con 组、Pue 组大鼠肺

泡结构完整、清晰，肺泡腔干净，肺泡间隔均匀一致，间质无炎细胞浸润；烟雾吸入后 24 h
的 ALI 组大鼠肺泡间隔增厚，腔内可见渗出，肺泡间质可见炎细胞浸润；ALI+Pue 组肺组织水

肿及肺泡间质炎性细胞浸润程度均较 ALI 组减轻。Th1 细胞在 ALI 组的比例低于 Con 组、Pue
组（P<0.05）；Th1 细胞在 ALI+Pue 组的比例高于 ALI 组（P<0.05）。Th2 细胞在 ALI 组的

比例高于 Con 组、Pue 组（P<0.05）；Th2 细胞在 ALI+Pue 组的比例低于 ALI 组
（P<0.05）。Th17 细胞在 ALI 组的比例高于 Con 组、Pue 组（P<0.05）；Th17 细胞在

ALI+Pue 组的比例低于 ALI 组 （P<0.05）。  
结论 葛根素通过对 Th1/Th2/Th17 平衡的免疫调节作用对黑火药烟雾所致大鼠肺损伤发挥保护

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83 
 

局部血管紧张素系统在急性肺损伤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张帆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是非心源性的各种内外致病因素如严重感染、创伤、休克、吸入有害气体、中毒等导致的以进

行性呼吸窘迫、难治性低氧血症和弥漫性肺部浸润为主要特征的急性呼吸衰竭综合征，ALI 是
ARDS 的早期病变阶段。由于病死率极高，几十年来 ALI 一直成为国内外医学界研究热点，随

着医疗设备改进及抢救技术的提高，ALI 的病死率仍高达 40% 
[1]。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发现血管紧张素 II 
(angiotensin II，Ang 
II) 与 ALI 存在密切联系[2, 3]。Ang 
II 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RAS) 中的主要效应分子，Ang 
II 除了调节机体血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外，还可以上调多种致炎性因子的表达，在促进肺纤

维化、肺实质细胞凋亡、炎症反应、肺水肿等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与 ALI 发生、发展及预后

关系密切。通过深入研究局部肺组织中 Ang 
II 及其相关受体信号通路在 ALI 中的致病机制，可能为 ALI 的临床防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在此就 Ang 
II 及其受体信号通路在 ALI 中的作用予以概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84 
 

烟雾吸入性肺损伤时的 Th17/Treg 免疫失衡 
 



465 
 

张帆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Th17/Treg 平衡在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 Th17/Treg 失衡在黑火药烟雾

所致大鼠肺损伤中的致病作用。 
方法  将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20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on 组）、吸入性肺损伤组

（ALI 组），每组 10 只。使用自制发烟装置建立大鼠吸入性肺损伤模型。 24 h 后检测两组大

鼠肺微血管通透性的标志包括肺湿/干重比（W/D）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的蛋白含

量，中性粒细胞聚集和激活的标志（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BALF 中细胞计数

及白细胞分类计数，观察肺组织的大体及病理学改变，并用流式细胞仪分析外周血 Th17/Treg
细胞的表达，Luminex 液相芯片自动检测系统分析 IL-17A，IL-6，IL-23，TGF-β，IL-10，IL-
2，IL-35。  
结果  ALI 组肺 W/D、BALF 蛋白含量、MPO 活性、细胞计数显著高于 Con 组（P<0.05）。

ALI 组大鼠 BALF 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均大于 Con 组（P<0.05）。光镜下可

见 Con 组大鼠肺泡结构完整、清晰，肺泡腔干净，肺泡间隔均匀一致，间质无炎细胞浸润；

烟雾吸入后 24 h 的 ALI 组大鼠肺泡间隔增厚，腔内可见渗出，肺泡间质可见炎细胞浸润。

Th17 细胞在 ALI 组的比例高于 Con 组（P<0.05）；Treg 细胞在 ALI 组的比例低于 Con 组

（P<0.05）。ALI 组大鼠血清中 Th17 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 IL-17A，IL-6，IL-23，TGF-β 含量

显著高于 Con 组（P<0.05）；ALI 组大鼠血清中 Treg 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 IL-10，IL-2，IL-
35 显著低于 Con 组（P<0.05）。ALI 组大鼠 BALF 中 Th17 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 IL-17A，IL-
6，IL-23，TGF-β 与 Treg 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 IL-10，IL-2，IL-35 均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

势。 
结论  Th17/Treg 失衡在黑火药烟雾所致大鼠肺损伤中可能具有一定致病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87 
 

Puerarin attenuates smoke inhalation injury by 
regulation of Th1/Th2 expression and inhibition of Th17 

cells in rats 
 

Zhang Fan,Wang Zhengguan,Li Mianyang ,Lan Yating,Chen Yunxia,Wang Chengbin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Objective  Puerarin, a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ossesses immunomodulatory 
property. However, the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puerarin on smoke inhalation injury 
have not been determined.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 
ficacy of puerarin on gunpowder smog-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rats via regulation of 
Th1/Th2/Th17 express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Wistar rats were equally randomized to four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 
puerarin control group, smoke inhalation injury group, puerarin treatment plus smoke 
inhalation injury group). The severity of lung injury was evaluated by histopathology, 
myeloperoxidase (MPO) activity in lung homogenates, cell counting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and lung vascular permeability parameters including ung wet to dry 
weight ratio and protein concentration in BALF.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Th1/Th2/Th17 lymphocytes in blood of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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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Puerarin showed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s against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and 
tissue injury, as evidence d by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and MPO activity. Lung vascular 
permeability was also relieved by puerarin 
administration. Additionally, puerari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number ofneutrophils and 
lymphocytes in BALF compared with smoke inhalation injury group. Furthermore, puerarin 
increased Th1 immunity and reduced Th2 and Th17 responses and thereby altering the 
Th1/Th2/Th17 imbalance induced by smoke inhalation.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puerarin suppresse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gunpowder smog-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by regulation of Th1/Th2/Th17 expression, and 
may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 
for smoke inhalation injur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88 
 

甘肃省人民医院分离布鲁氏菌情况分析 
 

王欣 魏莲花 邹凤梅 吴玲 魏勤 李军春 刘刚 陈玉芊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分析甘肃省人民医院血培养分离出布鲁氏菌的情况。  
方法 总结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3 月从我院血培养标本中分离出布鲁氏菌的患者情况，并结

合其临床表现及其它实验室检验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分离出布鲁氏菌 23 株，所有患者均有发热，有肯定牲畜接触史者 6 例，血常规、肝功

能、血沉(ESR)出现不同程度改变。  
结论 布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医师应仔细询问病史，及时送检血培养以防误诊和漏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89 
 
Imbalance of Th17/Tregs in rats with smoke inhalation-

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Zhang Fan,Li Mian-yang, Lan Ya-ting ,Wang Cheng-bin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T helper (Th) 17 cells and CD4+CD25+ regulatory T (Treg) cells are supposed to be critically 
involved in regulating autoimmune and inflammatory diseas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h17/Treg pattern in rats with gunpowder smog-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Wistar rats were equally randomized to three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 ALI 6h group (smoke inhalation for 6h) and ALI 24h group (smoke inhalation 
for 24h). We observed changes in cell counting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alveolar-capillary membrane permeability and lung tissue pathology. Moreover, rats in ALI 6h 
and ALI 24h group showe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h17 cell and related cytokines (IL-17A, 
IL-6, TGF-β and IL-23). Meanwhile, Treg prevalence and related cytokines (I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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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2 and IL-35) were decreased. Consequently, the ratio of Th17/Treg was higher after 
smoke inhalation. Additionally, Th1 cell decreased while Th2 cell increased at 6h and 24h 
after smoke inhalation. In conclusion, 
Th17/Treg imbalance exists in rats with smoke inhalation-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suggesting its potential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is diseas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92 
 

Turner 综合征患者的细胞分子遗传分析 
 

张文玲 张立文 王晓菲 张晨晰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分析 Turner 综合征不同核型的细胞遗传学特征、分布情况及复杂核型的异常来源。 
方法  对 62 例 Turner 综合征患者进行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及染色体核型分析, 部分患者结合

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或染色体基因芯片分析。 
结果  62 例中共检 12 种不同类型核型, 其中含一例复杂标记染色体嵌合核型经荧光原位杂交检

测证实标记染色体为 Y 染色体部分缺失或 Y 染色体假双着丝粒；一例环染色体嵌合核型经基

因芯片分析证实环染色体来源于 Xp11q28。 
结论 Turner 综合征核型复杂多样, 其中以 XO 及 i( Xq) 较为常见，在常规 G 显带的基础上，

应用 FISH 技术或基因芯片技术可准确识别疑难异常染色体，对明确诊断及后续治疗有指导意

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095 
 

自动化精液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分析 
 

刘培培 马骏龙 徐丽娟 李兴翠 王 璐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对西班牙 SCA，上海北昂和北京伟力三台精子分析仪进行评估。 
方法 分别使用三台仪器和显微镜对精液标本进行精子密度和活力检测，比较不同精液分析仪

的重复性、线性等。 
结果 三种仪器的重复性均较好，变异系数 CV 均小于 15%；三台仪器和显微镜检测结果相关

性接近，相关系数（r）分别是 0.60,0.57 和 0.56；t 检验的结果北京伟力的 P 值结果是 0.07，
北昂和 SCA 的 P 值均小于 0.05。 
结论 建议针对不同仪器建立相应的的参考值区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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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重症肺炎维生素 D 测定及与 CRP、PCT 相关性分析 
 

邓永超 唐喜春 莫丽亚 黄彩芝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重症肺炎患儿 25 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以及与 C 反应蛋白（CRP）、降钙

素原（PCT）的相关性。 
方法 用 ELISA 法分别测定 86 例重症肺炎患儿入院时以及 85 例健康对照组儿童的 25(OH)D
水平，并进行比较；同时测定重症肺炎患儿 CRP、PCT 水平并与 25(OH)D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重症肺炎组患儿与健康对照组儿童血清 25(OH)D 水平分别为 62.03±17.94umol/L 与

82.21±17.89u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α=0.05），且维生素 D 缺乏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儿童（P<0.05, α=0.05）；重症肺炎患儿 25(OH)D 水平与 CRP、PCT 水平没有明显相关

性（P>0.05,α=0.05）。 
结论 重症肺炎患儿维生素 D 水平明显降低，可能与疾病发生发展有关联，对重症肺炎患儿适

当补充维生素 D 可能对疾病恢复有帮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48750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donor SHROOM3 and ABCB1 
gene variants on renal function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Yan Lin1,Li Yi1,Tang Jiangtao1,An Yunfei1,Luo Limei1,Dai Bo1,Shi Yunying2,Wang Lanlan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has identified several gene 
polymorphisms associated with loss of renal function. The effect of these variants on 
renal function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receiving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is 
unknown. 
Methods  In a cohort of 189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and their living donors, recruited 
from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this study assessed the relationship of fiv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 with renal function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Results  Both serum creatinine an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estimated by serum 
creatinine (eGFRcre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recipients carrying allograft with the A 
allele at rs17319721 in SHROOM3 (shroom family member 3) than those in the group of GG 
genotype from Month 1 to Month 6 post transplantation (P<0.0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variant at rs17319721 in SHROOM3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renal dysfunction after the first month post-transplantation. The mean eGFR began to 
decline progressively after two weeks of transplantation in recipients with allograft carrying 
both A allele at rs17319721 in SHROOM3 and CC genotype at rs1045642 in ABCB1. 
Conclusions  The genetic variants in SHROOM3 and ABCB1 in donor rather than those 
in recipient were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ecipients’ renal function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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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836 
 

骨髓细胞形态检查在黑热病病原诊断中的意义 
 

潘玉玲 康慧媛 刘改霞 刘源 李绵洋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通过对黑热病误诊、漏诊病例的分析，探讨骨髓细胞形态检查对黑热病的病原学诊断价

值。 
方法 回顾分析两年来我院确诊的 3 例黑热病患者的病例资料，患者在外院误诊、漏诊，转诊

我院后行骨髓细胞形态检查而及时得到确诊的过程及原因。 
结果 3 例患者在我院行骨髓穿刺检查，在其网状细胞内及骨髓细胞间发现大量利什曼原虫，

因而确诊为黑热病，及时转诊行专科治疗。 
结论 黑热病临床表现无明显特异性，极易误诊、漏诊，细致的骨髓细胞形态检查对该疾病的

病原学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838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和超敏 C 反应蛋白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

究 
 

孙京花 李健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和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与冠心病（CHD）的

关系及临床意义。 
方法  分析 2011 年 4 月-2014 年 3 月在我院住院的冠心病患者 146 例（单支病变组 65 例，双

支病变组 48 例，多支病变组 33 例；稳定性心绞痛组 66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组 53 例，急性

心肌梗死组 27 例）和正常者 70 例。对所有研究对象分别采用 Sysmex-2100 型血细胞分析

仪、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 BNII 全自动特种蛋白分析仪检测 RDW、HGB、RBC、

WBC、MCV、Hct、PLT、MPV、HDL、LDL、TC、TG、Cr、BUN、UA、GLU、TBIL 及

hs-CRP 水平，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应用 ROC 曲线评价 RDW 和 hs-CRP 在冠心病中的诊

断价值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预测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CHD 组吸烟史、LDL 、hs-CRP 及 RDW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或 P<0.01)。CHD 不同疾病类型组间比较,AMI 组血清 hs-CRP 和 RDW 水平明显

高于 SAP 组（P<0.01）,且 AMI 组血清 hs-CRP 水平明显高于 UAP 组（P<0.05）。冠状动脉

病变支数不同组间比较，多支病变组血清 hs-CRP 和 RDW 水平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和双支病

变组（P<0.01），且双支病变组 RDW 水平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P<0.05）。ROC 曲线分析

显示，RDW 和 hs-CRP 的 AUC 及其 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0.769（95%CI: 0.683～
0.842）、0.732（95%CI: 0.656～0.820）高于对照组（AUC=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RDW 和 hs-CRP 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14.65%和 5.92mg/L，这时的灵敏度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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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度分别为 75.8%、61.7%和 74.5%、62.1%。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RDW、HDL、吸

烟史和性别进入回归模型，回归系数分别为 0.624、-7.254、0.630、0.947。 
结论 RDW 和和 hs-CRP 与冠状动脉病变和冠心病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高水平的 RDW 可能

是冠心病的独立影响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847 
 

4340 份精液检查结果回顾性分析 
 

薛丹丹 刘萍 马骏龙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回顾性分析 4340 份男性生殖系统疾病患者精液标本实验室检查结果，探讨影响不育的主

要因素。 
方法 采用西班牙 SCA 精液分析系统，按照第五版《WHO 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手册》要

求对收集的 4340 份精液标本进行常规分析，用迈瑞 BS-480 生化分析仪检测精浆果糖含量。 
结果 4340 份就诊患者，全完正常的有 1857 份（43％），异常的有 2483 份（57％），异常

标本中，液化异常 44 份（1.77％），pH 异常 54 份（2.17％），精液量异常 303 份

（12.20％），密度异常 616 份（24.81％），活力异常 1423 份（57.31％），精浆果糖异常

411 份（16.55％），无精子症 138 份（5.56％），血精 52 份（2.09％），白细胞精子症 89
份（3.58％） 
结论 精液质量降低是导致不育的主要因素，其中精子活力影响最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849 
 

标记染色体的遗传学研究 
 

王晓菲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从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角度分析标记染色体(mar)的来源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染色体 G 显带技术、荧光原位杂交技术、Y 染色体微缺失技术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对 3 个研究对象携带 mar 的来源鉴定分析，确认 3 种 mar 分别来源于 15 号染色体

短臂等臂染色体，Y 短臂等臂染色体， X 染色体着丝粒和部分 X 染色体片段组成的环状染色

体。 
结论 mar 对生育有一定影响，可导致不育，自然流产，胎儿异常等，因此非常有必要对 mar
的来源及遗传性进行深入的研究，结合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等检测技术，帮助患者进行遗

传咨询及产前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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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855 
 
Application of leukocyte esterase strip test for diagnosis 

of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wang chi,Li Rui, Wang Qi ,Duan Jinyan,Wang Chengbin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Background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TJA)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interventions 
for treating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joint disorders. However,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 
is a serious complication that frequently accompanies TJA. Our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leukocyte esterase (LE) strips in the diagnosis of PJI.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4 to July 2015, 63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joint puncture 
after arthoplasty in ou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is trial. Every drop of synovial fluid was 
applied to the leukocyte esterase (LE) strip and the results were observed after 1-3 min. If 
the color turned to dark purple, we recognized this as a positive result, while other colors 
were regarded as negative results. The centrifugation was used when the synovial fluid was 
mixed with blood. Muscularskeletal Infection Society (MSIS) were used to identify whether 
PJI was found in patients or not. The results of diagnosis and LE strips test were compared,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were calculated. Correlation of the LE data with ESR, CRP, synovial 
WBC count, and synovial PMN percentage was calculated.  
Results  35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PJI and 28 were not infected by MSIS criteria. Two 
types of LE strip presented the same results with sensitivity of 91.4% (95% CI: 75.8%-
97.8%), specificity of 96.4% (95% CI: 79.8%-99.8%),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7.0% (95% 
CI: 82.5%-99.8%)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0.0% (95% CI: 72.3%-97.4%), and there 
were one false positive case and three false negative cases in this trial.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LE strip and synovial fluid PMN percentage. 
Conclusion There is a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 diagnosis of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by LE strip which is simple cost-saving. Though two types of LE strips indicate the 
same results, the Roche strip is inconvenient for color-reading by naked-eyes directly with 
thick filter membran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857 
 
Synovial Fluid C-reactive protein as a diagnostic marker 

for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 A systematic 
review 

 
wang chi,Li Rui ,Wang Qi,Duan Jinyan ,Wang Chengbin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Abstract: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TJA) procedures have been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interventions for treating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joint disease. However, developing a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 is a serious complication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st 
burden of cost and reduction in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compared to other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TJRs. Currently, the diagnosis of PJI is still confronted with troubles inclu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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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aneous and precise diagnosis with as fewer index as possibl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clinical practice. Although various kinds of synovial fluid biomarker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the diagnosis of PJI, there lack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se biomarkers. Therefore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published diagnostic studies in an attempt to addr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ynovial fluid C-reactive protein in PJI. We searched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the Cochrane, and Science Direct with our search strategy to find eligible 
studies that could provide sufficient data to construct 2×2 contingency tables. The quality of 
the studies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was ass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vised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QUADAS-2) criteria. Four studies 
comprising a total of 334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in our meta-analysis.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DOR were 0.91 (95%CI:0.84-0.96), 0.90 (95%CI:0.85-0.93) , and 
86.73 (95%CI:35.58-211.42),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the Summary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 (SROC) was 0.9634 (SE 0.03). In conclusion, synovial fluid 
C-reactive protein is a biomarker of bo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the diagnosis of 
PJI.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864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PCR detection kit on 
authentication of Zaocys Dhumnad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bioinformatics and 
mitochondrial DNA  

 
zhang xiaomei1,Zhou Tingting2,Yu Wenjing 3,Ai Jinxia2,Wang Xuesong 2,Gao Lijun 2,Yuan Guanxin1,Li 

Mingcheng2 
1.Dept.of Clinical laboratory， Associated Hospital，Beihua University，JiLin，JiLin，China 

2.Dept. of Molecular diagnosis，School of Laboratory Medicine， Beihua University  
3. School of Pharmacy，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Jilin 132013， China 

 
Purpos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aocys dhumnades 
cytochrome b (cyto b ) gene.  
Method  The bioinformatics technology was used to design primers, sequence and blast, in 
conjunction with PCR technology. A kind of Zaocys dhumnades DNA test kit was developed, 
and it’s indexes including specifity, sensitivity, repeatability, were evaluated compared with 
the method recorded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12 edi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by the kit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nes by Pharmacopoeia method. 
The kit assay proved effective after repeated freezing and thawing 20 times, and repeatablity 
test indicated the same data through three times. The lowest amount was 0.025 g of each 
specimen. The specificity test confirmed that 10 (62.5%) were genuine, and 6 were 
counterfeits in all samples.  
Conclusion The developed DNA kit is accurate, effective in identification of Zaocys 
dhumnades, compared with the Pharmacopoeia method, it has simple, fast properties, and 
demonstrates the broad prospect in quality inspection of Zaocys dhumnades in the futur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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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880 
 

血清胱抑素 C 水平在评价妊娠期妇女肾功能受损中的价值分

析 
 

王美英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010059 

 
目的 探讨妊娠妇女血清胱抑素 C、肌酐、尿素水平变化特征及胱抑素 C 水平与肌酐、尿素之

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集妇产科 653 例妊娠妇女及 860 例非妊娠妇女血清标本，检测 2 组病人血清胱抑素

C、肌酐和尿素水平。血清胱抑素 C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肌酐和尿素采用酶法测定。 
结果 妊娠组妇女胱抑素 C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2 组人群肌酐、尿素水平无统计

学差异。妊娠组妇女伴发妊高症比例为 42.327%（276/653）。当 CysC 水平<1.25mg/L
及>1.5mg/L 时，伴妊高症妇女比例明显低于不伴妊高症妇女比例（p<0.01）。当 CysC 水平

介于 1.25-1.5mg/L 之间时，伴妊高症妇女比例明显高于不伴妊高症妇女比例（p>0.05）。 
结论 胱抑素 C 水平较易受妊娠期妇女机体病理和生理机制的影响，胱抑素 C 结果宜结合其他

临床表现及检测指标进行评估和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48940 
 

长春市青少年血清碱性磷酸酶生物参考区间建立 
 

林花 
吉大一院 130021 

 
目的 分析各年龄段青少年参考个体血清 ALP 活性，探讨 ALP 水平的性别和年龄分布规律，建

立本实验室青少年血清 ALP 生物参考区间。 
方法 回顾性研究。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就诊的 1~20 岁受试者

中肝、肾功能检测正常，无慢性病史并且排除骨骼、甲状旁腺和肠道疾病以及妊娠的人群进行

血清 ALP 活性检测。将 ALP 检测人群分为 7 个年龄组，经剔除各组内离群值，筛选出 3945
例符合建立参考区间的参考个体。男、女相同年龄组及相邻两年龄组间 ALP 水平比较采用 t 检
验。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的 1~12 岁相同年龄组男、女 ALP 数值进行合并；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的 13~20 岁各年龄组男、女 ALP 数值不进行合并。计算各年龄分组

ALP 参考上限和参考下限，从而建立青少年血清 ALP 的生物参考区间。 
结果 1~12 岁男、女各年龄组血清 ALP 水平较高，且在较高水平波动，其男、女相同年龄组间

ALP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20 岁相同年龄组男、女 ALP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且男性 ALP 水平高于女性。血清 ALP 水平男性在 13~14 岁时最高，峰值出现在 13 岁

[(212.0±86.8)U/L]；女性在 11~12 岁时最高，峰值出现在 11 岁[(188.4±81.4)U/L]。男性 14 岁

以后，女性 13 岁以后，血清 ALP 水平随年龄增长较快地下降。男性 18 岁[(84.0±32.1)U/L]开
始，女性 16 岁[(73.8±23.8)U/L]开始，ALP 值逐渐接近成人水平，曲线趋于平稳。青少年 ALP
参考区间：1~3 岁、4~6 岁、7~9 岁、10~12 岁分别是 55.4~291.0、61.2~261.6、
60.2~280.6 、38.3~317.1 U/L；13~15 岁男、女分别是 17.3~351.7、10.3~226.7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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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 岁男、女分别是 10.3~187.1、21.4~112.6 U/L；19~20 岁男、女分别是 29.0~113.8、
12.9~109.7 U/L. 
结论 青少年血清 ALP 活性与成人有较大差别，不能以成人参考区间为依据。本研究得出我室

青少年不同年龄段血清 ALP 参考区间及变化曲线，可向临床医师评估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提

供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49015 
 

三种常规方法检测血清胆红素结果的可比性和偏倚评估 
 

谷冬梅 高硕 袁玉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检验科 300052 

 
目的  当同样的检验项目应用不同程序或是设备进行检测时，应有确切机制以验证在整个临床

适用区间内检验结果的可比性，本研究对三种常规方法（重氮法、钒酸盐氧化法和干化学重氮

法）检测血清胆红素进行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及偏倚评估分析，为实验室检测结果一致性及标准

化提供实验数据支持。 
方法 按照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 EP9-A 文件方案，以重氮法为比对方法，钒酸盐氧

化法和干化学法，连续 5 天每天 8 份，分别对 40 份新鲜血清样本进行平行检测，并对检测结

果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计算医学决定水平处的方法间偏差，以美国临床实验室修正法规

（CLIA’88）规定的室间质评允许误差范围的 1/2 为标准，判断偏倚的临床可接受性。 
结果 三种方法在医学决定水平处（25μmmol/L, 50μmmol/L, 340μmmol/L）的批间、批内不精

密度均小于 1/3CLIA’88 允许误差，其中重氮法精密度最好，干化学重氮法批内好但批间稍

大，均能满足临床应用需求。经方法内和方法间离群点检测和三种方法内均无离群点，线性目

测检查符合线性回归分析要求。血清总胆红素检测钒酸盐氧化法和干化学重氮法的回归方程分

别为：y =0.9134x + 1.3673，r2 = 0.9987；y = 0.975x + 10.234，r2 =0.9965。总胆红素在医

学决定值水平处（25、50 和 340μmol/L )的预期偏差分别为：-0.80、-2.96 和-28.08 以及-
2.39、-6.70 和-56.76。血清直接胆红素检测钒酸盐氧化法与重氮法检测结果回归方程为：y 
=0.8274x + 1.9252，r2 = 0.9978。直接胆红素在医学决定值水平处（6、35.5μmol/L)的预期

偏差分别为：0.98 和-4.21。 
结论  三种方法检测总胆红素与直接胆红素具有良好的相关性，预期偏倚随医学决定值水平的

增高显著增加。与重氮法检测结果相比，钒酸盐氧化法检测总胆红素预期偏倚可接受；干化学

重氮法检测总胆红素结果仅有较低医学决定值水平预期偏倚可接受；同样，钒酸盐氧化法检测

直接胆红素结果仅有较低医学决定值水平预期偏倚可接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043 
 

55 例蛇咬伤患者外周血象分析 
 

王天琼
1 王芳

1,2 
1.贵州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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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义医学院医学检验系 2010 级 
 

目的 观察蛇咬伤患者外周血象的改变，为临床诊断、治疗及病情监测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就诊于贵州省人民医院的蛇咬伤患者 55 例，男 38 例、女 17 例，同时收集

普通患者 50 例，男 30 例、女 20 例，以及 50 例健康体检人员，男 30 例、女 20 例 ，分三组

进行外周血象比对分析。 
结果 蛇咬伤患者组嗜酸性粒细胞极度减少（百分比<1%）患者占 80%，普通患者组嗜酸性粒

细胞极度减少占 38%，正常对照组嗜酸性粒细胞极度减少占 4%。蛇咬伤组白细胞总数、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较普通患者组和正常组显著升高，但蛇咬伤组淋巴细胞百分比、单核细胞百分比

和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与普通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对比显著降低。各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统计

无显著意义，血小板统计无明显意义。 
结论 蛇咬伤患者外周血象改变明显，呈急性炎性反应象，特别是嗜酸性粒细胞极度减少或缺

如，借此为临床诊断，治疗及预后观察提供重要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394 
 

血常规和凝血检测在急性心肌梗死转归期中的临床意义 
 

刘晓婷 兰亚婷 向代军 李绵洋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血常规和凝血检测在急性心肌梗死(AMI)转归期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198 例在我院明确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且出院的患者，按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TIMI)
危险评分标准将其分为低分组(98 例，得分≤4)与高分组(100 例，得分＞4)。对所有患者在转

归期的血常规、生化指标及凝血参数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 血常规：低分组的血小板(PLT)计数、NLR 和 PLR 明显低于高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45.466， t＝15.506， t＝636.619； P＜0.05)，其余指标两组之间相比无差异。生化指标：

低分组和高分组的Ｃ反应蛋白(CRP)、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血尿酸( UA)、甘油

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及肌钙蛋白 T(TnT)中无统计学差异。凝血参数：低分组的抗凝

血酶Ⅲ(AT Ⅲ)高于高分组(t＝57.869，P＜0.05)，在凝血酶时间(T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与纤维蛋白原(FIB)等指标两组间无差异。 
结论 血常规 PLT、PLR 和 NLR 以及凝血联合检测对急性心肌梗死转归期患者有一定的临床价

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398 
 

乙肝抗病毒治疗中的耐药基因突变检测技术 
 

陈琛 李芮冰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摘要] 中国是乙型肝炎的高发国家，抗病毒治疗药物耐药突变的早期发现对于接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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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来说至关重要。理想的临床检测方法应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高、重复 
性好，检测结果准确等特点，而且操作简单，通量高，价格适中，可检出样本中的多种混合 
突变。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应用于临床的多种乙肝耐药基因突变检测技术，就每种技术的优势 
和局限性进行了讨论，并介绍一种基于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法的新检测技 
术，为更为精准的进行乙肝耐药基因突变检测提供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402 
 

雾诱导上皮细胞产生 IL-8 机制的研究进展 
 

陈运霞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吸烟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要诱发因素，香烟烟雾提取物可以诱导气道及肺上皮细胞产生多种炎

性因子包括 IL-1β、IL-8、TNF-α。IL-8 对中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均有趋化作用。

另外，IL-8 对中性粒细胞有改变其形状、促进其脱颗粒、引发呼吸爆发从而释放过氧化氢和超

氧阴离子的作用，因此 IL-8 在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上皮细胞作为呼吸系

统的第一道防线就成为诱导机体反应和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及炎症介质的重要功能细胞，而其产

生的炎症因子种类和数量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起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49404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puerarin on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cell injury inducedbygunpowder smog 

 
chen yunxia1,2,Liu Ping1,2,Lan Xiaomei 1,Zhang Fan1,Li Mianyang 1, Liu Xiaoting1,Wang Chengbin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10085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diagnosis，Hebei North University， Zhangjiakou， Heibei Provi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puerarin on gunpowder smog 
inducedinjury of human bronchial epithelial (BEAS-2B) cell line.BEAS-2B cells were seeded 
in 6-well plate, then pre-incubated with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puerarin for 12h.When 
BEAS-2B cell reached confluence, the cell were treated with smog for 10minand then placed 
in incubator for different time. Then the smog composition,cell ability, levels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cell apoptosis, activities of caspase-3 and pro-inflammation cytokine 
of IL-8 and IL-6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gunpowder smog reduced cellular 
viability, increased the level of intracellular ROS, cell apoptosis and caspase-3 activities. 
Gunpowder smog also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IL-8 and IL-6 following smog exposure. 
However,puerarin can reduce cell apoptosis and the expression of cytokine. In conclusion, 
gunpowder smog may injure BEAS-2B cells via oxidative stress, then induced cell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Puerarin can protect cell from gunpowder smog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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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405 
 

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及脑梗患者易栓因素研究 
 

邸平 梁臻龙 徐丽娟 徐菡 李健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研究静脉血栓栓塞症及脑梗患者 PC、PS、AT 活性水平，分析这三种抗凝蛋白与静脉血栓形

成的相关性及分析中国人群静脉血栓患者的易栓因素。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来解放军总医院就诊的静脉血栓栓塞症及脑梗患者共

168 例，分析其年龄分布，血栓形成部位，并分别检测其 PC、PS、AT 活性水平；同时选择

50 名健康查体人员作为对照组，检测其 PC、PS、AT 活性水平，与病例组作对照。 
结果 四十到五十岁是静脉血栓和脑梗的集中高发年龄，占 23.2%。下肢静脉是静脉血栓栓塞

症患者最易受累部位，下肢静脉血栓在每个年龄所占比例均超过 50%。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

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三种抗凝蛋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1。脑梗患者组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PS、PC 两项活性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AT 活性水平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值>0.05。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组与脑梗患者组比较，三种抗凝蛋白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值均>0.05。 
结论 AT、PS、PC 三种抗凝蛋白均是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易感因素；PS、PC 两种抗凝蛋白也

是脑梗的易感因素。在临床中，抗凝蛋白检测越来越受到广大临床医生的认可，其活性水平可

以为血栓性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提供及时可靠的有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406 
 

遗传性抗凝血酶缺陷症研究进展 
 

邸平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体的凝血系统和抗凝系统时刻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抗凝因子与凝

血因子的功能失衡，不是发生出血事件就是发生血栓事件。静脉血栓栓塞包括深静脉血栓和肺

栓塞，发病率逐年上升，已经成为人类病死的首要原因之一。其发病机制相似，由遗传性影响

因素和获得性影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遗传性影响因素种族差异明显[1]，西方国家报道较多的

遗传因素有凝血酶原 20210A 基因突变和Ⅴ因子 Leiden 突变，中国人中均无此报道。国内报

道较多的是抗凝血酶、蛋白 C、蛋白 S 缺陷，并且已经发现了多种突变位点，大量文献均证实

上述三项是引起东方人种静脉血栓的主要危险因素。静脉血栓的获得性影响因素东、西方基本

一致，主要是恶性肿瘤、口服避孕药、肝肾疾病、长期制动、外科手术、尤其是髋、膝关节置

换术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概率更高[2]，有报道[3]称，肥胖和静脉曲张也是静脉血栓的诱因。

本文主要研究抗凝血酶缺陷，抗凝血酶缺陷同样分为遗传性和获得性两种，遗传性抗凝血酶缺

陷患者发生静脉血栓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数倍，尤其是再受到获得性影响因素的双重诱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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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血栓的机率会明显增高，且形成血栓的风险会随着年龄而增加。血栓发生的部位最常见的

发生在下肢深静脉，其次是髂静脉和肠系膜静脉，有报道[4]称，肠系膜静脉血栓对本症有特异

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408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患者血清 IgG 亚型特征及鉴别诊断 
 

邸平 孙京花 朱剑 王珊珊 徐菡 王成彬 李健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血清免疫球蛋白 G（IgG）亚型分布对罕见自身免疫性胰腺炎鉴别诊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解放军总医院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患者 28 例、急慢性胰

腺炎患者 112 例、胰腺癌患者 15 例、胆管癌患者 9 例、腹膜后纤维化患者 37 例及健康对照

者 52 名，分别检测其 IgG 亚型、淀粉酶、脂肪酶、血糖、人糖链抗原 19-9 (CA19-9)水平，

并对难以鉴别的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和胰腺癌患者进行腹部 CT 和病理学组化染色检查，分别比

对分析。 
结果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组、腹膜后纤维化组、急慢性胰腺炎组、胰腺癌组、胆管癌组、健康

对照组 IgG4 水平分别为 7.58（1.69～13.8）、1.26（0.50～2.61）、0.42（0.16～0.67）、

0.69（0.21～0.94）、0.48（0.43～6.50）、0.37（0.19～0.74）g/L，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组及

腹膜后纤维化组 IgG4 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组，且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组比腹膜后纤维化组 IgG4
水平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812,P<0.01），可用于鉴别诊断。 
结论 血清 IgG 亚型检测对自身免疫性胰腺炎与相似疾病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减

少误诊误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409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在男性不育患者 Y 染色体微缺失检查

中的应用 
 

段晋燕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索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在检测男性不育患者 Y 染色体微缺失中应用的可行性，并进

一步分析 Y 染色体微缺失在男性不育患者中的发生率。 
方法 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对 2015 年 3 月至 10 月于我院就诊的 443 例男性不育患者

的 Y 染色体长臂 AZFa、AZFb、AZFc 和 AZFd 四个区域的 8 个位点进行检测，并用多重

PCR 方法对检测出的存现 Y 染色体微缺失的标本进行验证。  
结果 共检测出 3 例男性不育患者发生 Y 染色体微缺，并通过多重 PCR 方法得到验证。3 例 Y
染色体微缺病例均发生于非梗阻性无精症患者，其中 2 例为 AZFc+d 区缺失，1 例为

AZFb+c+d 区缺失，占非梗阻性无精症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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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可用于对 Y 染色体微缺失的检测，且该检查对筛查不育症患者具

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414 
 

AML1-ETO 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综
述 

 
顾李霖 康慧媛 潘玉玲 刘改霞 葛素君 李绵洋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t(8;21)(q22;q22)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中最常见的染色体易

位，其易位产生 AML1-ETO 融合基因。AML1-ETO 阳性 AML 通常被认为是预后较好的白血

病类型，但只有一部分患者可用目前方法治愈。AML1-ETO 阳性 AML 是一类异质性很大的疾

病，复发难治的原因尚不明确，近年来其预后相关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本文就患者年龄、白

细胞计数、细胞遗传学异常、基因突变、表观遗传学改变和治疗等方面因素对预后的影响做一

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417 
 

粘多糖贮积症基于 GAG 累积的检测方法 
 

苑晓舟 段晋燕 孟岩 王成彬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粘多糖贮积症（mucopolysaccharidosis,MPS）是由于溶酶体内水解酶失活或者活性降低，从

而造成粘多糖（glycosaminoglycans，GAGs）在各组织器官累积的一种遗传代谢性疾病。由

于 GAG 累积是 MPS 主要的病理原因，基于 GAG 贮积的生物标志物可作为一种潜在的简单便

捷的生物标志物，用来诊断并且监测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本文总结了通过检测 GAG 含量，

对 MPS 病人进行疾病诊断、病情评估和疗效评价的各种方法，包括染料结合法、抗体免疫

法、质谱法，为临床选择提供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419 
 

血常规指标和血脂水平对戈谢病诊断价值的研究 
 

苑晓舟
1 段晋燕

1 孟岩
2 王成彬

1 



480 
 

1.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研究外周血中血常规项目和脂类项目中相关指标在戈谢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住院的 30 例戈谢病患者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的外周血

血常规项目中的血小板(PLT)、血红蛋白(Hb)、红细胞平均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

量(MCH)和血脂检测项目中的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 A1(ApoA1)和载脂蛋白 B(ApoB)等指标进行对比，并

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对比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果 戈谢病患者外周血中 PLT、Hb、MCV、MCH、TC、HDL-C、LDL-C 和 apoA1 等 8 项指

标与正常对照相比显著降低，而 TG 水平显著升高。AUC 面积由大到小分别为 ApoA1
（0.960）、PLT（0.942）、HDL-C(0.918)、TG（0.900）、Hb（0.866）、MCH
（0.861）、TC（0.827）、LDL-C（0.718）、MCV（0.690）、ApoB(0.516)。PLT、HDL-C
和 ApoA1 的特异性均达到 100.00%，敏感性分别为 89.47%、90.48%和 95.00%。  
结论 ApoA1 可作为戈谢病治疗诊断效果的检测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506 
 

妊娠期、产褥期妇女维生素 D 和 PTH 营养状况及钙吸收水平

的评价 
 

陈韵 景尉 
广州市越秀区妇幼保健院 510055 

 
目的 了解妊娠期、产褥期妇女钙吸收水平和维生素 D、甲状旁腺激素（PTH）的分布水平和

营养状况。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1 月来围产门诊就诊的孕妇和产褥期妇女共 740 例设为观

察组，分为孕中期组、孕晚期组和产褥期组。随机抽取同期健康非孕妇女 100 例作为对照组。

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25-OH-D）、PTH 的水平，联合

检测镁（Mg）、磷（P）、碱性磷酸酶（ALP）、钙（Ca）等指标，并比较各组结果的差异

情况。  
结果 孕中期妇女 25-OH-D 水平为（57.9±18.2）nmol/L，孕晚期组为（39.4±15.0）nmol/L，
产褥期组为（65.1±19.6）nmol/L，对照组为（78.6±16.2）nmol/L，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孕中期、孕晚期、产褥期及正常非孕期妇女出现维生素 D 不足或缺乏比例分

别为 80%、97%、66%和 57%，两两相比较，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中期妇

女 PTH 水平为（38.8±60.2）ng/L，孕晚期为（48.5.0±120.5）ng/L，产褥期为（40.0±26.6）
ng/L，对照组为（35.2 ±10.3）ng/L。PTH 水平孕中期组、产褥组都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孕晚期组高于其他三组，与其他组两两对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清中钙、镁、ALP 水平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血清磷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妊娠期和产褥期妇女普

遍存在低钙、低镁、维生素 D 不足或缺乏的现象，补钙同时补充维生素 D 及其他矿物质元素

是必要的。临床应根据检测结果及时修改治疗方案，有效地预防胎儿和新生儿佝偻病和骨质疏

松症的发生，保障和提高妇幼人群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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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728 
 

自身抗体和生化指标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中的价值分

析 
 

张晓梅 魏莲花 张兴旺 马华瑜 叶华 王平 齐晓敏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自身抗体及生化各项检测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住院并接受自身抗体检测的 PBC 患者 50 例及对照

组 60 例，对两组自身抗体及生化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ANA 、AMA(IF)、AMA-M2 的阳性率分别达到 88％、82％、76％，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RO-52、其它抗核核型在 PBC 组的阳性率分别为 26.0％、28.0％，与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

PBC 组抗核抗体的核型以胞浆颗粒型为主，着丝点型次之。TBiL、DBiL、ALT、AST、
GGT、ALP、TBA、IgG、IgM 在 PBC 组均显著升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IgA
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的差异。 
结论 AMA(IF)、AMA-M2、ALP、IgM 等并存对 PBC 有确诊意义，结合临床特征、生化指

标、多种自身抗体检查提高诊断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49998 
 

血清 HBcAb-IgM 联合 Pre S1-Ag、HBV-DNA 检测的临床价

值 
 

王永忠 朱珍 汪伟明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13001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HBcAb-IgM、前 S1 抗原（Pre S1-Ag）、HBV-DNA 联合检测的

意义。 
方法 收集 255 例 HBsAg 阳性的乙型肝炎患者血清标本，分别检测其 HBV 血清学标志物

（HBV-M）、HBcAb-IgM、Pre S1-Ag 和 HBV-DNA，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数资料采用行×列表资料或配对四个表资料的 χ2 检验。  
结果 ①HBsAg /HBcAb 阳性组人群，HBcAb-IgM、Pre S1-Ag、HBV-DNA 三者阳性检出率比

较，χ2＝0.83，P>0.05，三者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BsAg/HBeAg/HBcAb 阳性组

和 HBsAg/HBeAb/HBcAb 阳性组人群，χ2 值分别为 15.75 和 18.03，P 值均<0.01，三者阳性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三者阳性检出率在 HBsAg /HBcAb 阳性组最低，分别为 16.7%，

11.9%和 19.0%；在 HBsAg/HBeAg/HBcAb 阳性组最高，分别为 78.5%，95.7%和 92.5%。

②HBcAb-IgM 与 HBV-DNA 检测结果的比较，HBsAg /HBcAb 阳性组人群，χ2＝0.00，
P>0.05，两者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BsAg/HBeAg/HBcAb 阳性组和

HBsAg/HBeAb/HBcAb 阳性组人群，χ2 值分别为 5.76 和 10.45，P 值<0.05，两者检测结果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③Pre S1-Ag 与 HBV-DNA 检测结果的比较：HBsAg /HBcAb 阳性组和

http://baike.baidu.com/view/2792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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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sAg/HBeAb/HBcAb 阳性组人群，χ2 分别为 27.03 和 19.61，P 值<0.01，两者检测结果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HBsAg/HBeAg/HBcAb 阳性组人群，χ2＝0.44，P>0.05，两者检测结果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④Pre S1-Ag 与 HBeAg 检测结果比较，χ2＝49.50，P<0.01，两者检测结

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BV-DNA 与 HBeAg 检测结果比较，χ2＝0.28，P>0.05，两者检测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HBcAb-IgM、Pre S1-Ag 与 HBV-DNA 三者联合检测对乙型肝炎患者的准确诊断、病毒

复制情况的判断和药物疗效的监测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0000 
 

金黄色葡萄球菌早期分泌系统外分泌蛋白 A 的分子克隆及免

疫特征研究 
 

黄艳梅 董慧 梁秉绍 李飞 周珍文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克隆、表达金黄色葡萄球菌 EsxA 毒素基因，检测金葡感染患者血清 EsxA 特异性 Ig 水

平；建立金葡感染小鼠模型，检测 EsxA 特异性 Ig 水平，EsxA 蛋白刺激小鼠脾细胞，评估培

养上清相关细胞因子水平，探讨金葡感染中 EsxA 免疫特性。 
方法 构建 Pet-28a-EsxA 重组质粒，转化大肠杆菌 BL21，纯化重组 EsxA 蛋白，Western 
blot 分析其免疫原性。重组 EsxA 蛋白包被 ELISA 板，检测金葡感染患者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IgG1 及 IgG2 水平。建立金葡菌感染小鼠，检测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IgG1 及 IgG2a 水

平；取脾细胞与 EsxA 蛋白及 PHA 体外共培养，检测细胞培养液上清的 IFN-γ，IL-4 水平。 
结果 SDS-PAGE 及 Western blot 验证了重组在 EsxA 在 15kDa 处融合表达， 获得纯化的重

组 EsxA 蛋白 10ml，浓度为 0.21mg/ml。金葡菌感染患者 EsxA 特异性 IgG ,IgG1，IgG2 均显

著升高（P<0.05）。金葡感染小鼠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 IgG2a 结果显著升高（P<0.05）。

脾细胞培养液上清细胞因子 IFN-γ、IL-4 显著升高（P<0.05），以 IFN-γ 升高为主

（P<0.01）。 
结论 金葡感染患者血清 EsxA 特异性 IgG 显著升高，以 IgG1 占优势。感染小鼠 EsxA 特异性

IgG 显著升高，IgG2a 为主，EsxA 刺激感染小鼠脾细胞细胞因子 IFN-γ、IL-4 显著升高，IFN-
γ 更为显著，提示 EsxA 能诱导金葡感染机体 Th1 优势免疫。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0013 
 

肝肿瘤患者血清多项生化指标联合检测的临床价值 
 

袁平宗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64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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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肝肿瘤患者血清 5’-核苷酸(5’-NT)、总胆汁酸(TBA)、单胺氧化酶(MAO)、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ALT）、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谷胺酰转移酶(GGT)联合检测在其疾病诊

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对我院 162 例肝肿瘤患者，220 例非肝肿瘤肝脏疾病患者及 80 例健康人行血清 5’-NT、
TBA、MAO、ALT、AST、GGT 等 6 项血清生化酶学检测。 
结果 各组肝病患者 5’-NT、TBA、MAO、ALT、AST、GGT 值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肝肿瘤组患者血清 5’-NT、TBA 水平与其它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重型肝炎患者 TBA 水平升高最为严重，其次是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肿瘤患者，

急性肝炎和丙型肝炎患者增高不多；肝肿瘤及肝硬化患者血清 MAO 检测与其它各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肝炎组和肝硬化组血清 GGT 较高，与其它各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 5’-NT、TBA 及 MAO 较为敏感的反映肝肿瘤患者肝脏分泌、合成及代谢功能。血清

5’-NT、TBA、MAO、ALT、AST、GGT 可较为灵敏的反映肝细胞损伤及肝功能障碍程度，对

于肝脏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疗效监测、预后判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0573 
 

流式荧光杂交技术检测人乳头瘤病毒的样本取样验证试验研

究 
 

葛燕梅 袁杭 樊苏逸 毛源 曹鹏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 210042 

 
目的  探讨某试剂厂家生产的流式荧光杂交技术检测 HPV 核酸分型试剂盒在针对宫颈脱落细胞

标本中含不同量血细胞时对 HPVDNA 亚型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通过肉眼观察收集含不同量血细胞的样本，利用血细胞检测平台，按不同血红蛋白

（Hemoglobin，HGB）量分成四组：A 组 HGB 0-30g/L(0≤HGB≤30 g/L)；B 组 HGB 30-
60g/L(30<HGB≤60g/L)；C 组 HGB 60-100g/L(60<HGB≤100 g/L)； D 组 HGB >100g/L。收

集 A 组样本 10 例、B 组样本 15 例、C 组样本 15 例、D 组样本 15 例，每例样本分别取

50μl、100μl、200μl、500μl、1000μl 不同的体积进行检测，分析结果。 
结果 收集的 4 组样本中初检结果为阴性的样本不同取样体积的结果无差异。A 组中 5 例初次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样本取不同体积检测结果无差异；B 组中 10 例初次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样本

有 4 例取不同体积检测的结果存在 HPV 亚型漏检情况；C 组中 10 例初次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样

本有 4 例取不同体积检测的结果出现 HPV 亚型漏检情况；D 组中 10 例初次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样本有 9 例取不同体积检测的结果出现 HPV 亚型漏检情况。 
结论 该厂家生产的流式荧光杂交 HPV 分型试剂盒对于含不同量血细胞的宫颈脱落细胞标本固

定取样可能存在 HPV 亚型漏检的情况，制定合适的不同血细胞浓度的不同取样量标准对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更有保障。我实验室建立的取样标准：HGB 含量≤60g/L 时，统一取 1000μl；
60g/L<HGB 含量≤100g/L 时，统一取 500μl；HGB 含量>100g/L 时，统一取 200μ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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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606 
 

江苏省健康体检人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潘飞
1 许文

2 白文丽
1 毛源

1 曹鹏
1 

1.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 
2.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目的 了解和探讨江苏省健康体检中人群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的感染

情况和分布特征，为进一步防治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10 月间在本中心进行 HP 抗体检测的 9076 例健康体检人群为研究

对象，应用幽门螺旋杆菌（Hp）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试验检测其 HP 的感染情

况。以检测者的性别、年龄、地区进行分组，并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分组数据进行 x 2 检验

及相关性分析。 
结果 9076 例检测者幽门螺旋杆菌总感染阳性率为 50.71%，其中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人群

感染阳性率分别为 51.27%、46.75%、48.84%，各地区组人群感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男性和女性的感染阳性率分别为 52.01%、49.35%，男性感染阳性率高于女

性，男性和女性人群感染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

率在青少年（0-18 岁）、青年（19-35 岁）、中年（36-59 岁）、老年（60 岁以上）组分别为

30.23%、48.89%、53.87%、51.18%，中老年人群的感染阳性率高于青年和青少年人群，差

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青少年年龄组外，其他各年龄组男性感染阳性率均高于

女性（P<0.05））。 
结论 江苏省健康体检人群中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率较高，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年龄和性别

存在相关性，与地区无相关性，可能与其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喝酒抽烟有关，针对不同人群

感染情况的分布特征，加强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早期防治，对胃癌的早期发现和治疗具有积

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0612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与脂蛋白 a 联合检测在冠心病诊断中的价

值 
 

张举 金林 汪芬芳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 210042 

 
目的 研究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及脂蛋白(a)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CHD)的相关

性，并探讨联合检测同型半胱氨酸及脂蛋白 a 在冠心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在医院经冠状动脉造影(CAG)确诊的冠心病患者

226 例,其中男 133 例，女 93 例，年龄 45 至 85 岁。另选同期经体检中心检查后无相关心血管

疾病的健康人 200 例作为对照组(NC 组)，其中男 108 例，女 92 例，年龄 35 至 55 岁。检测

各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脂蛋白 a[Lp(a)]水平,并统计两种指标单项检测及联合检测在冠

心病组和健康对照组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实验结果用`x±s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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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冠心病组与 NC 组患者血清 Hcy、Lp(a)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个指标

HCY 和 Lp（a)预测冠心病的灵敏度分别为 HCY 75.2%和 Lp（a) 74.8%，特异性分别为

HCY 73.5%和 Lp（a) 74.6%，而采用两项指标联合检测可将特异度提高至 90%。 
结论 高 Hcy 及高 Lp(a)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使用 HCY 及 Lp（a) 对冠脉粥样硬化的

预防和早期诊断有一定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0641 
 

2015 年流感嗜血杆菌分布及耐药分析 
 

王小龙 袁平宗 张淑霞 黄作富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641000 

 
目的 了解我院 2015 年临床分离流感嗜血杆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医师抗菌药物的选择提

供参考依据。 
方法 使用嗜血型巧克力培养基（CAH）对痰液标本进行分离培养，可疑菌落使用 VITEK II 系
统鉴定确认，药敏试验使用 ATB HAEMO 复合板进行，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015 年临床送检痰液标本共 3804 份，共检出流感嗜血杆菌 194 株，总检出率

5.1%(194/3804)，儿童（小于或等于 6 岁）检出率高于其它年龄段人群。药敏结果显示耐药

率较高的抗菌药物为氨苄西林和复方新诺明，均为 70.6%，两者耐药率无统计学差异；头孢噻

吩、头孢克罗和头孢呋辛耐药率均在 50%左右，三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氧氟沙星、氯霉

素、四环素的耐药率均低于 10%，相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未检出对利福平耐药株。 
结论 儿童是流感嗜血杆菌主要易感人群。多数抗菌药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耐药，抗菌治疗以

三代头孢、氟奎诺酮、氯霉素、四环素及利福平效果为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0696 
 

C20orf54 的过表达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马良 郭旭霞 郭步平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检验科 046000 

 
目的 通过构建 C20orf54 真核表达载体，转染食管癌细胞株 EC9706，观察过表达 C20orf54
对食管癌细胞周期和凋亡的影响，探讨 C20orf54 基因对食管癌影响的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食管鳞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 C20orf54 蛋白的表达水平；

构建 C20orf54 真核表达载体，转染食管癌 EC9706 细胞株，半定量 PCR 技术、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C20orf54 的表达量；MTT 实验检测细胞增殖速度；流式细胞术检测转染后细胞

凋亡和细胞周期变化，观察过表达 C20orf54 对食管癌细胞迁移、凋亡的影响，分析 C20orf54 
对食管癌细胞 EC9706 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结果 成功构建真核表达载体 pCDNA-C20orf54-Flag，并筛选出稳定转染的细胞株；Western 
Blot 显示 C20orf54 在食管癌细胞株 EC9706 中表达较少，转染 pCDNA-C20orf54-Flag 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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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量明显增多；与对照组相比，转染过表达载体 pCDNA-C20orf54-Flag 后细胞生长出现明显

抑制，且可致 G0/G1 期细胞积聚（P=0.001），周期阻滞，细胞凋亡增多（P=0.000） 
结论 C20orf54 在食管癌细胞株 EC9706 中表达较少；过表达 C20orf54 可抑制癌细胞的增

殖，促进其凋亡。提示 C20orf54 基因可能参与了食管癌的生长调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1016 
 

由 1 例血常规漏检病例所引起的思考 
 

张春莹 毛志刚 郑沁 张崇唯 粟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目的 通过回顾分析 1 例 AML-M2 患者的血常规漏检病例，讨论血细胞分析中散点图和仪器报

警的重要性，并思考检验人员在血液及骨髓分析中的学习和培训要求。 
方法 根据患者骨髓形态学的诊断结论，回溯其血常规结果及仪器报警信息，分析该病例在血

常规分析中漏检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结果 该病例的两次血常规结果报告中均未发现异常细胞，对血常规标本重新涂片、染色、镜

检，在最后的复查中查见异常细胞。血细胞分析表现出白细胞分类结果基本正常，仅表现在五

分类的图形信息上有异常，此时在审核该报告时若只关注仪器报告的分类结果而忽略了散点

图，则使此白血病患者漏检。 
结论 血细胞形态学检查对诊断贫血的类型及发现异常细胞均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及临床意义，

在血细胞分析中要重视散点图和仪器报警的作用，检验人员应重视血细胞形态学的观察，加强

质量管理，减少漏检、误诊病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51036 
 

The Detection Rate of Abnormal Composition in 22109 
Stool Routine Test 

 
Zhang Chunying,Xu Shilan,Xiong Ming,Huang Qian,Su Jun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Introduction The  stool  routine  test  is  one  of  the  three  routine tests.  It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screen and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s of digestive  tract, and for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 surgery or 
antibiotics.  At  present,  the  stool  routine  test  includes  six  parts:  character,  color,  red  b
lood  cells, white  
blood  cells,  parasites  and  occult  blood  test.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results  of  2201
9  stool routine 
tes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abnormal  composition  in 
stool  and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feces routine testing.  
Methods  The  results  of  22109  stool  routine  tests  from  August  to  October  of  2015  i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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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haracter, color of 
the stool and the 
white blood cells, red blood cells, parasites in the stool, the occult blood test were analyzed 
in different  in-
patient  departments.    Microscopy  method  was  used  to  inspect  the  stool  routine  test, 
and immune method was used for occult blood test.  
Results  The  total  abnormality  rates  of  the  stool  tests  were  21.48%,  the  highest 
rate  was  occult blood test 17.93%, the abnormal rate of stool character was 1.36%, and the 
rate of red blood cells was 1.29%, 
whereas the parasites or Charcot-Leiden's crystal was not detected in the stool.   
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n stool routine test such as the low detection 
rates, the 
few  testing  marker,  and  the  results  cannot  be  quantitative.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the inflammation, bleeding, and parasitic infections in the digestive tract and 
interlinked liver, bravery, pancreatic organs, meanwhile occult blood test is one of the 
screening tests for intestinal malignant tumors,  so  the  
conventional  stool  routine  test  is  still  necessary  in  the  proces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related  
diseases.  At  present,  the  detection  on  stool  is  rough  and  simple,  the  detected 
markers needs to be enriched and the test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urgently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work hard to develop more testing markers in stool and 
carry out automated analysis on morphology for stool routine inspec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1286 
 

紧密连接蛋白 Claudin-4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组织中的表达 
 

陈彤 鲁晓燕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紧密连接蛋白 Claudin-4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在位、异位内膜与正常内膜

中的表达，及其在内异症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 RT-PCR 的方法检测 35 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的在位、异位内膜组织中紧

密连接蛋白 Claudin-4 mRNA 的表达，并与 30 例正常对照子宫内膜比较。 
结果  ⑴Claudin-4 mRNA 在在位、异位及对照组织中表达量分别为 12.38 士 6.12、4.59 士

1.35、13.05 士 6.48。异位内膜组织中 Claudin-4 mRNA 的表达量低于在位和对照组内膜组

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位与对照内膜组织比较，Claudin-4 mRNA 的表达量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⑵在异位内膜组织中，Ⅰ、Ⅱ期患者的 Claudin-4 mRNA 的表达量

（6.74 士 1.92）较Ⅲ、Ⅳ期患者（3.82 士 1.01）明显升高，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1）。⑶在位与对照内膜组织中，增生期 Claudin-4 mRNA 的表达量（14.01 士 7.02）
较分泌期（11.14 士 5.48）明显升高，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异位组内膜组织中，

增生期与分泌期 Claudin-4 mRNA 的表达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laudin-4 在异位内膜中低表达可能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发展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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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98 
 

口腔与胃内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范玉平 万洋洋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口腔与胃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的相关性，为制订胃、口同步治疗的新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用 Hp 的特异性引物及特异 Taqman 探针进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Fluorogenic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FQ-PCR)检测 27 例根除治疗失败患者牙菌斑和胃黏

膜 Hp DNA，并进一步运用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技术(Single-Strand Conformation 
Polymorphism，SSCP) 分析口腔和胃内 Hp 菌株 DNA 基因型。 
结果  1.FQ-PCR：27 份胃黏膜及牙菌斑标本进行 FQ-PCR 检测 Hp，胃黏膜均为阳性；牙菌

斑 25 例阳性，2 例阴性。2．SSCP：胃黏膜和牙菌斑 Hp 基因型相同者（SSCP 带型相同）

19 例，其余 6 例两者至少有一种相同的 SSCP 带型。 
结论  同一个体牙菌斑和胃黏膜中的 Hp 属同种菌株的可能性大。口腔 Hp 可能是胃 Hp 感染的

重要来源。胃 Hp 感染与口腔 Hp 感染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1446 
 

21359 例上海部分城区退休及生活困难妇女生殖道霉菌滴虫

感染情况调查分析 
 

江志奎 原永明 周雪颖 赵莹 徐峰 韩倩 周丹 赵津晶 田文婵 周奚斌 田雨香 董琼 李艳 刘丹丹 刘司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200237 

 
目的  对上海部分城区退休及生活困难妇女生殖道霉菌滴虫感染情况进行汇总分析，为该地区

流行病学调查及当地居民特殊群体健康教育计划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1359 例退休及生活困难妇女阴道分泌物进行涂片检查，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结果  检出霉菌 1022 例，检出率 4.78%，滴虫检出 19 例，检出率 0.09%。2012-2013 年度霉

菌和滴虫检出率分别为 5.46%、0.09%，2014-2015 年度霉菌和滴虫检出率分别为 4.13%、

0.08%。 
结论  该地区霉菌和滴虫感染率较低，并且有逐步降低的趋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1556 
 

HBV 感染者 IL-4 表达水平变化及临床相关性 
 

杨勇卫 陈锡莲 李彩东 田鹏飞 段正军 李惠军 梁新宇 刘学梅 靳克俭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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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HBV 感染者外周血白细胞介素-4（IL-4）水平变化及与 HBV DNA 载量、ALT、
AST、TBIL 及 ALB 等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60 例 HBV 携带者（ASC 组）、6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CHB 组）、60 例乙型肝

炎肝硬化患者（LC 组）、60 例肝细胞肝癌患者（HCC 组）和 50 例健康对照者空腹血清，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 IL-4 水平；采用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血清 HBV DNA 载量；应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肝功能水平。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1.64±0.17 ng/ml），HBV 感染者 ASC 组、CHB 组、LC 组和 HCC
组外周血 IL-4 水平均显著升高（2.27±0.22 ng/ml，4.18±0.48 ng/ml，4.71±0.42 ng/ml，
3.62±0.31 ng/ml；P<0.01），其中 LC 组最高，ASC 组最低；与 ASC 组相比，CHB 组、LC
组和 HCC 组外周血 IL-4 水平均显著升高（P<0.01）；与 HCC 组相比，LC 组外周血 IL-4 水

平均显著升高（P<0.05）；LC 组患者 IL-4 水平与 TBIL 水平呈正相关（r=0.529；P<0.01）；

HCC 组患者 IL-4 水平与 ALT 和 TBIL 水平均呈正相关（r=0.263，P=0.049；r=0.323，
P=0.012）。 
结论  IL-4 在慢性乙型肝炎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检测其外周血水平可作为评估慢

性乙型肝炎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1616 
 

荧光染色法与电阻抗法检测低值血小板计数准确性的对比 
 

陶晶
1 谢田刚

1 杨婷婷
1 于雅南

2 
1.大连市中心医院 

2.大连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荧光染色法（Sysmex 血细胞自动分析仪 XN-1000）、电阻抗法（XE-2100）两种

方法检测低值血小板（PLT<50×109/L）的准确性。 
方法 取 30 例低值血小板患者的血液标本，从中随机选取 2 例血小板计数相近的样本，分别用

荧光染色法（PLT-F）和电阻抗法（PLT-I）检测 10 次，对比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并对两种

方法重复性进行探讨；然后用荧光染色法、电阻抗法和镜检法同时计数 30 例样本的血小板，

以镜检法计数为参考方法，分别与荧光染色法和电阻抗法的检测结果进行配对 t 检验、相关性

及其相互之间的线性回归性分析。 
结果  荧光染色法和电阻抗法的 CV 分别为 1.49%和 2.09%,均小于 3%，两者重复性均好，荧

光染色法的重复性更好。当 PLT<50×109/L 时，荧光染色法和电阻抗法分别与镜检法计数血小

板数目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相关性上，当 PLT<50×109/L 时，电阻

抗法与镜检法相关性（r=0.936）不及荧光染色法与镜检法相关性（r=0.999）；对 PLT-F 和镜

检法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方程：PLT-F= 1.013X+91754567.30（R2=0.998；X 为镜检法

血小板数）；对 PLT-I 和镜检法之间的线性回归得出 PLT-I=1.021X+4.057E+09（R2 
=0.875；X 为镜检法血小板数）。 
结论 荧光染色法对低值血小板计数准确性、重复性较高，在大批量检测血液标本时可使用电

阻抗法检测，当血小板计数结果出现低值时，建议选用荧光染色法进行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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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25 
 

两种不同核酸提取方法在 HPV-DNA 分型中的比较  
 

李文静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15168 

 
目的  比较基于 Pre-NAT 全自动核酸提取系统的磁珠法与基于手工的煮沸法用于 HPV-DNA 提

取在 HPV-DNA 分型中的应用。 
方法  分别采用磁珠法和煮沸法，同时对 10 份阳性及 10 份弱阳性临床样本进行 HPV-DNA 提

取，将扩增结果进行比对；利用同一混合阳性样本分装后加入系列浓度血红蛋白，分别用两种

方法进行 DNA 提取、扩增，比较结果信号值。 
结果  磁珠法检测为阳性的 10 份临床样本，煮沸法检测结果也均为阳性；10 份弱阳性临床样

本，煮沸法检测 5 份为弱阳性，5 份为阴性，煮沸组内参 Globin 及 HPV 各亚型的信号值均显

著低于磁珠组（P <0.05）。磁珠法检测结果信号值不受血红蛋白浓度影响，而煮沸法信号值

与血红蛋白浓度呈显著负相关（r=0.979，P<0.01），回归方程：Y（信号值）=601.2 - 4.672 
X（Hb）。 
结论  相比手工提取方法，Pre-NAT 全自动病毒核酸提取系统具有操作简便、检测高通量、检

测高灵敏度等优点。两种提取方法检测结果具有一定可比性，磁珠法核酸提取效率高于煮沸

法，且不受血红蛋白干扰，更适用于临床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1737 
 

某地区学龄前儿童六种矿物质水平及相关多因素分析 
 

马艳侠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某地区学龄前儿童血六种矿物质钙（Ca）、镁（Mg）、铜（Cu）、锌（Zn）、铁

（Fe）、铅（Pb）水平以及相关多因素分析。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陕西省咸阳市城区（秦都区、渭城区）、南部平原地区

（除北五县及城区外）及北部山区（永寿县甘井镇）纳入不同性别的 365 例学龄前儿童，其中

咸阳市城区组 118 例、南部平原地区组 118 例，北部山区组 129 例。检测全血 Ca、Mg、
Cu、Zn、Fe、Pb，结合问卷调查指标，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  三个区域组儿童 Zn、Pb 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145、35.438，P＜0.05），喂

养方式、抚养方式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37.409，7.023，P＜0.05）。国产奶粉喂

养与儿童 Ca、Fe 呈负相关，家庭年收入与儿童 Ca、Fe 呈正相关；平原地区与儿童 Mg 呈正

相关，不添加辅食与 Mg 存在负相关；隔代抚养与 Cu 存在正相关；山区相对于城区与 Zn 负

相关、与 Pb 正相关，膳食结构中以正餐为主与 Zn 呈正相关。 
结论  咸阳地区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学龄前儿童饮食生活方式的不同是造成矿物质水

平差异的最主要原因，要进一步制定有针对性的综合防治方案，促进儿童身心健康。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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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817 
 

慢性肾脏病患者凝血指标与低分子肝素量相关性研究 
 

曹盛吉 马晓露 王少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研究慢性肾脏病患者在应用低分子肝素前后凝血象的变化以及凝血指标与肝素含量的相

关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慢性肾脏病患

者肝素治疗前和首次经肝素治疗 3 h 后血浆标本，检测其肝素含量及 APTT、PT、TT、FIB、
D-D 和 ATⅢ的变化； 
结果  肝素治疗前凝血象各指标为 APTT 为 25.78±3.11s、PT 为 11.87±0.84s、TT 为

17.43±1.42s、FIB 为 3.99±1.43g/L、D-D 为 2378.50±2270.79μg/L, ATⅢ为 81.88±16.06%；

肝素治疗 3h 后，APTT 为 51.72±36.20s、PT 为 12.65±3.08s、TT 为 35.53±30.62s、FIB 为

4.01±1.46g/L、D-D 为 2853.85±3435.28μg/L、ATⅢ为 83.82±18.05%。其中用药前后

APTT、PT、TT 均延长,且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升高的幅度与肝素量呈正相关，相关系

数 r 分别为 0.723、0.424 和 0.690；D-D、FIB、ATⅢ的变化与肝素量不相关，但 D-D 都呈升

高趋势。  
结论  低分子肝素量与 APTT、PT、TT 呈正相关，在不具备测量低分子肝素量的地区可以用

APTT 来监测；低分子肝素能促进纤维蛋白溶解。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00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用于人类 SLC01B1 和 ApoE 基因多态

性检测的方法学评价 
 

张洁心 赵鸿 戎国栋 徐婷 陈丹 王芳 黄珮珺 潘世扬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学部 210029 

 
目的  探讨在 ISO15189 实验室认可体系下，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人类 SLC01B1 和

ApoE 基因多态性的方法学评价。 
方法  我们收集 20 份全血样本，提取 DNA 并经 Sanger 测序确定其基因型。采用实时荧光定

量 PCR 法对其中 2 份样本的 SLCO1B1*1b、SLCO1B1*5、ApoE2 和 ApoE4 共 4 个多态性位

点分别批内重复扩增检测 10 次，以评价方法的精密度；再使用该方法扩增所有样本的 4 个多

态性位点，每个位点检测一次，并与 Sanger 测序法结果比对，以评价方法的准确性；使用实

时荧光定量 PCR 法对其中 1 份经梯度稀释的 DNA 样本进行扩增，以评价方法的最低检测

限。 
结果  2 份 DNA 样本扩增所得 Ct 值变异系数均小于 2.5%（≤1%）；与 Sanger 测序法结果对

比，实时荧光定 PCR 法结果准确性达 100%（20/20）；DNA 浓度在 0.964ng/μl 时，该方法

仍可正确检出其基因型。 
结论  借助经典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我们能准确、快速地检测临床样本 SLC01B1 和 ApoE
基因多态性，用于指导正确合理使用他汀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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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176 
 

血液中 HLA-DR 抗原、IL-10 及 TNF- α 含量与脓毒症患者 病
情进展的相关性研究 

 
王华成

1 杨柳
2 许莹

1 朱秀梅
1 杨梦心

1 岳磊
1 胡国艳

1 林裕龙
1 王丽娜

2 
1.广州市脑科医院检验科 

2.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脓毒症患者血液中单核细胞 CD14+HLA-DR 抗原、IL-10 、TNF-α 含量及 IL-
10/TNF-α 比值的变化，评价患者的免疫状态及其与疾病发展的相关性。 
方法  临床上收集脓毒症病人作为实验组，分为脓毒症休克组及普通脓毒症组，并设立疾病对

照组，疾病对照组为非脓毒症的其他感染性疾病。在给病人下相关疾病诊断后的不同病程日进

行两次采血实验，病程较长者，使用微生物感染检测报告阳性日期作为界点，标本送检当天进

行第一次检测点，报告后第五天进行第二次检测点；急性起病者，则在病程首日及第五日进行

采样。运用流式细胞术进行全血 CD14+HLA-DR 抗原的检测、用 ELISA 的方法进行血清 IL-
10 及 TNF-α 的检测，并计算 IL-10/TNF-α 的比值。同时还对病人同一时期的白细胞计数

（WBC）、淋巴细胞计数（LYM#）、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和降钙素原(PCT)的结果

进行了相关比较。 
结果  在方差分析中，HLA-DR 在对照组与脓毒症休克组之间以及对照组与普通脓毒症组之间

差异具有显著性；IL-10 在对照组与脓毒症休克组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在相关分析中，IL-10
与 TNF-α、IL-10/TNF-α 与 PCT、LYM#与 hs-CRP、LYM#与 WBC、PCT 五组指标间具有相

关性。 
结论  HLA-DR 的表达率在脓毒症中会显著降低，脓毒症休克患者比普通脓毒症患者下降明

显。IL-10 含量在脓毒症休克中会显著增加，在普通脓毒症中增加不明显，确切机制有待深入

探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52277 
 

Earlier detection of drug resistant mutations in small 
bowel/multiviscer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CMV 

infection us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diao yanjun,White Heather,Brugger Kim,Ambrose Tim,Butler Andrew,Russell Neil,Massey 
Dunecan,Middleton Stephen,Effrossyni Gkrania-Klotsas,Jane Greatorex,Hao Xiaoke,Zhang Hongyi,English 

Suzanne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Drug-resistance 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 infection in immunocompromised small 
bowel/multivisc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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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MV) transplant patients constitutes a severe therapeutic challenge and could result in 
transplantation failure. We hypothesize that earlier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drug resistant 
mutations by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could inform antiviral drug selection and  improve management of CMV infections or 
diseases.  
Methods  We stored serial plasma samples routinely collected from one HCMV seronegative 
SB/MV transplant recipient who received seropositive organs. The patient developed CMV 
primary infection on day 50 after the operation despite of valganciclovir/ganciclovir 
prophylaxis. On day 156 a ganciclovir resistant mutation A594V in UL97 (viral kinase) gene 
was detected by using Sanger Sequencing. To compare with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we 
sequenced UL97 as well as UL54 (viral polymerase) genes in the serial samples using NGS 
(MiSeq, Illumina) assay in duplicate to detect documented drug resistant mutations. 
Results  The ganciclovir resistant mutation A594V was first detected at 3% frequency in one 
of two UL97 amplicons on day 55,101 days earlier than the day when the mutation was 
detected using Sanger sequencing. Ninety two days later, it rose to 99% frequency in both 
amplicons. Foscarnet resistant mutations were not detected in viral polymerase gene UL54 
by using the NGS Sequencing, consistent with viral suppression observed with foscarnet 
treatment. 
Conclusion NGS technology achieved sensitive and earlier detection of ganciclovir resistant 
mutation A594V in a CMV mismatched SB/MV transplant recipient with CMV infection. This 
pilot study indicates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minority drug resistant CMV may predict 
emergence of drug resistant CMV. Using the same approach, we have beeninvestigating 
other cases and new data will be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281 
 

抗结核分枝杆菌 RpfB 结构域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鉴定 
 

樊爱琳 马越云 郑善銮 杨麦贵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制备抗结核分枝杆菌 RpfB 结构域单克隆抗体。 
方法  纯化结核分枝杆菌 RpfB 结构域蛋白作为免疫原，皮下包埋免疫小鼠 3 次，每次间隔 2
周。分离小鼠的脾细胞与 SP20 细胞进行融合，克隆化制备抗 RpfB 结构域单抗（mAb）。

ElISA 检测其效价，鉴定其特异性和相对亲和力，观察制备的抗 RpfB 结构域单抗对 Rpf 家族

其它蛋白的识别能力及其对结核分枝杆菌和藤黄微球菌的生长抑制作用。 
结果  成功制备了 3 株抗 RpfB 结构域 mAbs，其特异性高，亲和力较强，均特异性识别 RpfB
结构域。经小鼠腹腔注射大量制备腹水后，应用辛酸-饱和硫酸铵法进行腹水纯化, 获得了较高

纯度的 MAbs，所制备的抗 RpfB 结构域多肽的单克隆抗体可以识别多种 Rpf 样蛋白及其结构

域蛋白。在抗体滴度为 1:1000 时可有效抑制 RpfB 结构域对 MTB H37Ra 和藤黄微球菌的生

长促进作用，提示抗 RpfB 结构域 mAbs 可能会抑制机体内进入生长停滞或感染潜伏期的 MTB
的再次被激活，可能具有控制隐性感染复发的作用。 
结论  抗 RpfB 结构域 mAbs 的制备将为进一步研究 RpfB domain 的生物学和免疫特性提供了

有力的实验工具。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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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284 
 

金胺 O 染色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付晓蕊 郑青 周磊 旦正尖措 苏明权 郝晓柯 马越云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结核分枝杆菌金胺 O 染色法，为临床提供快速准确的诊断信息。 
方法  根据染料化学性质、菌体生长特性等特点进行了多次反复试验，细化金胺 O 染色的操作

过程。 
结果  金胺 O 染色方法染色的标本，菌体形态和结构清晰，显色良好。 
结论  金胺 O 荧光染色更加有利于临床结核分枝杆菌快速准确作出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440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筛查肿瘤细胞的性能

评价 
 

黄学兰 王银锋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750004 

 
目的  评价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研究参数高荧光强度有核细胞计数

( HF-BF#) 筛查浆膜腔积液肿瘤细胞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用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体液模式测定 150 份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的浆膜腔积

液标本的记录积液常规白细胞(WBC) 、红细胞(RBC) 、HF-BF#结果，并与显微镜人工计数法

作对比，分析其精密度、线性范围。同时分析其研究参数高荧光强度有核细胞计数( HF-BF#)
及其散点图对浆膜腔积液中肿瘤细胞的筛查作用。运用 SPSS 17.0 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浆膜腔积液白细胞与显微镜人工计数结果相关性良

好，精密度及线性范围均在允许范围内。恶性积液组 RBC、HF-BF#明显高于良性积液组( P 
＜0.05) ，恶性积液出现 HF-BF#比率显著增高。将散点图划分为 4 个区域，分别为左上区、

左下区、右上区和右下区。左上区的细胞成分较复杂， 间皮细胞、组织细胞等都可出现在此

区域，本研究中 30 例良性标本及 42 例恶性标本均可此区见到该细胞图像。左下区以淋巴细

胞、中性粒细胞为主， 是良性体液标本中较常见的有核细胞，39 例在散点图上仅出现此区域

的细胞图像， 经细胞学及临床证实均为良性标本。右上区主要以恶性肿瘤细胞为主， 45 例恶

性标本及 2 例良性标本在此区域有图像出现。右下区基本无细胞图像出现。 
结论  Sysmex XN-90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对浆膜腔积液中的白细胞计数及分类较为可

靠，其研究参数 HF-BF#在筛查肿瘤细胞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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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480 
 

Colon cancer cell-derived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1 
involv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ancer cells and 

tumor-infiltrated macrophages 
 

Wang Huayang,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Colorectal cancer ranks top three of the most commonly diagnosed cancer and 
cancer-related death worldwide. Despite the comprehensiv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mainly 
depending on surgical resection and chemotherapy, the recurrence and mortality of colon 
cancer remain largely uncontrolled. There are emerging interests to investigate the reciprocal 
interactions occur in tumor tissue, trying to develop innovative prognostic predictor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Immune cells are highly represented in the colorectal cancer 
microenvironment and profoundly associated with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Macrophages are 
the most abundant immune cells infiltrating in tumor and become potential targets of the 
immune therapy.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1 (CSF1) is a primary chemoattractant and 
functional regulator for macrophages, and therefore would be a feasible intervention for the 
macrophage-targeting therapeutics. CSF1 intervention has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types of 
cancer.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CSF1 in colon cancer microenvironment and its roles in 
cancer development is largely unknown.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xplored CSF1 expression 
in colon cancer tissue and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a CSF1 over-expression 
microenvironment was formed. The effects of colon cancer cell-derived CSF1 on 
macrophages were also studied. 
Methods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CSF1 and macrophages in cancer tissue,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were explored in colon 
cancer patients. The effects of macrophages on CSF1 expression of colon cancer cells were 
analyzed by an indirect co-culture system, and the relevant mechanisms were also explored.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colon cancer cell-derived CSF1 on the recruitment and 
secretion profile of macrophages in the in vitro study. Finally, a CSF1 over-expression tumor 
xenografts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intratumoral injection of human CSF1 expressing 
adenovirus vector, and the roles of cancer cell-derived CSF1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on 
cancer and host immune modulation were testified. 
Results  CSF1 was over-expressed exclusively in colon cancer cells and was correlated with 
number of tumor-infiltrated macrophages. The high CSF1 expression and macrophages 
infiltration were related to the TNM stage of colon cancer, and suggested to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of colon cancer patients. In the in vitro studies, we found that co-
culture with macrophage promoted CSF1 production in colon cancer cells. Further 
investigation suggested that CSF1 production in colon cancer cells was dependent on PKC 
pathway, which was activated by IL-8, mainly produced by macrophages. Moreover, colon 
cancer cell-derived CSF1 drove the recruitment of macrophages and re-directed their 
secretion profile, including the augment of IL-8 production and decrease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The mice tumor xenografts study also foun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CSF1 in 
colon cancer cells promoted intratumoral infiltration of macrophages, and partially 
suppressed tumor growth.  
Conclusion  Our results reported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between colon cancer cells and 
tumor infiltrated macrophages, which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high CSF1 microenvironment. 
CSF1 over-expression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olon cancer microenvironment which 
modulated patient prognosis and local immune contexture, especially tumor-infiltrated 
macrophages.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CSF1 might synchronously affect two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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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s in tumor tissue: cancer cells and tumor-infiltrated macrophages, and therefore 
might be a promosing strategy for modu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on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535 
 

瘦素对人妊娠早期绒毛外滋养细胞侵袭活性的影响及调节机

制 
 

王华阳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250012 

 
目的  在妊娠早期阶段，绒毛外滋养细胞向子宫肌层的正常侵袭是妊娠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侵袭异常可能导致流产、绒癌等疾病。瘦素是一种重要的妊娠相关激素，妊娠过程中母体呈高

瘦素血症状态，调节胚胎植入的多项生理过程。既往研究提示瘦素调节滋养细胞的增殖、存活

等多种生物学行为，但其对绒毛外滋养细胞侵袭活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目前尚未阐明。本研

究观察了瘦素对人妊娠早期绒毛外滋养细胞侵袭活性的影响，并对相关调控机制进行了初步探

究。 
方法  利用细胞侵袭实验检测瘦素对绒毛外滋养细胞系 HTR-8/SVneo 细胞侵袭活性的影响。

qRT-PCR、Western blot 等方法检测瘦素对 HTR-8/SVneo 细胞中 MMP-14 表达的影响，并通

过 MMP-14 siRNA 转染等验证 MMP-14 在 HTR-8/SVneo 侵袭中的作用。我们进一步检测了

瘦素对 HTR-8/SVneo 细胞中 Notch1 信号通路活性的调控，并探究 Notch1 通路对 MMP-14
表达及 PI3K/Akt 信号通路活性的影响。 
结果  瘦素通过上调 HTR-8/SVneo 细胞 MMP-14 的表达促进绒毛外滋养细胞的侵袭。此外，

瘦素促进 HTR-8/SVneo 细胞中 Notch1 信号通路活性，该通路进一步促进 PI3K/Akt 信号通路

活性，从而参与 MMP-14 表达及细胞侵袭活性的调控。 
结论  瘦素通过 Notch1/PI3K/Akt 通路促进人绒毛外滋养细胞系 HTR-8/SVneo 中 MMP-14 的

表达，从而促进该细胞的侵袭活性。本研究探索了人妊娠早期高瘦素微环境对绒毛外滋养细胞

侵袭活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可能为深入理解流产、先兆子痫等妊娠并发症的病理生理机

制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592 
 

影响内标双重 PCR 靶模板检测灵敏度的因素分析 
 

姜文灿
1,3 岳素文

2 江洪
2 梁爽

1 苑晓舟
1 葛素君

1 王成彬
1 

1.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临检科 
3.北京泰格瑞分子检验有限公司 

 
目的  在内标双重 PCR 系统中寻找影响靶模板检测灵敏度的主要因素，比较不同检测体系的

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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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针对乙型肝炎病毒基因设计普通引物对和中部同序引物对，比较引物二聚体(Primer 
dimer, PD)含量；在控制内标基因的 Ct 值在 30 左右的情况下，调整内标引物浓度至

10μmol/L、8μmol/L、5μmol/L、2μmol/L 和 1μmol/L，比较不同体系的检测灵敏度；控制内标

引物的用量不变，分别测定内标 Ct 值在 15、20、25、30 时靶模板检测的灵敏度。  
结果  中部同序引物 PD 的 Ct 值在 35 以上，普通引物对 PD 的 Ct 值在 30-33 之间；

10μmol/L、8μmol/L、5μmol/L、2μmol/L 和 1μmol/L 浓度的内标引物需要内标模板的浓度分别

为 5×104 IU/mL、5×104 IU/mL、5×104 IU/mL、5×105 IU/mL、5×107 IU/mL；不同内标引物

用量检测灵敏度均为 5×103 IU/mL，仅使用中部同序引物的单重 PCR 检测灵敏度为

5×102IU/mL；内标 Ct 值在 15、20、25、30 时靶模板检测的灵敏度分别为 5×105 IU/mL、
5×104 IU/mL、5×103 IU/mL、5×103 IU/mL。  
结论  在双重 PCR 检测体系中，对靶模板检测灵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为内标的模板量，仅使

用中部同序引物对的单重 PCR 具有最高的灵敏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13 
 

RASSF1-A 基因甲基化状态分析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

及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康慧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 RASSF1-A 基因甲基化状态改变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意义，为 MDS 患者的明确诊断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亚硫酸氢盐侧序聚合酶链反应（bisulfite sequencing PCR，BSP）方法检测

RASSF1-A 基因在 1 例 MDS 标本，1 例正常骨髓标本（normal bone marrow， NBM）及 1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aplastic anemia，AA）标本中的甲基化位点阳性频率。同时应用甲基化

特异性 PCR（methylation specific PCR，MS-PCR）方法  检测 RASSF1-A 基因在 100 例

MDS、20 例 NBM、20 例 AA 中的甲基化状态。 
结果 （1）RASSF1-A 基因在 1 例 MDS 标本，1 例 NBM 及 1 例 AA 标本中的甲基化位点阳性

频率分别为 2.5%（12/480），4.375%（21/480），30.21%（145/480），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MS-PCR 显示 RASSF1-A 基因在 20 例 NBM 组及 25 例 AA 组中呈完全非

甲基化状态，甲基化阳性率均为 0%（0/20,0/25）；在 100 例 MDS 组中甲基化阳性率

17.0%(17/100），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MS-PCR 显示 RASSF1-A 基因在

16 例低增生性 MDS 组、47 例伴低原始细胞计数 MDS 组及 19 例伴正常核型 MDS 组中的甲

基阳性率分别为 31.25%（5/16），10.64%（5/47），21.05%（4/19）；低增生性 MDS 组与

AA 组 RASSF1-A 基因甲基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伴低原始细胞计数 MDS 组

与 AA 组 RASSF1-A 基因甲基阳性率差异不明显（p>0.05），伴正常核型 MDS 组与 AA 组

RASSF1-A 基因甲基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DS 患者骨髓 RASSF1-A 基因启动子区发生了高甲基化状态的改变，而 NBM 及 AA 患

者呈非甲基化状态。RASSF1-A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分析可能成为新的基因标志，协助

MDS 诊断及鉴别诊断而应用于临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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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17 
 

利用孕妇血浆游离 DNA 检测胎儿 FGFR3 基因热点突变 
 

李芮冰 任远 张蔓丽 汪龙霞 卢彦平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背景  软骨发育不全（achondroplasia，ACH）是胎儿短肢畸形常见的原因之一，但常在妊娠

26 周以后出现典型表现，临床诊断有一定局限性。98%的基因突变均发生在 FGFR3 
cDNA1138 位点，这使得产前诊断成为可能。 
目的：探讨 MALDI-TOF 质谱技术无创产前检测 ACH 致病基因 FGFR3 热点突变的可行性，

以期实现妊娠中期筛查胎儿软骨发育不全。 
方法  收集 2014 年 2 月到 2015 年 3 月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收治的 3 例经超声检查发现四肢短

小的胎儿羊水或脐血标本及其父母的外周血。3 个家系父母双方表型正常，提取其外周血基因

组 DNA，应用直接测序方法对 FGFR3 基因常见突变位点 c.1138 进行检测。排除染色体核型

异常外，提取母体外周血游离 DNA，应用 MALDI-TOF 质谱进行 FGFR3 基因 c.1138 位点检

测，判断胎儿有无此常见致病位点突变，并应用胎儿羊水或脐血基因组 DNA 进行验证。 
结果  3 个家系父母双方正常，未携带 FGFR3 c.1138 位点突变。胎儿核型分析为 46 条染色

体，结构无异常。MALDI-TOF 质谱结果考虑 2 个胎儿为 FGFR3 c.1138 G>A 杂合型突变，1
个胎儿未检测到 c.1138 G>A，与后续从胎儿羊水或脐血提取的基因组 DNA 直接测序验证结果

相符。 
结论  MALDI-TOF 质谱分析技术可为无创产前诊断胎儿软骨发育不全提供新的手段，有望用

于妊娠中期胎儿软骨发育不全的筛查，但仍需大量临床标本验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23 
 

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李新军 段晋燕 苑晓舟 向代军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脓毒症是重症监护病房非心脏病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过去的十年中，对脓毒症病人的早期

诊断和治疗取得了一些进步，这意味着死亡率正在逐渐下降但仍然很高。许多生物标志物可以

潜在地用于脓毒症病人的诊断和预后判断。合格的标志物应具备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能够

进行床旁快速检测而且价格可接受。目前只有一部分用于常规临床检测，因为许多标志物缺乏

足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本文对脓毒症的定义、机制以及可用于诊断的生物标志物的最新研究

进展作一概述，同时简单地提到了探索新的诊断标志物的生物学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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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6、NLR 及 PCT 对重症急性胰腺炎继发感染的 预测价值 
 

李新军 王驰 苑晓舟 段晋燕 向代军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评价白细胞介素-6（IL-6）、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及降钙素原（PCT）对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继发感染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83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

（SAP）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急性胰腺炎的临床感染征象和细菌感染诊断标准将其分为无

感染 SAP 组（44 例）和 SAP 继发感染组（39 例），同时以 40 名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分

别检测各组研究对象的血常规并计算出 NLR，测定每名研究对象血清 IL-6、PCT 浓度，比较

不同组间三种指标水平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比较 IL-6、NLR 及 PCT 预测 SAP 继发感染时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和准确度等。 
结果  无感染 SAP 组和 SAP 继发感染组 IL-6、NLR 及 PCT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SAP 继发感染组 IL-6、NLR 及 PCT 水平均显著高于无感染 SAP 组

（P<0.01）；IL-6、NLR、PCT、IL-6+NLR、IL-6+PCT、NLR+PCT 和 IL-6+NLR+PCT 预测

SAP 继发感染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83、0.841、0.757、0.895、0.933、
0.843 和 0.934.  
结论  IL-6、NLR 及 PCT 可作为预测 SAP 继发感染的指标；IL-6 比 NLR 或 PCT 预测价值

大；联合运用这 3 个指标时预测能力更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32 
 

芯片实验室技术在 POCT 应用的研究进展 
 

梁臻龙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微流控芯片技术，结合了医学领域中的化学技术、免疫层析技术、色

谱、光谱、生物传感器及光电分析技术、计算机芯片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在 POCT 中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本文将从从核酸检测、蛋白检测和细胞检测及创新方法这四个方面简单介绍微

流控芯片技术在 POCT 方面的应用实例。并对芯片技术在 POCT 的应用进行展望，相信随着

高科技技术及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微流控芯片在 POCT 方面的应用在功能及实用性等方面

的会有更深层次的发展，可以为疾病的辅助诊断提供新的平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41 
 

骨髓形态及遗传检测在难治性贫血伴环形铁粒幼红细胞增多

与铁粒幼红细胞性贫血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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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改霞 康慧媛 潘玉玲 秦晓燕 李绵洋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难治性贫血伴环形铁粒幼红细胞增多(myelodysplastic syndrome-refractory anemia 
with ring sideroblast, MDS-RARS)患者与铁粒幼红细胞性贫血(sideroblastic anemia, SA)患者

鉴别诊断中形态学特点及遗传检测的差异。 
方法  对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在我院确诊的 29 例 MDS-RARS 患者及 13 例 SA 患者进

行临床参数、形态检测分析(骨髓原始细胞计数、病态造血及骨髓内铁染色)及遗传检测分析(基
因检测)。 
结果  MDS-RARS 组与 SA 组患者的一般参数比较中年龄、血红蛋白含量、白细胞及血小板计

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MDS-RARS 组较 SA 组更多见于男性(P=0.032)；MDS-
RARS 组较 SA 组骨髓原始细胞计数略有增高(P=0.041)，且 MDS-RARS 组粒系(P=0.007)、
红系(P=0.016)病态造血更易见，而 SA 组较 MDS-RARS 组环形铁粒幼红细胞计数明显升高

(P=0.001)；MDS-RARS 患者中遗传学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 SA 患者(P=0.003)。 
结论  联合形态学及遗传检测分析对鉴别 MDS-RARS 和 SA 有重要价值，必要时可行其他辅

助实验检查，以提高二者之间的鉴别诊断水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50 
 

抗 Eppin 抗体对成熟精子的损伤及其凋亡 
 

刘萍
1,2 向代军

1 陈运霞
1,2 张帆

1 孙崇云
1,3 王策

1,3 梁臻龙
1,3 王成彬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 河北北方学院研究生部 

3.温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院 
 

目的  研究抗附睾蛋白酶抑制剂（Eppin）抗体对人成熟精子常规指标及其凋亡情况的影响，从

而探讨 Eppin 抗体对精子的损伤机制。  
方法  将正常男性精液标本经过精子培养液 BWW 稀释为 20×106·ml-1 后分为 7 组：空白对照

组、兔 IgG 抗体组和不同浓度抗 Eppin 抗体组（浓度分别为 2.5、5、10、20 和 40ug·ml-1）
共同孵育 4h 后，检测精子活力、精子凋亡率以及精子线粒体膜电位的改变。  
结果  当抗 Eppin 抗体浓度达到 5 ug·ml-1 后，精子发生明显的凋亡，浓度达到 20ug·ml-1
后，精子的动力降低，同时在随着抗 Eppin 抗体浓度的增高，会发现线粒体膜电位的降低。  
结论  抗 Eppin 抗体作为抗精子抗体的一种，当其浓度比较低时，不会对精子的动力造成明显

影响。但当到达某一浓度时，会对精子产生损伤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58 
 

男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精液脂多糖及其对精液质量影响的

研究 
 

刘萍
1,2 向代军

1 陈运霞
1,2 王成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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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河北北方学院研究生部 

 
目的  研究男性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精液中脂多糖及浓度，观察精液参数的改变，探讨感染和

脂多糖对精液的损伤，从而研究感染和脂多糖对男性生育力的影响。   
方法  收集临床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精液标本，应用鲎试剂对精液内脂多糖进行定量检测，正

甲苯胺法检测精液内白细胞浓度，并检测精液的质量参数，通过与健康成年男性精液进行比

较，观察白细胞、精液参数的变化情况。   
结果  临床收集泌尿生殖道患者精液 113 例，健康成年男性精液 45 例。在 113 例感染精液

中，脂多糖阳性有 26 例，其浓度为（13.8±12.68）EU?ml-1；白细胞精子症有 8 例，感染精

液的质量参数与健康成年男性相比，其存活率和前向性精子明显下降（p<0.05）；但在脂多糖

阳性组和阴性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脂多糖会在某些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精液中存在，且浓度差异比较大。在感染患者精液中

可能出现白细胞增多。泌尿生殖道感染能够使精子活率和前向性运动精子显著性下降，从而影

响男性的生育能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62 
 

脂多糖对精子的损伤及相关作用机制 
 

刘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研究脂多糖 LPS 作用成熟精子后精子活力、活性氧以及凋亡指标的变化，探讨生殖道感

染影响男性生育能力的相关机制。   
方法  通过上游法处理正常精液标本，调整浓度为 5×106?ml-1 的高活力精子重悬液，设置对

照组和 0.1ug/ml LPS 浓度组，37℃孵育一定时间后检测精子活力、精子内活性氧、精子凋亡

和线粒体膜电位等指标的变化情况。   
结果  0.1ug?ml-1 LPS 浓度组与对照组相比，精子内的活性氧升高，精子线粒体膜电位的降

低，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没有增加精子的凋亡率和降低精子的活力。   
结论  LPS 与高活力精子重悬液孵育作用于精子表面可能会升高精子内活性氧导致精子线粒体

损伤，引起线粒体膜电位的降低，可能是男性生殖道感染 LPS 直接作用于精子参与影响男性

不育的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68 
 

迈瑞 BC-5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性能的可靠性研究 
 

刘晓婷 向代军 徐菡 乐家新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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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迈瑞 BC-5000 血细胞分析仪（BC-5000）全血细胞计数（Complete Blood Count，
CBC）和白细胞分类（Leukocyte Differential Count，DC）的可靠性。 
方法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对 BC-5000 的 CBC 和 DC 性能指标进行评价，并与参比仪器希斯美

康 XE-2100（XE-2100）及人工分类进行比较。 
结果  BC-5000 CBC 的携带污染率、总重复性和精密度均符合要求，在正常及常见的病理范围

内线性良好（相关系数 r>0.998），与 XE-2100 相关性好(r＞0.95)；BC-5000 DC 性能评价

中，中性粒细胞(Neut)、淋巴细胞(Lym)、单核细胞(Mon)、嗜酸性粒细胞(Eos)和嗜碱性粒细

胞(Baso)的重复性好，与 XE-2100 的结果比较，Neu%、Lym%及 Eos% 3 个参数的相关性较

好（r>0.96），Mon％次之（r=0.9413），Baso％的相关系数最低（r=0.7270）。BC-5000
与人工分类的结果比较，Neu%、Lym%及 Eos%分类结果的一致性良好(r=0.9806，
r=0.9691，r=0.9839)，Mon％次之(r=0.8993)，Baso％的分类结果相关性欠佳(r=0.4110)。 
结论  除了怀疑白细胞分类异常的结果需人工分类复核外，BC-5000 检测的结果准确、可靠，

主要性能指标符合实验要求，是一款理想的全自动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669 
 

 铁过载在血液系统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葛素君 顾李霖 姜文灿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铁代谢的研究主要包括肠道铁吸收、胞浆与线粒体之间的转运和调控以及线粒体内血红素的合

成和转运。目前认为铁在肠道的吸收主要通过铁调素（hepcidin）来调控；胞浆与线粒体之间

转运主要通过各种转运蛋白实现；线粒体内血红素的合成主要受各种蛋白及酶（ALAS2、
FECH）的影响。铁过载与血液系统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在各疾病中的发生机制又各不相

同，本文对各种血液系统疾病中铁过载的发生机制及铁过载对其的影响做一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732 
 

微波消解-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血中镉 
 

陈宇鸿 
温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17500 

 
目的  建立血中镉的微波消解-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方法。 
方法  血样经微波消解后，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结果  方法检出限为 0.086 μg /L，在 0 μg/L--5.00 μg/L 范围内，标准曲线相关系数为

0.9998，相对标准偏差为１．98％～２．44％，回收率为９6.2％～98.4％。 
结论  该法准确度、精密度良好、灵敏度高，适合血液中镉的测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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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2814 
 
Establishing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NK cell functions 

in healthy adults 
 

Hou Hongyan,Wang Feng,Sun Ziyo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s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play a key role in host defense against infections and 
tumors. Establishing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RIs) of NK cell functions would be valuable in 
assessing the immune status of hosts. We evaluated the NK cell activity in healthy adults. 
We further established and validated the RIs of representative NK cell function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 healthy adults and 30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ytokine production and 
CD107a degranulation of NK cells. Levels of soluble IFN-γ in the culture supernatants were 
evaluated by ELISA.  
Result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tracellular IFN-γ production of NK cell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D107a expression and soluble IFN-γ level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K cell fun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age and gender groups. The 
mean values and RIs of representative NK cell functions are as following: IFN-γ+ NK cells 
(%): 28.09 (11.3-51.95); CD107a+ NK cells (%): 17.90 (9.852-27.56); soluble IFN-γ (pg/ml): 
330.4 (41.38-717.8). In addition, the intracellular IFN-γ production and degranulation activity 
of NK cells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healthy 
adults.  
Conclusion  We performe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NK cell functions using convenient 
approaches and further established the RIs of NK cell functions in healthy adults. The RIs of 
NK cell functions can be used for monitoring the immune status of the hosts, which may 
have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immune-associated diseas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52838 
 

尿碘测定的质量控制 
 

陈海红 
浙江省温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17500 

 
目的  总结过硫酸铵消化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法测定尿碘质量控制结果。 
方法  过硫酸铵消化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测定方法检测, 对本法线性范围及线性关系、精密度和准

确度进行测定, 并对实验注意事项进行分析。 
结果  方法线性范围 0～300ug／L,平均相关系数为-0.9992;尿标准样 RSD1.69～3.38%;测定结

果均值结果符合标准值允许范围。 
结论 该法操作简便, 标准曲线线性良好, 精密度和准确度高,值得推广应用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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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226 
 

Status of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Zhang Jingya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Background  We aims to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n drug-
resistant tuberculosis in China to provide useful data for tuberculosis surveillance and 
treatment. 
Methods  Several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Embase and Chinese Biological Medical 
Database (CBM),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between Jan 1, 1999 and Aug 31, 2015 
using strict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Results  The corresponding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prevalence between the new and 
previously treated case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almost all of the economic regions.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 is the most developed economic region with the lowest total drug-
resistant TB prevalence (28%, 95%CI 25%-32% for any-; 9%, 95%CI 8%-12% for multi-) and 
new cases (21%, 95%CI 19%-23% for any-; 4%, 95%CI 3%-5% for multi-). The Northwest is 
the least developed area with the lowest drug-resistant TB prevalence for previously treated 
cases (45%, 95%CI 36%-55% for any-; 17%, 95%CI 11%-26% for multi-). The prevalence 
(multi-, and first-line drug resistance) exhibited a downward trend from 1996-2014. The XDR 
prevalence in China was 3% (95%CI 2%-5%) in this review. 
Conclusions  Overall, the status of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in China is notably grim and 
exhibited regional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 were in urgent need of several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control efforts to reverse this situ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348 
 

抗-CCP、RF 及 RFIgA、RFIgG、RFIgM 联合检测在类风湿

关节炎的临床价值 
 

宋玲 侯佳宜 赵奋 梁佩君 
山西省中医院 030012 

 
 探讨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CCP）、类风湿因子（RF）、RFIgA、RFIgG、RFIgM 联合检测

在类风湿关节炎（RA）的诊断价值。  方法  分别检测 149 例 RA 患者，90 例非 RA 患者及 40
例健康体检合格者，血清中类风湿因子（RF）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抗-CCP 抗体、

RFIgA、RFIgG、RFIgM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计算其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  联合检

测抗-CCP 抗体、RF-IgA、RF-IgG、RF-IgM,特异性最高为 100%。结论  联合检测抗-CCP、
RF 及 RF 分型提高了临床对 RA 的诊断，降低了 RA 的漏诊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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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680 
 

海南地区 1 例携带 blaNDM-5 大肠埃希菌的分离及耐药基因

研究 
 

麦文慧
1 陈东科

2 李娟
3 陈海

4 朱雄
4 王日

1 陈柳虹
1 吴清艳

1 
1.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2.北京医院检验科 
3.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4.三亚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目的  针对 2014 年海南地区临床分离的 1 株携带 blaNDM-5 大肠埃希菌的耐药表型及耐药基

因进行研究。 
方法  收集临床分离的碳青霉烯药物耐药大肠埃希菌 1 株，经 Vitek-2 compact 常规药敏及 E-
test 复核；改良 Hodge 试验和 EDTA 协同试验筛选碳青霉烯酶表型；PCR 扩增并测序筛查碳

青霉烯酶基因（blaNDM-5、blaKPC、blaGES、blaIMP、blaVIM、blaOXA-48）和其他 β-内
酰胺酶基因（blaTEM、blaSHV、blaCTX）；MLST 进行序列分型；接合转移试验、Sl-
PFGE、Southern 印记杂交等方法研究其携带质粒的特征。 
结果  药敏结果显示该菌对检测的包括碳青霉烯类的 β-内酰胺类药物全部耐药，对阿米卡星、

庆大霉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替加环素和多粘菌素 B 敏感；改良 Hodge 试验阴性，

EDTA 协同增效试验阳性；基因扩增及序列比对显示与已报道的 blaNDM-5 同源性 100%，并

同时检出 blaTEM-1 和 blaCTX-M-55 基因；MLST 测序分型为 ST5131。PFGE-Sl、Southern
印迹杂交显示 blaNDM-5 位于大小约 50kb 的质粒上。接合转移试验结果显示该质粒为接合型

质粒，介导 blaNDM-5 耐药基因在菌株间的传播。 
结论  海南地区发现携带 blaNDM-5 的大肠埃希菌，该菌株同时携带 blaTEM-1、blaCTX-M-55 
β-内酰胺酶基因。blaNDM-5 基因存在于可经接合传递的质粒上，相关部门应重视并加强对携

带 blaNDM 菌株的监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699 
 

1710 例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王玉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3 

 
目的  通过对病人八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抗体 IgM 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探讨患者各呼吸道疾

病总感染率以及性别、年龄段和月份等特点，为临床诊断提供借鉴。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ILF）法对本院 1710 例呼吸道感染症状的病人，进行血清中呼吸道

合胞病毒(RSV)、腺病毒(ADV)、流感病毒 A 型(FluA)、流感病毒 B 型(FluB) 、副流感病毒

(PIV) 、肺炎支原体(MP)、肺炎衣原体(Cpn)及嗜肺军团菌（LP）八项病原体的联合检测。用

SPSS22.0 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   1710 例患者共检测出 IgM 抗体阳性 1032 例（60.35%），其中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是

FluB、FluA、MP、LP、Cpn、RSV、PIV，ADV； 926 名男性患者中，阳性患者 538 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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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率 58.10％，784 名女性患者中，阳性患者 494 例，阳性率 63.01％；各年龄段八种病原体

的感染率分别为 0-14 岁 43.55% ，15-45 岁 76.27% ，46-65 岁 64.00% ，66-100 岁

55.10% ，明显可见 15-45 岁为上述八种病原体的高发人群。八种主要病原体的月检测阳性率

分别为 1 月份 42.72%，2 月份 45.20%，3 月份 41.98%，4 月 59.33%，5 月 70.24%，6 月

77.07%，7 月 66.42%，8 月 61.31%，9 月 63.01%，10 月 68.15%，11 月,50.99%，12 月份

64.42%，明显可见各呼吸道病原体夏季感染率较高。 
结论  八种呼吸道病原体阳性率确实与性别、年龄段和月份有关，可根据流行特点进行临床上

的诊断、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702 
 

IgG4 对 IgG4-RD 的诊断价值及其与其它自身免疫病鉴别诊

断意义探讨 
 

许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探讨血清 IgG4 水平对 IgG4 相关性疾病(IgG4-related disease, IgG4-RD)的诊断意义以

及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鉴别诊断意义。 
方法  选择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第二医院就诊的患者 136
例，其中包括 IgG4-RD 10 例，非 IgG4 相关自身免疫病 98 例以及健康对照组 28 例。其中 98
例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 41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 24 例，干燥综合征

12 例，强直性脊柱炎 3 例，结缔组织病 12 例，重叠综合征 6 例。以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

IgG4-RD 组、非 IgG4 相关自身免疫病组及健康对照组的血清 IgG4 水平, 比较各组病例的检测

结果，探讨血清 IgG4 水平对 IgG4-RD 的诊断意义。并将所有患者血清 IgG4 值绘制成 ROC
曲线，确定其诊断 IgG4-RD 的最佳临界值并评价其鉴别诊断意义。 
结果  IgG4-RD 患者的 IgG4 平均水平为 5.53 (2.76-9.97)g/L，IgG4-RD 组与其他各组比较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组中，结缔组织病的均值最高，为 2.29 
(0-11.03)g/L，与其他各类自身免疫性疾病组比较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均 P<0.01）。血清

IgG4 水平升高在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约占 8.1%。经过 ROC 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分析，当以 IgG4>2.5g/L 为临界值时，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100%
和 94.5%，此为诊断 IgG4-RD 血清 IgG4 最佳临界值，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 0.969。 
结论  血清 IgG4 升高对 IgG4-RD 的诊断有一定价值，但并非特异指标，在其他一些自身免疫

性疾病中也可见其升高。通过 ROC 曲线分析发现，若以 2.5g/L 作为临界值，其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提高到 100%和 94.5%，此时，更加有利于 IgG4-RD 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鉴别诊

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862 
 

53 例慢性 B 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免疫表型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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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成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探讨慢性 B 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免疫表型特征。  
方法  采用三色/四色流式细胞术用单克隆抗体对 53 例慢性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病人外周血进

行免疫表型地分析。 
结果  53 位 BCLPD 患者，慢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37 位，滤泡性细胞瘤 5 位，毛细胞白血病

4 位，套细胞淋巴瘤 4 位，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3 位。慢性 B 淋巴细胞白血

病主要表达 CD5、CD19、CD20,阳性率为 81.1%、100%、94.6%；B-CLL/P 主要表达

CD5、CD19、CD20，阳性率为 60%、100%、100%；滤泡性细胞瘤主要表达 CD10、
CD19，阳性率为 60%、60%；毛细胞白血病主要表达 CD25、CD103,阳性率为 75%、

100%；套细胞淋巴瘤主要表达 CD5、CD20、CD22,阳性率均 75%；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

巨球蛋白血症主要表达 CD19、CD38,阳性率均 66.7%。CD5、CD19、CD103 在毛细胞白血

病表达率与在慢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5）；CD5、CD10 在滤泡性

细胞瘤表达率与慢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5）。 
结论  慢性 B 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各亚型有其特征性免疫表型。CLL 诊断特异性抗原标记为：

CD5+/CD19+/CD23+共表达；HCL 免疫表型特征为 CD25、CD22、CD103 高表达；FL 免疫

表型特征为 CD10+、CD19+、CD20+；MCL 典型免疫表型是 CD5+、CD19+、CD23-。免疫

表型地分析在 B-CLPD 地诊断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868 
 

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在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朱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在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效果和临床意义。 
方法  筛选 2016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来我院就诊入院的感染性疾病患者，按感染类型，分为

细菌感染组和病毒感染组,入院 24h 内均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CD64
（nCD64）指数水平，并同时测定了外周血 PCT、CRP、WBC 计数水平。并选取相同例数的

同期我院健康体检者做对照组，做相同项目的检测。 
结果 细菌感染组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PCT、CRP、WBC 计数水平均比病毒感染组和对照

组明显高（P＜0.05），病毒感染组仅 CRP 水平比对照组高，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与其他

三项指标比较阳性率最高，灵敏度和特异度也最好。 
结论 与 PCT、CRP、WBC 相比，中性粒细胞 CD64 指数可作为细菌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的

敏感指标，对临床早期诊断和感染用药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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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expression profile of HCMV-encoded 
microRNAs and functional investigation in oral lichen 

planus patients 
 

Ding Meng, Wang Xiang,Wang Cheng ,Liu Xiaoshuang,Zen Ke ,Wang Wenmei ,Zhang Chen-Yu ,Zhang 
Chunni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0 
 

Background  Oral lichen planus (OLP) is a T-cell-mediated autoimmune disease. The 
aetiology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OLP remain unclear. 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 infection is a caus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but the clinical relevance of HCMV in OLP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We examined HCMV-encoded microRNA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s in 
plasma from OLP patients to reveal a potentially novel aetiology in OLP.  
Methods and Results  Twenty-three HCMV-encoded miRNAs were initially measured using 
RT-qPCR in a cohort of 21 OLP patients and 18 healthy controls. Five upregulated miRNAs 
in OLP patients, hcmv-miR-UL112, hcmv-miR-UL22a-5p, hcmv-miR- UL148D, hcmv-miR-
UL36-5p and hcmv-miR-UL59, were confirmed in an additional cohort of 41 OLP patients 
and 33 healthy controls. The levels of most of these miRNA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anti-HCMV IgG concentrations in OLP patients. Additionally, b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and western blotting, we demonstrated that cytomegalovirus 
UL16-binding protein 1, a molecule that mediates the killing of virus-infected cells by natural 
killer cells, is a direct target of hcmv-miR-UL59.  
Conclusion  We report for the first time a distinct circulating HCMV-encoded miRNA profile 
and identify a novel HCMV 
miRNA-based immunoevasion strategy in OLP. Our results suggest a possible involvement 
of HCMV miRNAs in the aetiology of OLP.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077 
 

25 羟维生素 D 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中的诊断价值 
 

苏荣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医学实验中心 750004 

 
目的  初步探讨 25-羟维生素 D（25-(OH)D）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宁夏医科大学总院 2015 年 1 月~12 月期间住院的 44 例确诊为 PBC 的患者，随机

收集确诊为乙肝肝硬化患者 41 例及我院体检健康人群 110 例做为对照组，分析患者组和对照

组的生化指标及血清 25-羟维生素 D 含量，并对 PBC 患者血清中 25-羟维生素 D 绘制 ROC 曲

线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生化指标 TBIL、DBIL、IBIL、GLB、AST、ALT、ALP、g-GT 在 PBC 组中均显著高于

正常对照组和乙肝肝硬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5-羟维生素 D 含量在 PBC 患者中显著低

于正常对照组和乙肝肝硬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BC 患者血清中 25-羟维生素 D 绘制

ROC 曲线下的面积（AUC）为 0.926，筛选其最佳截断点：当 25-（OH）D =17.275ng/ml
时，敏感性为 92.8%，特异性为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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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5 羟维生素 D 在 PBC 患者血清中的含量明显下降，对 PBC 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

25-（OH）D=17.275ng/ml 可能是一个诊断的界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078 
 

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机制和同源性研究 
 

林琳 肖晓光 王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研究对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基因和同源性分析。 
方法  对从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标本中分离出来的非重

复肺炎克雷伯菌，用 MicroScan WalkAway96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菌种鉴定和药敏试

验，筛选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用聚合酶链反应扩增 KPC 和 VIM 基因来

确定所选样本的耐药基因，对标本进行同源性分析。 
结果  22 株临床分离出来的非重复肺炎克雷伯菌全部对碳青霉烯表现出耐药，其中美罗培南和

亚胺培南有 18 株，占 81.8%，而厄他培南有 21 株，占 95.5%，头孢唑啉；头孢吡肟；头孢

噻肟；头孢西丁；头孢他啶；头孢曲松；头孢呋辛等头孢类药物中除了头孢吡肟有 20 株所占

比例为 90.9%表现耐药之外，剩下的哪几种 22 株全部表现出耐药，耐药率高达 100%，β-内
酰胺类药物氨曲南 22 株全部耐药，耐药率亦高达 100%，左旋氧氟沙星有 20 株表现耐药，占

90.9%，阿米卡星耐药的有 19 株，占 86.4%，环丙沙星的耐药情况则达到 22 株，妥布霉素和

四环素都有 19 株表现出耐药，占 86.4%,庆大霉素 22 株全部耐药，氨苄西林有 22 株耐药，二

者的耐药率均为 100%， 阿莫西林/棒酸；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替卡西林/棒酸；哌拉西林均

有 21 株耐药，均占 86.4%，唯有磺胺类抗菌药复方新诺明的耐药株数相对较少 12 株，耐药

率为 54.5%。聚合酶连反应的结果显示 KPC 扩增有 16 株表达阳性，阳性率达到 72.7%，而

VIM 的扩增结果则没有阳性，同源性分析结果显示我院分离的 22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肺炎

克雷伯菌可分为三型，其中 A 型 20 株，占 90.9%，B 型 1 株，占 4.5%，C 型 1 株，占

4.5%。 
结论  本院出现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可分为 A，B，C 三个基因型,产 KPC
型酶是其对碳青毒烯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原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118 
 

 IgG 亚类在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 
 

唐秀英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医学实验中心 750004 

 
目的  探讨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Recurr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RRTI)与免疫球蛋白

（Immunoglobulin，Ig）及 IgG 亚类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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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依据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准，收集我院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诊断为反复呼吸

道感染的患儿组 80 例和不同年龄对照组 60 例，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A、IgM）和 
IgG 亚类（G1、G2、G3、G4）。 
结果 各年龄组患儿与正常组相比，0-2 岁患儿：IgG、IgA、IgM 无明显差异（P＞0.05），

IgG4 明显降低（p＜0.05）；3-5 岁患儿：IgG、IgM 无明显差异（P＞0.05），IgA 明显降低

（P＜0.05），IgG2 、IgG4 明显降低（p＜0.05）；6-12 岁患儿：IgG、IgA、IgM 无明显差

异（P＞0.05），IgG1、IgG2、IgG3、IgG4 无明显差异（P＞0.05）。且随着年龄增长 IgG、

IgA 有明显增长的趋势，IgM 变化不明显。RRTI 儿童存在 IgG 亚类缺陷，检出率 42.5%，其

中单项缺陷以 IgG4 为主占 35%，联合缺陷以 IgG2、IgG4 为主占 41%。 
结论  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存在免疫球蛋白 IgG 亚类缺陷，临床应重视 IgG 亚类检测，

IgG2 、IgG4 缺陷可能是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发病原因之一，它能更敏感地反映 RRTI 患儿

的免疫功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140 
 

109 例丙戊酸血药浓度检测结果分析 
 

雷晓丽 卢银红 张婕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医学实验中心 750004 

 
目的  评价丙戊酸（VAP）血药浓度对肝功能，肾功能的影响 。  
方法  对我院 2015 年 3 月到 2016 年 5 月有分析意义的 109 例癫痫患者丙戊酸血药浓度和肝

功能和肾功能等指标进行相关性评价。  
结果  109 例使用丙戊酸的癫痫患者中，52 例丙戊酸血药浓度在正常范围内，52 例丙戊酸血药

浓度大于正常范围，5 例丙戊酸血药浓度低于正常范围。对三组患者肝功能，肾功能相关指标

分析，发现丙戊酸血药浓度越高，出现更多的肝功能指标升高，肾功能正常。  
结论  VAP 是治疗癫痫的安全药物，但定期进行肝功能，肾功能检测及 VAP 血药浓度检测，

进行个体化用药是必须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614 
 

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碳青霉烯及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

耐药机制的研究 
 

孙恒彪 陈佑明 尤旭 潘祖汉 肖刚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检验科 510630 

 
目的  研究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及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耐药机制，为临床治

疗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及院内感染控制提供分子生物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2015 年临床送检各类标本中分离到的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使用

Microscan Walkaway 40 plus 对分离到的菌株进行鉴定及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对常见碳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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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酶的编码基因 blaNDM-1 及 blaKPC-2，常见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编码基因 blaTEM、

blaSHV、blaCTX-M-1-like、blaCTX-M-2-like、blaCTX-M-8-like 及 blaCTX-M-9-like 进行检

测，同时检测可导致细菌多重耐药的 I 类整合子编码基因 blainT-1。 
结果  2014~2015 年共分离到 7 株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7 株均为多重耐药菌，对常用

抗菌药物敏感性较差。共有 3 株菌检出 blaNDM-1，2 株检出 blaKPC-2，5 株检出 blaTEM，7
株均可检出 blaSHV，1 株检出 blaCTX-M-1-like，4 株检出 blaCTX-M-9-like，5 株检出

blainT-1，未检出 blaCTX-M-2-like 及 blaCTX-M-8-like。 
结论  blaNDM-1 及 blaKPC-2 是导致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的

重要机制，blaTEM、blaSHV 及 blaCTX-M-9-like 是导致对头孢菌素类抗菌药耐药的主要原

因，blainT-1 在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多重耐药及耐药基因传播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临

床科室及医院感染控制部门应密切监控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避免出现院内感染爆发流

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626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方法的建立及临床应用 
 

龚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650032 

 
目的  建立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方法，并评价其是否能用于临床检测。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生化科学院（NACB）相关要求，对所建立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限、重复

性、准确度、分析特异性等参数的验证，准确性使用 Kappa 检验评估，重复性使用符合率，

测序质量的验证基于整体测序图谱的荧光信号值、性噪比、测序峰图、QV 值等参数。用所建

立的检测方法检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 120 例 PCI 术后 CAD 患者的 CYP2C19
基因型，根据基因型分布，将患者分为正常代谢组（EM）、中等代谢组（IM）和低代谢组

（PM）。收集及样本对应的临床资料，分析三组患者之间基本临床资料是否存在差异。以

MACE 作为主要终点事件、ACS 次要终点事件进行为期 1 年的随访，分析 CYP2C19 多态性

与 CAD 患者 PCI 术后 1 年发生 ACS 和 MACE 的相关性。 
结果  Ct≤32 时，PCR 扩增曲线正常，测序 RFU 均在 200 以上，背景峰不超过靶峰信号值的

5%，重复测序 20 次 Ct=32 的 DNA 样本，结果全部检出；我科实验室与第三方实验室的检测

结果 100%一致，Kappa=1.0；测序分析批内和批间重复性结果符合率均为 100%；提取溶

血、脂血及黄疸样本的 DNA，OD260/OD280在 1.8～2.0 之间，浓度和质量均满足 PCR 和测

序。3 组不同代谢表型患者的性别、年龄、既往史、吸烟及药物服用情况不具明显差异。不同

代谢表型组 ACS 与 MACE 发生率具有明显差异（P<0.05）。非条件 Logisti 回归分析显示：1
年随访期内，伴发糖尿病的 CAD 患者 MACE 的发生率较未患糖尿病的患者高（OR=0.163, 
95%CI 0.035-0.766, P=0.022）；吸烟患者 ACS 发病率较非吸烟患者低（OR=5.273, 95%CI 
1.339-20.758; P=0.017 )；IM 和 PM 组患者 MACE（OR=5.119, 95%CI 1.276-20.541, 
P=0.021）和 ACS（OR=4.779, 95%CI 1.918-11.912; P=0.001)的发生率均较 EM 组患者高。  
结论  基于荧光 PCR-毛细管电泳测序技术的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法可检测*2 和*3 功能

多态性位点，可满足临床检测。当通过 CYP2C19 基因型对患者的不良临床预后进行预测时，

还需结合患者的临床病史如糖尿病、吸烟史与药物服用史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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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637 
 

EBV-miR-Bart1 affects multiple alternative splicing 
factors or components of the core spliceosome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Lyu Xiaoming 1,Jiang Qiang 2,Huang Jing 1,Liu Feipeng 1,Li Xin 2,Chen Youming 1,Xiao Gang1 
1.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Functional Proteomics，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Pre-mRNA splic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gene expression in the eukaryotic cells. 
Pre-mRNA is spliced by the spliceosome consisting of large complexes of small nuclear RNA 
(snRNA) and protein subunits.Butthe mechanisms of regulating spliceosomevia splicing 
factors have not understood yet.Splicing abnormalities have profound impact in human 
cancer.EBV-miR-Bart1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of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We aimedto explore whether EBV-miR-
Bart1 can influence splicing factorsor components of the core spliceosome.  
Design and Methods   RNA deep sequencing to compare the gene differentialexpression 
profile between EBV-miR-BART1-overexpressing CNE1 cells and the control cells to 
determine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EBV-miR-BART1 in NPC cell.Gene Ontologyanalysis was 
implemented to learn the functions of these disregulated genes and functionallycluster. 
Finally, realtimeQPCR was performed to confirm the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involved in 
slicesome in different NPC cell lines.  
Results  RNA deep sequencing displayed 3910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genes between EBV-
miR-BART1-overexpressing CNE1 cells and the control cells (p<0.05). Gene Ontology and 
pathway analysis represent a highly clustered in sliceosome function 
(DEGswithpathwayannotation :50/1860 (2.69%); p= 2.795741e-07).The results of the RNA 
sequencing showed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up- and down-modulated splicing factors or 
components of the core spliceosome (U1-U6), such as SM, SF3a, 
U2AF,PrP38,SR140,CDC5L, HnRNPs, HSP73, SLU7, in EBV-miR-BART1-overexpressing 
NPC cells,which were confirmed by RT-qPCR. 
Conclusions  Our study for the first time discovered the effects of EBV-miR-BART1 on 
splicing factors or components of the core spliceosome in NPC, suggesting a novel role of 
EBV-miR-BART1 in tumor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cancer, which remains to be fully 
elucidate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653 
 

酶法检测糖化血清白蛋白的性能评价及临床应用研究 
 

王冰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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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糖化血清白蛋白可反应糖尿病患者近 2～3 周的血糖水平。本研究旨在验证酶法检测 GA
的性能，建立昆明地区健康成人 GA 的参考区间及筛查 DM 的切点，探讨与各血糖指标相关性

及在糖尿病监测、诊断及治疗过程中的应用。 
方法 根据 CLSI EP 文件推荐方法，验证酶法检测 GA 的精密度、线性范围、正确度及抗干扰

性能。对昆明市区 1866 名健康成人进行 GA 检测，建立昆明市区 GA 参考区间，探讨导致健

康受试者 GA 水平增高的影响因素。确立 GA 筛查 DM 的切点。将 DM 患者根据血糖控制水平

及并发症情况进行分组，分析各组间 GA 水平差异。 
结果 高低两个水平样本 GA 的重复性不精密度 CV 达到 0.36%和 0.81%，中间不精密度 CV 达

到 0.82% 和 1.37%；GA 绝对值在 0~33.16g/l 和 Alb 在 0~88.73g/l 范围内呈线性；实验方法

与比对方法具有良好相关性，直线回归方程为 Y=1.005X－0.353（R2=0.995）；该方法不容

易受乳糜的干扰；血清中游离胆红素浓度≤19.7mg/dl、结合胆红素浓度≤21mg/dl 时，对 GA
检测结果无干扰；当血清中 Hb 浓度≤97.6mg/dl 时，对 GA 的检测结果无干扰，高于该浓度时

出现负性干扰；昆明地区健康成人 GA 水平为 11.43%±1.14%，参考区间为：

9.20%~13.67%。GA 水平在性别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性高于男性（p<0.01）；GA 与

年龄和 FPG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294 和 0.370（p<0.01）；GA 与 BMI 呈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275（p<0.01）。其中，女性、年龄以及肥胖是 GA 水平增高的影响因素。昆明

市区 GA 筛查 DM 的最佳切点为 14.14%；NGT 组、IGR 组、DM 组 GA 水平逐渐增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DM 患者中 GA 和 FPG、HbAlc 及果糖胺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为 0.509、0.841 以及 0.541（p<0.01）；GA 和 BMI 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88
（p<0.01）；血糖控制理想、尚可和较差组中 GA 水平逐渐增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有并发症组中 GA 水平显著高于无并发症组（p<0.05）。 
结论 酶法检测 GA 的具有良好检测性能。GA 可作为早期糖尿病预测和病变程度判断的—个指

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673 
 

Application of Serum Indices on ABBOTT c16000 
automated analyzer for chemical parameter 

determination 
 

huang yi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and advantages of serum indices program on the basis 
of test parameters for detection of visually unrecognized hemolytic, icteric and lipemic 
interferences by the samples in an automated system.   
Methods  After naked eye examination, 1733 serum samples decided not to be hemolyzed, 
lipemic and icteric were recruited for further study. Then these samples were analyzed on 
ABBOTT ARCHITECT c16000 autoanalyzer for serum indices determination using the 
Saline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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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seven samples with interferences that could not be 
detected previously through naked eye was detected, including 50 samples with hemolysis 
and 76 with icterus. Among the 126 samples interfered, 50 samples were influenced by 
hemolysis when determining serum ALT, AST, LDH, TBIL, DBIL, MG, CO2, and K while 
none of the samples were influenced by icterus or lipemia when determining routine 
chemistry parameters.   
Conclusion  Detection of hemolytic, icteric and lipemic samples using automated analyzers 
instead of visual detection should be used as a cheap and efficient way for preanalytical 
errors exclus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697 
 

EB 病毒感染与 11 种抗核抗体生成的相关性研究 
 

刘子杰
1 黄兆琼

1,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陆良县中医院 
 

目的  探讨 EB 病毒感染和待测的 11 种自身抗体生成是否有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抗自身抗体阳性患者 131
例及自身抗体阴性患者 71 例，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检测 EB 病毒 DNA 载

量，比较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自身抗体阳性患者 EB 病毒 DNA 检出率为 67.94%，ANA 阴性患者 EB 病毒 DNA 检出

率为 59.15%，经统计学分析 EB 病毒 DNA 检出率与自身抗体之间无显著相关性。设 EB 病毒

DNA 低于检测下限为阴性，EB 病毒 DNA 载量 1~400 拷贝/ml 为“+”,400~1000 拷贝/ml 为
“2+”，>1000 拷贝/ml 为“3+”，经分析 11 种自身抗体与 EB 病毒载量间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EB 病毒感染是否和待测的 11 种自身抗体生成无明显相关性，EBV 感染可能不是诱发机

体 B 淋巴细胞产生自身抗体的主要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722 
 

儿童血清、支气管灌洗液、胸腔积液、脑脊液的肺炎支原体

检测结果分析 
 

于国慧 宋文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研究肺炎支原体（MP）感染对血清、支气管灌洗液、胸腔积液及脑脊液的影响。 
方法 采用 2013 年 3 月～6 月在我院疑似 MP 感染的 278 例住院患儿的血清、支气管灌洗液、

胸腔积液及脑脊液标本，采用颗粒凝集的方法检测 MP-Ab-IgM。 
结果 181 例患儿（男孩 104 例，女孩 77 例）的不同标本中 MP 呈阳性反应。278 例患儿均进

行了血清标本检测，共检出阳性血清标本 170 例，总检出率为 61.2%（170/278），144 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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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了支气管灌洗液检测，检出阳性 62 例，检出率为 43.1%（62/144）；19 例同时进行了

胸腔积液标本检测，检出阳性 13 例，检出率为 68.4%（13/19）；15 例同时进行了脑脊液标

本检测，检出阳性 1 例，检出率为 6.7%（1/15）。各年龄组间阳性检出率分别为：6m～1y
组 29.0%（9/31）; ～3y 组 51.0%（25/49）；～5y 组 56.1%（23/41）；～16y 组 79.0%
（124/157），6m～1y 与其他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y 与～5y 组间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而与～16y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各不同阳性标本组合中，男

女在各年龄组间所占例数分别为：血清类（4/3；15/6；6/7；39/31；总计 64/47）。血清、支

气管灌洗液类（1/0；1/1；3/2；25/13；总计 29/16），血清、胸腔积液类（0/0；0/1；0/2；
3/1；总计 3/4），血清、脑脊液类（0/0；0/0；0/0；0/1；总计 0/1），血清、支气管灌洗

液、胸腔积液类（0/0；0/0；0/2；0/4；总计 0/6），支气管灌洗液类（2/0，1/0；0/1；5/2；
总计 8/3）。 
结论 MP 感染多种多样，有低龄化趋势，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男女患儿的感染率有不同特

点。不同年龄组间血清阳性检出率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婴幼儿阳性检出率明显升高，男孩阳

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女孩，重症患儿多发于年龄较大的女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4760 
 

大连地区儿童静脉血五种元素含量水平的分析 
 

刘其 张子军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通过对大连地区儿童静脉血中常量元素（钙、镁）和微量元素（铜、锌、铁）含量的统

计分析，了解本地区儿童静脉血中五种元素含量水平，为儿童合理补充常量和微量元素提供参

考。 
方法  将大连市儿童医院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门诊进行静脉血五种元素项目检测的

11806 例儿童作为分析对象，按照儿童的年龄分为 5 组：婴儿组（1~12 个月），幼儿组

（1~2 岁），学龄前组（3~6 岁），学龄组（7~11 岁），青春发育期组（12~18 岁）。再将

每组儿童按性别分组，对由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得的静脉血内钙、铜、铁、镁、锌五种元素含量

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大连市各年龄段儿童静脉血中镁的含量无明显差异，铁、锌、钙、铜四种元素的含量

在各分组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铜和钙的含量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有下降的趋

势，锌和铁的含量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升高；(2)大连市儿童静脉血中锌、铁、钙的缺乏比例较

大，其中铁和钙的缺乏尤为严重，锌元素的缺乏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有增高趋势。婴儿期缺锌

率与缺钙率男性均高于女性，青春发育期则女性高于男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青春发育期女性缺铁率明显高于男性（P< 0.01）；(3)总体上，不同性别儿童

静脉血中五种元素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调查显示，大连地区儿童体内锌、铁、钙的含量异常较为广泛，异常多表现为缺乏。其

中铁元素和钙元素缺乏仍较为突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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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104 
 

临床实验室全面质量监督的实践和思考 
 

张志强 王茂水 王新锋 
山东省胸科医院 250013 

 
摘要  质量监督是指为了确保满足规定要求，对实体的状况进行连续的监视和验证，并对记录

进行分析。实验室的质量监督，不仅是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检验结果和检验报告

满足要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实验室质量管理的难点。质量监督在医学实验室中如何发挥作

用？通过介绍临床实验室建立全面质量监督模式的实践过程，建立科主任-质量负责人-质量监

督组-质量监督员的监督链，内审和外审为有效补充，在管理层、各专业室和技术人员之间，

自查、互查、定期和不定期、宏观到微观的立体监督模式。分析质量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人员问题；工作程序等体系文件存在漏洞；纠正效果差，监督有效性差等，探讨持续改进的思

路，提高质量监督的有效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5199 
 

单核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之比（MHR)对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

患者 PCI 术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预测价值 
 

冯丹 马晓露 王贞 张轶男 曹胜吉 李士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00 

 
目的  近来，单核细胞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高密度脂蛋白已被证实是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致死率的独立预测因子。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比(MHR)，单核细胞计数

除以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已成为一种新的炎症和氧化应激的指标。我们旨在调查 MHR
与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s)的发生

情况，为 AMI 危险分层提供一个新的临床标志物。 
方法 对 2015 年 9 月—2016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 STEMI 患者

111 例，其中男性 82 人，平均年龄 60.06±12.47 岁，女性 29 人，平均年龄 72.45±9.35 岁。

分別在入院即刻采取肘前静脉血分别用于检测外周血白细胞及单核细胞计数、C 反应蛋白

(CRP)等,并在 24 小时内完成血脂、肝功能检测，入院 7 天内完成心脏彩超检查用于左心室的

功能评价，并记录左室射血分数((LVEF)。详细调查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各类因素与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 PCI 术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相关性。  
结果 1、本研究将收集到的 111 例 STEMI 患者根据其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比的比值进行分

组，分为三组。三组间两两对比分析显示，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存在显著差异

(P<.01 )，并且随着 MHR 升高，MACEs 发生呈上升趋势。2、随着 MHR 水平增加，白细胞

和单核细胞计数、TnI 呈增高趋势，总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呈下降趋势，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3、对相应指标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MHR 的水平是主要

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是 STEMI 经 PCI 术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

(P<0.05)。4、对 MHR 的 ROC 曲线分析显示：曲线下面积达到 77%，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并

有统计学意义(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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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比是对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 PCI 术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独立

预测因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55445 
 

化学发光法检测总 25(OH)D 性能验证及参考区间的建立和评

价 
 

张慧 王玉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验证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总 25(OH)D 性能。根据美国内分泌协会推荐的诊断标准分析该

人群维生素 D 营养状态及其低下的影响因素，探讨该标准是否适用于昆明汉族人群。建立新

参考区间，并进行评价。  
方法  根据 CLSI 系列文件，验证化学发光法检测 25(OH)D 性能。根据美国内分泌协会推荐的

标准评估昆明地区健康汉族人群维生素 D 营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评价该标准是否适用于该

人群。建立昆明地区汉族人群 25(OH)D 参考区间。使用健康人群验证新建立的参考区间。 
结果  高水平 25(OH)D 的重复性 CV、中间 CV、低水平 25(OH)D 重复性 CV、中间 CV 均＜

10%；线性范围 10.2~380.9nmol/L。两种方法偏倚在卫生部室间质评的 1/2TEa 内。高浓度游

离胆红素、结合胆红素、血红蛋白对低水平样本存在负干扰，对高值无检测干扰；乳糜无检测

干扰。使用美国内分泌协会标准评价结果正常、不足、缺乏分别为 25.59%、46.35%、

28.05%，总低下率为 74.40%。性别、年龄、BMI、饮酒组、四季间存在组间存在差异，吸烟

史间无统计差异(P=0.08)；该人群 25(OH)D 水平低下与年龄、性别、BMI、饮酒史相关。年龄

增加、有饮酒史酒、女性、BMI 增加是 VitD 低下的影响因素。昆明地区健康汉族 25(OH)D 参

考区间为 27.4~102.94nmol/L。女 24.19~97.0nmol/L；男 33.02~111.35nmol/L。春

28.1~93.6nmol/L；夏 44.06~119.8nmol/L；秋 34.1~102.23nmol/L；冬 22.36~80.0nmol/L。
≥60 岁 26.5~90.0nmol/L；＜60 岁 24.7~103.0nmol/L。≥60 岁男 35.3~95.61nmol/L，女

23.7~89.77nmol/L；＜60 岁男 32.78~111.18nmol/L，女 24.04~97.05nmol/L。38 例健康人群

25(OH)D 均在参考区间范围内。   
结论  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总 25(OH)D 检测性能满足临床检测需求。使用美国内分泌协会推荐

的参考区间评估昆明地区汉族人群 25(OH)D 水平呈现普遍低下的状态，年龄、女性、BMI 及
饮酒是 25(OH)D 水平低下的影响因素。且该参考区间可能不适用于当地汉族人群。通过在正

常人群验证新建立的参考区间更适用于昆明健康汉族人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5470 
 

耐碳青霉烯类弗氏柠檬酸杆菌的分子流行特征研究 
 

刘淑敏 杜娜 杜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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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我院耐碳青霉烯类弗氏柠檬酸杆菌的分子流行特征，指导临床抗感染及合理用药； 
方法  收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2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送检的临床标本，采用法

国梅里埃公司的 VITEK-2 系统初筛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弗氏柠檬酸杆菌；然后采用 CLSI 推荐的

改良 Hodge 试验进行碳青霉烯酶表型确证试验，同时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弗氏柠檬酸杆菌进

行金属酶(MBL)和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耐药表型确证试验，初步了解 CRE 菌株的产酶

情况； 最后通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特异性扩增碳青霉烯类(KPC-2、SME、IMP、VIM、

NDM-1、OXA-48)和 ESBLs 类(SHV、TEM、CTX-M)耐药基因,并对 PCR 扩增阳性产物测

序，明确患者所携带的耐药基因型别，探讨本院碳青霉烯类耐药弗氏柠檬酸杆菌的分子流行特

点； 
结果  ①分离的 21 株耐碳青霉烯类弗氏柠檬酸杆菌中，主要标本来源为尿液(95%)，科室分布

以移植中心(66.7%)为主；②药敏结果显示待测菌株对头孢菌素类及其酶抑制剂均高度耐药，

甚至碳青霉烯类耐药率也高达 90%左右，以阿米卡星耐药率最低(4.8%),其次为呋喃妥因

(10.5%)和磷霉素(15%);③耐药表型检测显示改良 Hodge 试验、金属酶和 ESBLs 表型确证试

验阳性率分别为 90.5%、85.7%和 14.2%；④PCR 检测显示 ESBLs 类耐药基因 TEM-1 阳性

率最高(85.7%)，其次为 CTX-M-15(28.6%)、SHV-12(23.8%),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阳性率分

别为：NDM-1(76.2%)、KPC-2(28.6%)、IMP-4 (33%),SME、VIM 和 OXA-48 均为阴性； 
结论  我院耐碳青霉烯类弗氏柠檬酸杆菌高度流行，以尿路感染为主，并呈现出多重耐药的特

点，这可能与耐药菌株产酶机制复杂有关，即常同时携带多种碳青霉烯酶和 ESBLs,以 TEM-1
和 NDM-1 多见，警示我们要加强感染的防控与监测；另外，由于菌株耐药机制复杂，并且表

型确证试验的影响因素较多，导致单独碳青霉烯酶或 ESBLs 耐药表型确证试验特异性较低，

不能真实反应菌株的产酶情况，需结合 PCR 技术特异性扩增相关耐药基因，但在不适合开展

PCR 的医疗机构，可以考虑联合 MHT、金属酶和 ESBLs 等表型确证试验，初步预测耐药菌

株的产酶机制，指导临床抗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5577 
 

双白蛋白血症与临床疾病的关系探讨 
 

张艳 
解放军 252 医院 071000 

 
目的  探讨双白蛋白血症与临床疾病的关系  
方法  对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 73814 例住院患者进行血清蛋白电泳分析以筛选双白蛋

白血症  
结果  双白蛋白血症检出率为 0.05%，其与性别无关，可能存在地区差异。检出的患者中原发

病以肾病综合征、梗阻性黄疸、恶性肿瘤居多。 
结论  双白蛋白的出现是否可以成为预测某种疾病的新指标，有待进一步积累资料予以证实。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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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琥酯对手足口病单个核细胞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作

用 
 

梁肖云
1 顾晓琼

1 曾兰兰
1 代玉梅

1 刘广建
1 赖展翔

2 
1.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广州医科大学 
 

目的  本文拟采用体外培养手足口病患者单个核细胞，研究青蒿琥酯对手足口病患者单个核细

胞分泌 VEGF 的影响，为青蒿琥酯预防、控制手足口病的病情发展，防止手足口病合并脑炎

的发生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采用 Ficoll 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单个核细胞，药物处理及分组细胞培养，将细胞悬液 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弃上清，用 RPMI1640 培养基调细胞浓度为 1×109 /L，吹打混匀，细

胞悬液分成 4 份，即为 4 个处理组，青蒿琥酯组(0 μg/ml、25 μg/ml、50 μg/ml、100 μg/ml)，
转移至 EP 管中，每管 1 ml，需要加入青蒿琥酯的组别对应的细胞悬液每管加入 50 μl 对应浓

度青蒿琥酯溶液（不需加药的组忽略此步骤）[7]，青蒿琥酯终浓度为(0 μg/ml、1.25 μg/ml、
2.5 μg/ml、5 μg/ml)，放入培养箱 37℃培养 48 h，13 000 r/min 离心 20 min，收集上清液至

冻存管，-80℃冻存待测。应用 ELISA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上清中 VEGF 含量，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不同浓度青蒿琥酯作用下，细胞培养上清 VEGF 含量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其中重症组 VEGF 浓度最高。普通组和重症组的 VEGF 浓度随着青蒿琥

酯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手足口病患儿 VEGF 水平偏高，重症患儿 VEGF 水平比普通手足口病患儿高。青蒿琥酯

可通过抑制单个核细胞分泌细胞因子抑制 NF-κB 的激活，下调手足口病患者单个核细胞的

VEGF 表达，抑制炎性因子释放，防止手足口病病情加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5694 
 

新型血小板相关参数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梁绮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GDM)血小板相关参数进行分析，初步探讨检测 GDM 妇女血小板

研究参数对反映机体血小板活化及功能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12 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妇产科就诊的正常妊娠妇女 141 名、

及同期被临床确诊为妊娠期糖尿病妇女 56 名，两组人群孕周均在 13-28 周内。收集所有入组

人员 EDTA-K2 抗凝静脉血 2.0ml,采用 Sysmex  XE-5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电阻法和光学法

对上述标本的 H-IPF%（高荧光网织血小板百分比）、IPF#（网织血小板计数）、IPF%（网

织血小板百分比）、MPV（平均血小板体积）、P-LCR（大血小板比率）、PCT（血小板压

积）、PDW（血小板分布宽度）、PLT（血小板计数）、PLT-X（血小板平均荧光强度）进行

统计分析，数据均以 表示，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两组间血小板参数采用配

对 t 检验或独立 t 检验，以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GDM 组中的 H-IPF%（0.405±0.262）、IPF#(3.416±1.540)、IPF%(1.586±0.960)、
MPV(10.755±1.051)、P-LCR(31.125±8.755)、PCT(0.249±0.040)、PDW(13.139±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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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233.107±44.018)、PLT-X(13.898±1.691)；正常妊娠组中的 H-IPF%（0.322±0.210）、

IPF#(2.856±1.335)、IPF%(1.249±0.642)、MPV(10.424±0.778)、P-LCR(28.305±6.55)、
PCT(0.248±0.051)、PDW(12.345±1.681)、PLT(238.629±50.347)、PLT-X(13.151±1.248)；
两组结果显示除 PLT、PCT 外其余数据 GDM 组均高于正常妊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IPF%和 PLT-X 两组数据有显著差异（P<0.01），反映了 GDM 患者血小

板的整体活跃程度较正常妊娠妇女高； 
结论  本研究为血小板相关参数应用于预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小板活化状态及功能增强提供

了一定的参考依据，提高了血小板相关新型研究参数在孕妇人群中的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55889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ASAP1 gene variants on the 
susceptibility to tuberculosis in Chinese Population 

 
Hu Xuejiao,Wu Peng,Xuerong Chen,Zhao Zhenzhe,Zhang Jingya,Zhou Juan,Cai Bei,Chen Jie,Zhou 

Yanhong,Lu Xiaojun,Ying Binwu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Background  Recent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at the ASAP1 gene participates in regulating 
the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to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A GWAS study has 
reported ASAP1 polymorphisms (rs4733781 and rs10956514)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tuberculosis in Russians. But due to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different races would have 
different causative polymorphisms, an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of the ASAP1 gene and 
tuberculosis risk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  A total of seven SNPs in the ASAP1 gene were genotyped in 1115 Western 
Chinese Han and 914 Tibetan population using an improved multiplex ligation detection 
reaction (iMLDR) method. The associations of SNPs with tuberculosis risk and clinical 
phenotypes we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s of allelic frequencies and different 
genetic models. A meta-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further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AP1 polymorphism and TB risk.  
Results  Statistical comparisons of cases and controls after correction for multiple testing did 
not yield an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ith the risk of tuberculosis via analyses of a single 
locus, haplotype and subgroup differences. Meta-analysis showed no evidence supporting 
association between rs10956514 and overall risk for tuberculosis. Subsequent analysis 
referring to the genotypes of SNPs in relationship to clinical phenotypes identified that 
rs4236749 wa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serum CRP levels, suggesting a role of this locus in 
influencing the inflammatory state of Western Chinese Han tuberculosis patients.  
Conclusion  Our present data revealed that ASAP1 polymorphisms are unlikely to confer 
susceptibility to tuberculosis in the Western Chinese Han and Tibetan populations, which 
challenges the promising roles of the ASAP1 ge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uberculosis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validating the association findings across ethniciti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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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人附睾分泌蛋白４，糖类抗原 125 在卵巢癌诊断中的意

义 
 

牟永平 崔宏伟 斯琴 斯琴 苏日娜 梁俊青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010020 

 
目的  探讨血清中人附睾分泌蛋白４(HE4)，糖类抗原 125(CA125)水平在盆腔肿瘤中的诊断价

值。  
方法  检测 180 例女性血清标本，其中 56 例卵巢癌标本，64 例盆腔良性肿瘤标本，60 例健康

女性标本。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方法测定各研究组的血清 HE4 和 CA125 的水平。  
结果  卵巢癌组血清 HE4(189.94 pmol/L)与 CA125(89.39 U/L)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盆腔良性疾

病组(HE4=56.74 pmol/L, CA125= 45.11U/L)以及对照组(HE4=46.36 pmol/L, CA125= 
34.24U/L)（P<0.01）。卵巢癌不同病理分期的表达水平 III、IV 期(HE4=236.25 pmol/L, 
CA125= 206.35U/L)明显高于 I、II 期(HE4=96.36 pmol/L, CA125= 67.8U/L)的表达水平

（P<0.01）。  
当以盆腔良性肿瘤组作为参照， HE4 对卵巢癌的特异性，敏感性和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

分别为 85.71％，71.67％ 和 73.84%，84.31%。HE4 特异性明显高于 CA-125 66.07% 
(P<0.01）；CA-125 对卵巢癌的敏感性为 86.67％高于 HE4 的 71.67% ，两者比较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P<0.01）。HE4 曲线下面积为 0. 87 高于 CA-125 的 0.81 ( P<0.01）。HE4 与

CA-125 联合检测明显提高了检测卵巢癌的特异性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5.15%和 92.13%
（P<0.01）。                                                                     
结论  血清ＨＥ４对卵巢癌具有重要诊断价值，其鉴别诊断效能优于 CA125，且与 CA125 联

合检测有助于提高卵巢癌的诊断效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158 
 
TGF-β1 produced by ovarian cancer microenvironment 
contributes to CD8+ Treg induction through 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 
 

Wu Meng,Xu Ting,Huang Peijun,Pan Shiyang,Wang Fa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National Key Clinical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210029， Nanjing， China. 
210029 

 
Objective  CD8+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immunological tolerance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umor-immune evasion. We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CD8+ Tregs could be induced in vitro by co-culture of CD8+ T cells with the OC 
cell lines SKOV3/A2780. The aim of this study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1 (TGF-β1) in CD8+ Treg induction by the ovarian cancer (OC) microenvironment. 
Methods  The OC microenvironment was modeled by establishing the coculture of OC cell 
lines, SKOV3/A2780, with sorting CD8+ T cells. Several cytokines (TGF-β1, IL-2, IL-10, 
TNF-α, and IFN-γ) in the culture supernatants was tes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the Human Th1/Th2 Cytokine CBA kit. Cytokines secreted by Treg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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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d by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roliferation assays was carried out to 
detect the proliferative activity of na?ve CD4+ T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Treg markers in 
CD8+ T cells from co-culture system and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OC patien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flow cytometry.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GF-β1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and 
fresh tumor tissues of OC patients were analyzed by ELISA and immunohistochemstry 
respectively. Western blot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MAP kinase in 
CD8+ T cells. TGF-β1 neutralizing antibody (10 μg/ml) was applied to the co-culture system 
to block the function of TGF-β1. 
Results  OC patients express high levels of TGF-β1, as do the culture supernatant from a 
co-culture of CD8+ T cells and SKOV3 cells. The frequencies of CD8+ Tregs and the level of 
TGF-β1 dropped significantly following surgery. Additionally, TGF-β1 secre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D8+ Treg levels in OC patients. Neutralization experiments, cytokine 
studies and proliferation assays revealed OC microenvironment-induced CD8+ Tregs 
depend at least partially on 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TGF-β1 to exert their suppressive 
function. Compared with CD8+ T cells cultured alone, CD8+ Tregs exhibited marked 
activation of p38 MAPK. The presence of neutralizing anti-TGF-β1 antibody reduced 
activation of p38 MAPK. Moreover, the p38 specific inhibitor SB203580 dose-dependently 
blocked the TGF-β1 mediated conversion of CD8+ T cells into CD8+ Tregs. 
Conclusion  These data suggested that in vitro-induction of CD8+ Tregs depended in part 
on TGF-β1-mediated activation of p38 MAPK signaling. Our findings revealed a novel 
mechanism of immune tolerance induced by OC cells, suggesting that specific activity 
inhibition of Tregs could lead to better therapeutic strategies to target ovarian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179 
 

Changes in regulatory T cells in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undergoing surgery: preliminary results 

 
Wu Meng,Chen Xian,Lou Jianfang,Huang Lei,Sun Ruihong,Huang Peijun,Pan Shiyang,Wang Fa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National Key Clinical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210029， Nanjing， China. 

210029 
 

Objective  Regulatory T cells (Treg) suppress immune response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Surgery is the most effective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ovarian cancer (OC). However,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reg population and surgical resection remains uncle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measure the alterations of the Treg population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OC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Methods  61 patients with OC who received no prior treatment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We investigated CD4+CD25+, CD4+CD25+Foxp3+, CD8+CD28?, and CD8+Foxp3+ Treg 
cells in patients with OC and their postoperative changes using flow cytometry. Proliferation 
assays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T cells in OC patients, benign ovarian 
tumors (BOT)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Results  Treg percentag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OC than those in BOT 
and healthy controls. Higher percentages of Tregs were found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IV 
than stage I/II OC. Proliferation assays proved that the T cells isolated from OC patients had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eg cells. Treg percentag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ostoperatively. The postoperative Treg percentages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 OC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BOT patients, while postoperative Treg percenta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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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with stage III/IV OC remained higher than those in BOT patients. Treg percentages 
were markedly lower on postoperative day (POD) 3 than preoperatively. They increased 
slightly after 7 days, but remained lower than preoperative levels. Treg percentages then 
continued to decline from POD7 to POD30. 
Conclusion  The study confirmed an elevated level of CD4+CD25+, CD4+CD25+Foxp3+, 
CD8+CD28?, and CD8+Foxp3+ Treg cells in patients with OC, eve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disease. Surgery is able to partially revert the immunosuppressive state of patients with 
cancer because diminishment of the Treg level was found in patients with OC after surgery.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recise evaluation of the Treg level could be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onitoring the immune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OC 
undergoing surgery. Therefore, a combination of tumor depletion and effective resection may 
lead to more effective therapy strategies against O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263 
 

Genomic feature of a patient from a high Lung Cancer 
Incidence Area of China 

 
wu chunyan,wang xiao,song guibo,zhang yanliang,duan yong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Background  Xuanwei city was located in southwest China and was found with the highest 
lung cancer incidences in the world. Xuanwei lung cancer(XWLC) has raised widespread 
concerns fo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highe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low male-to-
female ratio and younger age at on set. Previous studies have illustrated that the coal 
combustion products was the leading cause of high mortality of XWLC, and animal 
experiments have also showed that combustion emissions are carcinogenic to mice. The 
stove improvement project was complete to reduce exposures to indoor air pollution,however, 
the mortality of XWLC did not decline as expected. So we speculated that there was other 
mechanisms underlying XWLC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 was a good way for XWLC to revealed potential molecular mechanism.It is well 
known that small-cell lung cancer an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are two main 
histological types of lung cancer. 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ung SqCC) constitutes 
approximately 20% of all NSCLC cases and has a very poor prognosis which the five-year 
survival rate is less than 5%. Lung SqCCwas recognized as a separated histologic and 
clinical entity due to a high likelihood of smoking, central growth, cavitation, and stage III 
presentation and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for effective in non-squamous NSCLC was not 
the same effective in lung SqCC. Here, we provide the first whole genomes analysis of 
Xuanwei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XW-lung SqCC).The data reported here will identify 
distinctive mutational signatures related with specific carcinogens, and provide a genome-
wide view of cancer origin to deeply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esis of XW-lung SqCC. 
Methods  Tumor and adjacent normal lung tissues were from a 59-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ho never received radiotherapy or chemotherapy before curative 
resection. The patient resided in Xuanwei city for a long time and never stayed in other 
regions, and he was a long-term smoker and had smoked up to15 years. The samples 
includingXW-lung SqCC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re sequencing by Complete Genomics sequencing platform.The mutational signatures 
were blast with common databases such as Genomes SNP database, dbSNP, and HapMap. 
Mutated genes was analyzed using Molecule Annotation System (MAS) and SIFT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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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 total of 181,303 somatic variation were identified by analyzed whole genomes 
of paired tumor specimen from a patient for XW-lung SqCC, and 15,184 mutations 
were found in coding sequence. 5043 high confidence somatic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variations (SNVs) were detected in tumor. We were able to identify 5000 
potentially novel and specific somatic SNVs by eliminated 43 SNVs which previously 
reported in dbSNP137 database. We analyzed thesemutation distributing in genetic 
components, only 37 SNVs were mapped to exonic regions including 20 nonsynonymous 
SNV (nsSNV), 6 synonymous SNV and 2 stopgain SNV. We analyzed the pattern and 
tendency of single-nucleotide substitutions between somatic SNVs and germline SNVs. 
Somatic SNVs results showed that C:G→A:T (35%) transversions and C:G→T:A (22%) 
transitions were more prevalent changes than C:G→G:C transitions, A:T→C:G and A:T→T:A 
transversions in tumor. Contrast to germline variations, We found that C:G→T:A (35%) 
transitions and A:T→C:G (30%) transversions were more common. Meanwhile, our result 
also showed that transcribed strand had a much lower mutation rate compared with 
non-transcribed strand.12 nsSNVs showed that amino acid substitution exerted a significant 
function impact.Somatic copy number alterations(SCNAs) showed increased duplicated 
blocks, which mainly concentrated on chromosomes3,4 and8. Several ampli?cation of 
SCNA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indings in common 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cluding SOX2, 
TP63, PI3K3CA, FGFR1, GPR15, ADAM17. amplification of CLDND1 and HLA-H were seen 
in XW-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hich were not reported in comprehensive genomic 
analysis of common 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CLDND1 encodes a protein that called 
claudin-25 and belongs to Claudins protein family, which was a member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s family. Claudi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various cellular 
processes including cell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tumorigenesis by recruiting signaling 
proteins. A microarray analysis of whole blood gene expression indicated that CLDND1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moking status.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own-regulation 
of CLDND1 induces death in several breast cancer cell lines.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Projects (TCGA) showed that the 
HLA-A of loss-of-function mutations had relation to avoiding immune destruction and was 
potential for genotypic selection of patients for immunotherapies.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there was a complicated characterization of somatic mutations. 
12 nsSNVs showed that amino acid substitution may be had a significant function impact, 
which involved in ion transport, cell proliferation, signal transduction, cell adhesion, apoptosis, 
differentiation. We found that NKX2-1 interact with CCDC59, GRB2 and SRC can interact 
with NKX2-1, which consist in a complex network participated in development of tumor.We 
speculated that CLDND1 and HLA-H mutation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XW-lung 
SqC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282 
 

小儿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及预后危险因素的分析 
 

张雯雯
1 陈红兵

1 朱君
1 常林

1 韩晶晶
1 苏东明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系 
 

目的  探讨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特点、诊断标准、治疗过程以及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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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了 2009～2013 年在南京市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收治的 72 例儿童噬血细胞综合

征（HPS）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及转归，采用 Logistic 方法分析患儿的预后危险因

素。 
结果  72 例中 42 例（58.3%）是感染相关性 HPS，其中 EB 病毒感染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最多；其余的 30 例中 4 例（5.56％）是非感染相关 HPS，26 例（36.1％）归为病因不明一

类。临床表现以发热（91.7％）、肝脏肿大（83.3％）、脾脏肿大（66.7％）。外周血血常规

三系检查结果为两系减低(72.2%)，三系低下(27.8%)、血红蛋白浓度减低(91.7%)、血小板数

量减少(77.8%)；血生化检查血清三酰甘油升高(38.9%)；凝血常规检查功能障碍(41.7%)；血

清铁蛋白升高(55.6%)；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大部分找到了噬血细胞。72 例中死亡 10 例

（13.8%），好转或者基本痊愈 24 例（33.3％），出院后失访 14 例（19.4%）。年龄＜3
岁、LDH＞2500U／L 是不利的危险因素。 
结论 年龄小和 LDH 水平增高是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应该及早诊断治

疗，降低病死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425 
 

云南宣威肺癌 DNA 甲基化标志物的筛查和验证 
 

王娟 张艳亮 龚容 吴辉飞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云南宣威地区是中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目前宣威肺癌的发病机制仍

不清楚，研究表明，DNA 甲基化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相关，筛查宣威肺癌有效诊疗的甲基化标

志物对于改善宣威肺癌患者的预后意义重大。 
 
方法  首先，对 10 例宣威肺癌组织及配对癌旁肺组织分别采用 DNA 甲基化免疫沉淀联合芯片

和基因表达谱芯片进行差异甲基化序列和差异表达基因的筛查，整合芯片结果及功能注释结

果，筛选候选差异甲基化序列。然后，在宣威肺癌病例（n=45，n=36）中通过甲基化敏感高

分辨率熔解曲线和飞行质谱检测技术验证候选序列及其各 CpG 单元的甲基化状态，应用实时

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技术在宣威肺癌病例（n=39, n=35）中验证候选序列所对应的

基因的表达水平。最后，所检测样本中，4 段序列各个 CpG 单元的甲基化程度及其基因的表

达水平与临床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在宣威肺癌和癌旁肺组织中共检测出 21432 个差异甲基化序列和 6770 个差异表达的基

因。最终筛选出在宣威肺癌中高甲基化、低表达、可能与肿瘤相关的 4 个候选差异甲基化序

列，所对应的基因分别是 STXBP6、BCL6B、FZD10 和 HSPB6。甲基化敏感高分辨熔解曲线

和飞行质谱的结果显示这 4 个候选序列及所检测序列中各个 CpG 单元在宣威肺癌组织中发生

高甲基化的比例及高甲基化的程度均显著高于癌旁肺组织。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与癌

旁肺组织相比，4 个候选基因在大部分宣威肺癌组织中（> 66%）的 mRNA 表达水平均明显下

调。Western blot 表明 4 个基因的蛋白表达水平在宣威肺癌组织中均明显低于癌旁肺组织，且

表达下调的样本比例更高（> 88%）。上述癌与癌旁肺组织间的甲基化程度差异和表达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临床资料相关性分析显示：STXBP6 的 CPG20 和 CPG21 单元

和 FZD10 的 CPG1 和 CPG38 单元的甲基化程度与宣威肺癌的临床分期相关；BCL6B 的

CPG9 单元的甲基化程度在有淋巴结转移的宣威肺癌组织中更高；4 个候选基因的 mRNA 表达

水平在<45 岁的肺癌患者中表达较低（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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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中检测出的差异甲基化序列和差异表达的基因为寻找宣威肺癌诊疗标志物奠定了

基础。STXBP6?BCL6B?FZD10 和 HSPB6 可能是用于宣威肺癌诊疗和预后判断的潜在甲基化

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476 
 

MicroRNA 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评估 
 

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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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凌飞
1 魏澄

1 
1.马鞍山市临床检验中心 

2.重庆医科大学分子医学与肿瘤研究中心 
 

目的  由于高发病率、高死亡率和早期难发现，肝细胞癌（HCC）给公共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许多报道称 microRNA（miRNA）在肝细胞癌患者中会出现异常表达，也许将是具有潜力

的诊断标志物。本研究是从循证医学角度采用 meta 分析方法系统地评估 miRNA 对 HCC 的诊

断价值。 
方法  我们对 Medline、Embase 和 CancerLit 等数据库进行系统检索，采用 QUADAS 标准对

纳入研究进行质量评价，并采用 STATA 和 SPSS 软件进行汇总的诊断价值评估，评估方法参

考 SROC 曲线下面积（AUC-SROC）和总体准确性（OA）组间比较。 
结果  我们最终筛选出了 24 个比较性评估 miRNA 对 HCC 诊断价值的独立研究（共有 73 组数

据），包含了 2321 例 HCC 患者和 2979 例对照组人群。73 组数据总体敏感性为

0.819 (95%CI, 0.793-0.842)，特异性为 0.847 (95% CI, 0.816-0.874)，AUC-SROC 为

0.90 (95% CI, 0.87-0.92)，表明 miRNA 对 HCC 患者具有相当高的诊断价值；将 AFP 与

miRNA 联合应用于 HCC 诊断比单独应用任何一种都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总体敏感性为

0.874 (95% CI, 0.839-0.903)，特异性为 0. 875 (95% CI, 0.835-0.906)，AUC-
SROC=0.94 (95% CI, 0.91-0.96)，OA 值比较分析也表明将 AFP 与 miRNA 联合应用于 HCC
诊断比单独应用任何一种在统计学上都具有显著的诊断优势（p=0.03）；对于样本类型，血清

标本将是最佳选择，AUC-SROC 为 0.92(95%CI, 0.89-0.94)，OA 值比较也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3）；如果将血清标本的多 miRNA 组合应用于 HCC 诊断，具有非常高的诊断价值，

AUC-SROC 为 0.97(95%CI, 0.95-0.98)；相比之下，血清多 miRNA 组合对 HCC 诊断具有最

高的诊断价值。 
结论  本研究表明 miRNA，尤其是血清多 miRNA 组合对 HCC 诊断具有非常高的诊断价值，

其能有效将 HCC 与健康对照、慢性肝炎和肝硬化区分开来，能作为一个新颖的、低侵入性的

HCC 筛查工具；本研究还需更多的大规模、随机对照、多中心研究数据加以证实。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511 
 

宫颈脱落细胞端粒酶 hTERT mRNA 表达与宫颈癌早期诊断 
 

朱新兴 殷立奎 
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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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检测各种宫颈疾病患者宫颈脱落细胞中人端粒酶逆转录酶催化蛋白亚单位信使 RNA
（hTERT mRNA）活性，对 hTERT mRNA 在宫颈癌早期诊断中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方法 按照 2003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子宫颈肿瘤组织学分类标准,选择慢性宫颈炎 42
例、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CIN）Ⅰ45 例、CINⅡ～Ⅲ 57 例、宫颈鳞状细胞癌(SCC) 39 例作

为研究病例，年龄 25～58 岁，以及无临床体征，且液基细胞学检测无异常的 20 例健康体检

人员作为正常对照，年龄 27～59 岁。应用 RT-PCR 法检测各组病例的宫颈脱落细胞中

hTERT mRNA 表达情况，对各组 hTERT mRNA 阳性率进行统计分析。检测过程包括样本

RNA 模板制备、cDNA 合成、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结果判断等步骤，在基因扩增后判断结果

时，当扩增曲线的 CT 值大于 36 或无扩增信号时，结果判断为阴性；当扩增曲线 CT 值小于

或等于 36 时，结果判断为阳性。 
结果 采用四格表确切概率法对各组病例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hTERT mRNA 在 SCC 组

的阳性率为 94.9%，显著高于 CINⅡ～Ⅲ组的阳性率 70.1%（P<0.01），CINⅡ～Ⅲ组的阳性

率显著高于 CIN Ⅰ组的阳性率 46.7%（P<0.01），CIN Ⅰ组的阳性率显著高于慢性宫颈炎及

正常对照组的阳性率 7.1%和 5.0%（P<0.01），慢性宫颈炎及正常对照组之间 hTERT mRNA
阳性率的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在 SCC 和 CIN 各组中，hTERT mRNA 阳性率与组织

病理学级别的升高存在密切关系。 
结论 在 SCC 和各级 CIN 病变中均有 hTERT mRNA 活性的升高，且随病变级别的增加，

hTERT mRNA 活性呈上升趋势。宫颈脱落细胞 hTERT mRNA 可对宫颈癌的发生做出早期预

测，并且其检测具有取材简便，创伤小，结果客观等优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518 
 

Ⅱ型糖尿病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清中 LDL-C、HDL-C 和

TG 水平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黄阿莉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132011 

 
目的  探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甘油三酯

（TG）的水平与Ⅱ型糖尿病（T2DM）并发动脉粥样硬化（AS）的相关关系.测定 T2DM 患者

血清中的 LDL-C、HDL-C、TG 的含量，并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讨论其临床意义。 
方法  早晨空腹取静脉血 2ml,分离血清后待测，具体对我院住院的 T2DM 患者 50 例。其中 18
例患者为血糖水平控制好组，32 例血糖水平控制不好组，并选择 5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

采用 ADVIA2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直接法测定 T2DM 患者血清中 LDL-C、HDL-C，利用

（GPO-PAP）酶法测定 TG 血清中的含量，并对三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数分析。 
结果  三组研究对象 LDL-C、HDL-C、LDL-C/HDL-C、TG 的检测结果比较，（F 值分别为

37.4；6.19；163.45；65.76；P＜0.05），T2DM 血糖控制好组 LDL-C、HDL-C、LDL-
C/HDL-C 与 TG 检测结果与正常健康对照组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2DM
血糖控制不好组 LDL-C、HDL-C、LDL-C/HDL-C 及 TG 检测与正常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T2DM 患者组与正常健康对照组比较表明持续高血糖是 T2DM 患者 LDL-C 升高，HDL-C
降低的重要因素。而 LDL-C 升高，HDL-C 降低本身加速合并动脉粥样硬化（AS）的形成，所

以血糖控制不好，加速了 T2DM 并发症的发生。T2DM 患者糖代谢异常时，加速了脂肪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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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血中的游离脂肪酸和 TG 浓度增加，TG 增高就促进 AS 形成，同时高 TG 具有促凝血作用

而增加心肌缺血的危险性，在高 TG 状态时，凝血因子Ⅶ及其激活因子纤溶酶原激活物控制因

子数目增加，功能亢进，故 T2DM 患者 TG 升高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的良好预测指征。

因此 T2DM 血糖控制不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子，而与其相关的危险因素，LDL-
C、LDL-C/HDL-C、TG 升高，HDL-C 降低一起导致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故三者项目的测定

在诊断 T2DM 并发 AS 时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605 
 

CRLF2 基因高表达及 P2RY8-CRLF2 融合基因在儿童 B-ALL
中的预后意义 

 
豆虎 陈希 

重庆医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 P2RY8-CRLF2 融合基因及 CRLF2 基因高表达在儿童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
ALL）中的预后意义。  
方法  对 271 例 B-ALL 患儿标本的 P2RY8-CRLF2 融合基因、CRLF2 基因高表达、CRLF2 
F232C 点突变、IL7R 第 5、6 外显子突变及 JAK2 第 16、20、21 外显子突变进行检测，分析

P2RY8-CRLF2 融合基因及 CRLF2 基因高表达的预后意义。 
结果  CRLF2 基因高表达及 P2RY8-CRLF2 融合基因的突变频率分别为 18.45%及 9.96%，

CRLF2 F232C 第 16 外显子点突变、IL7R 第 5、6 外显子突变及 JAK2 第 16、20、21 外显子

突变均未检出，本研究显示在 B-ALL 患儿中 CRLF2 基因高表达与 P2RY8-CRLF2 融合基因无

相关性。整体病例中，CRLF2 基因高表达及 P2RY8-CRLF2 融合基因均与不良预后相关，标

危组中 P2RY8-CRLF2 融合基因提示预后更差，而在高危及低危组中，CRLF2 高表达预示着

预后不良。  
结论  标危组中 P2RY8-CRLF2 融合基因为独立预后因素，而在高危及低危组中，CRLF2 高表

达与不良预后相关，表明在 B-ALL 的不同危险分组中，P2RY8-CRLF2 融合基因和 CRLF2 基

因高表达的预后作用不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821 
 

四川地区健康人群高敏肌钙蛋白 I 生物参考区间的调查 
 

李顺君 左玥 黄文芳 
四川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610072 

 
目的  探讨四川地区健康人群血清高敏肌钙蛋白（hs-cTnI））的分布特征并建立其参考区间。 
方法  选取对四川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1487 名（男性：733 例；女性：754 例）18 ～85 岁健

康人群的血清标本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按照年龄分 18~35 岁；36~5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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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5 岁；＞66 岁共 4 组，其中≤50 岁(中青年组）和＞50 岁（老年组）2 个年龄组；性别分

为 2 个组：男性组和女性组。检测采用 Abott i2000 免疫分析仪和配套的检测试剂、校准品和

质控品以及检测参数，检测血清高敏肌钙蛋白（hs-cTnI）的水平。 
结果  hs-cTnI 的批内和天间的检测精密性良好，符合临床使用要求，健康人群 hs-cTnI 水平随

年龄增高呈上升趋势（p<0.05),高敏肌钙蛋白(hs-cTnI）的参考区间第 99 百分位值总体人群的

第 99 百分位值为 22.3pg/ml, 男性成年人为 26.2pg/ml,女性成年人 13.6pg/ml。其中高敏肌钙

蛋白(hs-cTnI）的 99 百分位值参考区间男性组：在 18~35 岁为 28.8 pg/ml ，36~50 岁为

20.4pg/ml，51~65 岁为 24.2pg/ml，＞66 岁为 27.9pg/ml；女性组：在 18~35 岁为

2.5pg/ml ,36~50 岁为 9.2pg/ml，51~65 岁为 13.6pg/ml，＞66 岁为 32.2pg/ml。 
结论  四川健康人群的高敏肌钙蛋白(hs-cTnI）水平明显低于国外（欧美）人群。建立一个适

合于四川健康人群高敏肌钙蛋白(hs-cTnI）参考范围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高敏肌钙蛋白 I ；生物参考区间；健康人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6950 
 

广州地区女性 13 种高危型 HPV 感染情况的调查研究 
 

全树绿
1 谭礼平

1 陈佑明
2 劳小斌*1 

1.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实验医学中心 
2.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女性 13 种高危型 HPV 的感染情况，为防治高危型 HVP 感染和预防宫颈

癌提供参考。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来我院进行年度健康体检的 4820 例女性的 13 种高

危型 HPV 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研究，使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对不同年份和不同年龄组的

高危型 HPV 阳性率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  在这 4820 例受检者中，总的 13 种高危型 HPV 阳性率为 8.78%，而 2013 年为

10.06%，2014 年为 8.48%,2015 年为 7.96%，不同年份间 13 种高危型 HPV 阳性率没有显著

差异性（X2=4.61,P＞0.05）。而不同年龄组间 13 种高危型 HPV 阳性率：小于 30 岁组为

11.29%，31～40 岁组为 7.23%，41～50 岁组为 8.07%，51～60 岁组为 13.35%，大于 60 岁

组为 7.69%，各年龄组间的阳性率有显著的差异（X2=22.00，P＜0.01）。 
结论  广州地区 13 种高危型 HPV 阳性率以年龄组为＜30 岁组和 51～60 岁组更高，但各年龄

组也有一定的感染率，基于高危型 HPV 与宫颈癌的相关性，对其防治工作不容忽视，HPV 的

预防保健知识宣传需要加强，且应根据体检结果，对相应人群采取疫苗注射或临床观察治疗等

措施。  
  
*通讯作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5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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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仪器糖化血红蛋白 A1c 的分析性能验证 
 

陈晓婷 颜群 颜承靖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验证 BIO-RAD 两台仪器的糖化血红蛋白 A1c 项目的主要分析性能。 
方法  根据我国相关标准和 CLSI 相关指南文件的要求，对 BIO-RAD 公司 VⅡTURBO 和 D10
两个型号的仪器的 HbA1c 项目进行精密度、正确度、可报告范围和参考区间的验证试验。 
结果  两台仪器的批内 CV 在 0.31%～0.85%，总 CV 在 0.78%～1.57%，平均偏倚值

4.436% ～5.516% ，分别低于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量评价标准规定的允许总误差

（TEa）的 1 /4、1 /3 和 1 /2；分析测量范围试验测定值结果与预测值接近，相关系数 r ＞ 
0.975，线性理想( 斜率 b 接近 1)；厂商参考区间可以接受。 
结论  两台仪器 HbA1c 检测的精密度、正确度和分析测量范围均达到了相关的分析质量要求，

厂商的参考区间适合本实验室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217 
 

 降钙素原、超敏 C 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与老年社区获得性

肺炎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佟静 佟凤芝 王岩 水彩琳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116021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超敏 C 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与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03 例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病历资料，测得患者第 1 天住院的血清降钙素

原、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水平，按不同的病情程度标准进行分组，比较不同肺

炎严重程度指数（PSI）分级间、不同 CURB-65 分组、非重症肺炎组与重症肺炎组之间的差

异。  
结果  血清降钙素原（PCT）水平与 CURB-65 评分、PSI 分级、重症肺炎组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01），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与 CURB-65 分组、重症肺炎组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01）,白细胞计数与 CAP 严重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较低。  
结论  PCT、hs-CRP 与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严重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作为判断病情的指

标，并且 PCT 水平较稳定，不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 PCT 可以作为单一因素评估老年患

者 CAP 的严重程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234 
 

乙肝三系统定量数据的探索性分析 
 

李兵 张萍 许嘉宜 赵晋 郑晓静 哈小琴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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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索性分析乙肝三系统定量数据，了解数据分布情况及数据间相关性，为检验管理及深

入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本院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的乙肝三系统定量数据，R 语言编程整

理展示数据，进行数据分群及相关性分析。 
结果  雅培 i2000 免疫分析仪所测定的乙肝 e 抗原与乙肝 e 抗体在数值上正相关，根据 e 抗原

与 e 抗体的比值分布，可将全部数据分为符合不同回归方程的三个数据群。 
结论  结合各项目检测原理，e 抗原对 e 抗体的测定可能存在干扰，在 e 抗原阳性标本中，e
抗体的结果有被低估可能；基于 e 抗原与 e 抗体测定值之比的分群反映了不同的病毒感染进

程，具有潜在研究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290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血清胆红素水平相关性研究 
 

佟静 刘 贺 刘晓红 佟凤芝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116021 

 
目的  探讨血清胆红素水平与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retinopathy，DR）之间的关

系。 
方法  收集我院收治的 12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的临床资

料，根据眼科医生的诊断结果分为 DR 组和非 DR 组，比较两组之间血清胆红素水平的差异。 
结果  两组之间在性别、年龄、病程、BMI 指数和血压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生化指标方面，两

组在 HDL-C 和 LDL-C 无显著性差异，在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水

平有显著性差异。Logistic 分析结果表明总胆红素是 DR 的保护因素，HbA1c 是 DR 的危险因

素。 
结论 作为体内的抗氧化剂之一，总胆红素其可能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一定

的保护作用，可以作为指标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329 
 

姜黄素对海人酸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增殖以及 Ras 和 Raf 表达

的影响 
 

佟凤芝
1 曾常茜

2 王 娜 1 王建华
1 王佳瑞

1 
1.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2.大连大学医学院 
 

目的  观察姜黄素对海人酸活化的 BV-2 小胶质细胞增殖的影响，揭示姜黄素抑制海人酸活化

的 BV-2 小胶质细胞增殖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将 BV-2 细胞分为对照组、海人酸组和姜黄素组，用透射电镜观察各组 BV-2 细胞超微结

构；免疫组化法检测各组 BV-2 细胞 Ras 和 Raf 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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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透射电镜结果显示，海人酸组 BV-2 细胞比对照组胞体变大变圆，染色质均匀，线粒体

肿胀，嵴消失；姜黄素组 BV-2 细胞比海人酸组胞体皱缩，染色质固缩，线粒体结构清晰；免

疫组化结果显示，海人酸组 BV-2 细胞 Ras 和 Raf 蛋白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P<0.05) ，
姜黄素组 BV-2 细胞Ｒas 和Ｒaf 蛋白表达与海人酸组相比显著降低(P<0.05)。 
结论  姜黄素对海人酸活化的 BV2 小胶质细胞具有增殖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与下调 BV-2 细

胞 Ras 和 Raf 蛋白表达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339 
 

姜黄素通过下调 MEK1/2 表达抑制海人酸活化 BV-2 小胶质细

胞增殖 
 

佟凤芝
1 曾常茜

2 侯 艺 1 王 娜 1 佟 静 1 
1.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2.大连大学医学院 
 

目的  观察姜黄素对海人酸活化的 BV-2 小胶质细胞增殖的影响，揭示姜黄素对海人酸活化的

BV-2 小胶质细胞增殖抑制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将 BV-2 细胞分为对照组、海人酸组和姜黄素组，用荧光显微镜观察各组 BV-2 细胞的形

态；免疫组化法检测各组 BV-2 细胞 MEK1/2 蛋白表达；RT-PCR 检测各组 BV-2 细胞

MEK1/2 mRNA 表达。 
结果  荧光显微镜结果显示，海人酸组 BV-2 细胞与对照组比较，细胞数量增多，胞体变大变

圆，突起缩短，细胞核变大。姜黄素组 BV-2 细胞与海人酸组相比，细胞数量减少，胞体皱

缩，核染色质边集，出现凋亡小体；免疫组化结果显示，海人酸组 BV-2 细胞 pMEK1/2 蛋白

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P<0.05) 
，姜黄素组 BV-2 细胞 pMEK1/2 蛋白表达与海人酸组相比显著降低(P<0.05)；RT-PCR 结果显

示，海人酸组 BV-2 细胞 MEK1/2 mRNA 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P<0.05) 
，姜黄素组 BV-2 细胞 MEK1/2 mRNA 表达与海人酸组相比显著降低(P<0.05)。 
结论  姜黄素对海人酸活化 BV2 细胞具有增殖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与下调 BV-2 细胞

pMEK1/2 蛋白和 MEK1/2 mRNA 表达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360 
 

液体活检在肺癌诊断与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王更记 周长春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肺癌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2014 年卫生统计年鉴显示，肺癌的死亡率占我国

恶性肿瘤死亡率之首。目前肺癌确诊的金标准是肺组织穿刺活检，分析肺癌基因所用的标本也

是来自于活检标本戒是手术所得标本。这些方法都是有创的，并且不能多次获得标本追踪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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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近年来一项新的检测技术——液体活检问世，为肺癌的精准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新的希

望。液体活检通过检测外周血中的循环肿瘤细胞（CTC）和循环肿瘤 DNA（ctDNA），为肺

癌的早期诊断、转移倾向、疗效跟踪、预后预测等提供了一种简便快捷的方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391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凝血功能变化及其临床意义研究 
 

马鸣 焦文静 刘永春 张金艳 郭秀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患者凝血功能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常规检测 23 例正常对照组和 52 例 MM 患者的凝血功能（包括 APTT、PT、TT、FIB、
AT-Ⅲ、D-DIMER、FDP、PA、APTT-R、TT-R 及 INR。并对比各免疫亚型、骨髓象不同浆

细胞比例及不同疗效患者各项凝血功能检测指标的差异。 
结果  MM 患者 PT、FDP、FIB 及 D-DIMER 均较对照组明显增加（P<0.05），PA 较对照组

明显减少（P<0.05），且异常程度随 MM 临床分期及骨髓浆细胞比例增加而趋于严重；而

INR、TT、APTT-R、AT-Ⅲ及 TT-R 均较对照组无明显变化（P>0.05）；各种免疫表型 MM
各项凝血指标之间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完全及部分缓解患者 FDP、FIB 及 D-
DIMER 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而 PA 明显增高（P<0.05），而治疗无效组则较治疗前无明显

改变（P>0.05），同时明显高于完全缓解组（P<0.05）。 
结论  MM 患者存在明显凝血功能异常，凝血功能检测可作为 MM 治疗过程中病情监测的重要

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422 
 

1 例 D-二聚体高于 FDP 结果分析 
 

邵俊国 马景芝 杜彦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D-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在纤溶酶的作用下降解形成的特异性降解产物，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中的最小片段，是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记物，其升高的特征性表示体内有继发性

纤溶亢进出现[1]。FDP 是血循环中纤维蛋白原在纤溶酶作用下生成的 X，Y，D，E 碎片含

量，反映纤溶系统激活和 FDP 生成[2]。D-D 与 FDP 是凝血及纤溶系统的 2 个常用及敏感的指

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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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T-6、IL-10、TNF-α、IFN-γ 在结核性脑膜炎辅助诊断中

的意义 
 

刘婷 向延根 范任华 马小华 石国民 喻容 
长沙市中心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脑脊液中 ESAT-6、IL-10、TNF-a 和 IFN-γ 在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辅助诊断中的临床

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2015 年 7 月在长沙市中心医院住院的结核性脑膜炎患者 55 例、非结

核性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患者 35 例、正常对照组 55 例，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脑脊

液中 ESAT-6、IL-10、TNF-a 和 IFN-γ 的含量，并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结核性脑膜炎组 ESAT-6、TNF-a、IFN-γ 含量均高于非结核性感染组和正常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核性脑膜炎组 IL-10 含量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核性脑膜炎组 ESAT-6 与 IFN-γ 呈正相关（r=0.87，P<0.05）。联合检测增

加了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 
结论  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中 ESAT-6、IL-10、TNF-a 和 IFN-γ 水平的升高对结核性脑膜

炎的诊断有辅助意义，4 项指标联合检测更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450 
 

Mda-7/IL-24 通过 EKR 途径促进化疗药物对 B 细胞淋巴    瘤
的抑制作用 

 
马鸣 杨兴肖 王雪晓 刘丽华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 Mda-7/IL-24 对 B 细胞淋巴瘤化疗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构建稳定过表达 Mda-7/IL-24 的人 B 表型淋巴瘤 Raji 和 Daudi 细胞株，MTS 法检测稳

定转染 Mda-7/IL-24 对 Raji 和 Daudi 细胞在顺铂、表柔比星及长春新碱作用下化疗敏感性的影

响，并计算 IC50 值；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FCM）检测细胞凋亡水平及胞内罗丹明

123（Rhodamine-123）聚集量；RT-PCR 及 Western blot 技术分别从 mRNA 及蛋白水平检

测转染 Mda-7/IL-24 对 Raji 和 Daudi 细胞表达耐药相关基因 MDR1、MRP1 及 BMI1 水平的影

响。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转染 Mda-7/IL-24 对 Raji 和 Daudi 细胞总 ERK1/2 及 p-ERK1/2 表

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  在 CDDP、epirubicin 及 VCR 作用下，过表达 Mda-7/IL-24 的 Raji 和 Daudi 细胞株增殖

水平明显下降、化疗敏感性明显增高，而化疗药物 IC50 值明显下降，同时，细胞凋亡水平明

显增加；过表达 Mda-7/IL-24 的 Raji 和 Daudi 细胞肿瘤耐药相关基因 MDR1、MRP1、
BMI1、总 ERK1/2 及 p-ERK1/2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而胞内 Rhodamine-123 聚集量明显

增加。 
结论  转染 Mda-7/IL-24 可能通过调节 ERK 途径的活化改变肿瘤多药耐药相关基因的表达，而

促进 B 细胞淋巴瘤对化疗药物的化疗敏感性。因此 Mda-7/IL-24 在 B 细胞淋巴瘤的治疗中可能

具有防治多药耐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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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514 
 

2013-2015 年某医院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陈斌泽 哈小琴 张媛媛 薛荣利 李泽慧 高志武 冯强生 彭俊华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调查某医院院内感染中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及其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指导临床

合理使用抗生素。 
方法  对本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送检的患者标本进行培养、鉴定和药敏试验，利用

WHONET 5.6 软件统计分析鲍曼不动杆菌及其药敏结果。  
结果  2013-2015 年共检出鲍曼不动杆菌 1874 株，其中 2013 年 597 株（13.93%），2014 年

671 株（17.82%），2015 年 606 株（15.19%）。分离出的鲍曼不动杆菌主要来源于痰标本

（71.02%），且主要集中分布于 ICU、急诊科、神经外科和呼吸内科；其主要对多粘菌素

B、替加环素和头孢哌酮/舒巴坦敏感。  
结论  近三年医院感染中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较高，且对多种抗生素耐药；需定时分析总结鲍

曼不动杆菌的分布和耐药情况，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529 
 

尿赖氨酸检测对肿瘤筛查价值的临床研究 
 

方媛 哈小琴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寻非侵入性的、操作简便的、客观准确的、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尿液肿瘤标志物已成

为癌症早期诊断和术后随访的研究热点。理想的尿液肿瘤标志物，不仅可以对癌症做出早期诊

断和术后监测，还能广泛用于大规模的人群尤其是含有癌症发病高危因素如吸烟、高龄及男性

等人群的筛查。研究一种操作简便快捷、成本低、特异性强、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的检测方法

是医学工作者研究的热点。对羟基苯丙氨酸（赖氨酸）适用于细胞内代谢异常类疾病筛查的辅

助诊断指标，如：恶性类病变，肾脏病，肝病等。酪氨酸和色氨酸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物质，

同时也是合成生命体众多神经递质和重要化合物的前体物质，癌症患者营养不良和过度消耗会

导致其代谢发生紊乱。正常人生理状态下尿内仅有少量氨基酸排出，因此正常人尿液中氨基酸

含量较少。本研究探讨了癌症病人和正常人群尿液中赖氨酸对早期癌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试剂盒测定法定性检测 75 例确诊癌症患者（包含数种常见癌症）、收集近期体检

各重要器官未发现实质性占位的健康人（18-65）岁的尿液 25 例进行尿液赖氨酸显色反应，结

果分析及其对早期癌症诊断的敏感性。试剂盒试剂与尿液中的赖氨酸发生特征显色反应，通过

沉淀物的颜色不同即可判定被测试者体内是否具有相关的细胞异常代谢。根据沉淀物颜色深浅

将结果分为+、++、+++三种以及不发生沉淀反应(-)。 
结果  25 例正常人群尿液结果为(-)，25 例化疗病人结果为(-)，28 例癌症病人结果为(+-)，16
例癌症病人结果为(+)，6 例癌症病人结果为(++)。表明在测定各类正常人和肿瘤患者尿液赖氨

酸时, 其敏感度为 78. 1%, 特异性为 96. 0%, 阳性预测值为 85. 4%, 阴性预测值为 9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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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此试剂盒可作为肿瘤患者辅助诊断的指标, 是一种无创、快速、低廉的人群肿瘤筛查方

法。因此适用于基层医院及边远山区肿瘤普查的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548 
 

创伤性颅脑伤患者血浆内毒素（G-脂多糖）监测在感染中临

床应用价值 
 

冯强生 哈小琴 彭俊华 宋月娟 秦启杰 朱晓红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研究创伤性颅脑伤患者血浆内毒素（G-脂多糖）监测在感染中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用 MB-80 微生物快速动态检测系统革兰阴性菌脂多糖检测试剂（Gram egative bacterial 
Lipopolysaharide Determination reagents），定量测定创伤性脑损伤 135 例患者血浆中的革

兰阴性菌 G-脂多糖浓度，对其入院诊断、用药前后 G-脂多糖值、微生物培养结果和临床抗生

素使用进行统计，并对结果统计分析。 
结果 135 例创伤性颅脑伤患者，救治于急诊科病区、ICU 病房和神经外科；血浆内毒素（G-
脂多糖）检测阳性例数 45/135 例，检测阳性率 33.33%，高于非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组

（13.34%）；感染患者初始监测平均值 104.59±131.73pg/ml，治疗后监测值为

5.796±1.884,P <0.01，创伤性颅脑伤继发感染感染部位为下呼吸道感染、泌尿系感染和伤口

感染。 
结论  重症脓毒血症患者血液中内毒素 G-脂多糖的连续检测用于创伤性颅脑伤患者感染的早期

诊断，指导临床抗生素经验用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574 
 

不同民族、年龄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影响 
 

高宏伟 孙纬华 哈小琴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不同民族、年龄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浓度的影响。 
方法  分别采集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藏族，张掖市肃南裕固族，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

甘肃省兰州市汉族，健康人群标本各 60 例，男女各半，同一民族内按年龄分为 5~21 岁组，

22~45 岁组和 46~65 岁组共三组。各研究对象于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8ml，EDTA 抗凝管收

集，全血分离血浆，然后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法检测血浆中 VEGF 的含量。 
结果  5~21 年龄组各民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2~45 年龄组与 46~65 年龄组藏族与哈萨克

族间差异不显著，而其他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民族中 VEGF 浓度水平均随年龄升高

而减少；同一民族同一年龄组间男女 VEGF 浓度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正常健康人群外周血 VEGF 浓度存在民族间差异，在同一民族中随年龄增加而降低，但

不受男女性别影响。 



537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606 
 

临床分离铜绿假单孢菌的耐药性分析 
 

高志武 陈斌泽 张媛媛 李泽慧 薛荣利 周丹 张晨晨 冯强生 哈小琴 彭俊华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铜绿假单孢菌是一种常见的条件致病菌，是医院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由于广谱抗

生素、激素以及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近年来铜绿假单孢菌检出率和耐药率都在逐年上升，

为了解本院患者病原菌分布和医院感染状况，对本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铜绿假单孢

菌的临床分布和耐药变化趋势进行总结、分析，以指导临床合理选择抗菌药物，为临床医生经

验性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对本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医院感染患者送检的各类标本，包括痰、咽喉分泌

物、分泌物、脑脊液、穿刺液、血液等，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重复菌株进行培养。利用法

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分析仪及其相配套的板条进行鉴定以及购自英

国 OXOID 公司的药敏纸片进行药敏试验。最后利用 WHONET 5.6 软件统计分析铜绿假单孢

菌及其药敏结果。  
结果  2013-2015 年共检出铜绿假单孢菌 874 株，其中 2013 年 297 株，2014 年 271 株，

2015 年 306 株。分离出的铜绿假单孢菌主要来源于痰标本（85.02%），且主要集中分布于

ICU、急诊科、神经外科、呼吸内科和泌尿外科；其主要对亚胺培南、多粘菌素 B、替加环素

和头孢哌酮/舒巴坦敏感。  
结论  近三年医院感染中铜绿假单孢菌检出率较高，且对多种抗生素耐药；需定时分析总结铜

绿假单孢菌的分布和耐药情况，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本研究中近三年铜绿假单孢菌对头孢吡

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均在 55%以上，以 2015 年耐药率最

高（>75%）。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由于对 β-内酰胺酶高度稳定，具有抗菌谱广、杀菌活性强

等特点，曾经是治疗铜绿假单孢菌感染的首选药物，但是本研究中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

率均在 54%以上，尤其 2015 年分别高达 56%和 55%。这表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不能作为

本院铜绿假单孢菌感染经验性治疗的首选药物，临床医生需要规范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合理

使用，亚胺培南作为治疗混合感染的二线用药可能会更合理。本研究中尚未发现对多粘菌素 B
耐药的铜绿假单孢菌；其对头孢哌酮/舒巴坦（< 5%）和替加环素（< 3%）的耐药率相对较

低，因此，可以考虑将头孢哌酮/舒巴坦、多粘菌素 B 和替加环素作为本院铜绿假单孢菌感染

治疗的首选药物。但是其耐药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仍然需要引起本院医护人员的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629 
 

急进高原人群的血常规指标分析 
 

林静 赵晋 秦晋 贾雄 张超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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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高原地区具有空气稀薄，气压低，氧分压低等特点，易使急进人员出现低氧血症，导致

机体各系统，特别是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血液系统发生一系列的生理病理改变。本研究对

兰州军区某部 256 名战士急进高原前后不同时间点的血常规进行统计分析，寻找其变化规律，

为急进高原人群的血常规正常值参考范围的建立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兰州军区某部的 300 名战士，均为健康男性，排除患有肺部疾病、高血压、心脏

病、贫血等造血系统疾病和发热、咳嗽 、腹泻等症状者。入选战士分别于进高原前（原驻地

海拔 1100m）、急进高原后（海拔 4100m）7d 和 30d 进行静脉采血，以分析进驻高原前后各

时间点的各血常规指标变化情况。所有标本均采用同一仪器检测（已配套校准物校准的血液分

析仪 BC-6800，Mindray 公司，中国），在 4h 内完成全部样本的检测，分析检测地海拔分别

为：上高原前海拔 1100 米，上高原后海拔 3300 米。检测结果应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

学数据分析。 
结果  最终完成 3 次采集的战士为 256 名，年龄为 18-34 岁，平均为（21.9±3.58）岁。所有

战士入伍均 1 年以上，最高军龄为 15 年，平均为（3.3±3.33）年。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和进

驻高原时间的延长，与进入高原前相比较，急进高原后 7d 和 30d 战士的 RBC、HGB、
HCT、PLT 值都显著增加，但 WBC 值未发生显著变化。与急进高原 7d 相比，急进高原 30d
战士的 RBC、HGB、HCT 显著增高，但 WBC 和 PLT 未发生显著变化。 
结论  急进高原人群的血常规参考值范围与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规定参考值以及其他人

群血常规参考值存在一定差异，建立该特殊人群的正常值参考范围，为卫勤保障提供依据，为

高原病的预治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650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钙及骨代谢指标在骨损伤中的应用 
 

彭俊华 杨迎桂 高宏伟 买志福 郭文家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血钙与骨代谢性指标在多发性骨髓瘤（MM）骨损伤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空腹采 58 例诊断明确 MM 者及同期查体者 35 人（对照组）的静脉血，全自动仪器上检

测 I 型胶原 N 末端肽(NTx), 骨源性碱性磷酸酶(BAP)，甲状旁腺素(PTH)，血钙(Ca)水平，并

校正血钙，统计分析其意义。 
结果  校正前高水平血钙（≥2.7 mmol/L）13 例，校正后为 24 例，校正后高血钙例数明显高于

校正前，有统计学意义（P＜0.05）。NTX,BAP, 
PTH, Ca, AKP 水平在对照组中分别为(3.38±0.77) nmol/L，(7.24±1.53) U/L, (6.79±1.24) 
pmol/L, (2.31±0.53) mmol/L, (97.42±26.19) U/L。在 MM 患者中，血清 NTX,BAP, PTH, Ca, 
AKP 水平正常水平钙中分别为(5.32±0.84) nmol/L，(6.08±1.27) U/L，(5.06±1.05) pmol/L，
(98.81±24.67) U/L， 在高水平钙中分别为(5.72±1.33) nmol/L, (5.72±1.33)U/L,(4.79±0.95) 
pmol/L, (99.52±28.24) U/L。与对照组比较，MM 患者血中 BAP，PTH 明显降低, NTx 明显升

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MM 高钙组与正常水平钙组间 BAP，PTH,NTx 水平无明显

差异（P>0.05）。  
结论  MM 患者检测骨代谢指标及血钙水平在骨损伤诊断及治疗过程中有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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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762 
 

miR-203、miR-637 调控 CRP 表达在肺腺癌 A549 中的作用

研究 
 

张延霞 
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外肺癌的发病的现状，肺癌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肿瘤，也是癌症相

关性死亡的首要原因，85%肺癌是非小细胞肺癌，其中肺腺癌是最常见组织学类型。肺癌的五

年存活率还不高，所以肺癌目前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miRNA 是生物体内由 20–22 个

核苷酸组成的非编码 RNAs，其主要生物学功能是促进细胞增殖、分化、代谢和凋亡等。研究

证实 miRNAs 主要是通过与靶 mRNA 结合以后，通过诱导靶基因沉默或者降解来发挥作用。

依赖于 miRNA 作用的靶基因，miRNA 可以发挥癌基因或者抑癌基因的作用。近年来 miRNA
可以发挥癌基因或者抑癌基因的作用成为研究的热点。miR-637 在 2006 年被发现，研究发现 
miR-637 是对 HER2 阳性曲拓单抗非敏感细胞系生长起决定作用的 miRNA 之一，它可以抑制

乳腺癌细胞增殖和 HER2 通路。而 HER2 是乳腺癌决定基因，也是治疗乳腺癌的靶基因。

miR-203 被报道在肺腺癌 A549 细胞中高表达可以通过靶基因 PIK3 使细胞周期停滞在 S 期加

速诱导 A549 细胞凋亡。C-反应蛋白作为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实

验作为炎症反应的标志之一。最初认为 C-反应蛋白是由肝脏细胞由细胞因子类诱导产生，但

是随着进一步研究发现发现神经元、单核细胞、淋巴细胞等都可以产生 C-反应蛋白，并且可

以直接在局部发挥作用。最近有文献报道称肺上皮细胞和肾上皮细胞可以产生 C-反应蛋白，

并且 A549 细胞系被证实可以产生 C-反应蛋白，CRP 水平升高与肺癌肿瘤的大小和预后都相

关。因此，C-反应蛋白在肺部疾病中的作用还需要重新定位，而对于肺癌的发病以及治疗和预

后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http://www.targetscan.org 预测软件发现 CRP 3’UTR 存在 miR-
203、miR-637 等调控位点。所以 miR-203、miR-637 调控 C-反应蛋白表达可以为肺癌的发生

和发展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800 
 

Spironolactone enhances proliferation of peripherial 
blood derived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via phosphatidylinositide-3-
kinase/Akt pathway 

 
Yang Fal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Qilu Hospital，Shandong University，Jinan，250012，China 250012 
 

Aim  Circulating angiogenic cells (including early and late outgrowth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 can contribute to formation of new blood vessels, neovascularization and 
homeostasis of the vasculature. EPCs are impaired in patients with establishe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Clinical medications,which could improve of cardiovascular function, 
such as statins, thiazolidinediones, angiotensin II receptor blockers (ARBs), and angioten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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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ACEIs), are currently administered to exert beneficial effects 
on EPCs proliferation, adhesion and migratory.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pironolactone (the non-selective 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MR)antagonist)on proliferation of human peripheral blood-derived EPC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Human peripheral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60 CHD patients for isolation of 
mononuclear cells. Primary EPCs were cultured with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spironolactone (0,0.5,1,2,4 and 6μmol/L) with or without β-mercaptoethanol (βME) 
(50μmol/L),phosphatidylinositide-3-kinase (PI3K) inhibitor (LY294002, 50μmol/L), and nitric 
oxide (NO) synthase inhibitor (L-NG-nitro-arginine methyl ester (L-NAME), 300 
μmol/L).Proliferation,NO production,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A(VEGF-A)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in EPCs were assessed, and expressions of p-Akt , Akt ,p-
eNOS and eNO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Moderate dosage of spironolactone(2μmol/L) increased EPCs proliferation,Akt and 
eNOS phosphorylation as well as VEGF-A and NO production, The bene?cial effects of 
spironolactone could be attenuated by pretreatment with L-NAME and LY294002 via 
PI3K/Akt-eNOS pathway.But excess concentration of spironolactone(6μmol/L) had the 
reversed effects and increased ROS production. The excess spironolactone(6μmol/L)-
induced ROS produ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ameliorated by pre-incubation with β-
mercaptoethanol (βME) (50μmol/L).  
Conclusion  The 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 antagonist spironolactone regulated EPCs 
proliferation via PI3K/Akt-eNOS signal pathways and β-mercaptoethanol (βME) attenuated 
the excess spironolactone(6μmol/L)-induced ROS produc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7818 
 

谷氨酸脱羧酶抗体与 C-肽 在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诊

断及治疗中的应用 
 

周玉珍 周坤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150088 

 
目的  通过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和血清 C-肽联合检测，用于筛查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隐

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及其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通过对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内分泌科已确诊的 187 例糖尿病患者血

清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和 C 肽及相关生化项目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87 例患者中男性 101 例，女性 94 例。GADA 阴性 176 例，GADA 阳性 11 例，GADA
阳性病例中男性 7 例，女性 4 例。通过对谷氨酸脱羧酶抗体、空腹 C-肽和餐后 2 小时 C-肽、

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合 LADA 的诊断标准,仔
细鉴别与 T2DM 比较临床指标差异。结果 187 例 T2DM 患者中确诊为 LADA 患者 
11 例（6.9%）；GADA 阳性组与 GADA 阴性组进行统计学计算，GADA 阳性组 TC 空腹 c-
肽、餐后 2 小时明显降低而糖化血红蛋白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GLDA 与 C 肽联合检测能够提高 LADA 早期诊断率，并能通过对其 GADA C 肽及其生化

指标的分析，准确的指导临床医生进行合理治疗和判断预后情况，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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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8112 
 

Prognostic value of microRNA-9 in various cancers: a 
meta-analysis 

 
chen xian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61 
 

OBJECTIVE  Recentl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evidences from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croRNA-9 (miR-9) and outcome in multiple cancers, but inconsistent 
results have also been reported. It is necessary to rationalize a meta analysis of available 
data to clarify the prognostic role of miR-9.   
METHODS  Eligible studies were selected through multiple search strategies and quality was 
assessed by MOOSE. Data was extracted from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key statistics index.  
RESULTS  Eighteen studies were selected in the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role of miR-9 in multiple tumors. High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9 was demonstrated to 
associated with poor overall survival (OS) (HR = 2.11, 95% CI: 1.19-2.45, P<0.05) but not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HR = 2.54, 95% CI: 0.92-7.06, P>0.05). Importantly, subgroup 
analysis disclose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increased miR-9 level in ethnicity or 
cancerous tissue and worse survival status. The elevated miR-9 expression predicted a 
significantly worse OS with cancers (HR: 2.30, 95% CI: 1.41-3.75, P<0.05) in Chinese 
population. For studies evaluating OS in CS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levated miR-9 
expression could estimate worse outcome in osteosarcoma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the pooled HR of 4.49(95% CI: 3.19-6.30, P<0.05) and 2.07(95% CI: 1.56-2.73, 
P<0.05)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re detected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distant metastasi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results suggest that promoted miR-9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OS and CSS in patients with general cancer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8712 
 

山西地区乙型肝炎病毒 BCP 区和前 C 区突变与肝细胞癌进展

研究 
 

王晓玲 王雪清 王效红 杨少芳 候佳宜 熊怡 任建平 
山西省中医院 030012 

 
目的  探讨乙肝病毒前 C 区、BCP 区基因变异与肝细胞癌发生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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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至 2014 年 10 月山西省中医院住院的慢性乙型肝炎感染者 69 例，其中

慢性乙型肝炎(CHB)18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LC）20 例，HBV 相关细胞癌 31 例，采用

PCR-反向斑点杂交的方法检测 HBV DNA BCP 区及前 C 区位点基因突变，并进行统计学分

析。 
结果  HBV 前 C 区 G1896A/G1899A 突变率在 HCC、LC、CHB 三组中有差异，HCC、LC 前

C 区突变率高于 CHB 组，HCC 组与 CHB 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卡方线性趋势检验提

示前 C 区变异率有随疾病发展增高的趋势。BCP 区 A1762T/G1764A 突变率在 HCC、LC、

CHB 三组中有差异，CHB 组 BCP 区突变率高于 HCC、LC，LC 组与 CHB 组之间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不同组间 HBV 前 C 区 G1896A/G1899A 和 BCP 区 A1762T/G1764A 单突变和联

合变异检测发现，HBV BCP 区及前 C 区位点双变异率在 HCC、LC、CHB 三组中有差异，双

变异率有随疾病发展增高的趋势。 
结论  HBV 前 C 区变异与 HCC 形成有关， HBV 前 C 区变异与 BCP 区变异同时发生与疾病进

程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8733 
 

ABX pentra DX 120 与 BECKMAN COULTER LH 750 血细

胞分析仪临床检验结果比较分析 
 

王晓玲 孙烨 王文渊 任建平 
山西省中医院 030012 

 
目的  探讨 ABX pentra DX 120 与 BECKMAN COULTER LH 750 检测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及

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评估不同仪器间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临床提供准确的诊断

和疗效评价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3～10 月收集的门诊及住院患者 64 份新鲜全血标本，在 A、B 仪器上

进行平行测定，对每台仪器 WBC、RBC、PLT、HGB、HCT、MCH、MCHC、MCV、PCV9
项参数进行一致性及偏差分析，并计算 Pearson 相关系数或 Spearman 相关系数(r)、线性回

归方程 Y=bX+a。 
结果  PLT、HCT 分别进行配对设计符号秩和检验和配对 t 检验，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WBC、PLT 残差直方图及 PP 图显示残差的分布形态服从正态分 布；A、B 血细胞分析仪各指

标相关系数及回归方程分析，除 MCHC 外，其余指标相关系数 r 均大于 0.9，所有指标相关系

数 ρ≠0；所有指标回归方程总体回归系数进行假设检验，β≠0 。比较方法 B 与试验方法 A 测

定结果的预期偏倚和相对偏倚均符合临床可接受性能的判断标准。 
结论  ABX pentra DX 120 和 BECKMAN COULTER LH 750 对 WBC、RBC、PLT、HGB、
HCT、MCH、MCHC、MCV、PCV9 项参数检测结果显示有可比性；定期对实验室同一项目

不同检测系统进行比对及偏倚评估，是保证测定结果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实验室内质量控

制的一个良好补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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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血培养阳性菌株的变迁及血培养污染率的调查 
 

肖晓光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检验科 116011 

 
目的   分析 2014 年和 2015 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培养阳性菌的分布及血培养污染

率，为临床合理采用抗生素治疗提供依据并为临床规范采集血培养标本提供建议。 
方法  收集 2014 年血培养阳性标本 1225 份，2015 年血培养阳性标本 1239 份，采用全自动细

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 WalkAway96 plus 和 API 鉴定系统对标本进行鉴定，并对其中污染菌

进行统计。 
结果  在 2014 年和 2015 年血培养阳性标本中，革兰氏阳性需氧球菌分别占 41.6%和 39.5%，

革兰氏阴性需氧杆菌分别占 53.2%和 51.6%，变化不大；真菌和厌氧菌则由 2014 年的 1.6%
和 0.3%上升到 2015 年的 4.5%和 1.5%，升高明显。2014 年血培养污染率为 2.56%，2015
年为 1.98%，其中急诊病房、急诊观察室和心脏 ICU 病房的血培养污染率由 2014 的 6.94%、

6.22%和 3.85%下降到 2015 年的 4.33%、2.82%和 2.70%。 
结论  血培养是临床诊断血流感染的重要手段，重视血培养样本采集的规范化，减少血培养污

染率，及时了解血培养阳性菌株的变迁对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有着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8930 
 

T-SPOT.TB 与 TB-IgG 检测在结核病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李娅 周德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结核感染 T 细胞斑点试验（TB-SPOT.TB）与血清结核分支杆菌抗体检测试验

（TB-IgG）在结核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调查 2014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273 例临床疑似结核病病例或待排病例

（确诊活动性结核患者 41 例为结核组，非结核患者 232 例为非结核组）进行感染 T 细胞斑点

试验（T-SPOT.TB）和血清结核分支杆菌抗体（TB-IgG）平行检测，比较两种方法诊断结核

病的敏感性、特异性，绘制 ROC 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比较两种诊断试验对肺结核的检

出能力。  
结果  T-SPOT.TB 检测结核临床诊断的敏感性为 90.24％（37/41），特异性为 80.17％
（186/232）；TB-IgG 检测结核临床诊断的敏感性为 17.07％（7/41），特异性为 95.69％
(222/232)。结核组 T-SPOT.TB 检测法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 TB-IgG 检测阳性率（p<0.05）,非
结核组 T-SPOT.TB 检测法阳性检出率也明显高于 TB-IgG 检测阳性率（p<0.05）。T-
SPOT.TB 曲线下面积为 0.852，TB-IgG 检测曲线下面积为 0.564，均超过诊断有效标准

0.5[9]，且 T-SPOT.TB 曲线下面积大于 0.7，诊断准确性更好。 
结论  T-SPOT.TB 技术检测结核病操作简便且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值得临床推广，但 TB-IgG
技术对排除结核病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可弥补 T-SPOT.TB 特异性上的不足，是防止误诊的有

效补充，临床筛查结核病可联合使用两种诊断方法，进一步提高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544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58936 
 

建立新生儿凝血四项省区参考区间的探讨 
 

王卓 胡莹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以 PT、APTT、FIB、TT4 个凝血项目为例建立新生儿凝血四项的生物参考区间。 
方法  以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NCCLS）C28-A2 推荐的方法，通过检测 120 例健康个

体，建立适合实验室内凝血项目生物参考区间，用计算符合率的方法对自建生物参考区间进行

评价。 
结果  凝血酶原时间（PT）9.5s 到 15.3s，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37.5s 到 57.9s，
纤维蛋白原（FIB）1.18g/L 到 2.80g/L 及凝血酶时间（TT）15.6s 到 22.9s 进验证符合率大于

95%。  
结论  采用本方法建立新生儿凝血四项的生物参考区间科学、可靠、值得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272 
 

不同耐药表型四种非发酵菌喹诺酮类质粒介导 5 种耐药基因

检测 
 

明德松 陈清清 陈晓婷 
泉州市第一医院 362000 

 
目的  检测 2 种耐药表型（多耐和泛耐）的四种非发酵病原菌，鲍曼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Ab）、 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Sm）和脑膜炎金黄杆菌(Chryseobacterium 
meningosepticum，Cm)，质粒介导的 5 种喹诺酮类耐药相关基因。 
方法  应用美国 BD 公司的 Phoenix NMIC/ID-109 鉴定/药敏板和法国梅里埃公司的 API 20NE
鉴定条/PSE5.0 药敏条对 19 株细菌临床分离株（6 株 Ab（多耐 Ab 2 株、泛耐 Ab4 株）、6
株 Pa（多耐、泛耐各 3 株）、4 株 Sm（多耐、泛耐各 2 株）和 3 株脑膜炎金黄杆菌（2 株多

耐、1 株泛耐）进行鉴定和细菌药敏试验，应用 PCR 法检测其喹诺酮类耐药质粒介导的 5 种

喹诺酮类相关基因，即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相关基因 A(quinolone resistanceA，qnrA)、acc( 6')-
Ib-cr、3 种整合子基因（intI1、2、3），扩增阳性产物用琼脂糖电泳进行分析，利用生物信息

学的方法对检测到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在本组 19 株菌，携带 acc( 6')-Ib-cr 基因 8 株菌，6 株为泛耐药（3 株 Ab，2 株 Pa，1
株 Sm），泛耐菌携带率 60.0%（6/10）；2 株多耐菌（Ab、Pa 各 1 株），多耐菌携带率

22.0%（2/9）；即泛耐菌携带率显著高于多耐菌携带率（P<0.05）。11 株检出Ⅰ类整合子，

6 株泛耐药（3 株 Ab，2 株 Pa，1 株 Sm），携带率 60.0%（6/10）；5 株多耐药菌（Pa3
株，Ab、Cm 各 1 株），携带率 55.6%（5/9）；即泛耐菌携带率与多耐菌携带率无显著差异

（P>0.05）。6 株同时检出 acc( 6')-Ib-cr 基因和 intI1。qnrA 和 2 种整合子基因（intI2、 
intI3）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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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组临床分离株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机制与 acc( 6')-Ib-cr 和 intI1 有关，与 qnrA， intI 2 
and intI 3 无关;  acc( 6')-Ib-cr 在泛耐菌高于多耐菌，intI1 无差异；2 种基因在 Ab 和 Pa 的检

出率较高且相近。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294 
 

血浆（1,3）-β-D 葡聚糖监测在创伤性颅脑伤继发侵袭性真菌

感染中的临床应用 
 

宋月娟 冯强生 哈小琴 秦启杰 朱晓红 郭文家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血浆（1,3）-β-D 葡聚糖监测在创伤性颅脑伤继发侵袭性真菌感染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用 MB-80 微生物快速动态检测系统和（1,3）-β-D 葡聚糖检测试剂盒，对本院 2013 年

01 月-2014 年 06 月 78 例患者例创伤性颅脑伤患者 1,3-β-D 葡聚糖大于 20pg/ml（阳性）患者

进行调查，并对其浓度连续监测。且对患者科别、入院诊断、临床抗生素使用前和用药后

（1,3）-β-D 
葡聚糖值进行分析。 
结果  本院 78 例创伤性颅脑伤患者，病人科别主要为急诊科病区、ICU 病房和神经外科。临床

诊断为创伤性颅脑伤合并骨折、创伤性湿肺、术后感染和创伤性特重型颅脑伤等;血浆 1,3-β-D
葡聚糖检测阳性例数 52/78 例，阳性率为 66.67%，初始监测平均值 472.29±392.49pg/ml，治

疗后监测值为小于 10 pg/ml 或较低水平；临床抗菌药物为抗深部真菌常规用药氟康唑。结论 
1,3-β-D 葡聚糖检测为创伤性颅脑伤继感染发侵袭性真菌感染提供了的检测方法，也为感染的

防治提供了新的手段，指导临床用药，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302 
 

CCP、ANA 和 RF 检测在类风湿关节炎中的临床意义 
 

孙纬华 哈小琴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环胍氨酸肽抗体( CCP) 、抗核抗体( ANA) 、类风湿因子( RF) 在类风湿关节炎早期

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IFA) 检测 100 例被临床初步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标本中的 ANA, 
用免疫比浊法检测 100 例患者的类风湿因子（RF）、用 ELISA 方法检测检测 100 例患者抗环

瓜氨酸肽抗体(抗 CCP 抗体), 比较 ANA、RF、CCP 三者的相性。 
结果  各组自身抗体检测的阳性率比较, （1）CCP 阳性类风湿患者 RF 的阳性率为 90%, ANA 
的阳性率为 85%。( 2) CCP 浓度分布与 ANA 阳性率基本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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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大多数 CCP 阳性类风湿患者标本 ANA 阳性;ANA 可作为 RA 辅助诊断指标。RF, 
抗??CCP 抗体, ANA 三种方法联合检测 RA, 为较好的组合项目, 在 RA 检测中有较高的应用价

值。选择适当的自身抗体指标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 RA 检测的阳性率。类风湿性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是一种常见的致畸性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滑膜炎持久反复发作

关节内软骨和骨质被破坏关节功能障碍是 RA 的主要临床特征。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阐明，

患者在发病两年内即可出现不可逆的骨关节破坏，最后将导致关节强直、畸形和功能丧失。大

量研究显示多种自身抗体对于 RA 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了解病情发展，监测药物治疗效果，

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均有重要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59306 
 

Sysmex XE-2100 血液分析仪对 RDW-CV、RDW-SD、

MPV、PDW 及 P-LCR 参考区间建立的初步探索 
 

张菊林 邓芝云 林静 肖娜娜 李娟 哈小琴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建立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中 RDW-CV、RDW-SD、MPV、PDW 及

P-LCR 适合本实验室的生物参考区间。 
方法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120 例，其中男性 70 例，女性 50 例。受试者

常规检查包括血常规、生化、免疫等指标均在正常范围；肝、肾功能正常，没有高血压、糖尿

病、血栓、出血等病史；近 3 个月没有输血和手术史；女性不在经期内。Sysmex XE-2100 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原装进口配套试剂和全血质控物（日本希森美康），根据电阻抗法和流式

细胞仪计数原理进行检测，静脉采血管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EDTA-K2）真空抗凝管。按美

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C28-A2 推荐方法，对 Sysmex 
XE-2100 检测系统进行验证和评价，确保总不精密度小于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允许误

差的 1/3，不准确度偏倚小于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允许误差的 1/2。采用统计学的方

法进行统计分析，参考区间按`x±1.96s 计算。  
结果  PDW-CV、PDW-SD、MPV、PDW 和 P-LCR 在不同性别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可

以合并参考区间，建立的参考区间分别是 PDW-CV 11.8-—15.5%，PDW-SD 36.6—56.2fL，
MPV 9.4—14.5fL，PDW 7.9—23.0%，P-LCR 
22.7—58.1%。 
结论  RDW 的 CV 和 SD 能反映红细胞异质性变化，其参考区间的建立对贫血、心血管、脑梗

死等多种疾病的诊断和预后非常重要；MPV、PDW 和 P-LCR 与受试者的凝血机制有关，尤

其是 MPV 与糖尿病，妊娠性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等疾病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必须给临床提供

正确的参考区间，否则造成误诊、误疗。但由于不同仪器检测系统的检测原理及所用试剂存在

误差，以及受到地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临床实验室不能单一的使用厂家提供的参考区

间，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本实验室自己的参考区间意义重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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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 C-反应蛋白与血清胱抑素 C 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

意义 
 

赵勇 高宏伟 哈小琴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在糖尿病（diabetic mellitus，DM）患者肾脏病变的早期，超敏 C 反应蛋白（hs-
CRP）与血清胱抑素 C ( Cys-C)是否具有显著的水平变化，以及对早期诊断的参考价值。 
方法  收治 147 例 DM 患者，依据 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UAER）水平，将其分为大量

蛋白尿组（UAER>200μg/min，A 组）57 例、微量蛋白尿组（UAER 在 20-200μg/min 之间，

B 组）53 例、正常蛋白尿组（UAER<20μg/min，C 组）37 例，并随机将 56 例健康体检者设

立为正常对照组；分别检测其 UAER、血清 hs-CRP、Cys-C、Scr 和 BUN 水平。 
结果  A 组 Scr、BUN 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三组（均为 P<0.05），而 B、C 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

均无显著性差异（均为 P>0.05）；而 hs-CRP、Cys-C 和 UAER 水平的比较，A、B 组均显著

高于 C 组和正常对照组（均为 P<0.05），同时 A 组的水平显著高于 B 组（P<0.05），C 组与

正常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血清 hs-CRP、Cys-C 检测可准确反映出糖尿病患者早期肾脏病变，对该病的早发现、

早治疗有重要价值，且相对 24 小时 UAER 检测而言，操作简单，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327 
 

肠道菌群在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邓芝云 哈小琴 肖娜娜 李娟 朱晓红 张菊林 林静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研究分析肠道菌群在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从 2013 年 4 月到 2014 年 1 月，选取我院的 52 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作为观察组，选取

同期对照组 44 例健康志愿者，采集两组新鲜粪便标本进行分析对比． 
结果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双歧杆菌、类杆菌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而其它菌分布数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利用 Quantity One 
软件对 DGGE 图谱亮度信息进行数值化，根据数据矩阵绘制肠道菌群相似性 UPGMA 聚类分

析进化树。结果表明 RA 患者肠道菌群 PCR 样品多数能与同组别聚合在一起，但是部分样本

与健康受试者组样本交错。说明健康受试者和 RA 患者肠道菌群组成及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异；两组肠道菌的丰富度、Shannon-Wiener 指数和均匀度的差异有统学意义（P<0.05）。 
结论  菌群失调与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生有一定联系，这种失调是以肠道菌群丰度下降，变形菌

门的条件致病菌上升，肠道主导菌群下降为特征。临床上可将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出现的特异

菌株，作为新的治疗靶点，将缺失的优势菌群，作为候选菌株，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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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ment of Gastric Ulcer Healing and 
Angiogenesis by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gene 

mediated attenuated Salmonella in rats 
 

Ha Xiaoqin,Zhao Hongbin,Peng Junhua,Deng Zhiyun,Dong Juzi,Fan Hongyan,Zhao Yong,Feng 
Qiangsheng,Yang Zhihua 

Lan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Lanzhou Military Region 730050 
 

A stable strain (TPH), recombinant attenuated Salmonella carrying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 gene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was constructed. The TPH could effectively 
transfer into normal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GES-1) in vitro and highly express interest HGF 
mRNA and protein. The expression product could significantly stimulate proliferation of GES-
1 and angiogenesis of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CAM). The antiulcerogenic effect of TPH 
was evaluated in a rat model of acetic acid-induced gastric ulcers by subserosal injection. On 
day 5 after injection, TPH (1×109cfu), vehicle (TP, 1×109cfu) or sodium bicarbonate (model 
control) was administered orally every other day for three times, respectively. The stomach 
was removed and the ulcer size measured at day 21 after ulcer induction. HGF and c-Met 
expression were assessed by ELISA. In addition, the microvasculature density (MVD) 
adjacent to the ulcer margin was exa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treatment with 
TPH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ulcer healing and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HGF and c-Met 
protein compared with the TP and model control treatments. The MVD for CD34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PH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to the other two group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PH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s the healing of gastric ulcers via 
stimulating proliferation of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and angiogenesis of gastric ulcer woun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521 
 

3246 例不同年龄段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支原体感染情况调查

分析 
 

殷立奎 朱新兴 孙学青 
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目的  分析 3246 例不同年龄段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支原体的感染情况 
方法  选择东营市人民医院儿童医院 2016 年 1 月 16 日-2016 年 5 月 26 日共 3246 例呼吸道感

染患儿作为调查对象，0-1 岁年龄段 739 例，1-3 岁年龄段 1517 例，4-6 岁年龄段 647 例，7-
12 岁年龄段 343 例，其中男 1793，女 1453。使用亚辉龙肺炎支原体抗体 IgM 检测试剂（酶

免法）检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计算各年龄段肺炎支原体感染阳性率。各

年龄段的感染情况有无差异，男女患儿感染情况有无差异使用卡方分析。 
结果  0-1 岁年龄段感染阳性率为 18.67%，1-3 岁年龄段感染阳性率为 23.60%，4-6 岁年龄段

感染阳性率为 36.79%,7-12 岁年龄段感染阳性率为 55.40%。男性感染阳性率为 20.80%，女

性感染阳性率为 37.92%。从低年龄段到高年龄段，感染率逐步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96.6，P<0.05）。女性感染率高于男性感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5.5，
P<0.05)。 
结论  不同年龄段呼吸道感染患儿肺炎支原体感染性，年龄越大，越易感；女性患儿比男性患

儿更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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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629 
 

血清 miR-335 检测对肝癌的临床诊断价值研究 
 

王峰
1 陈琳

2,2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miR-335 检测作为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潜在标志物

的临床诊断价值研究。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50 例 HCC 患者、42 例良性肝脏疾病患者以及 40 例健

康体检者血清中 miR-335 相对表达含量。ROC 曲线评估血清 miR-335 对 HCC 的诊断价值，

并分析血清 miR-335 与 HCC 患者病理特征参数间的关系。 
结果  HCC 患者血清中 miR-335 含量明显低于良性肝脏疾病组及健康体检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HCC 患者血清中 miR-335 相对表达量与性别、年龄、肿瘤大小、是否 HBsAg
阳性、是否伴有肝硬化以及血清 AFP 无相关性(P>0.05)，而与有无癌栓形成以及 TNM 分期相

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分析确定血清 miR-335 诊断 HCC 最佳临界值为

1.28，灵敏度为 78%，特异性为 70%，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5。AFP 诊断 HCC 的灵敏度为

76%，特异性为 97%，曲线下面积为 0.83；血清中 miR-335 与 AFP 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

84%，特异性为 97%，曲线下面积为 0.93。 
结论  HCC 患者血清中 miR-335 表达降低，并与 HCC 恶性进展密切相关，血清 miR-335 与

AFP 联合检测可提高 HCC 的诊断效能。血清 miR-335 有望成为一个新的生物标志物用于

HCC 的临床诊断、病情预测以及风险评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59841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基因分型及耐药研究 
 

李钰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目的  了解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分离的 MRSA 菌株 SCCmec 基因型及耐药特征。 
方法  通过多重 PCR 进行 SCCmec 基因分型；采用 AST GP67 药敏试剂盒进行药敏检测。  
结果  120 株 MRSA 菌株，SCCmecⅡ型 15 株（12.5%），SCCmecⅢ型 96 株（80%），

SCCmec 未定型 9 株（7.5%）；120 株 MRSA 菌株对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喹诺酮类抗生素高

度耐药；SCCmecⅡ型对克林霉素耐药性高（93.3%），而对四环素耐药性低（26.7%）；

SCCmecⅢ型对庆大霉素耐药高（91.7%）；SCCmec 未定型对复方新诺明耐药性高

（77.8%）。不同 SCCmec 基因型 MRSA 对奎奴普汀、万古霉素、呋喃妥因 100%敏感。结

论  目前医院的流行的 MRSA 多为 SCCmecⅡ型和 SCCmecⅢ型，各型对 β 内酰胺类抗生 4
素、喹诺酮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均表现不同程度的耐药，今后应加

强耐药基因的监测有效控制 MRSA 感染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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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分离的 120 株 MRSA 对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喹诺酮类抗生素

高度耐药，对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敏感性低，与胡方芳等报道的一致［8］。

SCCmecⅡ型对克林霉素耐药性高（93.3%），而对四环素耐药性低（26.7%）；SCCmecⅢ
型对庆大霉素耐药高（91.7%）；SCCmec 未定型对复方新诺明耐药率高（77.8%）。ICU 的

患者多免疫功能低下，应用抗菌药物也多于普通患者，在抢救诊治过程中更增加了感染机会，

因而耐药菌株较普通病房明显增多。针对 ICU 的 MRSA 感染及耐药性问题，预防应是关键。

今后应加强医院相关性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措施，重视日常清洁和消毒工作，加强医师、护士洗

手及手消毒意识，保证洗手和手消毒效果，尽可能减少或避免侵入性操作，规范抗菌药物使

用，监测耐药基因，预防 MRSA 在医院 ICU 暴发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020 
 

血清 IgG 糖基化修饰：一种新的大肠癌诊断标志物 
 

衣常红 高春芳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10247261 

 
目的  糖基化是糖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糖蛋白的结构和功能中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免疫球蛋白 G（IgG）是一种重要的血清糖蛋白，其异常糖基化修饰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本研究评估了血清 IgG N-糖在大肠癌中的诊断和预后价值。  
方法  应用基于 DNA 测序仪的荧光糖电泳（DSA-FACE）对分析大肠癌（n=133）, 大肠腺瘤

（n=92）,以及健康对照（n=104）血清进行 IgG N-糖组图谱分析，明确大肠癌中 IgG N-糖的

特征性改变。在此基础上应用 logistics 回归方法建立数学诊断模型：IgGglycoA 用于鉴别诊断

大肠癌与健康对照；IgGglycoB 用于鉴别诊断大肠癌与大肠腺瘤；并在验证组中进一步评估其

诊断效力。 
结果  基于 DNA 测序仪的荧光糖电泳图谱分析发现血清 IgG N-糖组图谱主要包含 7 个不同结

构 N-糖链的峰。对三组病例的 N-糖组图谱进行统计和对比分析发现：在从正常者经历大肠腺

瘤到大肠癌时，Peak 1 和 Peak 2 显著性升高（P<0.05），而 peak6 则具有完全相反的变化

趋势。与健康对照相比，peak 3 在大肠腺瘤中显著上升的同时在大肠癌中显著下降，peak 7
则相反。根治性手术后大肠癌患者中 peak2 显著下降（P<0.05）。采用 logistics 回归方法建

立数学诊断模型：IgGglycoA 与 CEA 在建模组中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0 和 0.74。相

对临界值为 3.2ng/ml 的 CEA，IgGglycoA 在鉴别诊断大肠癌和健康对照时敏感度提高了

8.3%，准确率提高了 8.2%；IgGglycoB 与 CEA 在建模组中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2
和 0.76。相对 CEA 临界值为 3.7ng/ml 时，IgGglycoB 在鉴别诊断大肠癌和大肠腺瘤时的准确

率提高 2%，敏感度提高 8.3%；在验证组中，与 CEA 比较，IgGglycoA 敏感度提高 24%，准

确度提高 14%；IgGglycoB 的敏感度提高 27.6%，准确度提高 6%。 
结论  大肠癌中存在特征性的血清 IgG 糖基化修饰改变，基于 IgG 糖基化修饰的诊断模型是一

个新的、潜在的大肠癌的诊断指标。 
 
本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o. 81301877 和 81271925 资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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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P 水平与急性心力衰竭患者严重程度相关性的研究 
 

王大光 谭梅 官琳妹 
大连市友谊医院 116001 

 
目的  探讨急性心衰患者血浆 BNP 水平与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心内科接受治疗的急性心力衰竭患者 88 例，这些患者已确诊为急性心

力衰竭并且按照纽约分级分为 II～IV 级。将这些患者按照纽约心功能分级进行分组，共分为三

组。Q1 组患者 29 例按照纽约心功能分级分为 II 级、Q2 组 20 例为 III 级、Q3 组 29 例为 IV
级。分别获得每组患者血浆 BNP 水平、左室射血分数以及左室舒张末内径。对这三组患者的

检测指标进行组内、组间比较。 
结果  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可得，Q1 组患血浆 BNP 水平为 420.25±52.36、Q2 组患血浆 BNP
水平为 807.32±82.74、Q3 组患血浆 BNP 水平为 1462.54±117.33。心功能的分级越高，血浆

BNP 水平越高，并且两者呈线性关系，（RS=0.95，P<0.01） 
结论  血浆 BNP 水平与急性心力衰竭患者严重程度有密切关系，并且两者呈线性关系。因此血

浆 BNP 水平可用于心脏疾病的筛查，客观反映心力衰竭的程度。BNP 水平与左室舒张末内径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744 与左室射血分数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84。这个结果可应用

于临床对心衰患者的诊断、分级、治疗以及预后评估等方面。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00 
 

抗 PSMA 适配子介导的细胞自噬与促凋亡系统的构建及其抗

前列腺癌功能的初步研究 
 

高萌 刘家云 马越云 李蕊 李卓 苏明权 唐海斌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建立抗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PSMA)适配子介导的

自噬相关基因 Beclin1 的进化保守区 ECD（evolutionary conserved district，ECD）和促凋亡

开关分子 NuBCP-9-r8 靶向系统并初步研究其对前列腺癌细胞的功能。 
方法  利用链霉亲和素-生物素间高效特异结合的特性将融合蛋白 SA(streptavidin，SA)-ECD、

biotin-抗 PSMA 适配子及 biotin-NuBCP-9-r8 按一定比例偶联起来，构建抗 PSMA 适配子靶向

的细胞自噬和促凋亡系统，并采用 EMSA 检测 SA-ECD 与二者间的结合力，荧光显微镜观察

八聚精氨酸（R8）的穿膜效率；采用 CCK-8、台盼蓝染色、细胞形态学分析、吖啶橙染色、

Western blotting 等方法初步验证其对前列腺癌细胞的自噬与凋亡的诱导作用。 
结果  R8 能提高穿膜效率；EMSA 证明融合蛋白 SA-ECD 能有效结合抗 PSMA 适配子及

NuBCP-9-r8；成功构建抗 PSMA 适配子靶向的细胞自噬和促凋亡系统，CCK-8 法结果显示靶

向系统组对细胞的杀伤效果与 SA-ECD 组及 A10-NuBCP-9-r8 组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1）；台盼蓝染色结果显示靶向系统对 PSMA(+)前列腺癌细胞有显著的杀伤作用；形

态学分析结果进一步从形态学方面证实上述结论；吖啶橙和 Western blotting 检测显示靶向系

统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既能诱导 LNCaP 细胞自噬又能促进其凋亡。 
结论  成功构建抗 PSMA 适配子靶向的细胞自噬和促凋亡系统，并且初步证明其对 PSMA(+)
前列腺癌细胞有显著杀伤作用，为探索治疗前列腺癌的新途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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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05 
 

GnT-V 敲低抑制胆囊癌的体内外功能及机制研究 
 

冯惠娟
1,2 房萌

1 王蒙蒙
1 高瑜振

1,2 高春芳*1,2 
1.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验诊断科 

2.福建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细胞水平及动物模型探讨 N-乙酰氨基葡萄糖转移酶 V（GnT-V）表达下调对胆囊癌细胞

增殖、侵袭、迁移等肿瘤恶性行为的影响，并通过转录组测序技术进一步探究相关基因及信号

通路的改变。 
方法  采用 Real-time PCR 技术，检测三株胆囊癌细胞株 GnT-V 表达水平，并用含有 GnT-V
干扰基因（iRNA 组）及空载体（iNC 组）慢病毒感染表达水平较高的细胞株。CCK-8 实验、

Transwell 实验及划痕实验，观察细胞增殖、侵袭及迁移能力，裸鼠荷瘤实验观察细胞在体内

的变化。应用转录组测序技术分析并筛选差异表达基因（DEGs）,并检测 20 对胆囊癌的癌组

织及癌旁组织中 DEGs 的表达水平。 
结果  在三株细胞中，SGC-996 细胞株 GnT-V 表达水平最高，对其进行慢病毒转染后发现：

iRNA 组 GnT-V 表达水平下降；通过 CCK-8 实验、Transwell 实验及划痕实验结果表明：

iRNA 组细胞增殖、侵袭及迁移能力均降低；裸鼠荷瘤实验结果显示：iRNA 组肿瘤体积及重量

（790.65±105.02 
mm3 及 0.77±0.35g）均低于 iNC 组（2499.44±103.28 
mm3 及 1.56±0.37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转录测序结果发现，两组共同表达基

因有 23609 个（r=0.989）。根据两组间 FPKM 表达量 P<0.05 筛选可得 412 个 DEGs，其中

iRNA 组表达上调有 264 个基因，主要与核酸结合蛋白相关；而表达下调基因有 148 个，主要

与受体蛋白相关。KEGG 通路分析发现基因主要富集于 4 条通路，分别为 MAPK signaling 
pathway、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infection、Gap 
junction 及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进一步对 412 个 DEGs 筛选可得 6 个 DEGs，分

别为：CGA、EGR1、HAL、PCK1、RASSF9 及 TNNT2。其中，CGA 及 RASSF9 在癌组织

中高表达，EGR1 在癌旁组织中高表达，而 HAL、PCK1 及 TNNT2 基因在两组中表达无明显

差异。 
结论  体内外研究表明 GnT-V 表达下调抑制胆囊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及迁移能力，同时 GnT-
V 表达下调可影响 CGA、EGR1 及 RASSF9 基因的表达，进一步引起相关通路的改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06 
 

ADA 和 LDH 联合检测鉴别诊断结核性和淋巴瘤性胸腔积液

的临床价值研究 
 

虢瑾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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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检测胸腔积液中腺苷脱氨酶（ADA）和乳酸脱氢酶（LDH）的水平，探讨两者联合检测

鉴别诊断结核性和淋巴瘤性胸腔积液的临床价值研究。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400 例临床和病理以确诊的各种良恶性胸腔积液患者胸腔积液中

ADA 和 LDH 的含量，分析联合检测 ADA 和 LDH 诊断结核性、非结核性、淋巴瘤性和非淋巴

瘤性胸腔积液的敏感度、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 
结果  结核性胸腔积液中的 ADA 含量明显高于非结核性良性胸腔积液和非淋巴瘤性恶性胸腔积

液，而淋巴瘤性胸腔积液中的 ADA 含量明显高于结核性胸腔积液，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ADA>40U.L-1 联合 LDH<500U.L-1 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敏感度为 85.5%，特

异度为 96.3%。 
结论  胸腔积液中 ADA 和 LDH 含量联合检测有助于鉴别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和淋巴瘤性胸腔

积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42 
 

肠道病毒感染后婴幼儿咽部菌群分析 
 

贺文芳 马越云 周磊 苏明权 李艳华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背景  肠道病毒是夏秋季引起婴幼儿上呼吸道感染（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URTI）
最常见的病原体，目前尚无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细菌感染常继发其后，机制不明。本研究

拟对肠道病毒感染后的婴幼儿咽部菌群进行分析，以揭示肠道病毒与上呼吸道菌群的相互作

用，阐明其致病机制，继而为肠道病毒感染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1.课题组共获得 64 例 URTI 婴幼儿和 15 例健康婴幼儿的咽拭子及临床资料。2.运用

Luminex xTAG? RVP FAST 试剂盒检测咽拭子标本内的呼吸道病毒。3.对肠道病毒阳性的样

本，搭载 Illumina Miseq 平台进行 16 S rDNA 测序，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数据。4.运用

SPSS17.0 作统计学分析。 
结果  1.URTI 咽拭子中有 31 例检测出肠道病毒，其中 24 例为单一肠道病毒感染，其余为混合

感染。2.肠道病毒感染组较健康对照组，口咽部菌群多样性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82）。在门水平，肠道病毒感染组梭杆菌门丰度显著增加（p=0.0098，
FDR=0.0098）；在属水平，假单胞菌属丰度降低（p=0.0293，FDR=0.0293），孪生球菌属

和无类别的纤毛菌属丰度明显增加，前者 p=0.0034，FDR=0.0102，后者 p =0.0192，
FDR=0.0288。3.肠道病毒感染组内，无疱疹组较有疱疹组和对照组，菌群多样性下降，p 值

依次是 0.0111，0.0392。在物种丰度分析中，有、无疱疹组组间菌群结构在门和属水平均没

有明显差异。 
结论  肠道病毒感染后，婴幼儿咽部菌群多样性降低，无类别的纤毛菌属和孪生球菌属丰度显

著增加，假单胞菌属丰度相对降低，这可能为益生菌通过调节咽部菌群构成来治疗肠道病毒感

染提供新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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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凝血、血沉检验项目标本不合格原因分析及持续改

进计划 
 

吴文婧 何晓璇 王刚 陈葳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根据 ISO15189“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的具体要求，质量控制应贯穿于检验的全过程，

包括分析前、中、后三个阶段。分析前质量控制是整个检验质量控制中的必要环节，是获得准

确、可靠的结果的重要前提。 
目的  分析影响检验科血常规、凝血、血沉检验项目不合格标本的因素，提出改进措施并进行

效果评价。 
方法  本研究对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门诊及住院患者中接受静脉采血进行血常

规、凝血六项、血沉检查的标本共计 588705 例进行调查和分析，探讨其中血检不合格标本的

数量及相关原因，并针对性进行相关改进措施。每月对单项标本不合格率>1%的科室进行临床

交流，发放标本不合格率反馈单，记录反馈信息，并对反馈科室接收人进行现场培训，主要培

训 1）采血顺序；2）采血量；3）标本混匀方式。 
结果  588705 例标本中发现不合格标本共 750 例，不合格率为 0.13%（750/588705）。在

750 例不合格标本中，凝血的发生率最高，其次分别是标本量不足、标本结果异常、空管、条

码错误等。凝血标本发生率较高的科室是血液科、儿科、新生儿科，标本量不足发生率较高的

科室是儿科和新生儿科。经过临床沟通及培训，比较 2015 年 1-6 月标本不合格率和 2015 年

7-12 月标本不合格率，尽管没有统计学差异，但是血常规、凝血、血沉总不合格率有所降

低，大部分已反馈科室标本拒收率明显降低。 
结论  采取持续改进措施，提高标本采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对工作的严谨性，加强分析前

质量控制，降低不合格标本发生率，是血液检验准确性的有效保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74 
 

PCR-反向点杂交法对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别的研究 
 

李金洁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 PCR-反向点杂交法（RDB-PCR）对丙型肝炎患者基因型别及其分布的研究。 
方法  选取陕西地区 616 例丙型肝炎患者，利用 RDB-PCR 法进行丙肝病毒基因型检测，使用

SPSS 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616 例丙肝患者检出 1b 型 273 例（44.75%），2a 型 286 例（46.89%），3a 型 30
例（4.92%），3b 型 11 例（1.80%），6a 型 10 例（1.64%）。2.各基因型间的患者性别比

例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和其他基因型别相比，HCV 3a 型患者年龄水平最

低，差异显著（P<0.05）。 
结论  陕西地区丙肝病毒以 1b、2a 型为主，患者性别及年龄与所感染 HCV 型别有关联性；

RDB-PCR 法可满足临床丙肝病毒基因分型的需求，明确患者病毒基因型可指导临床医生进行

治疗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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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82 
 

2013-2015 年真菌血流感染分布及药敏分析 
 

夏文颖 王珏 文怡 刘根焰 赵旺胜 梅亚宁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了解血液感染常见病原真菌的菌群分布及药物敏感状况，评估 G 实验的临床价值，为临

床真菌感染性疾病提供病原学诊断和合理使用抗真菌药物的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导致真菌性血液

感染的 115 株真菌的菌群分布及药物敏感状况，同步分析 G 实验检测结果。 
结果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3 年-2015 年共分离真菌 115 株，以假丝酵母菌属为主

（86.1%，99/115），其中以白假丝酵母比例最高，占 30.4%（35/115）。白假丝酵母菌菌血

症的发生率有下降趋势，非白假丝酵母菌菌血症逐渐增加。血流感染真菌科室分布以胸外科、

血液科、ICU 真菌多见，占 40.1%（47/115），其中胸外科感染逐年减少，血液科和 ICU 在

2014 年最高，2015 年亦呈下降趋势。药敏结果显示血流感染真菌对两性霉素 B 最为敏感，对

伊曲康唑敏感性最低。假丝酵母菌对药物的敏感度逐年上升，其中白假丝酵母和光滑假丝酵母

菌对药物的敏感度在 2015 年均达到了 100%。55 位患者检测了 G 试验，其中 14 人 G 试验先

于血培养出现阳性结果。 
结论  真菌血流感染以假丝酵母菌属为主，抗真菌药物中两性霉素 B 的抑菌效果最强，与血清

学试验联合检测，可给临床医生提供较早且可靠的诊断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191 
 

PCR-反向点杂交法对陕西地区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别的研究 
 

李金洁 杨柳 常亮 李蕊 李艳华 李艳华 王娟 杨静 李宏伟 马越云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使用 PCR-反向点杂交法（RDB-PCR）检测陕西地区丙型肝炎患者病毒基因型。 
方法  选取陕西地区 616 例丙型肝炎患者，利用 RDB-PCR 法进行丙肝病毒基因型检测，使用

SPSS 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616 例丙肝患者检出 1b 型 273 例（44.75%），2a 型 286 例（46.89%），3a 型 30
例（4.92%），3b 型 11 例（1.80%），6a 型 10 例（1.64%）。2.各基因型间的患者性别比

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和其他基因型别相比，HCV 3a 型患者年龄水平最低，

差异显著（P<0.05）。 
结论  陕西地区丙肝病毒以 1b、2a 型为主，患者性别及年龄与所感染 HCV 型别有关联性；

RDB-PCR 法可满足临床丙肝病毒基因分型的需求，明确患者病毒基因型可指导临床医生进行

治疗方案的制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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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192 
 

细胞因子联合检测对活动性结核与潜伏性结核鉴别诊断的预

测价值分析 
 

李晓非
1 黄山

1 梁桂亮 1 吕松琴 1 资敏
1 刘永亮

2 
1.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2.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研究中心 
 

目的  结核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全球性健康问题，根据结核菌感染状态，可将患者分为活动性

结核和潜伏性结核，但是两者之间的治疗方案截然不同。本研究拟通过用流式微球阵列法

(CBA)检测活动性及潜伏性感染者外周血经结核特异性抗原剌激后白介素 15（IL-15）、IP-
10、IL-8、白介素 2 受体（IL-2R）、血清白介素 2 受体 a（sIL-2Ra）、巨噬细胞炎症蛋白 a
（MIP-1a）等 23 种细胞因子的表达量，统计比较各细胞因子在活动性结核诊断中的价值，并

进一步分析几种细胞因子联合检测在活动性结核诊断中的价值。以期在细胞因子水平找到能够

区分结核活动性感染和潜伏性感染的指标，为临床诊断结核提供新的依据。 
方法  采用流式微球阵列法(CBA)检测 72 例确诊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57 例确诊为潜伏性感

染者的 23 种血清细胞因子的水平，分析单个细胞因子在潜伏性感染及活动性感染鉴别诊断中

的价值，最后进一步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多个细胞因子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 
结果  相比于潜伏性感染组，活动性结核组白介素 15（IL-15）、干扰素诱导蛋白 10（IP-
10）、白介素 8（IL-8）、白介素 2 受体（IL-2R）、血清白介素 2 受体 a（sIL-2Ra）、巨噬

细胞炎症蛋白 a（MIP-1a）这 6 种细胞因子水平均升高，P<0.05；其余白介素 4（IL-4）、白

介素 6（IL-6）等 17 种细胞因子在血清中的含量两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别，P>0.05；在结核活

动性的鉴别诊断中，3 个细胞因子的 AUC 值大于 0.8，分别为 IL-8（0.83）、IL-15
（0.89）、IP10（0.93）；(IL-8 & IL-15)、(IL-8 & IP-10)和(IL-15 & IP-10)两个细胞因子联合

检测优于任一单细胞因子的诊断价值，P<0.05；(IL-8 & IL-15& 
IP-10)三个细胞因子联合检测时，AUC 值为 0.97，可显著提升活动性结核诊断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 
结论  在 IFN-γ 释放实验的基础上，IL-8、IL-15、IP-10 联合检测可以作为区分活动性和潜伏性

结核的理想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02 
 

全国首例子宫移植者术后淋巴细胞亚群变化 
 

李蕊 杨柳 李金洁 常亮 杨静 王娟 苏明权 马越云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他克莫司对子宫移植后受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及变化规律，为子宫移植后

免疫状态的监测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微粒子酶免疫分析法连续检测子宫移植受术者术后第 1-30 天、第 35 天、第 38
天、第 41 天、第 44 天、第 47 天、第 50 天的他克莫司全血药物浓度的变化情况。全血样本

同时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血常规，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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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术后 50 天无排斥反应发生，术前 T 淋巴细胞绝对计数属于正常水平，他克莫司显

著减少肝移植受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但减少程度并不受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影响。7 天以后 T 淋

巴细胞绝对计数趋向于正常范围，并维持，而 CD4/CD8 在术后基本维持在 0.8-1.1 之间；他

克莫司药物血药浓度一般高于肝肾移植术后药物浓度推荐治疗窗。 
结论  子宫移植患者淋巴细胞亚群和他克莫司药物浓度的动态检测可以为子宫移植检测指标提

供参考。对于子宫移植术后他克莫司的推荐治疗窗的探讨，还需积累大量临床数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15 
 

艰难梭菌感染的实验室检测方法进展 
 

刘昊 徐修礼 张瑞雪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摘要：实验室检查是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诊断、治疗及预防控制过程中的重要依据。最常用的

酶免疫分析法简单快速但缺乏灵敏性，而更敏感的毒素中和实验及产毒素艰难梭菌培养费时费

力无法满足临床要求。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快速发展，以 Xpert C.difficile、illumigene 
C.Difficile、BD MAX C.diff 等为代表的艰难梭菌诊断新方法明显缩短了检测周期且灵敏度非常

高，为艰难梭菌感染的诊治提供了新的手段，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27 
 

不同配比哌拉西林和他唑巴坦的体外抗菌活性比较 
 

侯欣 王瑶 程敬伟 徐志鹏 徐英春 赵玉沛 
北京协和医院 100032 

 
目的  研究哌拉西林/他唑巴坦（4: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4μg/ml）与头孢哌酮/舒巴坦（2:1）4 种不同药物对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

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体外敏感性。 
方法  利用标准的微量肉汤稀释法对 184 株引起腹腔感染的致病菌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  四种药物对四种菌的耐药率均在 17%以上，产 ESBLs 菌株的 MIC90 较非产 ESBLs 菌

株高，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菌株的 MIC90 较敏感菌株高。  
结论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4:1）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1）药效相近，均优于哌拉西林/他
唑巴坦的稀释方法为固定他唑巴坦的量（4μg/m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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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性光滑念珠菌感染流行病学以及药物敏感性 
 

侯欣 徐英春 赵玉沛 
北京协和医院 100032 

 
光滑念珠菌是引起侵袭性念珠菌病的重要病原体。其对唑类药物敏感性低，棘白菌素常常作为

高危人群光滑念珠菌侵袭性感染的首选药物，但目前已有对唑类和棘白菌素类药物均耐药的菌

株报道，是临床治疗的难点。光滑念珠菌的分子分型可为院内感染监测、菌株变异情况等提供

信息。现就光滑念珠菌病原学、分子流行病学以及药物敏感性做一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46 
 

冠心病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及患病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 
 

彭道荣 吴永昌 赵茜 邢瑞青 张小宁 刘杨 王菁 张涛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H.pylori）感染与冠心病（CHD）患病相关因素的关系，了解幽门螺杆

菌（H.pylori）感染在冠心病发病中的作用及清除 H.pylori 在预防和治疗冠心病（CHD）中的

必要性。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2 月收住我院，经检查确诊断为冠心病患者 91 例为研究

对象；另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健康查体的 98 例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检测；采用脲酶试验进行幽门螺杆菌（Hp-IgG）抗体的检测，并

对所有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冠心病患者 H.pylori 感染率(45.05%)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28.57%) ( x2=5.531, P＜
0.05)；（2）冠心病患者 FBG, LDL，TC 和 Hcy 水平［（2.98±0.70）g/L，（2.72±1.00）
mmol/L，（4.88±0.86）mmol/L 和（24.56±16.08）μmol/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2.61±0.52）g/L，（2.39±0.85）mmol/L，（3.77±1.52）mmol/L 和（17.93±13.99）
μmol/L，］ (t=0.33-7.56， P 值均＜0.01) 。冠心病患者 HDL 的水平［（0.94±0.22）
mmol/L］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1.27±0.30）mmol/L］ (t=5.86，P＜0.01)。冠心病患者

GUL 和 TG 的水平［（5.4±1.54）mmol/Lμmol/L 和（1.70±0.74）mmol/L］与健康对照组

［（5.4±0.89）mmol/L 和（1.75±0.85）mmol/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18，10.08 P 值

均＞0.05)；（3）冠心病患者 Hp-IgG（+）与 Hp-IgG（-）比较，FBG, LDL，TC，Hcy 升高

有统计学意义(t=3.65-6.66，P 值均＜0.01)，HDL 下降非常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45 P
＜0.01)，而 GLU 和 TG 水平 Hp-IgG（+）与 Hp-IgG（-）组比较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0，7.23 P 值均＞0.05)。 
结论  H.pylori 感染是冠心病危险因素，H.pylori 感染可能通过对血清 Hcy 及血脂代谢的影响而

促进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清除 H.pylori 是预防冠心病行之有效的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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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自身抗体对 Graves 病及桥本氏甲状腺炎诊断的研究 
 

王波
1 孟佳慧

2 
1.大连市中心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血清中自身抗体水平及其对疾病诊断的价值。  
方法  选取健康体检正常人群 50 例， Graves 病患者 48 例，桥本甲状腺炎患者 36 例，检测血

清中 TGAb、TPOAb 及 TRAb 的水平。其中 TGAb 及 TPOAb 采用化学发光法；TRAb 采用电

化学发光法。定性结果比较采用卡方（χ2）检验，定量结果采用 t 检验。  
结果  GD 组 TRAb 的检出高于 HT 组，而 HT 组 TGAb 和 TPOAb 高于 GD 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 或 P<0.05)。GD 组 TGAb、TPOAb 和 TRAb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HT 组 TGAb 和 TPOAb 高于对照组（P<0.01），两组间 TRAb 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GD 组的 TPOAb 值低于 HT 组，TRAb 值高于 HT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GD 组与对照组比较，FT3、FT4 高于对照组，TSH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HT 组与对照组比较，TSH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检测甲状腺自身抗体对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特别是对 Graves 病及桥本甲状腺炎疾病

的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具有一定的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57 
 

关于 E-GFR 在临床应用的探讨 
 

童开 张莹 周铁成 程晓东 马越云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评估三种 eGFR 计算公式，寻求适合我室检测系统评估肾脏功能以及发现早期肾功不全

的计算公式。 
方法  统计我院 2015.7.15 至 2015.8.3 日在日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7180 仪器上，使用苦味酸

法肌酐检测试剂检测的 140 例肌酐数据，分别代入三个评估公式公式一：

eGFR(ml/min/1.73m2)=186×Scr-1.154× age -0.203 （女性× 
0.742），eGFR 值记做 EGFR；公式二：eGFR(ml/min/1.73m2)=175×Scr-1.234×age -0.179
（女性× 
0.79），eGFR 值记做新 eGFR；公式三：eGFR(ml/min/1.73m2)=186×Scr-1.154× age -
0.203×中国人 1.233（女性× 
0.742），eGFR 值记做改良 EGFR。将三个评估公式计算出 eGFR(ml/min/1.73m2)的值，与

尿微量白蛋白（ALBU）和 CREA 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40 份标本 eGFR 值在各水平分布的百分率，使用公式一，EGFR≥90(ml/min/1.73m2)
占 7.14%，89(ml/min/1.73m2)>EGFR≥80(ml/min/1.73m2)占 22.86%，

79(ml/min/1.73m2)>EGFR≥70(ml/min/1.73m2)占 42.14%，

69(ml/min/1.73m2)>EGFR≥60(ml/min/1.73m2)占 20.00%，EGFR<60(ml/min/1.73m2)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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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使用公式二，新 eGFR≥90(ml/min/1.73m2)占 15.00%89(ml/min/1.73m2)>新
eGFR≥80(ml/min/1.73m2)占 35.71%，79(ml/min/1.73m2)>新 eGFR≥70(ml/min/1.73m2)占
29.29%，69(ml/min/1.73m2)>新 eGFR≥60(ml/min/1.73m2)占 10.71%，新

eGFR<60(ml/min/1.73m2)占 5.00%；使用公式三，改良 EGFR≥90(ml/min/1.73m2)占
62.86%，  
结论  根据公式建立时的几点原则，结合我室的结果分析，再加之我室肌酐检测试剂盒溯源制

IDMS 方法等原因，最终我室使用新 eGFR 公式报告结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71 
 

尿液常规分析干化学法 24 小时内稳定性评价 
 

王刚强 程翔 郑善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尿液常规分析干化学法 24 小时（H）内重复检测结果的稳定性。 
方法  选择本院门诊病人新鲜尿液标本 318 例，在收集到标本后立刻上机检测，所得结果即为

0h 结果，然后分别在常温（25℃±2℃）和 4℃下， 2 H、4 H、6 H、24 H 内检测尿液干化学

十项，包括 PH、比重（SG）、白细胞（LEU）、隐血（ERY）、亚硝酸盐（NIT）、蛋白质

（PRO）、葡萄糖（GLU）、胆红素（BIL）、尿胆原（URO）、酮体（KET），所得结果与

0 H 做比较。 
结果  与 0 H 时相比，常温（25℃±2℃）下 4 H 白细胞、隐血的变化具有显著差异（P<0.05）,
而 4℃下 6 H 白细胞、隐血的变化具有显著差异（P<0.05）；PH、比重、亚硝酸盐、蛋白

质、葡萄糖、胆红素、尿胆原、酮体在 24h 内变化无论是常温还是 4℃冷藏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尿液常规分析干化学法不同项目在 24 H 内的稳定性不同，常温保存应于 2 H 完成检

测，4℃运送保存应在 4H 完成检测。对于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标本应尽可能优先处理，从而

保证其结果的稳定性与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89 
 

DNM2 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其对肝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

的影响 
 

谢婷彦 钟白云 王恝歆 赵志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研究 DNM2 在肝癌组织及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探索其对肝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

响。 
方法  采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肝癌及相应癌旁组织、人正常肝细胞株 L02、低

转移潜能人肝癌细胞株 HepG2 及高转移潜能人肝癌细胞株 HCCLM3 中 DNM2 的 mRNA 及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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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表达水平；采用特异性 siRNA 序列瞬时转染人肝癌细胞靶向沉默 DNM2 基因，通过划痕实

验和 Transwell 小室实验观察 DNM2 被抑制表达后对肝癌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DNM2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在肝癌组织中较癌旁组织明显升高；在 HCCLM3 中表

达最高， HepG2 表达次之，L02 表达最低，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HCCLM3 细胞被瞬时转染特异性 siRNA 后 DNM2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细胞迁移

及侵袭能力均明显下降。 
结论  首次发现 DNM2 在肝癌组织及细胞中高表达，并与肝癌的转移相关；初步发现 DNM2
能促进肝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有望成为预测肝癌转移复发的新的分子标志物和潜在治疗

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299 
 

外科患者创口分泌物的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王运铎 王悦颖 刘毅 张毅华 李秀文 
大连市中心医院 116033 

 
目的 探讨外科患者创口分泌物的细菌分布及其耐药情况，为临床规范化治疗、用药提供参

考。 
方法 收集大连市中心医院外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送检创口分泌物标本，对病原菌

进行分离培养，分析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 
结果 共分离出 743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有 206 株，占 27.7%，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18.4%)、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3.8%)和肠球菌属(5.5%)；革兰阴性菌有 537 株，占

72.3%，主要为大肠埃希菌(15.7%)、肺炎克雷伯杆菌(13.6%)、铜绿假单胞菌(12.9%)、鲍曼

不动杆菌(12.1%)和阴沟肠杆菌(8.3%)；从耐药分布情况看，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 G 和红霉素

耐药性均>65%，对替加环素、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的耐药性均为 0(除外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

稍有耐药 3.8%)；革兰阴性菌对临床常用的药物均有较高的耐药性，特别是氨苄西林、头孢唑

林和头孢呋辛，耐药性均在 56%以上；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和厄他培南耐药性在 20%以

下，除外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78%。  
结论 外科患者创口分泌物感染的病原菌多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大部分病原菌存在多重耐药现

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302 
 

TNF-a 和 IFN-r 与 T-SPOT 结合应用可用于鉴别结核现症感

染与隐性感染 
 

吕松琴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65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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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结核病已成为威胁全球公共健康的传染病。近年来，一种以 T 细胞为基础的体外 r-干扰

素释放试验及结核分枝杆菌 T 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欧美国家已经

成为结核病临床常规检测方法之一。这种以 T 细胞为基础的试验提高了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诊断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该实验不能区分结核是现症感染还是隐性感染。因此，找到新的辅助诊

断隐性结核的诊断指标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在 T-SPOT.TB 检测的基础上采用流式微球阵列

法(CBA)检测结核患者、隐性感染者及健康者中 6 种细胞因子 (IL-2、IL-4、IL-6、IL-10、TNF-
α 和 IFN-γ )的水平，研究细胞因子在结核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诊断区分结核现症感染

和隐性感染提供新的依据。 
方法  采用流式微球阵列法(CBA)检测 60 例 T 细胞斑点试验阳性的肺结核患者，55 例 T 细胞

斑点试验阳性的隐性感染者，30 例 T 细胞斑点试验阴性的健康者的 6 种细胞因子 (IL-2、IL-
4、IL-6、IL-10、TNF-α 和 IFN-γ )的水平。结果 隐性感染组的血清 IL-6、IL-10 水平显著高于

正常对照组（P<0.05）。结核病（菌阳）组的血清 IL-2、IL-10 水平均显著高于其它各组，结

核病（菌阳）组的血清 IL-6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结核病（菌阳）组的血清

TNF-α、IFN-γ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和隐性感染组（P<0.05）。结核病（菌阴）组的血清

IL-10、TNF-α、IFN-γ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和隐性感染组（P<0.05）。 
结果  结核病（菌阳）组的 IL-2、IL-6、TNF-α、IFN-γ 水平均升高，血清 IL-10 水平各组间差

异均显著（P<0.05），且结核杆菌活动性及病情严重程度逐渐增加。结核病人的 TNF-α、
IFN-γ 较结核杆菌隐性感染者、正常人升高（P<0.05）, 血清 IL-4 水平各组间均无差异

（P>0.05）。 
结论  与 T-SPOT.TB 法结合，TNF-α、IFN-γ 可在细胞因子水平区分结核现症感染与隐性感

染，对辅助鉴别诊断结核现症感染和隐性感染有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320 
 

血浆热休克蛋白 90α 测定在乳腺癌诊疗中应用价值评价 
 

张闻龙 卢仁泉 江铭磊 王砚春 高翔 郭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热休克蛋白 90α（Hsp90α）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情况，评估血浆 Hsp90α
测定在乳腺癌临床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以酶联免疫法检测我院 289 例乳腺癌患者、172 例乳腺良性疾病患者、以及 90 例健康

体检者的血浆 Hsp90α 水平，比较分析 Hsp90α 在患者年龄、肿瘤大小、临床分期以及淋巴结

转移等组间的表达水平差异。 
结果  乳腺癌组血浆 Hsp90α 水平（中位数 65.26）显著高于良性疾病组（54.26，P<0.001）
和健康对照组（44.56，P<0.001）；乳腺癌患者的血浆 Hsp90α 水平在≥3 cm 的肿瘤

（P=0.003）、II 和 III-IV 分期（P 均<0.001）、淋巴结转移（P=0.031）等组中显著增高。 
结论  血浆 Hsp90α 是一个潜在的乳腺肿瘤标志物，其检测在乳腺癌的辅助诊断和预后判断中

具有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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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H 在急性精神分裂症、单相抑郁症和双相障碍中的浓度水

平结果分析 
 

徐元庆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225003 

 
目的  探讨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浓度水平在急性精神分裂症、单相抑郁症、双相抑郁症和

双相躁狂症患者中的差异性。 
方法  在 1235 位病人中检测 TSH 血清浓度水平（其中女性 781 位，占 63.2％，平均年龄

46.4 岁）。 
结果  各疾病平均血清 TSH 浓度为：精神分裂症（n=563）1.71mIU/L，单相抑郁症

（n=478）1.63mIU/L，双相障碍（n=194）1.86mIU/L，双相抑郁症（n=151）2.00mIU/L，
双相躁狂（n=53）1.38mIU/L。根据所用的正常值范围，是高于或低于在正常范围的整体率为

精神分裂症 7.9~22.3％，单相抑郁症 13.9~26.0％，双相障碍 10.8~27.6％，双相抑郁症

12.2~28.5％，双相躁狂 11.4~24.5％。我们还发现，在年龄组（≤20 岁，>20 岁和≤40
岁，>40 岁和≤60 岁以及>60 岁）之间的 TSH 浓度水平差异有显著性。TSH 水平与年龄（r=-
0.23，P<0.001）相关。随着年龄的变化，其弱相关性已经在精神分裂症（r=-0.21，
P<0.001），单相抑郁症（r=-0.23，P<0.001），双相抑郁症（r=-0.25，P=0.002）和双相障

碍（r=-0.21，P=0.005）中发现。 
结论  甲状腺激素（TSH）的浓度水平在急性精神分裂症、单相抑郁症、双相抑郁症和双相躁

狂症患者中的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临床在诊治时要密切监测甲状腺激素（TSH）的浓度水

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367 
 

乙型肝炎病毒与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发展相关 
 

王砚春
1 谢幼华

2 王惠杰
3 潘少坤

2 郑慧
1 谢素红

1 卢仁泉
1 郭林

1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 
3.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目的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是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其致病原因

与宿主的感染免疫因素密不可分。乙型肝炎病毒（HBV）具有引起肿瘤发生发展的能力，并可

能与 DLBCL 有关。因此，本课题旨在研究 HBV 与 DLBCL 发生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分别在蛋白和核酸水平，对淋巴瘤患者的血清和组织标本进行 HBV 检测，结合临床分析

HBV 与 DLBCL 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进行体外细胞实验，确认 HBV 感染 B 淋巴细胞的生物学

现象。 
结果  回顾性统计分析了 2008 年以来我院淋巴瘤患者的血清 HBV 检测结果，从长期的临床工

作中发现血清 HBV 的阳性率在 DLBCL 患者中显著增高（24.4%，P<0.001），其中以 IV 期

患者的升高最为明显（29.8%，P<0.001），存在线性趋势（P<0.05）。随机选取了 20 例淋

巴瘤患者的病理组织，进行免疫组化检测，结果显示血清 HBV 阳性的 DLBCL 患者，其组织

的肿瘤细胞中都会有 HBV 抗原存在，并表现出 HBx 抗原的强阳性表达。同时，抽提肿瘤组织

DNA，在 HBV 核酸水平进行 PCR 验证，结果与组化检测相一致。体外细胞实验还发现 H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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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感染 B 淋巴细胞，HBV 在 MOI=10 时感染 B 淋巴瘤细胞 4h，细胞内就能检出 HBV-
DNA。 
结论  HBV 可以感染 B 淋巴细胞并与 DLBCL 的发生发展相关。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不仅能为

DLBCL 阐明新的病因学解释，也对该类疾病的预防诊治提供了新的策略与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477 
 

黑素瘤相关抗原 MAGE-A9 对 p53 稳定性影响研究 
 

吕伟华 张金艳 桑梅香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肿瘤抑制因子 p53 在监控细胞基因组 DNA 的完整性上发挥着“基因组卫士”的作用。黑素

瘤相关抗原家族的一些成员与 p53 之间可发生相互作用，MAGE-A 可抑制 p53 的转录活性，

并可与 MDM2 结合，促进 p53 泛素化和降解，阻碍 p53 功能的发挥。黑素瘤相关抗原

MAGE-A9 在多种肿瘤组织中均有表达，其表达与肿瘤的分期、耐药、预后是密切相关的。本

研究拟探讨黑素瘤相关抗原 MAGE-A9 对 p53 稳定性的影响。 
方法  通过基因转染、RT-PCR、Western Blot、放线菌酮蛋白合成抑制实验分析 MAGE-A9 对

p53 稳定性的影响。 
结果  RT-PCR 的结果显示，在单独转染 0.5mg 的 p53 质粒组、共同转染 0.5mg 的 p53 和

0.5mg 或 1.0mg 的 MAGE-A9 质粒组，p53 与 GAPDH 的灰度值比分别为 0.723±0.026、
0.709±0.014、0.712±0.014，各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 的结果

显示，在单独转染 0.5mg 的 p53 质粒组、共同转染 0.5mg 的 p53 和 0.5mg 或 1.0mg 的

MAGE-A9 质粒组，p53 与 GAPDH 的灰度值比分别为 0.961±0.027、0.677±0.021、
0.607±0.023，共转染 MAGE-A9 和 p53 后，p53 的蛋白表达与单独转染 p53 组相比显著降低

（P＜0.05）。放线菌酮蛋白合成抑制实验结果显示，单独转染 p53 质粒组，100 mg/mL 的放

线菌酮作用 0、1、2、4、6 小时后， p53 与 GAPDH 的灰度值比分别为 0.918±0.014、
0.777±0.032、0.607±0.059、0.383±0.032、0.208±0.017；而共同转染 p53 质粒和 MAGE-A9
质粒组，100 mg/mL 的放线菌酮作用 0、1、2、4、6 小时后， p53 与 GAPDH 的灰度值比分

别为 0.890±0.070、0.495±0.039、0.268±0.032、0.165±0.017、0.084±0.018，共转染

MAGE-A9 和 p53 后，p53 蛋白的表达与单独转染 p53 组相比显著降低（P＜0.05）。 
结论  MAGE-A9 不影响 p53 转录水平的表达；在蛋白水平上，MAGE-A9 降低 p53 蛋白的稳

定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492 
 

毛细胞白血病变异型 1 例报道 
 

焦文静 马鸣 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025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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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胞白血病变异型（HCL-V）自 1980 年国内外皆有此型报道，其特点如下：年龄较高（中

位发病年龄 70 岁）；通常白细胞计数﹥10*109/L；不典型多毛细胞，具有幼淋巴细胞形态特

点；CD25-，有时 CD103-，TRAP（-）；疗效不佳。该病起病较隐匿，可见乏力、虚弱、腹

胀和消化不良等症状。脾大最为突出，多有巨脾。部分患者可有肝大和深部淋巴结肿大。现将

我科复检血常规时发现的 1 例毛细胞白血病变异型报告如下，并进行讨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501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雌激素受体与乳腺癌的关系 
 

郭奕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乳腺癌与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雌激素受体关系密切，这两种受体也是乳腺癌的分类标准和

治疗靶点。在大多数乳腺癌患者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信号途径和雌激素受体信号途径参

与了细胞的增生存活过程。而且在乳腺癌病例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和雌激素受体呈现出

一定程度的负相关。这说明这两种受体活化后有一些联系。本文简要综述了人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2 和雌激素受体的联系和这种联系在乳腺癌治疗中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619 
 

3-AB 介导的 NF-KB 信号转导通路在 2 型糖尿病大鼠 DPN 病

变中的研究 
 

杨红英
1 李庆蓉

2 李亚山
1 谭红丽

1 王卓
2 马润

2 番寿蕊
2 薛丽

2 
1.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2.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建立 2 型糖尿病大鼠外周神经病变模型，对此模型的特点进行研究，揭示其医学价值；

观察模型坐骨神经 PARP 与 NF-κB 的变化及 DPN 大鼠应用 PARR 抑制剂 3-氨基苯甲酰胺(3-
aminobenzamide,3-AB)后 PARP 与 NF-κB 的变化，阐明内在规律。 
方法  SD 雄性大鼠 50 只，正常对照组 10 只，实验组 40 只。高脂高糖一个月，并两次小剂量

注射 STZ，以随机血糖≥16.7mmol/L 者为 2 型糖尿病造模成功。成模后 12 周行神经肌电检

查，测定大鼠坐骨神经传导速度，确定 DPN 大鼠模型。再次分组：（1）对照组（正常大鼠）

（2）DPN 组（3）DPN+3-AB 治疗组每日 30mg/kg3-AB 灌胃。取右侧坐骨神经，透射电镜观

察大鼠坐骨神经是否出现损伤，流式细胞术观察以上各组大鼠坐骨神经细胞的死亡率，分别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大鼠坐骨神经中 PARP 与 NF-κB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变化。 
结果  1、动物造模：第二次注射 STZ 后随机血糖≥16.7mmol/L，12 周时与对照组比较，造模

组的体重下降及血脂、TG 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实验组

大鼠坐骨神经的传导潜伏期是 1.47±0.32，对照组大鼠的传导潜伏期是 1.02±0.12，两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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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体内实验：透射电镜观察对照组大鼠，坐骨神经神经纤维状态正常，雪旺细胞完整。

DPN 病变大鼠坐骨神经纤维出现明显变化，两组凋亡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PN+3-AB 组的

凋亡率为 15.55±1.03，其凋亡率与 DPN 组比较也有明显差异。RT-PCR 相对定量结果显示：

对照组，DPN 组，DPN+3-AB 组 3 组 PARP mRNA 与 NF-κB  mRN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 3 组的 PARP mRNA 与 NF-κB mRNA 不全相同，至少有 2 组之间不等。Western blot 实验

结果显示：对照组，DPN 组，DPN+3-AB 组 3 组 PARP 蛋白水平与 NF-κB 蛋白水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即 3 组的 PARP 蛋白水平与 NF-κB 蛋白水平不全相同，至少有 2 组之间不等，所

得到的对比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高脂高糖喂养一月结合两次小剂量 STZ 注射能成功复制出具有 DPN 特点的大鼠模型。

早期应用 PARP 抑制剂 3-AB 能够改善大鼠 2 型糖尿病早期神经病变的神经传导速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864 
 

Using MALDI-TOF and selected gene (16S rRNA gene, 
gyrB gene) sequencing to practical and accurate identify 

clinical important Viridans Group Streptococci 
 

Zhou Menglan,Yang Qiwen,Xu Yingchu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730 
 

Background  Clinical important Viridans Group Streptococci(VGS) identification is important 
but problematic in particular for the Streptococcus 
mitis group (including Streptococcus mitis, Streptococcus oralis, Streptococcus pneumonia, 
Streptococcus pseudopneumonia). MALDI-TOF 
MS is very practical for clinical identification but for some problematic species and isolates, 
selected gene sequencing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clinical identification more 
reliable. Some studies evaluating the MALDI-TOF MS performance in VGS identification 
have been done but most are of limited numbers or just evaluate some certain brand of 
MALDI-TOF MS machines, such as MALDI Biotyper or VITEK MS alone.   
Methods  We continuously collected 181 clinical VGS isolates. Using 16S rRNA or gyrB 
sequencing as a gold standard, all the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to the species level. On the 
basis of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wo MALDI-TOF MS instruments: the MALDI Biotyper IVD 
system and the VITEK MS including the IVD system and the RUO system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MALDI Biotyper identified 88.4%, the VITEK MS IVD 98.9% and the RUO 
38.7% of the isolates correctly to the species level, among which most misidentifications 
were in the Mitis group. In a total of 22 non-pneumococci (S.mitis/S.orlis/S.psepneumonia), 
MALDI Biotyper misidentified 21 of them as S.pneumonia with only one S.psepneumonia 
identified thus leading to a low sensitivity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 in these 
species. Accordingly, sensitivity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 was 100% for 
S.pneumonia. The VITEK MS IVD, on the other hand, had a better resolution for 
pneumococci and non-pneumococci despite the inabilit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mitis/S.orlis while the VITEK MS RUO showed a relative low efficiency 
in whatever VGS species.  
Conclusions  Both MALDI-TOF MS IVD systems can provide a good alternative for VGS 
identification while the VITEK RUO system showed the least significance. Howeve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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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IVD MALDI-TOF systems need further improvements of VGS spectra database for 
more accurate species-level identification. Before that is done, gene-based 
sequencing remains the best way to correctly identify VGS species and 16S rRNA gene plus 
gyrB gene are good selective targe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0884 
 

First Report of Mycoplasma hominis Meningitisin an 
Adult Patient in China: a diagnostic challe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Zhou Menglan,Wang Peng,Xu Yingchu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730 

 
Background  Mycoplasma hominis, a well known cause of neonatal infection, has been 
reported as a pathogen in urogenital infections in adults; howeve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infections are rare. We report here the first case of M. hominis meningitis in 
China, 
post neurosurgical treatment for an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in a 79-year-old male. 
Case 
presentation   We describe a 79-year-old who developed M. hominis meningitis after 
neurosurgical treatment and was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combined azithromycin and 
minocycline therapy of two weeks duration, despite delayed treatment because the Gram 
stain of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yielded no visible organisms. The diagnosis required 16S rDNA 
sequencing analysis of the cultured isolate from CSF. Literature review of M. hominis CNS 
infections yielded 16 cases (13 instances of brain abscess and 3 of meningitis). Delay in 
diagnosis and initial treatment failure was evident in all cases. With appropriate 
microbiological testing, antibiotic therapy (ranging from 5 days to 12 weeks) and often, 
multiple surgical interventions, almost all the patients improved immediately. 
Conclusion  Both our patient findings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highlighted the 
pathogenic potential of M. hominis together with the challenges prompted by rar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particula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abs with limited diagnostic resourc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0909 
 

干扰素调节因子 5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张龙英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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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比较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外周血血清中干扰素调节因子 5
（IRF5）的水平以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 IRF5 mRNA 的表达水平，分析 IRF5 与

RA 的临床相关性。  
方法  收集 30 例 RA 患者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并同时收集整理受试者的相关临床及实验室资

料。以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两组样本外周血血清中 IRF5 的水平，并采集相应外周

血，提取总 RNA 并逆转录成 cD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方法检测

两组样本 IRF5 mRN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RA 组血清中 IRF5 水平、PBMCs 中 IRF5 mRNA 的表达水平分别为（22.30±7.27）
pg/ml、（0.32±0.23），与对照组（14.23±3.97）pg/ml、（0.20±0.11）相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P<0.05），且 IRF5 血清水平与 mRNA 表达水平两者之间成正相关

（r=0.80，P<0.05）；二者都与类风湿因子（RF）相关，与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无

关。  
结论  RA 患者外周血存在着基因转录水平和蛋白质翻译水平上 IRF5 的一致性高表达，IRF5
可能在 RA 的发病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106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leukin-19 concentration 
and diabetic nephropathy 

 
Li Li,Zhao Guang chuan 

Binhai County Hospital， Jiangsu Province， P.R. China. 224500 
 

Aim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of serum  interleukin-19 
(IL-19) level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group studied comprised of 20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109 males and 91 females), included 
normoalbuminuria(n=102),microalbuminuria(n=72) and macroalbuminuria(n=26)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50 healthy blood donors. All subjects were evaluated for : IL-19,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Cystatin C , 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 rate (UAE)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  
Results  The serum IL-19 levels in DN patients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to controls. IL-19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s-CRP, 
Cystatin C, UAE and HbA1c(r=0.623, 0.611 ,0.591 and 0.526 respectively, P<0.01). In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L-19 levels (P=0.01) were found to b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with DN.  
Conclusions   IL-19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with UAE and Cystatin C. IL-19 may 
play a specific role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1180 
 

2016 年 CLSI  M100S-第 26 版文件主要更新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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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贵 成军 

解放军第 117 医院 310013 
 

本文主要介绍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抗菌药物敏感试验执行标准 M100S-第 26 版文件主要更新和变化情况，内容包括：

（1）表格使用说明变化；（2）试验和报告推荐药物变化；（3）解释标准（折点）变化；

（4）确定抗菌药物敏感和耐药试验变化；（5）质量控制变化；（6）附录和术语表变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1229 
 

牧区患者胃肠手术切口感染病原菌发布与药敏分析 
 

王虎明 巴彩霞 包娜娜 
包头市肿瘤医院 014030 

 
目的  分析牧区患者胃肠手术患者切口感染分泌物中病原菌的分布及药敏性，为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10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收治的 90 例牧区患者胃肠手术并发切口感染的患者，对

患者采取切口分泌物样本进行病原菌的分布以及药敏分析，对样本中的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均按

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中的操作规范执行，对应的药敏试验则采用 K-B 扩散法进行检

测，判断标准则按照 NCCLS 中公布的标准执行。药敏结果采用 CLSI2010 标准判断，采用

WHONET5.6 软件统计分析结果。 
结果  90 例胃肠手术切口感染患者送检标本阳性 69 份，阳性率为 76.7%。阳性标本来源：胃

癌 28 例﹑盲肠癌 20 例﹑直肠癌 37 例﹑阑尾炎 5 例。分泌物标本培养出病原菌 100 株，其中

革兰阴性菌 69 株占 69.0%，革兰阳性菌 26 株占 26.0%，真菌 5 株占 5.0%；革兰阴性菌对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妥布霉素、亚胺培南等的耐药率最低，其次为克林霉素、头孢唑林、庆大

霉素等，耐药率均<30.0%；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头孢唑林、青霉素 G 的耐药率均为 0，
其次为高浓度庆大霉素、高浓度链霉素、环丙沙星等。 
结论  牧区患者胃肠手术患者切口感染分泌物中病原菌的分布以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属及肺炎克雷伯菌、粪肠球菌等是其主要病原菌，没有显示严重耐药

性，通过对细菌药敏性结果分析发现，牧区患者胃肠手术切口感染病原菌种类多，革兰阴性

菌、革兰阳性菌对抗菌药物敏感性较高的为亚胺培南及氨基糖苷类，其次为 β—内酰胺酶抑制

剂复方制剂，三、四代头孢类药物等，其耐药性较高的药物主要为一、二代头孢类及喹诺酮类

抗菌药物。在临床长期用药中，应根据患者分泌物药敏试验结果对抗菌药物进行合理选择，避

免多重耐药菌株的产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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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1 is a useful parameter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rediction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and tumor metastasi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Fei Xianming,Wang Huan,Jiang Lei,Yuan Wufeng,Wo Mingyi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BACKGROUND  Activation of blood coagulation contributes to tumor progression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1 (TFPI-1) is the main inhibitor of TF-
dependent pathway of blood coagul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TFPI-1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and prediction of DVT and tumor metastasis in NSCLC patient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eight NSCLC patients and 242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Plasma TFPI-1, D-dimer (D-D), antithrombin (AT), Fibrinogen (Fbg) and coagulating 
factor Ⅷ activity (FⅧ:C), and other biochemical and hemostatic parameters levels were 
measured.  
RESULTS  In NSCLC patien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FPI-1 and AT levels, and increased 
D-D, Fbg and FⅧ:C levels were observed, and TFPI-1 level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T levels,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D, Fbg, and FⅧ:C levels (r=0.795, -0.812, -0.814, and -0.771 
P<0.001, respectively). TFPI-1 was a better marker to differentiate NSCLC from non-NSCLC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0.86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719~0.943), cutoff 
value 58.5 ng/ml]. NSCLC patients with DVT and metastasi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TFPI-1 
levels than that without DVT and metastasis, 
respectively (P<0.01).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FPI-1 as a predictor for DVT and 
tumor metastasis [odds ratio 4.15 and 3.2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2.02~8.35) and 
(2.12~10.98), P=0.016 and 0.002, AUC 0.905 and 0.828, cutoff value 57.7 and 54.3 ng/ml,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FPI-1 is a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marker for NSCLC , and also a better 
predictor of complicating DVT and tumor metastasis in NSCLC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1466 
 

rs1047763 and rs1008898 of C1GALT1 with IgA 
nephropathy risk: a global meta-analysis 

 
nie ruili,qin xiaosong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Purpose  IgA nephropathy was a globally common primary glomerulonephrit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gA nephropathy were the elevated level of serum IgA and immune complex 
deposition in mesangial area.  In the serum of patients with IgA nephropathy，the hinge 
region of IgA1 molecular exist abnormal O-glycosylation  of C1GALT1 which was a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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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zyme in the process of glycosylation. Whether th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 
rs1047763 and rs1008898 of C1GALT1 were the risks of IgA nephropathy was still 
controversial. Furthermore，there was no meta-analys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NPs of C1GALT1 and susceptibility of IgA nephropathy at present. The purpose of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evaluate whether  C1GALT1 gene polymorphisms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IgA nephropathy. 
Methods  We enrolled 5 studies in this meta-analysis, including 1693 IgA nephropathy 
patients and 1864 controls in total. We performed meta-analysis on asssosiation between 
rs1047763 , rs1008898 and IgA nephropathy using allele model, dominant model, recessive 
model and additive model. 
Results  We found there wa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rs1047763 and rs1008898 in 
C1GALT1and the susceptibility of IgA nephropathy. 
Conclusion  Our meta-analysis did not support a link between rs1047763,rs1008898 of 
C1GALT1 and susceptibility of  IgA nephropath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069 
 

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的临床应用价值 
 

何晶晶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150088 

 
目的  探讨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价值。 
方法  应用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技术对 60 例恶性肿瘤确诊患者、45 例良性疾病患者及 521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 12 种常见肿瘤标志物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技术对恶性肿瘤组检测的阳性率为 81.67%，显著高于良性疾病组

(33.33%)及健康体检组(3.8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5.240 和 311.399，均 P<0.01)。
恶性肿瘤组、良性疾病组和健康体检组的 1 个指标阳性的百分率最高，良性疾病组和健康体检

组中同时≥3 个指标阳性的百分率明显下降。恶性肿瘤与良性疾病检测者血清 12 种肿瘤标志物

中，CA199、NSE、CEA、CA242、CA125、CA153、AFP 检测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而两组 f-PSA、PSA、FER、HCG、HGH 检测结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521 名健康体检者中筛查出 20 例肿瘤标志物结果阳性，总阳性率为 3.84%。其中男性

阳性率为 3.57%，以 CEA 所占比例最高(55.56%)。女性阳性率为 4.09%，以 CA125 所占比

例最高(54.55%)。 
结论  多肿瘤标志物蛋白芯片检测系统（C-12）对肿瘤患者对肿瘤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

值，对无症状人群的早期肿瘤筛查也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2087 
 

免疫比浊法测定胱抑素 C 试剂的性能验证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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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薇 乔正梅 王丽娜 王静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 721008 

 
目的  对使用免疫比浊法的胱抑素 C（Cys-C）试剂盒进行实验室验证和评价，以确定该试剂

盒分析性能的可靠性，评价其是否符合临床应用的要求。 
方法  根据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颁布的 EP5-A  EP6-A  EP7-A 分别

对九强公司生产的免疫比浊法胱抑素 C 测定试剂盒进行精密度、线性、抗干扰实验。 
结果  高低浓度水平质控偏差分别为-1.94 和-1.40，总精密度（CV）分别为 0.35%和 0.55%。

线性范围在理论浓度 0-200 范围 内，相关系数 y=0.9917x+0.4681，R2=1 呈线性关系。血红

蛋白干扰均值 10.40mg/dl，胆红素干扰均值 6.63 mg/dl，抗坏血酸干扰均值 9.40 mg/dl，乳糜

干扰均值 10.23%，均无对试验产生干扰。 
结论  北京九强公司生产的免疫比浊法胱抑素 C 检测试剂在精密度、线性、抗干扰实验等方面

分析性能可靠，能满足临床应用和实验室检测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091 
 

胆道闭锁患儿自身抗体筛查分析 
 

庞舒尹 刘海英 陈奕豪 杨丽媛 彭小芳 代玉梅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研究常见自身抗体在胆道闭锁（BA）患儿血清检出情况。 
方法  对 35 例 BA 患儿、14 例疾病对照患儿以及 20 例健康婴幼儿进行常见自身抗体筛查分

析。抗核抗体(ANA)、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筛查，自身免疫

性肝病抗体采用线性免疫印迹法检测，其中 ANCA 阳性者进一步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做抗髓

过氧化物酶抗体（抗 MPO）、抗人蛋白酶 3 抗体（抗 PR3）确认试验。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

包含抗线粒体 M2 亚型抗体（AMA-M2）、抗三联体抗体[M2-3E（BPO）]、抗核点状蛋白

100 抗体（Sp100）、抗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蛋白抗体（PML）、抗核膜抗体（gp210）、抗肝

肾微粒体 1 型抗体（LKM-1）、抗肝溶质抗原 1 型抗体（LC-1）、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抗原

抗体（SLA/LP）、抗纤维状肌动蛋白抗体（抗 F-actin）和 R0-52。 
结果  ANA 和 ANCA 在 BA 组的检出率分别为 20.0%、28.6%。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在 BA 组

检出率由高到低的指标分别为 M2-3E（BPO）（28.6%）、抗 F-actin(28.6%)、LC-1(8.6%)、
Ro-52(8.6%)、AMA-M2(2.9%)、Sp100（2.9%）、gp210（2.9%），而 PML、LKM-1、
SLA/LP 均未检出。其中，M2-3E（BPO）、抗 F-actin 在 BA 组与对照组间的检出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自身抗体普遍检出提示 BA 存在自身免疫性反应现象。M2-3E（BPO）和抗 F-actin 为

BA 实验室诊断提供了参考、线索。胆道闭锁所针对 M2-3E（BPO）中 E2 亚基的抗原位点有

待进一步研究确认，有助于 BA 发病机制的理解。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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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型号 SYSMEX 血细胞分析仪红细胞计数及相关参数的比

较 
 

王建平 孔 莉 童兰庭 陈炜钢 裴银桃 时宇绯 高能姣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目的  评价不同型号血细胞分析仪 Sysmex800i（仪器 1）；Sysmex1000i（仪器 2）；XE-
2100D（仪器 3）红细胞（RBC）计数及相关参数：血红蛋白（HGB）、红细胞比容

HCT）、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

白浓度（MCHC）的比较分析。 
方法  先对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校准前性能评价后再校准，然后收集 50 例新鲜全血

标本分别在三台血细胞分析仪测定。对红细胞计数及相关参数测定结果进行相关的统计学分

析。 
结果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背景计数为：RBC（0.2×1012/L ）；携带污染率（CV）为：

RBC（-0.33%）；重复性（新鲜血标本）RBC 值为 6.74±0.113，CV=1.68%。分析 50 例新

鲜全血 Sysmex800i（仪器 1）；Sysmex1000i（仪器 2）与 XE-2100D（仪器 3）血细胞分析

结果相关系数分别为：RBC（0.9979/0.9984）、HGB（0.9986/0.9993）、HCT
（0.9972/0.9981）、MCV（0.9877/0.9375）、MCH（0.9829/0.9885）、MCHC
（0.9197/0.9356）。以仪器 3 作为目标检测仪器对其他 2 台仪器作临床可接受性能评价，仪

器 1 和仪器 2 在 2 个医学决定水平处 RBC（1012/L）（Xc=4.5 和 5.90）；HGB（g/L）
（Xc=120 和 170）；HCT（%）（Xc=35 和 50）相对偏差分别为 2.50%、3.59%和 1.37%、

2.45%；2.32%、2.56%和 1.46%、2.08%；5.67%、5.99%和 2.60%、3.00%。 
结论  XE-2100D 血细胞分析仪校准物 SCS-1000 可溯源到 ICSH 推荐的国际参考方法。该仪

器背景计数、携带污染率和精密度符合仪器说明书标示的性能要求；校准物测定（10 次）的

均值（RBC）与定值间的偏差小于卫生部临检中心之规定。3 台仪器具有较好的期间精密度；

在 2 个医学决定水平处临床可接受性能评价为仪器 2 临床可接受；仪器 1 在红细胞

（Xc=5.90）处和红细胞压积（Xc=35 和 50）处临床不可接受，仪器 1 需采取整改措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117 
 

儿童抗核抗体间接免疫荧光分析有必要降低血清起始滴度

吗？ 
 

庞舒尹 陈奕豪 刘海英 陈曲波 蔡莉 彭小芳 高飞 代玉梅 刘云锋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比较不同血清稀释滴度对儿童抗核抗体间接免疫荧光分析（ANA-IIF)结果的影响，探讨

降低血清起始稀释度必要性。  
方法  以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110 名健康儿童系列稀释度血清样本 ANA，并与特异性 ANA 线

性免疫(ANA-LIA)结果相比较；同时分析一组 ANA-IIF 阴性的自身免疫肝病抗体检测的临床患

者样本 ANA-LIA 结果。  
结果  健康组样本随着稀释度从 1:80、1:40、1:20 逐步减低，ANA-IIF 阳性检出率有所上升，

分别为 7.3%、9.1%、10.9%但未达统计学差异（P>0.05），弱阳性分别为 7.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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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则差异显著（P﹤0.001）。110 例健康体检儿童中 8 例样本检测出特异性 ANA，阳性

率为 7.3%。8 例 IIF 法稀释度 1:80 阳性者中，特异性 ANA 阳性者 2 例；稀释度 1:40、1:20
新增的 4 例荧光 ANA 阳性样本中，有 1 例特异性 ANA 阳性。若视 ANA-IIF(1:80)或 ANA-LIA
任一阳性为 ANA 阳性，ANA 阳性率从 7.3%上升到 12.7%。29 例 ANA-IIF(1:80)为阴性的自

身免疫肝病相关自身抗体检测患儿临床样本中，特异性 ANA 线性免疫检测出 5 例阳性

（17.2%）。 
结论  降低儿童血清起始滴度并不能明显提高 ANA-IIF 阳性检出率，反而增加了非特异的弱阳

性，因此，临床实验室不需改变儿童 ANA 常规样本稀释滴度，联合特异性 ANA 谱的检测有利

于 ANA 的发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134 
 

miR-200a 在胆道闭锁患儿中的表达 
 

陈奕豪 庞舒尹 杨丽媛 刘海英 彭小芳 陈峥嵘 王凤华 陈翊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检测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BA）患儿肝组织及血浆 miR-200a 的表达，探讨其与

BA 肝纤维化及肝脏炎症的关系。 
方法  采用逆转录 PCR 检测 26 例 BA 组、10 例正常组血浆标本 miR-200a 的表达，并分析其

与生化指标的相关性；采用酪胺信号放大荧光原位杂交（TSA-FISH）检测 14 例 BA 及 2 例正

常肝组织标本 miR-200a 的表达；根据 Ishak 系统对 BA 肝组织进行肝纤维化及炎症评分，分

析肝组织 miR-200a 表达与肝纤维化及炎症的相关性，并分析 BA 血浆与肝组织 miR-200a 的

相关性。 
结果  BA 组血浆 miR-200a 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BA 组血浆

miR-200a 表达与 TB、DB、ALP、γ-GT、ALT、AST 没有相关性（P>0.05）。BA 组肝组织

miR-200a 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BA 肝组织纤维化区 miR-200a 表达显著低于没有纤维化的肝

实质区；miR-200a 与 BA 肝纤维化进展正相关（P<0.05），而与肝脏炎症程度无关

（P>0.05）。9 例 BA 标本中有 6 例出现肝组织 miR-200a 表达越高，血浆 miR-200a 表达越

高的情况。 
结论  miR-200a 可能通过上皮间质转化、Wnt/β-catenin 和 TGF-β 信号通路调控 BA 肝纤维

化，并可能成为预测 BA 肝纤维化程度的血浆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148 
 

广州低龄婴儿侵袭性 B 族链球菌血清型分布 
 

关小珊 雷娟梅 钟华敏 谢永强 刘海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调查广州地区低龄婴儿侵袭性 B 族链球菌（GBS）的血清型分布，为 GBS 疫苗的研发与

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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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乳胶凝集法对确诊病例的临床分离株进行血清学分型；分析不同血清型与 GBS 感染

的发病时间及疾病类型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共分离侵袭性 GBS 61 株，分别检测出 III 型 45 株

（74%）、Ib 型 11 株（18%）、V 型 3 株（5%）、Ia 型 2 株（3%）；其中 III 型和 Ib 型分别

占早发感染的 61%和 30%，晚发感染的 82%和 11%。6 例早发感染脑膜炎中，Ib 型占 67%；

20 例晚发感染脑膜炎中，III 型占 75%。  
结论 广州地区低龄婴儿侵袭性 GBS 感染以 III 型和 Ib 型为主，其中 III 型菌株具有较强的致病

性，可导致大比例的侵袭性疾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2157 
 

Hb Newyork 对 10 种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系统测定结果的干扰

评价 
 

温冬梅 张秀明 索明环 徐胜男 张德才 陈亚琼 
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528403 

 
目的  评价血红蛋白变异 Hb Newyork 对 10 种 HbA1c 检测系统测定结果的干扰。 
方法  收集 141 份全血样本，分为不含变异体的对照组(n=120,其中 45 例糖尿病患者，75 例健

康体检者) 和 Hb Newyork 变异体组（n=23），分别用 10 种检测系统检测全血 HbA1c 浓度，

10 种检测系统分别为 Primus Ultra2、premier Hb9210、Variant II、Variant II Turbo、D10、
Variant II Turbo 2.0、Modular P 、Cobas c501 、capillarys 2FP 及 Leadman。依据美国

NGSP 的判定标准，以 Primus Ultra2 作为比较系统，其他 9 个检测系统为实验系统，对不同

组别 9 种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和偏倚评估。将 6% 与 9% HbA1c ±10% 相对偏差

作为评价范围。  
结果 对照组 9 种检测系统与比较系统差值的 95%置信区间（95%CI）差异均在比较系统的

±0.70%HbA1c 以内，偏差均<6%，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Hb Newyork
变异体组 premier Hb9210、Variant II、D10、Variant II Turbo 2.0、Modular P 、Cobas 
c501 、capillarys 2FP 与比较系统测定结果差值的 95%CI 差异落在比较系统的±0.7% HbA1c
以内，均<6%，且 6%与 9% HbA1c 浓度时，平均差异均小于临床可接受范围，premier 
Hb9210 等 8 种检测系统不受 Hb Newyork 的干扰。而 Leadman 和 Variant II Turbo 2 种检测

系统与比较系统测定结果的 95%CI 差异均落在比较系统的±0.7% HbA1c 以外，偏差分别为-
4.4%～-25.3%和-6.2%～-31.6%，均>6%，呈负偏倚，测定结果差异具显著统计学意义（均

P＜ 0.05）。且 6%与 9% HbA1c 浓度时，实验系统及比较系统样本的平均差异均大于临床可

接受范围，Hb Newyork 对这 2 种检测系统具有显著临床负干扰。 
结论  Hb Newyork 对不同 HbA1c 检测系统的干扰程度不同，实验室应注意识别 Hb 变异成

分，选用合适的方法进行 HbA1c 测定，以防止干扰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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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03 
 

Th17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多态性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相关性研

究 
 

裴兵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800 

 
目的  检测 Th17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多态性与类风湿关节炎（RA）的相关性，为探讨 RA 的发

病机制及临床治疗 RA 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45 名活动性 RA 患者和 45 名对照组 Th17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多态性

的含量，分析 IL23-R、IL-17A、IL-6、TGF-β、FOXP3 基因分型与 Th17 细胞含量的之间的关

系，Th17 细胞含量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的差异。  
结果 在活动性 RA 患者中，IL23-R、IL-17A、IL-6 表达和 Th17 呈显著的正相关；RA 患者外

周血 Thl7 细胞含量 IL-6 水平上调，FOXP3 表达水平下调；Thl7 含量及 IL17 表达水平与病情

活动度显著性正相关，而 FOXP3 表达水平和疾病活动度显著性负相关。 结论 为进一步明确

相关基因型对细胞因子表达水平，Th17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多态性对 RA 患者各项临床指标及

疾病进展程度的影响，为探讨 RA 的发病机制及临床治疗 RA 提供实验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16 
 

肝细胞癌患者血清 HMGB1 水平的改变及其临床意义 
 

韩菲菲 陈国千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MGB1）作为一种存在于细胞核中与 DNA 结合的非组蛋白，参与核内

多种功能。近年研究表明，HMGB1 在人直肠癌、乳腺癌、宫颈癌、肺癌等恶性肿瘤中均表达

上调，与肿瘤的发生、生长、浸润和转移有密切关系，并可作为血清标志物对肿瘤的进展和预

后评估提供参考价值，但肝细胞癌（HCC）患者血清 HMGB1 水平检测及临床意义的研究报

道甚少。 
目的  研究 HCC 患者血清 HMGB1 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定量检测 30 例健康对照者、28 例肝良性病变患者及 32 例 HCC
患者术前血清 HMGB1 水平，并分析 HCC 组血清 HMGB1 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绘制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估 HMGB1 对 HCC 的诊断效能。 
结果  血清 HMGB1 在健康对照者、肝良性病变及 HCC 患者组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1）。HCC 患者组血清 HMGB1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组（P﹤0.01），且与血清甲胎蛋

白水平、TNM 分期和淋巴结远处转移有关（P﹤0.01），但与年龄、性别、肿瘤大小、分化程

度无关（P﹥0.05）。HCC 组血清 HMGB1 水平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13，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1）。结论  血清 HMGB1 水平在 HCC 患者中升高明显，对 HCC 实验诊断具

有较好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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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47 
 

125 例多重与非多重耐药病人 1,3-β-D 葡聚糖结果分析 
 

马立宗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661199 

 
目的  了解本地区多重耐药病人与非多重耐药病人 1,3-β-D 葡聚糖检测结果的情况，指导临床

上治疗此类疾病。 
方法  采用回顾性统计方法，以微生物室多重耐药登记本逐一统计，并结合电脑查对病人的微

生物室细菌培养结果及 1,3-β-D 葡聚糖的检测结果。1,3-β-D 葡聚糖检测采用 MB-80 微生物快

速动态检测系统仪器。 
结果  多重耐药病人与非多重耐药病人的 1,3-β-D 葡聚糖检测结果显示多重耐药病人的 1,3-β-D
葡聚糖水平偏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多重耐药病人与非多重耐药病人 1,3-β-D 葡聚糖检测结果存在有明显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50 
 

401 例多重耐药与非多重耐药病人降钙素原结果分析 
 

马立宗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州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661100 

 
目的  了解红河蒙自地区多重耐药病人与非多重耐药病人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检

测结果的情况，指导临床上治疗多重耐药病人。 
方法  采用回顾性统计方法，以微生物室多重耐药登记本逐一统计，并结合电脑查对病人的微

生物室细菌培养结果及降钙素原的检测结果，降钙素原检测采用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

miniVIDAS 仪器进行检测。 
结果  401 例多重耐药病人与非多重耐药病人的降钙素原检测结果显示多重耐药病人降钙素原

结果偏高，两者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多重耐药病人与非多重耐药病人降钙素原检测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临床上应对多重耐药

病人加大降钙素原检测，进一步排除细菌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51 
 

我院连续 5 年细菌培养药敏耐药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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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宗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州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661100 

 
目的  为了研究本地区细菌检出情况及对抗菌素的耐药情况，给临床医生提供一些治疗感染性

疾病的帮助，对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连续 5 年的细菌培养及耐药情况作了统计    
方法  以微生物室电脑统计每一样本的细菌检出数、细菌名称、各种细菌的检出总株数及常见

细菌的耐药情况   
结果  发现检出细菌最多的前四位样本为痰（6741 株）、尿（1890 株）、全血（1640 株）、

分泌物（736 株）；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排列前四

名最多的细菌，它们均有各自的耐药情况。 
结论  不同标本有不同的细菌分离率，不同的细菌耐药情况不同，经验治疗时应考虑此类因

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52 
 

心胸神经外科常见病原菌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马立宗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州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661100 

 
目的  了解本院心胸神经外科病房常见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分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23 日心胸神经外科病房送检标

本中分离的 545 株病原菌，用 DL-96 微生物鉴定系统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545 株病原菌中，革兰阳性菌 48 株（占 8.8%），革兰阴性杆菌 497 株（占 91.2%）。

主要的常见病原菌为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奇异变形杆菌，后三种菌

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严重，且呈多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s 率占肺炎克雷伯菌的

41.3%，大肠埃希菌产 ESBLs 率占大肠埃希菌的 63.9%，耐甲氧西林的金葡菌（MRSA）检

出率为 46.7% 
结论  心胸神经外科病房常见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鲍曼

不动杆菌和奇异变形杆菌相对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药物耐药严重，应动态监测病原菌

流行株及其耐药情况，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56 
 

抗菌肽 Cathelicidin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其

临床应用价值 
 

李冬 权文强 吴军录 姚懿雯 
上海市同济医院检验科 200065 

 
目的  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血清抗菌肽 Cathelicidin 水平的变化及其在 NSCLC
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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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共收集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 NSCLC
患者标本 50 例及 50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研究，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血清中

Cathelicidin 的浓度，并比较 NSCLC 患者术前和术后血清中 Cathelicidin 的浓度变化情况；通

过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判断 Cathelicidin 浓度在 NSCLC 诊断中灵敏度和特异

度。 
结果  NSCLC 患者血清中的 Cathelicidin 浓度为（6733±771.8 ng/m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的（253±6.9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396, P<0.05）；Cathelicidin 在肺鳞癌和腺癌

患者血清中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942, P>0.05）；在 NSCLC 患者肿瘤切除后 30 天

血清 Cathelicidin 的浓度为 433.6±38.17ng/ml，明显低于术前的 6733±771.8 ng/ml，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8.512,P<0.05）。血清 Cathelicidin 检测 NSCLC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31
（95%CI=0.884~0.978），对 NSCLC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 95%和 96.3%，优于

肺癌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 19（CYFRA21-1）对 NSCLC 的诊断效能。血清 Cathelicidin≦
390 ng/ml 的 NSCLC 患者的复发率为 12.5%（4/32），而血清 Cathelicidin>390 ng/ml 的
NSCLC 患者的复发率为 44.4%（8/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22.64,P<0.05）。 
结论  血清 Cathelicidin 检测对 NSCLC 的诊断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有可能成为一项潜

在的检测指标应用于肺癌的无创诊断和病情监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60 
 

迈瑞 BC-5390 血液分析仪测定血常规和 CRP 性能评价及改

善 CRP TAT 水平评价 
 

田佳乐 权文强 戴燕 李冬 
上海市同济医院检验科 200065 

 
目的   ①对迈瑞 BC-5390 血液分析仪测定血常规及 CRP 的性能进行评估；②统计并评价使用

迈瑞 BC-5390 后，与艾瑞德干式免疫分析仪检测 CRP TAT 水平的对比。 
方法   ①收集 500 份患者的 EDTA-K2 抗凝全血：分别使用迈瑞 BC-5390 血液分析仪及

Sysmex XN-2000 血液分析仪检测血常规；分别使用迈瑞 BC-5390 及艾瑞德干式免疫分析仪

检测 CRP。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评估迈瑞 BC-5390 与 Sysmex XN-2000 血常规检测结

果以及迈瑞 BC-5390 与艾瑞德干式免疫分析仪 CRP 检测结果的相关性。②验证迈瑞 BC-
5390 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检测线性、可报告范围、正确度、参考范围、批内精密度水

平；③比对迈瑞 BC-5390 手动进样与自动进样模式检测结果；④统计 2016 年第一季度使用迈

瑞 BC-5390 检测 CRP 门（急）诊标本的 TAT 和使用艾瑞德干式免疫分析仪检测 CRP 门

（急）诊标本的 TAT 情况。 
结果  ①迈瑞 BC-5390 和 Sysmex 
XN-2000 测定血常规的检测结果相关性：WBC r2=0.9999、RBC r2=0.9996、HGB 
r2=0.9998、HCT r2=0.9965、MCV r2=0.9535、MCH r2=0.9961、MCHC r2=0.9556、PLT 
r2=0.9982；②迈瑞 BC-5390 和艾瑞德干式免疫分析仪的 CRP 结果相关性：r2=0.9574；③迈

瑞 BC-5390 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检测线性、可报告范围、正确度、参考范围、批内精密

度水平均符合实验室内相关要求；④2016 年第一季度使用迈瑞 BC-5390 检测 CRP 的 7651 份

门急诊标本的 TAT 中位数为 11 分钟，及时率（30 分钟内发送报告）为 96.78%；统计 2016
年第一季度使用艾瑞德干式免疫分析仪检测 CRP 的 26704 份门急诊标本的 TAT 中位数为 18
分钟，及时率为 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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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迈瑞 BC-5390 血液分析仪测定血常规及 CRP 的检测结果与实验室原使用的仪器检测结

果相关性高，仪器主要性能都可接受，CRP 回报时间和回报及时率均有有明显改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61 
 

抗菌肽 Cathelicidin 在结肠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吴军录 权文强 姚懿雯 张宇 李冬 
上海市同济医院检验科 200065 

 
目的  研究抗菌肽 Cathelicidin 在结肠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方法  免疫组化检测结肠癌组织中的 Cathelicidin 的表达；ELISA 法检测患者血清中

Cathelicidin 浓度；采用溴脱氧核苷尿嘧啶(BrdU)一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和软琼脂克隆

形成实验检测 Cathelicidin 对结肠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癌旁组织相比，结肠癌组织中 Cathelicidin 高表达；结肠癌患者血

清中 Cathlicidin 的浓度（1.16±0.88）μg/ml 显著高于正常人（0.19±0.07）μg/ml，且手术后，

肿瘤病人血清中的 Cathlicidin 的浓度（0.26±0.06）μg/ml 显著降低；BrdU-ELISA 法检测的结

果显示，用浓度为 0.05mg/ml-1mg/ml 的 Cathlicidin 在处理后，SW480 和 HCT116 细胞的增

殖能力明显增加；软琼脂克隆形成实验证明结肠癌细胞 HCT116 和 SW480 经 Cathelicidin 处

理前后，克隆簇的大小分别由 145.40±35.20μm、101.00±27.10μm 增加到

370.80±32.65μm、369.00±27.29μm；克隆簇的数量分别由 8.50±2.30 个、6.20±1.70 个增加

到 42.80±6.60 个、46.00±7.20 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抗菌肽 Cathlicidin 在结肠癌患者血清中高表达，可作为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标记物；

Cathlicidin 能促进结肠癌细胞的增殖，在结肠癌的进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62 
 

TetO-CRE/Kras 双阳性转基因小鼠自发肺部肿瘤模型的建立 
 

姚懿雯 吴军录 权文强 田佳乐 李冬 
上海市同济医院检验科 200065 

 
目的  构建一种利用 Tet-On 开关调控 Cre 重组酶体内低表达诱导 K-rasG12D 小鼠肺部活化的

慢性自发性肺部肿瘤模型。  
方法  首先将 TetO-Cre 转基因小鼠 与 LSL K-rasG12D 转基因小鼠杂交，获得 TetO-Cre/Kras
双阳性转基因小鼠。8 周后分别用 PBS 和 500 ug/ml DOX 喂养，观察 1.5 月龄、3 月龄，6 
月龄 TetO-Cre/Kras 双阳性转基因小鼠肺部肿瘤生长情况，计数肺表面肿瘤数并对肿瘤大小进

行评价；对肺组织固定并进行常规石蜡切片及 HE 染色，镜下观察小鼠肺部病理特征。 另一组

6 月龄 TetO-Cre/Kras 双阳性转基因小鼠被用于 DOX 回收试验，即小鼠停用 DOX 1 个月后观

察肿瘤生长情况。 
结果  获得了 TetO-Cre/Kras 双阳性转基因小鼠，该小鼠在 DOX 刺激后肺组织特异性低表达

Cre 重组酶，并诱导 K-rasG12D 在肺组织的表达，由 K-rasG12D 引起肺组织肿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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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O-Cre/Kras 双阳性转基因小鼠 1.5 月龄肺部出现轻度炎症反应，3 月龄开始肺部可见散在

腺瘤样的结节，随着月龄增加，小鼠肺腺瘤结节呈增大趋势，病理变化呈进展状态，6 月龄时

成瘤率 100%,肺表面可见肿瘤结节。6 月龄 TetO-Cre/Kras 双阳性转基因小鼠停用 DOX 1 个

月后，肿瘤结节缩小，肿瘤细胞减少。  
结论  利用 Tet-On 开关调控肺组织特异性低表达 Cre 重组酶从而定位“开启”Kras 突变转基因

小鼠肺癌的方式，建立了一种从肺部炎症反应到肺腺瘤进展时程较长的慢性自发肺部肿瘤小鼠

模型，为肺癌生长作用、分子机制以及临床应用研究提供实验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64 
 

羟基红花黄素 A 对退变软骨细胞 ColⅡ、Aggrecan、Col
Ⅰ、ColⅩ表达的影响 

 
张宇

1 李冬
1 万海英

1 郑为超
2 王拥军

3 
1.上海市同济医院检验科 

2.安徽理工大学 
3.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目的  观察羟基红花黄素 A 对炎症退变椎间盘软骨细胞 ColⅡ、Aggrecan、ColⅠ、ColⅩ表达

的影响。 
方法  原代培养 1 月龄 C57 小鼠椎间盘软骨细胞，IL-1β 诱导建立炎症退变软骨细胞模型，同

时加入药物羟基红花黄色素 A 观察检测其药效。设立正常对照组、IL-1β 炎症退变组以及药物

高、中、低浓度组，通过免疫荧光观察各组 ColⅡ、Aggrecan、ColⅠ、ColⅩ蛋白的表达；采

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其 mRNA 表达；采用 westblot 方法检测其 ColⅡ、Aggrecan、Col
Ⅰ、ColⅩ蛋白的表达；同时采用 ELISA 法检测各组细胞上清液中炎症因子 TNF-α、IL-6 的表

达。 
结果  与 IL-1β 退变组比较，羟基红花黄素 A 干预后上调退变软骨细胞 ColⅡ、Aggrecan 基因

及蛋白的表达（p<0.05），下调 ColⅠ、ColⅩ基因及蛋白表达（p<0.05）；羟基红花黄素 A
组细胞上清液中炎症因子 TNF-α、IL-6 的表达下降（p<0.01）。 
结论  羟基红花黄素 A 具有上调 ColⅡ、Aggrecan 的表达，下调 ColⅠ、ColⅩ的表达的作

用，具有降低炎症因子表达的作用。羟基红花黄素 A 可能通过以上调节发挥其延缓软骨细胞炎

症退变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66 
 

银杏提取物 EGb761 通过自噬调控延缓神经元细胞退变作用

机制 
 

张宇
1 李冬

1 柳杨
2,2 万海英

1 
1.上海市同济医院检验科 

2.德国萨尔大学神经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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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银杏提取物 EG167 对神经元细胞自噬的调控作用。 
方法  分别采用 0ug/ml，2ug/ml，5ug/ml，10ug/ml 银杏提取物 EGb761 对 SH-SY5Y 细胞作

用，westernblot 的方法检测各浓度对细胞 LC3BII，p62，磷酸化 Tau 表达的影响；Real-time 
PCR 检测自噬相关基因 LC3BII，p62，Beclin1 表达。构建人源性 ATG5 显性失活突变及野生

型质粒转染的 SH-SY5Y 细胞，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 ATG5 失活后 EGb761 对 SH-SY5Y 细胞自噬相关蛋白表达影响。 
结果  5ug/ml，10ug/ml 银杏提取物 EGb761 上调细胞 LC3BII 表达，下调 p62 及磷酸化 Tau
表达。与对照比较，ATG5 基因失活后，银杏提取物对细胞 LC3BII，p62，磷酸化 Tau 蛋白表

达影响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银杏提取物 EGb761 对 SH-SY5Y 细胞均具有自噬激活作用。且该作用可能与通过调节

ATG5 基因影响细胞内溶酶体形成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68 
 

乳腺癌患者血清 25-OH 维生素 D 水平与炎性细胞因子的关系 
 

周宏 单咏梅 李冬 
上海市同济医院检验科 200065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清 25-OH 维生素 D(25-OH-D3)与炎性细胞因子白介素-
1(interleukin1β,IL-1β)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 
白介素-8(interleukin6,IL-8)与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浓度水平及关

系。 
方法  选取 30 例乳腺癌患者为观察组，选取 30 例门诊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采用 ELISA 方法

测定血清 25-OH-D3 浓度，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 IL-1β,IL-6, IL-8，TNF-α 浓度。

观察乳腺癌患者血清中 25-OH-D3 与炎性细胞因子 IL-1β,IL-6, IL-8，TNF-α 浓度变化及相关

性。 
结果  血清 25-OH-D3 (nmol/L)乳腺癌患者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22.2+6.9vs43.2+9.0,P＜
0.05)；IL-1β,IL-6, IL-8，TNF-α 浓度乳腺癌患者高于健康对照组。分别为 IL-1β(pg/ml) (11vs
＜5)；IL-6(pg/ml) (63.2+9.5vs4.0+2.3,P＜0.05)；IL-8(pg/ml) (198+10.3vs50+7.0,P＜0.05)；
TNF-α(pg/ml) (24.2+5.8vs5.4+2.2,P＜0.05)。相关性多元回归分析显示 25-OH-D3 与炎性细胞

因子 IL-8, TNF-α 显著相关(P＜0.05)。 
结论  25-OH-D3 参与乳腺癌患者的免疫调节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70 
 

血清肿瘤标志物在小细胞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赵红峥 魏媛媛 王丽英 张金艳 崔淑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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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 CEA、NSE 和 ProGRP 与病理指标 Syn、CD56、CgA 在小细胞肺

癌诊断中的关系。 
方法  应用电化学发光技术和化学发光技术检测 48 例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标志物 CEA、NSE 
和 ProGRP 的浓度；采用 MaxVision 免疫组化技术检测 Syn、CD56、CgA；用 χ2 检验、两

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分析结果。 
结果  1、小细胞肺癌免疫组化 Syn、CD56、CgA 表达阳性率高于血清 CEA，P<0.001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免疫组化 Syn、CD56、CgA 表达阳性率与血清 NSE、ProGRP 比较，无显著性

差异。2、局限期与广泛期免疫组化指标阳性率表达无统计学意义；广泛期血清肿瘤标志物

CEA、NSE、ProGRP 浓度均高于局限期，Z 值分别为-5.760、-10.833、-12.076；P 值均为

<0.001，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NSE 和 ProGRP 在诊断 SCLC 时优于 CEA。而免疫组化 Syn、CD56、CgA 表达阳

性率与血清 NSE、ProGRP 阳性率比较却没有明显优势。2、SCLC 广泛期血清肿瘤标志物

CEA、NSE、ProGRP 浓度均高于局限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71 
 

四台血细胞分析仪间方法比对及偏差评估 
 

焦文静 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0255977 

 
目的  通过对同一实验室不同血液检测系统进行方法比对和预期偏差评估，探讨不同血液检测

系统间同种项目测定结果的可比性。 
方法  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用患者标本进行方法学比对及偏差评估”
（EP9-A）文件的要求，以贝克曼 LH750-1 为比较方法，以 LH750-2、LH750-3 及 AC.T 
5DIFF 为实验方法，分别进行比对。选择当天的患者新鲜全血标本，对白细胞、红细胞、血红

蛋白、血小板 4 个项目进行检测，每个检测项目按照浓度水平要求检测 50 例。计算两种方法

的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以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法案修正案（CLIA′88）中能力验证对检测项

目的分析质量要求的可接受范围的 1/3 为标准，在不同医学决定水平判断不同检测系统的偏

差，评价结果之间的可比性。 
结果  1 各项目方法内无离群点。方法间待测仪器 1，WBC、RBC、HB、PIT 各有一个离群

点；待评仪器 2，RBC、HB 各有一个离群点；待评仪器 3，HB 有一个离群点。均在文件允许

范围内被删除。2 各项目相关系数及直线回归方程。待测仪器 1， Y WBC=0.9866x，
YRBC=1.0030x，YHB=1.0022x ，YPLT=1.0165x；待评仪器 2，Y WBC=0.9677x，
YRBC=0.99150x，YHB=1.0003x ，YPLT=1.0087x；待评仪器 3，Y WBC=1.0014x，
YRBC=0.9887x，YHB=1.0019x ，YPLT=1.0230x。3 结果显示，所有检测项目在 Xc 处 95%
可信范围的高限小于可接受偏差的低限，相对偏差 SE%均小于 1/3CLIA’88 总允许误差，显示

待评方法的偏差均可接受，那么认为 4 个不同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有可比性。 
结论  方法学比对和偏差评估结果表明，本实验室三台待评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结果与比较仪器

LH750-1 结果具有可比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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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72 
 

胃癌研究中实时定量 PCR 实验内参基因的选择 
 

颜晰 赵连梅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本研究意在寻找胃癌研究中较为恒定和适宜作为内参的管家基因。 
方法  选取 50 例术后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胃上皮正常细胞 1 株和胃癌细胞 6 株，分别提取

组织和细胞总 RNA。qRT-PCR（real time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实时定量方法检测内参基因 GAPDH（Glyceraldehyde 3-phosphate 
dehydrogenase）、ACTB（β-actin）、RPII（RNA polymerase subunit II）和 18sRNA 在上

述两组样本中的表达量，对比四种基因表达的变化。选择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 CEA（carcino-
embryonic antigen ）作为待测目的基因，分别用上述 4 种基因作为内参，用相对定量 qRT-
PCR 的方法在上述组织和细胞中检测 CEA 的表达。使用 geNorm 软件分析最优化的内参基

因。 
结果  与癌旁组织相比，对应癌组织中 GAPDH、ACTB、RPII 的表达均发生明显表达上调

(P<0.05)，上调倍数分别约为（6.49+1.12）、（5.02+0.87）和（3.68+0.78）倍。而

18sRNA 在两种组织中未发生明显表达变化(P>0.05)。GAPDH、ACTB、RPII 和 18sRNA 在

胃正常上皮细胞和胃癌细胞中表达水平未发生明显变化。用 GAPDH、 ACTB、RPII 作为内参

基因时，CEA mRNA 上升的倍数和比率均明显减小(P<0.05)。用 18sRNA 作为内参时，CEA
在癌组织中呈明显表达上升，上升倍数为（2.87+0.56）倍，与癌旁组织相比有显著差异

（P<0.01）。 
结论  在各种组织和细胞中没有完全恒定的内参基因。18sRNA 可作为 qRT-PCR 实验检测胃

组织基因表达最适宜的内参基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74 
 

2294 例生殖异常者的染色体核型分析 
 

黄茜 曹诗茹 霍然 周荣秒 王娜 李琰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生殖异常者与染色体核型异常的关系。  
方法  收集近 4 年到河北医大四院生殖医学科就诊的 2294 例生殖异常者的外周血培养并进行

常规 G 显带核型分析及临床资料的收集。  
结果  2294 例生殖异常者中检出 221 例染色体核型异常，异常检出率为 9.63%，其中男性染

色体异常 191 例，女性染色体异常 30 例。221 例患者中性染色体数目异常 26 例，占总异常

数的 11.77%。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6 例。性染色体结构或功能异常 6 例，占总异常数的

2.71%，其中男性 3 例，女性 3 例。常染色体结构异常 33 例，占总异常数的 14.93%。其中男

性 15 例，女性 18 例。染色体多态性核型 156 例，占总异常数的 70.59%。其中男性 153 例，

女性 3 例。从患者的临床表现看，无精症 32 例，占 14.48%；36 例为少精症，占 16.29%；

反复自然流产、多次胚胎停育 80 例，占 36.20%；畸形儿妊娠或分娩 14 例，占 6.34%；原发

闭经、性腺发育不良 9 例，占 4.07%；50 例为不明原因不孕不育，占 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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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染色体核型异常与不孕不育、不良孕产史等生殖异常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生殖异

常者除了常规临床检查外，还需进行染色体核型检查，以明确其遗传学诊断，才能指导其采取

正确的辅助手段解决生育问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75 
 

塞来昔布促进 Jurkat 细胞对表柔比星的化疗敏感性 
 

马鸣 杨兴肖 王雪晓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塞来昔布对 T 细胞淋巴瘤 Jurkat 细胞株化疗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MTT 法检测表柔比星联合塞来昔布，对 Jurkat 细胞增殖活性的影响，并计算 IC50 值；

流式细胞术检测表柔比星联合塞来昔布对 Jurkat 细胞凋亡水平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塞来

昔布对 Jurkat 细胞株表达 P-gp、MRP1、LRP 及 TopoⅡ蛋白水平的影响；构建 Jurkat 细胞

株裸鼠移植瘤模型，分为模型对照组、单独塞来昔布组、单独表柔比星组及塞来昔布表柔比星

组，治疗后，引颈处死裸鼠，剥离瘤组织，检测其重量、体积、瘤组织细胞凋亡率，同时采用

RT-PCR 技术检测瘤组织表达 MDR1、MRP1、LRP 及 TopoⅡ mRNA 的水平。 
结果  表柔比星联合塞来昔布对 T 细胞淋巴瘤细胞株 Jurkat 增殖活性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同时

表柔比星的 IC50 值明显减低 (P<0.05)，Jurkat 细胞的凋亡水平也较对照组明显增加

（P<0.01）；与塞来昔布共培养的 Jurkat 细胞，其表达 TopoⅡ蛋白的水平明显增加，而表达

MDR1、MRP1、LRP 蛋白的水平均明显下降（P<0.05）；联合塞来昔布可明显增强表柔比星

对 Jurkat 瘤组织的抑制作用，并可明显下调瘤组织 MDR1、MRP1、LRP mRNA 的表达水

平，上调 TopoⅡmRNA 的表达水平。 
结论  塞来昔布可通过调控耐药相关基因的表达而增强 Jurkat 细胞化疗敏感性，因此提示该药

在 T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治疗中具有广泛前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77 
 

肺癌放、化疗后继发 RCMD-RS 一例 
 

马鸣 焦文静 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患者徐××，男性，73 岁，已婚，工人，汉族，居住于石家庄地区。患者最初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因咳嗽、咳痰、咯血来我院化疗科就诊，CT 示纵膈淋巴结肿大，左肺门增大，左肺下

叶支气管受压后变窄，经肺穿刺，细胞病理学诊断为左肺下腺癌，。2012 年 2 月 2 日因肾功

能损伤，再次入我院肾内复诊，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WBC）：4.26×109/L，血红蛋白

（Hb）：64.8g/L，血小板计数（Plt）：83×109/L 骨髓象显示：混合性贫血，粒、红两系偶

见巨幼样改变。尿蛋白：+，肾功能：SCr 212.0μmol/L，BUN 12.7 mmol/L。经治疗后，肾功

能改善（SCr 172.0μmol/L，BUN 6.1 mmol/L，尿蛋白：-），出院。2014 年 7 月 16 日，该

患者因慢性肾功能不全、心悸伴乏力再次入院，体征：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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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位、慢性病容、贫血貌、肝、脾均未触及。生化检查，SCr181.2μmol/L、BUN10.7 
mmol/L、乳酸脱氢酶（LDH）299.2U/L、a-羟丁酸（HBDH）246.0 U/L、Glu26.44 mmol/L，
C-反应蛋白（CRP)3.6mg/ml;血常规检查：WBC5.20×109/ L、中性粒细胞占 80.4%，血红蛋

白（Hb）：60.3g/L，Plt：93×109/L、血沉（ESR）45mmHg/h、网织红细胞（RET）
3.54%，血涂片镜检可见幼红细胞，中、晚幼粒细胞及畸形核粒细胞。行骨穿，骨髓象显示：

有核细胞增生明显活跃。粒系原始细胞易见占 2%，部分细胞可见核浆发育不平衡、颗粒缺

失、巨变、Pelger 样核畸形及环形核等。红系增生旺盛,以中、晚幼红细胞为主，可见副幼红

细胞（图 1）,部分细胞核呈花瓣状、巨幼样变、核间桥及核出芽等，成熟红细胞大小不等，可

见嗜碱点彩及 H-J 小体等现象。巨核细胞 85 只,可见小巨核细胞；血小板少见，可见大血小

板。铁染色：内铁 45%，外铁++，环形铁粒幼细胞：16%（图 2）。骨髓象考虑：难治性贫

血伴有多系发育异常和环形铁粒幼细胞贫血（RCMD-RS）。经血液科会诊后，确诊并转入血

液科治疗，现该病人仍在治疗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291 
 
Assessment of combined expression of B7-H3 and B7-
H4 as prognostic marker in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Chen Lujun,Xie Quanqin,Wang Zhigang,Shi Liangrong,Wu Changping,Jiang Jingti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3003 
 

Objective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stimulatory ligands of B7-family, such as 
B7-H1, B7-H3 and B7-H4,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egatively regulating the T-cell mediated 
anti-tumor immunity. In addition, it has also been illustrated that these inhibitory molecules 
are aberrantly expressed on various human cancers tissues, and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ancer progression and patients’ poor prognosis.  
Results  We have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B7-H3 and B7-H4 ligands are highly expressed in 
human esophageal cancer tissues, but here we have tried to further analyze the value of 
their combined expression on prognostic prediction for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Herein, 
we observed that the combined expression of both B7-H3 and B7-H4 could be used as a 
valuable risk factor for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P=0.003).Moreover the status of these patients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both B7-H3 and B7-
H4, wa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tumor invasion depth (P=0.0414) and 
TNM stage (P=0.0414). Further, the Cox multivariate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tumor size (P=0.007), the TNM stage (P=0.024) and the status of 
both B7-H3 and B7-H4 high expression (P=0.011), could be used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predicting patients’ postoperative prognosi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7-H3 and 
B7-H4 expression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as a prognostic marker in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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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detection of plasma miR-127-3p and HE4 
improves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breast cancer 

 
cong hui,LU Meihong,JU Shaoqing,SHEN xianjuan,WANG ,JING Xudong,YANG Rongrong,CHU Chunl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plasma miR-127-3p and 
HE4 for breast cancer (BC). 
Method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ere 102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BC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between March 2015 and 
April 2016, 87 patients with benign breast tumors, and 90 healthy volunteers as control. 
Plasma miR-127-3p was detected by SYBR Green RT-qPCR, and plasma HE4 was detected 
by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miR-127-3p alone, HE4 alone 
and combined detection of miR-127-3p and HE4 in BC women patients was evaluated by 
ROC curve analysis.  
Result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quantity (RQ) of plasma miR-127-3p and HE4 in BC 
patients was 13.561 (3.345～18.281)pmol/L and 105.42 
(40.28～156.31)pmol/L. The RQ of plasma miR-127-3p in BC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benign breast tumor patient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both P<0.001),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 breast tumor patient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lasma miR-127-
3p and HE4 levels (r2=0.086, P=0.471). ROC cur analysis on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plasma miR-127-3p and HE4 in BC diagnosis showed that the cut-off value of miR-127-3p 
and HE4 in BC diagnosis was 3.471 and 63.21pmol/L; AUC was 0.767 and 0.670; sensitivity 
was 78.2% and 64.6%; specificity was 79.1% and 69.3%; accuracy was 73.2% and 65.1%, 
respectively. Prediction probability (P) obtained from the miR-127-3p and HE4 model 
establish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P=1/ 
[1+exp(-0.142miR-127-3p-0.024HE4+2.875)]. AUC calculated from ROC was 0.825 and the 
sensitivity was increased to 87.4%.  
Conclusion  Combined detection of plasma miR-127-3p and HE4 greatly improved the 
sensitivity of BC diagnosis and may prove to be a  candidate biomarker for early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of B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2381 
 

危急值得持续改进与临床应用 
 

邱胜丰
1,2 张美娟

1,2 夏晓红
1,2 葛高霞

1,2 黎青
1,2 刘根焰

1,2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本院危急值项目的数据分析，可以更好地规范和加强危急值的管理，并为持续改

进危急值报告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12 月的危急值报告资料，计算出危急值项目发生的频率、构成比、时间

分布以及临床对危急值的处置时间。 
结果  2015 年危急值总发生率为 0.09％，从危急值项目的构成比来看，白细胞危急值的例数

最高达 38.34％，其次是血钾(21.5%)，血培养(16.84%)，血小板(14.51%)。发生危急值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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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住院患者居多，门急诊患者较少。而且危急值在春、冬季节(3~4 月以及 10~12 月)发生居

多。绝大多数临床医生在接到危急值报告后，均能迅速及时采取诊治措施。 
结论  医院应规范和加强对危急值的管理，定期对危急值进行分析，有助于危急值制度的持续

改进，帮助临床医生及时得到检验信息，迅速给予患者有效的干预措施和治疗，为病人可能挽

救患者生命，否则可能出现严重后果，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失去最佳抢救机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417 
 

多探针间期荧光原位杂交与染色体核型分析在细胞遗传学检

测中的比较 
 

左媛
1 刘晓力

2 杜庆锋
2 许娜

2 
1.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比较多探针间期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与染色体

核型分析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患者细胞遗传学异常

检出阳性率方面的差异。 
方法 对 86 例成人 ALL 患者均行八探针 FISH 分析及染色体核型分析，比较两者的细胞遗传学

异常阳性率。 
结果  八探针 FISH 系统检测到成人 ALL 患者的 MYC 易位 5 例、P16 缺失 15 例、E2A/PBX1
重排 4 例、TEL/AML1 重排 0 例、BCR/ABL 易位 18 例、MLL 重排 9 例、IGH 易位 8 例、超

二倍体 2 例，阳性率为 70.93%。染色体核型分析的成人 ALL 患者 t(9;22)16 例、多倍体 2
例、其它数目异常 8 例、染色体其它结构异常 13 例，阳性率为 45.35%。 
结论  八探针 FISH 系统检测 ALL 患者细胞遗传学异常的阳性率高于应用染色体核型分析的阳

性率。两种方法联合检测，既可互补、亦可为临床诊疗提供较为全面的检测结果，对于提高检

测效率、乃至临床诊疗效率具有实际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426 
 

SGK1 调节 Th17 细胞在哮喘中的作用 
 

庞欢
1 吴守振

2 陈葳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西安市儿童医院 

 
哮喘是一种全球性疾病，全球约有 3 亿哮喘患者且其发病率在逐年上升，但其发病机制仍不清

楚。T 淋巴细胞亚群表达的失衡及其相关的细胞因子在哮喘的发病中起关键的调节作用，而

SGK1 在炎症反应的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 SGK1 在哮喘模型中对 Th17 细胞及相关因子调控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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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磁珠分选哮喘患者外周血中 Na?ve T 淋巴细胞，qRT-PCR、Western blot 和 ELISA
检测 SGK1、IL-17 和 IL-13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培养 Th17 细胞，转染 SGK1-
siRNA，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IL-17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①SGK1 在外周血单核细胞中表达升高，而在 Th1 中变化不显著，在 Th2 和 Th17 中表

达上调； 
 ②Th17 细胞在哮喘患者外周血中比例升高，且血清中 IL-17、IL-13 水平升高，IL-17 与

SGK1 呈正相关； 
 ③检测 SGK1 对 T 细胞亚群中细胞因子表达调控，结果显示干涉 SGK1 在 Th17 淋巴细胞中

的表达，可抑制 IL-17 的分泌。 
结论  通过哮喘患者临床标本的研究，发现 SGK1 可以通过促进 IL-17 的分泌，调控 T 淋巴细

胞亚群（Th2 和 Th17）表达。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459 
 

抗因子 Xa 活性及 APTT 测定在深静脉血栓低分子肝素治疗患

者中的应用评估 
 

潘玉卿 陈正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通过测定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低分子肝素（Low-molecular-weight 
heparin,LMWH）治疗的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和抗 Xa 因子活性,分析评估两者对监测低

分子肝素治疗深静脉血栓患者经验使用剂量的效果和安全性，并对比两者在 DVT 患者应用低

分子肝素治疗时的监测效果。  
方法  选择规律使用 LMWH 的深静脉血栓患者 56 例，分别检测患者用药前及经皮下注射低分

子肝素后 3-4h 后的 APTT 和抗因子 Xa 活性，同时分析两者的相关性。  
结果  APTT 在低分子肝素用药前为 41.1±8.1s，用药后为 45.5±7.3s；Anti-Xa 在低分子肝素用

药前为 0.03±0.02IU/ml，用药后为 0.52±0.07IU/ml；APTT 与 Anti-Xa 用药后都较用药前升

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PTT:t=-12.199,p<0.05；Anti-Xa:t= 46.494 ,p<0.05）。APTT 监

测与 Anti-Xa 监测的结果相比较，Anti-Xa 法落在目标剂量范围内（APTT 为 1.5-2.5 倍正常参

考值上限，约 64.5-107.5s；Anti-Xa 为 0.5-1.0IU/ml）的比例更高。两者的监测可能出现 3 种

情况：（1）APTT 延长而抗 Xa 活性监测提示低分子肝素在安全治疗范围内时，APTT 不能用

于提示药物过量及出血风险的增加，而仅能使用抗 Xa 活性进行低分子肝素的监测。如果依据

APTT 监测结果而降低用药剂量会使病人超过有效治疗范围；（2）APTT 检测提示未达到抗凝

治疗剂量，而抗 Xa 活性检测提示已在安全治疗剂量范围内。依据 APTT 监测结果增加用药剂

量也会使病人超过有效治疗范围；(3)APTT 检测与抗 Xa 活性检测都达到安全治疗剂量，两者

均具有检测意义。  
结论  深静脉血栓患者使用 LMWH 抗凝时，通过 Anti-Xa 活性调整用药剂量比使用 APTT 更有

利于临床对患者低分子肝素效果的监测。临床上经验性使用低分子肝素后 Anti-Xa 活性基本在

安全范围内，证明临床的经验性用药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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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467 
 
MicroRNA-155 in exosomes secreted from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macrophages immunomodulates 
inflammatory response 

 
Wang Jianjun,Wu Jianhong,Yao Yonglia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Kunsh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Jiangsu University 
215300 

 
Exosomes containing microRNA-155 act as molecule carriers during immune cell-cell 
communication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H.pylori infection 
macrophages. Previous reports have found that miR-155 was over-expressed in H. pylori 
infection 
macrophages, but the significance of which is still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impact of miR-155 loaded in exosomes derived from macrophages to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H. pylori infection macrophages and possible mechanisms. We found that miR-
155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cluding TNF-a,IL-6, IL-23, but also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CD40, CD63, CD81, and MCH-Ⅰ. 
Meanwhile, inflammatory signal pathways proteins, such as MyD88, NF-κB in H. pylori 
infection macrophages were down-regulated due to the over-expression of miR-155. 
Experiments in vitro or in vivo revealed that miR-155 promoted macrophages to inhibit or kill 
H. pylori by regulating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cells to prevent the gastritis caused by H. 
pylori infection.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iR-155 contained in 
exosomes in inflammatory responses of H. pylori infection macrophag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468 
 

MicroR-21 在胃癌患者血清中的异常表达及临床意义 
 

朱蔚
1 吴建红

2 
1.昆山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2.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检验科 
 

目的  探讨胃癌患者血清中 miR-21 异常表达情况及其与传统检查指标灵敏度性分析。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与 Real-time PCR 方法分别检测 90 例胃癌患者、90 例健康人血清中

CA125、CA199 与 miR-21 表达的水平。 
结果  CA125、CA199 在部分胃癌患者血清中表达显著提高，而 miR-21 在胃癌患者中均表达

增强且与传统检查方法相比检出率更高。 
结论  采用 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血清中 miR-21 的表达敏感可靠，且血清 miR-21 作为新的

生物学指标对于胃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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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498 
 

TSH 水平检测在孕期筛查中的价值 
 

温碧艳 
石嘴山市妇幼保健院 753000 

 
目的  探讨 TSH（促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在孕期筛查中的临床意义。方法：2014 年 5 月-
2015 年 10 月间的 900 例孕产妇，按照 TSH 检测水平分为两组：TSH 水平正常者 655 例纳入

对照组，TSH 水平异常者 245 例纳入观察组，回顾性分析两组孕产妇的临床资料，主要包括

TSH 水平、妊娠结局等。结果：两组孕产妇在 TSH 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其妊娠结局（流产、

早产、新生儿死亡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TSH 在孕期筛查中有着非常

重要的价值，对于保护母儿健康、改善妊娠结局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指导意义。  
方法   采取资料分析法，回顾性分析两组孕产妇的临床资料，主要包括 TSH 水平、妊娠结局

等。TSH 水平的检测方法是：采集孕妇静脉血 3~5 ml 并用离心机分离出血清，使用全自动化

学发光仪加配套试剂进行微粒子化学发光法[3]，对血清样本 TSH 水平进行检测。 
结果  两组孕产妇在 TSH 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其妊娠结局（流产、早产、新生儿死亡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TSH 在孕期筛查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于保护母儿健康、改善妊娠结局具有十分重

要的参考指导意义两组孕产妇在 TSH 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其妊娠结局（流产、早产、新生儿

死亡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见表 2。 
讨论  促甲状腺激素（TSH）对机体具有重要生理学意义。对于妊娠女性，TSH 是胎儿正常生

长发育所需必要条件。然而甲状腺功能异常在育龄妇女中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4]，它可能引起

多种妊娠并发症，常见的有妊娠期临床甲亢/甲减，妊娠期亚临床甲亢/甲减等等，若未进行及

时正确的诊治，将对孕妇、胎儿都产生很多不良影响，如充血性心力衰竭、胎盘早剥、流产、

早产、死胎、胎儿生长发育滞后等等，本研究中，观察组 245 例孕妇中，发生流产 29 例（占

11.8%）、早产 17 例（占 6.9）、新生儿死亡 3 例（占 1.2%）妊娠结局明显比对照组差

（P<0.01）。妊娠期甲状腺疾病还可严重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造成神经系统、智力发育

受损，后代出现不可逆性的智力障碍，因此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进行及早的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518 
 

姜黄素抑制 LPS 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S)的相关炎

症反应 
 

黄锋 姚永良 吴建红 浦雄勇 俞黎娅 胡氏月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 215300 

 
目的  探讨姜黄素是否能够抑制脂多糖(LPS)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的炎症反

应，并确定可能的相关信号途径。  
方法  根据需要将 DMEM 培养液（含 10%胎牛血清，100 U/ml 青霉素和 100 U/ml 链霉素）培

养的 HUVEC 细胞与不同浓度的姜黄素（5、10 或 30 μmol/L）预先孵育 1 h，然后加入 LPS
（1 μg/mL）处理细胞 2 h，按 Trizol 说明书提取细胞总 RNA，实时定量 PCR（RT-PCR）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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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细胞 TLR4 mRNA、TNF-α 和 MCP-1 mRNA 水平；加入预冷的细胞裂解液 50 μL，收集蛋

白，ELISA 方法检测细胞 TNF-α、MCP-1 的表达水平；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细胞 TLR4、
NF-κB 抑制蛋白 IκBα、MAPKs （p38MAPK、 ERK1/2 及 JNK1/2）及磷酸化 MAPKs（p-
p38MAPK、 p-ERK1/2 及 p-JNK1/2）、NF-κB p65 及磷酸化-NF-κB p65 的表达情况。  
结果  经 LPS 诱导的 HUVEC 细胞 TNF-α、MCP-1 和 TLR4 的表达显著增加，细胞内 NF-κB 
p65 和 MAPKs（p38MAPK、 ERK1/2 及 JNK1/2）的磷酸化增强，NF-κB 抑制蛋白 IκBα 表达

水平下降，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vs Control）。LPS 诱导的

HUVEC 细胞经姜黄素预处理后，TNF-α、MCP-1 和 TLR4 在转录和翻译水平的表达下调，结

果表明 TLR4 也可能涉及姜黄素抑制 LPS 诱导 HUVEC 的炎症。并且姜黄素能以浓度依赖性

方式有效地抑制 TNF-α 和 MCP-1 的过表达，同时 IκBα 蛋白的降解和 NF-κB p65 的磷酸化降

低， MAPKs（p38MAPK、 ERK1/2 及 JNK1/2）的磷酸化水平也减弱。  
结论  总之，我们的结果表明姜黄素能够抑制 LPS 诱导 HUVEC 细胞 TNF-α 和 MCP-1 的表

达；姜黄素抑制炎症反应的能力，可能部分是基于抑制 TLR4 的活化、抑制 ERK1/2、p38 
MAPKs、JNK1/2 和 NF-κB 的磷酸化。因此，本研究为用姜黄素作为治疗剂以治疗慢性炎症性

疾病提供了有益的实验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2528 
 

Glycine Decarboxylase Expression Increased in p53-
Mutated B Cell Lymphoma Mice 

 
Li Xiangdong 

Shand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Qianfoshan hospital 250014 
 

Objective  p53 gene mut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human tumors, and are among the most 
common geneticabnormalitie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53 mutations and 
glycine decarboxylase (GLDC)expression in B cell lymphoma, we established B cell 
lymphoma animal models to study GLDC expression inB cell lymphoma mice. 
Methods  Basedon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 BALB/c nude mice were divided 
into a p53 protein-positive group and a p53 protein-negative group. GLDC mRNA expression 
was determined by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and GLDC protein expression 
was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We designed a GLDC-specific interference fragment 
siRNA-transfected human B 
cell lymphoma cell line (Raji) to establish a B cell lymphoma animal model.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both GLDC mRNA and proteinexpressionincreased in the B 
cell lymphoma tissueof the p53 protein-positive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p53 protein-
negative group. The proliferation ability of GLDC siRNA-transfected cell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negative-control siRNA group and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p < 0.05), which showed that the GLDC gene can promote cell 
proliferation in p53-mutated B cell lymphoma.  
Conclusion  These studies support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p53 mutations and 
GLDC expression in B cell lymphoma. GLDC can induce dramatic changes in glycolysis and 
glycine/serine metabolism,leading to changes in pyrimidine metabolism and tumor 
developmen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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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534 
 

TSH 水平检测在孕期中的价值 
 

温碧艳 
石嘴山市妇幼保健院 753000 

 
目的  探讨 TSH（促甲状腺激素）水平检测在孕期筛查中的临床意义。方法：2014 年 5 月-
2015 年 10 月间的 900 例孕产妇，按照 TSH 检测水平分为两组：TSH 水平正常者 655 例纳入

对照组，TSH 水平异常者 245 例纳入观察组，回顾性分析两组孕产妇的临床资料，主要包括

TSH 水平、妊娠结局等。结果：两组孕产妇在 TSH 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其妊娠结局（流产、

早产、新生儿死亡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TSH 在孕期筛查中有着非常

重要的价值，对于保护母儿健康、改善妊娠结局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指导意义. 
方法  采取资料分析法，回顾性分析两组孕产妇的临床资料，主要包括 TSH 水平、妊娠结局

等。TSH 水平的检测方法是：采集孕妇静脉血 3~5 ml 并用离心机分离出血清，使用全自动化

学发光仪加配套试剂进行微粒子化学发光法[3]，对血清样本 TSH 水平进行检测.统计学方

法:  使用的分析软件是 SPSS17.0 版本，用(±s)来表示计量资料，用百分率(%)来表示计数资

料，两组比较分析后以 P<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孕产妇在 TSH 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其妊娠结局（流产、早产、新生儿死亡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见表 2. 
讨论  促甲状腺激素（TSH）对机体具有重要生理学意义。对于妊娠女性，TSH 是胎儿正常生

长发育所需必要条件。然而甲状腺功能异常在育龄妇女中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4]，它可能引起

多种妊娠并发症，常见的有妊娠期临床甲亢/甲减，妊娠期亚临床甲亢/甲减等等，若未进行及

时正确的诊治，将对孕妇、胎儿都产生很多不良影响，如充血性心力衰竭、胎盘早剥、流产、

早产、死胎、胎儿生长发育滞后等等，本研究中，观察组 245 例孕妇中，发生流产 29 例（占

11.8%）、早产 17 例（占 6.9）、新生儿死亡 3 例（占 1.2%）妊娠结局明显比对照组差

（P<0.01）。妊娠期甲状腺疾病还可严重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造成神经系统、智力发育

受损，后代出现不可逆性的智力障碍，因此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进行及早的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575 
 

IL-33 促进体外培养的人 CD8+T 淋巴细胞分泌 γ 干扰素 
 

李晓晨
1 吕全省

2 马静姝
2 朱一蓓

2 
1.苏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苏大附二院高新区医院） 

2.苏州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 
 

目的  白细胞介素 33（IL-33）是由 Schmitz 等人用计算机分析比较 IL-1 家族序列时，发现并

证实的一个 IL-1 家族新成员。孤儿受体 ST2（IL-1R-like-1）是 IL-33 的功能性受体。ST2 选

择性地表达在巨噬细胞、肥大细胞和 Th2 型细胞表面。最近研究发现，ST2 也表达于 Th1 细

胞，IL-33 可以通过其受体 ST2 促进小鼠 Th1 型免疫应答并且可以影响淋巴细胞的功能，但

IL-33 对体外培养的人 CD8+T 淋巴细胞的作用尚不明了，IFN-γ 是 CD8+T 细胞发挥抗肿瘤效

应的标志性分子，本研究主要探讨人白细胞介素 33（rIL-33）是否促进体外培养的人 CD8+T
淋巴细胞分泌细胞因子 γ 干扰素，进而增强其效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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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集健康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进而经免疫磁珠分选 CD8+T 淋巴细胞，体

外经 CD3 单克隆抗体（mAb）/CD28 mAb、CD3mAb/CD28 mAb/IL-12、CD3 mAb/CD28 
mAb/IL-33、CD3 mAb/ CD28 mAb/IL-12/IL-33 四种细胞因子组合刺激培养 CD8+T 淋巴细

胞，于 24h、72h 收集细胞。经免疫荧光标记及流式细胞术检测 CD8+T 淋巴细胞纯度、ST2
以及细胞内 γ 干扰素（IFN-γ）的表达；经 realtimePCR（qRT-PCR）检测各组细胞 ST2 
mRNA 及 IFN-γ mRNA 的表达；运用 Cytometric Bead Array（CBA）试剂盒，流式细胞术检

测细胞培养上清中 IFN-γ 的表达。 
结果 人 CD8+T 淋巴细胞在 mRNA 和蛋白水平表达 IL-33 的受体 ST2；体外经不同组合细胞

因子刺激的 CD8+T 淋巴细胞，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无明显差异；IL-12 上调 IL-33 的受体

ST2 在人 CD8+T 淋巴细胞的表达，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L-33 促进人

CD8+T 淋巴细胞 γ 干扰素的表达和分泌，与 IL-12 联合组上调 γ 干扰素表达更加显著，组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L-33 可以直接作用于人 CD8+T 淋巴细胞，促进体外培养的人 CD8+T 淋巴细胞活化和分

泌 γ 干扰素。IL-33 是否通过增强 CD8+T 细胞功能进而促进适应性抗肿瘤免疫应答，需进一步

通过体外杀伤实验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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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593 
 

布鲁菌感染的实验室诊断 
 

陈丽 柴树红 员静 唐丽红 
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558 号友谊医院检验科 830049 

 
摘要  布鲁菌是导致布鲁菌病的病原菌，是一种人畜共患性疾病病原菌，人类感染布鲁菌主要

由感染布鲁菌的羊、牛、猪、马、骆驼等家畜传染而来。感染布鲁菌病的危险因素有操作处理

感染动物、食用被布鲁菌感染的食品如病畜肉、奶及奶制品和在实验室内操作布鲁菌培养物

等。布鲁菌为细胞内寄生菌，能引起人和多种动物的急性和慢性的感染，临床表现为反复发

热、全身乏力，关节痛可逐渐转为慢性，侵袭骨骼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呼吸道、胃肠道、心

血管系统及皮肤。实验室获得性布鲁菌病也是实验室感染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所以实验室人员

要做好个人防护，标本处理应在生物安全 2 级以上水平实验室中处理，并在生物安全柜内进

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598 
 

三种方法检测低水平乙肝表面抗原的比较 
 

秦庆 
解放军第 210 医院 116021 

 
目的  乙肝是我国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及时正确地诊断乙肝患者和准确判断是否为乙肝

携带者，对有效防止 HBV 传播十分重要。乙肝表面抗原（HBsAg）是乙肝病毒感染后最早出

现的血清标志物之一，应用免疫技术和方法测定 HBsAg 是诊断乙肝病毒感染的重要手段。不

同人群血清 HBsAg 浓度相差很大，低水平血清 HBsAg（HBsAg 的浓度小于 5ng/mL）人群不

容忽视，对低水平存在的血清 HBsAg 进行有效检测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和临床价值。本

文比较三种方法检测低水平乙肝表面抗原的结果。 
方法  用 ELISA，CLEIA，ECLIA 三种方法检测质控品及血标本中的 HBsAg 浓度。ELISA 法
以康彻斯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质控品加强质量控制，CLEIA 和 ECLIA 法以美国伯乐的质控

品加强质量控制。 
结果  ELISA 法检测低水平 HBsAg 的 150 份标本中 112 份呈弱阳性，38 份呈阴性。用 CLISA
法对这 112 份呈弱阳性反应的标本进行检测，100 例阳性，12 例阴性，假阳性率 10.71%；用

ECLIA 法检测 85 例阳性，27 例阴性，假阳性率 24.11%；ELISA 法检测的 38 份 HBsAg 呈阴

性反应的标本经 CLISA 法检测 5 例阳性，33 例阴性，假阴性率 13.16%；用 ECLIA 法检测 12
例阳性，26 例阴性，假阴性率 31.58%。ELISA 法与 CLEIA 法检测总符合率为 88.67%，

ELISA 法与 ECLIA 法检测总符合率为 74.00%。三种方法对于低水平 HBsAg 敏感度为 ELISA
＞CLEIA＞ECLIA，但特异度 ELISA＜CLEIA＜ECLIA。 
结论  ELISA 法和 CLEIA 法由于检测原理、影响因素较多等原因，使其特异性不同程度受到影

响，导致出现 HBsAg 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ECLIA 法具有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精密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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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少、线性范围宽、测试结果稳定、检测快速等特点，因此能达到早期发现、动态监测

的目的。但 ECLIA 法检测成本较高，而 ELISA 法、CLEIA 法操作简便，成本较低，尤其是

在 HBsAg 高浓度情况下的检测灵敏度、特异性都很好，适宜于普通患者的乙肝病毒感染情况

筛查及确诊乙肝患者的临床检查。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如遇到用 ELISA 法、CLEIA 法

HBsAg 弱阳性；或 HBsAg 虽是阴性，但 eAb(+)cAb(+)或 cAb(+)时，有必要用 ECLIA 法做进

一步的 HBsAg 定量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603 
 

探讨 ELISA 法测乙肝的误差原因 
 

邱胜丰
1,2 陈颖

1,2 董宁
1,2 王敏

1,2 蔡针针
1,2 成祥君

1,2 马亮
1,2 张晓洁

1,2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ELISA 法检测乙肝出现的误差原因，以便引起各实验室的重视。 
方法  从本院 661 例乙肝两对半检测者中留取用 ELISA 法检测出的位于临界值附近的 63 例抗-
HBs 阳性者，39 例抗-HBe 阳性者及 51 例抗-HBc 阳性者，分别作为第一次阳性例数。然后再

次用 ELISA 法分别检测它们的抗-HBs、抗-HBe 和抗-HBc 结果，作为第二次的分析结果，最

后比较两次检测结果阳性的符合率。  
结果  ELISA 法检测乙肝对位于临界值附近的同一样本检测两次的符合率分别为抗-HBs 
58.73%、抗-HBe46.15%和抗-HBc64.7%。 
结论  用 ELISA 法检测乙肝对位于临界值附近的同一样本第 2、4、5 项阴阳性结果符合率低，

结果差异性比较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606 
 

流式细胞术用于外周血白细胞分类的临床评价 
 

郭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应用 CytoDiff 组合试剂进行外周血白细胞分类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间血液科门诊和病房患者 EDTA-K2 抗凝标本 976 例。

以自动化数字图像分析系统结合人工审核作为本次实验参考方法。标本按血细胞分析、流式细

胞术、参考方法的流程逐步检测。 
结果  对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及未成熟粒细胞

的相关性，血细胞分析仪与参考方法的相关系数为 0.902、0.750、0.436、0.860、0.758、
0.678。流式细胞术与参考方法的相关系数为 0.938、0.893、0.871、0.962、0.833、0.786，
两者原始细胞相关系数 0.950。未成熟粒细胞以检出 1%作为临界值，流式细胞术在 cut-off 值
为 1.065%处取得最大 ROC 曲线下面积 0.914，灵敏度 84.7%，特异度 90.5%。原始细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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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临界值，流式细胞术在 cut-off 值为 0.865%处取得最大 ROC 曲线下面积 0.989，灵敏

度 95.8%，特异度 98.3%。为比较流式细胞术对原始细胞的检出效率，将标本按原始细胞比

例分为四组（＜1%、1-5%、5-10%和≥10%）。其中参考方法检出原始细胞 211 例，流式细

胞术检出原始细胞 204 例。7 例标本结果不一致，其中第二组 6 例，第四组 1 例，经确认确实

存在原始细胞 209 例，通过流式细胞术检出 204 例，灵敏度 97.6%。参考方法未检出原始细

胞 765 例，流式细胞结果与之相符的 729 例，不符的 36 例，假阳性率 4.7%。 
结论  流式细胞术用于白细胞分类高速便捷，与参考方法在白细胞五分类及原始细胞检测方面

相关性较好，并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可基本满足临床检测的需求。形态学检验与流式

细胞术之间的互补有助于提高异常细胞检出与分类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615 
 

我国北方高寒地区人群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现状分析 
 

张艳玲 陈晓慧 
满洲里市第一医院 021400 

 
目的  通过检测血清维生素 D 的水平了解分析我国北方高寒地区人体维生素 D 的储备现状。 
方法  收集来我院检测维生素 D 的各类患者标本共 248 例，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血清维生素 D
的检测。 
结果  健康体检人群维生素 D 缺乏最为严重，尤其是男性，均为维生素 D 缺乏状态，女性

93.8%也属于维生素 D 缺乏状态；孕妇维生素 D 缺乏状态占 90.8%，不足占 5.7%，充足占

3.5%，与健康体检人群有显著性差异；儿童组维生素 D 检测结果：维生素 D 缺乏状态占

42.4%，不足和充足状态均为 28.8%，明显好于孕妇人群和健康体检人群。 
结论  我国北方高寒地区普遍存在维生素 D 的缺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630 
 

2 型糖尿病肾病与血清胆红素水平相关性的研究 
 

王娜 佟凤芝 陈莹洁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116021 

 
目的  探讨血清胆红素水平与 2 型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我院收治的 13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的临床资

料，根据检测结果分为 DKD 组和非 DKD 组，比较两组之间血清胆红素水平的差异。 
结果  两组之间在性别、年龄、病程、BMI 指数和血压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生化指标方面，两

组在高密度脂蛋白（HDL-C）水平无显著性差异，在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
C）、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水平有显著性差异。Logistic 分析结

果表明总胆红素是 DKD 的保护因素，HbA1c 是 DKD 的危险因素。 
结论  体内总胆红素水平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可以作为指标在临床诊治过程中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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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687 
 

液基细胞学结合免疫细胞化学对胸腔积液中转移性肺腺癌细

胞的诊断价值 
 

朱立强
1 薛秋婷

2 
1.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2.无锡解放军第 101 医院 
 

目的 探讨液基细胞学结合免疫细胞化学对疑难肺腺癌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 BD TriPath 液基细胞制片染色仪，对临床初次送检的 31 例胸腔积液进行制片 5
张，1 张巴氏染色用于细胞学诊断，其余 4 张行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分别检测癌胚抗原

（CEA）、甲状腺转录因子 1（TTF-1）、间皮细胞抗原（MC）、钙结合蛋白（CR）的表

达。 
结果 31 例胸腔积液经临床及组织学检查证实 24 例为肺腺癌转移引起的积液，7 例为良性病变

引起的积液。液基细胞学可明确诊断腺癌 15 例、阴性 6 例，10 例未能明确，需要鉴别腺癌及

非典型间皮细胞。31 例胸腔积液经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显示，CEA、TTF-1 鉴别腺癌细胞的灵

敏度分别为 79.2%、66.7%，特异度为 96.8%、100%；MC、CR 鉴别间皮细胞的灵敏度分别

为 93.5%、100%，特异度为 95.8%、83.3%。两组抗体在腺癌细胞及间皮细胞者的表达差异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液基细胞学结合免疫细胞化学可明确诊断腺癌细胞 21 例、阴性

6 例，4 例未能明确诊断，两者相结合使阳性检出率显著提高(P<0.05)。 
结论 液基细胞学与免疫细胞化学技术相结合在疑难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有重要临床意义。

CEA、TTF-1、MC、CR 联合应用可有效辅助细胞学鉴别肺腺癌细胞及间皮细胞，值得推广应

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2691 
 

急诊血细胞分析 TAT 时间分析 
 

冯萍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比较不同时间段、不同季度的检验结果报告时间（TAT）符合率，分析 TAT 延长的原

因，寻找解决措施，提高效率，为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效率提供依据。 
方法  利用东软实验室信息系统（LIS），获得 2012 年至 2014 年各季度急诊血细胞分析标本

的标本信息。所收集标本信息主要包括：标本接收时间、标本报告时间、耗时等。 
结果  统计出了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季度的血细胞分析的 TAT 超时比率以及超时情况，得出下述

结果：1.2013 年与 2014 年标本数与 2012 年相比较显著增加，且不符合率也明显增高，但

2014 年低于 2013 年度。2.不同时间段，标本数最高的是 18:00-20:59 时间段，为 2307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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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率最高的是 9:00-11:59 时间段，达到 11.75%。3.按季度统计，标本数最高的是第三季

度，共 27738 个，不符合率最高的为第三季度，达到 8.46%。4.在所有超时标本中，超时半

小时之内的标本最多，共计 6373 个，占 91.96%。而导致不符合的原因主要是标本复查。 
结论  通过分析 3 年数据，查找出相应的原因，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明确

急诊指征、人员培训、优化工作流程、更新仪器配置等，降低了 TAT 延迟率,提高了检验服务

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695 
 

Nucleostemin mRNA 表达检测对恶性葡萄胎的诊断意义 
 

陈国千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恶性葡萄胎又称恶性滋养细胞瘤，是一种异常的人类妊娠，以绒毛间质癌变或胚胎发育异常并

向子宫内膜浸润为特征，转移率较高。有报道显示，恶性葡萄胎与多种癌基因相关。

Nucleostemin（NS）基因又称核干细胞因子基因，广泛存在于多种干细胞、变异细胞及肿瘤

细胞中，对细胞的增殖起着重要作用，NS 基因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相关。但恶性葡萄胎

的发生是否与该基因的表达有关，未见有相关研究。 
目的  探讨 Nucleostemin 基因（NS mRNA）表达检测对恶性葡萄胎的诊断意义。   
方法 研究对象分为四组，A 组为正常足月产孕妇，100 例，采集羊水脱落细胞；B 组为药物流

产孕妇，100 例，排除其他疾病，采集流产的胚胎绒毛组织；C 组为良性葡萄胎患者，20
例，采集葡萄胎组织和羊水脱落细胞；D 组为恶性葡萄胎患者，19 例，采集葡萄胎组织和羊

水脱落细胞。采用 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四组标本中 Nucleostemin mRN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羊水脱落细胞和胚胎组织中 Nucleostemin mRNA 表达水平和阳性率以 D 组最高，C 组

次之。在羊水脱落细胞和胚胎组织中检测 Nucleostemin mRNA，对于诊断恶性葡萄胎，敏感

性、特异性和准确度均较好。   
结论  Nucleostemin 基因高表达可能在葡萄胎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用，羊水脱落细胞和胚胎组

织中 Nucleostemin mRNA 的检测有望成为恶性葡萄胎诊断的辅助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01 
 

2014~2015 年江苏省妇幼保健院病原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

析 
 

张晓洁 张美娟 成祥君 葛高霞 蔡针针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了解我院近两年来病原菌的临床分布及其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选择抗生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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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 BD 公司的 PhoenixTM 100 全自动细菌鉴定仪，对 2014～2015 年江苏省妇幼保健

院临床分离的细菌进行鉴定，采用 MIC 法进行药敏试验，对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性进行分

析。 
结果  2 年中共培养 3618 份标本，分离出病原菌 420 株，总阳性率为 11.61%。主要分离自分

泌物（29.52%)、痰液（28.10%）和血液（17.14%)。其中革兰阳性球菌占 29.52%，革兰阴

性杆菌占 38.10%，真菌占 32.38%。分离率位于前五的分别是：白假丝酵母菌、大肠埃希

菌、表皮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科室分布以儿科（47.14%）为主，其

次为综合内科（20.00%），妇科（19.52%），综合外科（7.14%）和产科（6.19%）。2 年

来细菌的总体耐药率呈上升趋势，尤以青霉素、红霉素和头孢唑啉最为明显。其中表皮葡萄球

菌占 10%，其对青霉素的耐药率达 100%，对红霉素、头孢西丁和头孢唑林耐药率均大于

80%，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6.19%，其对青霉素的耐药率也超过了 80%，对头孢西丁、头孢唑

林和头孢噻肟的耐药率也较高，大肠埃希菌占 18.1%，其对阿莫西林/棒酸、头孢唑啉和复方

新诺明的耐药率均较高，分别为 78.95%、71.05%和 63.16%。肺炎克雷伯菌占 6.19%，其对

阿莫西林/棒酸、头孢唑啉和头孢呋辛的耐药率均较高，分别为 92.31%%、61.54%和

61.54%。 
结论  随着各种抗生素的普遍使用，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逐年上升。需加强临床抗菌药物

耐药性监测，定期统计分析各科和全院的阳性菌分布和耐药性，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完善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预警机制，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控制耐药菌株的流行及医院感

染，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临床医生应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结果调整用药，选择合适抗菌药，减

少甚至避免广谱抗菌药的使用，对于高级抗生素则需酌情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07 
 

循环 microRNA-133 诊断 AMI 的 Meta 分析 
 

张高明 
沭阳县人民医院 223600 

 
目的  评价循环 microRNA-133(miR-133)对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
的诊断价值。 
方法 研究文献。公开出版的,以 AMI 为观察组同时分析 miR-133 含量的文章。检索方式由张建

华和张高明同志单独进行，并各自制文献定纳入与排除标准。被检索的数据库包括

PubMed 、EMBASE、MEDLINE、Cochrane 图书馆心脏专业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语言包括中文和英文， 中文

关键词：（1）miR-133，microRNA-133;（2）心肌梗死。 英文关键词：miR-133，
microRNA-133   (2)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myocardial infarction。检索年度时间段：

2010 年 1 月-2015 年 5 月。文献的纳入标准：①以 AMI 患者作为观察组的的文献；②以非

AMI 原因胸痛患者作为对照组的文献；③可以从文章中计算出 miR-133 在 AMI 诊断性能中相

应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文献的排除标准：①文章为 2015 年 6 月之后发表的；②没有对 miR-
133 含量检测的；③没有对 miR-133 诊断 AMI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的；④单纯以健康人群作对

照组的；④二次发表的。由张建华和张高明分别单独进行被纳入入的文献进行评价，当两人意

见不同时，则由第侯文权独立给出最终评价结果。若对文献内容不清，通过电子邮件向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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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相关资料。对未获得回应的以不确定处理，将按 QUADAS 标准给分。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

分析，应用 meta-disc1.4 软件进行 miR-133 诊断 AMI 性能分析。计算观察组数、对照组数、

敏感度和特异度。此次 meta 分析纳入文献数为 5，因此本次 meta 分析不做漏斗图相关分

析。 
结果  本次 meta 分析共纳入 5 项研究，其中国人研究 4 项，SCI 文献 4 项。miR-133 诊断

AMI 总体诊断敏感度为 0.81（95%CI 为 0.76～0.86）；总体诊断特异度为 0.87（95%CI 为
0.82～0.90）；总体诊断阳性似然比为 5.84（95%CI 为 3.43～9.94）；总体诊断阴性似然比

为 0.17（95%CI 为 0.08～0.34）；总体诊断优势比为 46.81（95%CI 为 14.61～150.02）。 
结论 miR-133 可作为心肌梗死的新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16 
 

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目标性监测分析 
 

韩东升 韩崇旭 刘红梅 朱小平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了解本院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的临床分布和耐药特征，指导临床用药、科

学控制感染。 
方法 通过临床标本分离、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12 月本院住院患

者获得 CR-AB 感染的情况。 
结果 全年共发现鲍曼不动杆菌 721 株，其中 CR-AB 占 32.04%(231 株)，分离比例呈逐季度

降低趋势。60.61%(140 株)的 CR-AB 来自于痰标本。ICU 病房(43.72%，101/231)、神经外

科(16.01%，37/231)及烧伤整形科(9.52%，22/231)为感染发生的重点科室。CR-AB 对多数抗

菌药物的耐药率超过 50%，但尚未发现耐多粘菌素的菌株。 
结论 CR-AB 耐药性较为严重，医院通过主动加强重点科室重点管理及科学防控举措的实施能

够有效较低感染事件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17 
 
The Pandemic Clone of V. parahaemolyticus Occurring 

around the World 
 

Han Dongsheng,Han Chongxu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Objective  Pandemic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s an emerging public health concern as it has 
caused numerous gastroenteritis outbreaks worldwide. Currently, the absence of a global 
overview of the phenotypic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pandemic strains restricts our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se strains, especially for environmental strains. We aim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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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 a global picture of the sero-prevalence and genetic diversity of pandemic V. 
parahaemolyticus in this study.     
Methods  We collected data on pandemic strainsmainly from the pubMLST database 
(http://pubmlst.org/vparahaemolyticus) and previous studies. Through MLST phylogenetic 
analysis, we determin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the pandemic clone to provide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icroevolution of pandemic strains.  
Results  After a thorough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pandemic isolates represented 49 
serotypes, which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22 countries across four continents (Asia, Europe, 
America and Africa). All of these serotypes were detected in clinical isolates but only nine in 
environmental isolates. O3:K6 was the most widely disseminated serotype, followed by 
O3:KUT, while the others we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certain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abundant pandemic serotypes were China (26 serotypes), India (24 serotypes), 
Thailand (15 serotypes) and Vietnam (10 serotypes). Based on MLST analysis, fourteen 
sequence types (STs) were identified among the pandemic strains, nine of which fell within 
clonal complex (CC) 3. ST3 and ST305 were the only two STs that have been reported in 
environmental pandemic strains. Pandemic ST3 has caused a wide range of infections in as 
many as sixteen countries. Substantial serotypic diversity was mainly observed among 
isolates within pandemic ST3, including as many as 12 combinations of O/K serotypes. At 
the allele level, the dtdS and pntA, two loci that perfectly conserved in CC3, displayed a 
degree of polymorphism in some pandemic strains.  
Conclusion  We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ero-prevalence and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of clinical and environmental pandemic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delineate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pandemic strains evolve and spread,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are helpful when seeking 
countermeasures to reduce the spread of V. parahaemolyticus in endemic area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18 
 

血清前白蛋白、血糖和外周血白细胞在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

诊疗价值 
 

曾兰兰 梁肖云 顾晓琼 梁绮华 刘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探讨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血清前白蛋白（PA）、血糖和外周血白细胞的变化规律及其诊疗

价值。 
方法  总结 200 例手足口病患儿（普通病例 112 例，重症病例 88 例），对比研究其入院时血

清 PA、血糖和外周血白细胞水平以及治疗前后的变化。  
结果  采用两样本均数比较 t 检验对治疗前后手足口病组及对照组 PA、血糖、白细胞计数检测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手足口病组血糖、白细胞计数高于正常对照组,PA 值低

于正常对照组，且重症手足口病组治疗前血糖、白细胞计数明显高于普通手足口病组，PA 值

明显低于普通手足口病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重症手足口病组 PA 值明

显升高，血糖、白细胞计数明显降低，与普通手足口病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各手足口病组治疗后血糖、白细胞计数、PA 值恢复正常，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卡方检验对治疗前普通与重症手足口病组 PA、血糖、白细胞

计数异常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重症手足口病组 PA、血糖、白细胞计数异常率明显

高于普通手足口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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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PA 值降低，血糖、白细胞计数升高提示手足口病病情加重，PA、血糖和外周血白

细胞检测在判断病情变化和预后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动态观察血清 PA、血糖和白细胞计

数的变化，有助于及时发现手足口病情危重程度及转化，可以作为监测手足口病病情危重程度

的重要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29 
 

糖基化终产物与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物对Ⅰ型胶原代谢的影

响 
 

王丽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1002 

 
目的  观察糖基化终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与金属蛋白酶诱导物

（extracellular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ducer，EMMPRIN）及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s）的关系，研究 AGEs 是否通过 EMMPRIN/ MMPs 途径影响Ⅰ型

胶原（Collagen，COL-I）的代谢。 
方法  利用小鼠成骨样细胞（MC3T3E1）和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构建共培养体系。应

用 AGE-BSA（50 mg/L）、EMMPRIN 抗体（5 mg/L）、AGE-BSA+EMMPRIN 抗体分别干

预共培养体系 24 h，收集上清后 ELISA 法检测 COL-I 含量。将不同浓度的 AGE-BSA（0、
50、100、200、400 mg/L）干预共培养的细胞 24 h，收集细胞及上清，半定量 RT-PCR 法检

测成骨细胞Ⅰ型胶原 mRNA 表达，明胶酶谱法测定上清中 MMP-2 和 MMP-9 的分泌量。  
结果  AGE-BSA 干预后上清中 COL-I 含量显著降低（P <0.05），EMMPRIN 抗体组 COL-I 含
量增加（P <0.05），EMMPRIN 抗体+AGE-BSA 组 COL-I 水平显著增加（P <0.05）。不同

浓度 AGE-BSA 干预共培养体系后，COL-I mRNA 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P <0.05),且随 
AGE-BSA 干预浓度增加而增加 P <0.05)；MMP-2、MMP-9 分泌水平较对照组均显著增加(P 
<0.05),并随 AGE-BSA 干预浓度增加而增加(P <0.05)。  
结论  在体外随着 AGEs 浓度的增加刺激 EMMPRIN/MMPs 分泌，促进 COL-I 的降解，进而影

响骨质的代谢。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55 
 

Elevated expression levels of serum IGF-1, TNF-α and 
VEGF165 may exacerbate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李祥 金跃 程建平 

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2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expressions of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1 (IGF-1),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vas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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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165 (VEGF165) in serum, and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DN).  
Methods  A total of 108 patients diagnosed as DN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cluding 50 
cases microalbuminuria group, 44 cases macroalbuminuria group, and 14 cases renal 
insufficiency group.   
Results  The expressions of serum IGF-1, TNF-α and VEGF165 in the type 2 DN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The expressions of 
serum IGF-1, TNF-α and VEGF165 in the type 2 DN patien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ALB/Cr (all P < 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IGF-1 and VEGF165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DN (both P < 0.05). 
Conclusions  Elevated expression levels of serum IGF-1, TNF-α and VEGF165 may 
exacerbate type 2 D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66 
 
Prognostic Values of Tissue Factor and Its Alternatively 

Splice Transcripts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Wu Min,Chen Lujun,Xu Ting,Xu Bin,Jiang Jingting,Wu Changpi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3003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s of tissue factor (TF) and alternatively spliced 
tissue factor (asTF) in human gastric carcinoma tissue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disease 
prognosi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full-length tissue factor (flTF) and asTF mRNA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in 52 human gastric cancers and normal controls. The expressions of flTF 
and asTF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ir levels correlated with various clinical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Multi-factor COX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rognostic values of TF and asTF. 
Result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flTF mRNA and asTF mRNA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tissues (P=0.035 and P=0.006, respectively). Levels of flTF and asTF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ge (P=0.018), but not with any other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gender, TNM stage, pathological grade, tumor size, histological 
type, or chemotherapy sensitivity. Univariat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overall survival 
rate of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ith low flTF and asTF expression was greater than those with 
high expression. Multivariate COX model analysi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flTF expression 
(HR=5.205, 95%CI=1.094-24.764, P=0.038) or asTF expression (HR=7.294，95%CI=1.721-
30.915, P=0.002) could be used 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predictors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onclusion  Levels of flTF and asTF may be useful risk factors for evaluating the prognoses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These two 
biomarkers could be a more effective index for assessing the pro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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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770 
 

血培养和超敏 C 反应蛋白联合检测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价值 
 

郑绍同
1 杜希林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2.淮阴医院检验科 
 

目的  分析新生儿血培养阳性分离菌与超敏 C 反应蛋白测定值的相关性，为临床鉴别病原菌和

污染菌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BACTEC9120 血培养仪进行血培养，细菌鉴定使用 ATB 细菌鉴定仪。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对所有分离菌进行实验室评估和临床回访确定污染

菌，病原菌的确定以临床诊断为最终标准。 
结果  267 株新生儿血培养阳性结果中，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

为主。经证实，致病菌有 163 株，104 株为污染菌，污染菌中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棒状杆

菌属、芽孢杆菌属、微球菌属为主。污染菌组超敏 C 反应蛋白阳性结果显著低于感染组

(P<0.01)。 
结论  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检测有助于鉴别血培养阳性的分离菌是致病菌还是污染菌，为

临床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可靠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74 
 

包头地区降钙素原检测对儿童感染性疾病诊断的临床应用价

值  
 

王巧莲 张瑜 陈晓娟 
包头市第四医院 014030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在儿童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我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4 年 10 月期间诊治的儿童细菌感染性疾病患者 50 例作为

研究组，在同期收治的患者中，另选 50 例门诊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对照组，分析患儿的 PCT、
CRP 以及 WBC 检测情况和各项指标的阳性率。 
结果  经不同方案检测后，两组患儿中，研究组的 PCT、CRP 的检测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的 WBC 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两

组患儿的 PCT、CRP 以及 WBC 检测结果，研究组患儿 PCT 与 CRP 检出的阳性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WBC 检测出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通过对炎性指标 PCT、CRP、WBC 三者进行比较得出，采用降钙素原检测对儿童感染

性疾病的诊断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有利于改善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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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ing the testing of AST :Using the Proper Upper 
Limit of the Reference Interval of ALT 

 
zhang guoming 

Shuyang People's Hospital 223600 
 

To the Editor In the recent issue of Am J Clin Pathol, Xu et al have published the paper 
entitled Limiting the testing of AST  a diagnostically nonspecific enzyme1, in which the 
authors claimed that only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could be measured when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exceeds a predetermined limit, and so that substantial 
health care budget could be saved. That is a great idea. However, we have some questions 
to be clarified about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in the part of Materials and Method, “large outpatient laboratory 
(OPL) and Edmonton’s five hospitals, …”, the objects have been tested were in the city of 
Edmonton, which is the capital of Alberta, in Canada. However, the upper limit of the 
reference interval (ULRI) of ALT1-2 (30 U/L) was used in the paper came from Italy. Our 
questions are 1) is the ULRI used in this paper suitable to evaluate the objects? and 2) why 
did the 
authors not use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ALT3 that have been generated from the local area? 
Additionally, we found that only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of AST was cited in the paper, but not 
that of ALT.  Actually, The ULRI of ALT has been shown to be higher than ULRI of AST in 
many studies. For example, in Canada5, the ULRI of 
ALT is 40 U/L while the ULRI of AST is 30 U/L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In China6, the ULRI 
of ALT are 50 U/L (male) and 40 U/L (female), while the ULRI of AST are 40 U/L (male) and 
35 U/L (female), respectively. In Tanzania 6, 
the ULRI of ALT are 55 U/L (male) and 45U/L (female), while the ULRI of AST are 53 U/L 
(male) and 35 U/L (female), in Canda resently7, the ULRI of ALT are 78 U/L or 62 U/L (male) 
and 41 U/L or 44 U/L (female), while the ULRI of AST are 54 U/L or 39 U/L and 34U/L or 39 
U/L. Thus, to us, the ULRI of ALT used in this paper is not appropriate in the study.  In our 
opinion, the authors should choose the upper limit of ALT in their own region, and use the 
proper upper limit of ALT for initiating AST testing. It would be better if the authors chose the 
80 percentile level of ALT or the level of medical Decision Levels8. To a certain extent, it 
may reduce the chance of missing high value of AST. As we all know, people would like to 
spend more money to avoid misdiagno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85 
 

徐州地区铜绿假单胞菌药敏试验结果分析 
 

蒋新华
1 王丽

1 刘道彦
2 

1.江苏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江苏徐州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目的  了解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耐药特点及指导临床抗生素选择。 
方法   335 株铜绿假单胞菌来源于 2013 年本院住院患者送检的标本，白细胞≥25 个每低倍镜

视野，上皮细胞≤10 个低倍镜视野为合格痰标本。严格按照卫生部《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第 3 版要求对标本进行接种培养。采用 VITEK2-Compact 配套的 GN 和 AST-GN13 卡对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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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鉴定及药敏分析。质控菌株为铜绿假单胞菌 ATCC27853。应用 WHONET5.6 软件对药敏

结果进行统计，同一患者多次﹙≥2﹚检测的，手工统计其药敏结果波动情况。 
结果  临床分离出的 335 株铜绿假单胞菌对 15 种抗菌药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其中对哌拉

西林/他唑巴坦、丁胺卡那霉素、妥布霉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

庆大霉素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敏感性较高；对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曲松、氨苄西林、头孢噻

肟耐药率高达 97%以上。30 例多次检测出该菌的 108 份药敏结果模式图共统计出 54 份药敏

结果模式图，分别用Ⅰ、Ⅱ、Ⅲ、Ⅳ型等方式表示，其中Ⅰ、Ⅱ、Ⅲ、Ⅳ型药敏模式所占百分

率最高，其它 50 份药敏结果模式占 27.8%。在调查统计中发现 5 例患者同一标本中生长两种

形态的铜绿假单胞菌，其药敏结果 3 例完全一样，其余的 2 例不同。 
结论  同一患者多次检测出该菌的，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亚胺培南、庆

大霉素药敏结果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同时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谱有一定的趋向性。加强铜绿假

单胞菌连续性病原学和耐药性监测，以应对急性耐药的发生和医院感染扩散，同时指导临床抗

生素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791 
 

自然流产胚胎绒毛中着丝粒蛋白-H 的异常表达与染色体数目

异常的相关性研究 
 

井宣
1 崔向荣

2 霍凯 3 义建伟
4 李晓芳

5 刘荣华
1 

1.山西省人民医院 
2.山西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 

3.山西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4.太原市中心医院辅助生殖医学中心 
5.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 

 
目的  探讨自然流产胚胎绒毛中着丝粒蛋白-H 的异常表达与染色体数目异常的相关性。 
方法  将 96 例早期自然流产患者绒毛组织进行 FISH 检测，将其分为染色体正常组与染色体异

常组，进而对两组患者着丝粒蛋白-H（centromere protein-H，CENP-H）的 mRHA 及蛋白表

达水平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  96 例早期自然流产患者绒毛标本的 FISH 检测成功率为 100%，其中染色体正常 53 例；

检出染色体异常 43 例，异常率为 44.79%。其中常染色体数目异常 26 例，发生率为

27.08%；性染色体数目异常 10 例，发生率为 10.42%；性染色体合并常染色体异常 3 例，发

生率为 3.13；三倍体及四倍体各 2 例，其发生率均为 2.08%。染色体异常组较染色体正常组

患者绒毛 CENP-H 基因 
mRNA 及蛋白相对表达量均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染色体数目异常自然流产胚胎绒毛中 CENP-H 的异常表达可能是引发胚胎染色体异常分

离的因素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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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血清 CXCR4、CXCR7 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

的相关性研究 
 

张淑兰 魏晨玲 
石家庄市中医院 050051 

 
目的  CXCR4、CXCR7 作为基质细胞衍生因子-１ （ＳＤＦ-１）的受体， 在造血干／祖细胞

的归巢、迁移，组织损伤修复、炎症发生等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广泛参与机体免疫系统、

造血系统等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研究表明在冠心病疾病进程中 SDF-1 呈浓度依赖性诱导单

核细胞向ＡＳ处迁移，巨噬细胞游走抑制因子可通过激活 CXCR4、CXCR7，引起炎性细胞在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处积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恶化。 因此，探讨冠心病患者血清 CXCR4、
CXCR7 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并和内皮损伤的标志物（内皮素-1 和一氧化氮）

进行比较，确定与冠心病病变程度相关的新的标志物，为冠心病的防治及治疗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收集我院近 3 年的 112 例冠心病患者（冠脉造影确诊），分为稳定性心绞痛组(SAP)56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组(UA)40 例和急性心肌梗死组(AMI)15 例，所有患者均按 Gensini 评分对

每支血管病变程度进行定量计算，反映冠脉病变程度。同时选择同期住院的冠脉造影完全正常

者 50 例。 对不同组别患者均采集肘部静脉血，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血清中

CXCR4、CXCR7、内皮素-1（ET-1）水平，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检测一氧化氮（NO）水平。  
结果  冠心病组患者的的 CXCR4、CXCR7、ET-1 及 NO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 AMI 组四项指标显著高于 UAP、SAP 组，差异显著（P<0.05）；

CXCR4、CXCR7 随 Gensini 积分增加依次增大（P<0.05），两者呈直线正相关

（P<0.01）；患者中的 CXCR4、CXCR7 水平与 ET-1、NO 均存在正相关。  
结论  血清中 CXCR4、CXCR7 的水平可作为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的预测指

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824 
 

血流感染的鲍曼不动杆菌对 11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变迁 
 

杨双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研究引起血流感染的鲍曼不动杆菌对 11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变迁，为临床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提供流行病学资料。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2014 年我院确认为血流感染的住院患者中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非重复

菌株的临床分布特征和对 11 种抗菌药物的体外药敏结果，采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 
结果  2009 年~2014 年住院患者血液标本共分离来自 18 个科室的 136 株鲍曼不动杆菌。检出

株数排名前三位的科室是呼吸内科监护室，中心监护室，神经外科监护室。分离自监护室 77
株，占 56.6%,非监护室 59 株，占 43.4%。外科 55 株，占 40.4%；内科 81 株，占 59.6%；

药敏分析显示血流感染的鲍曼不动杆菌对米诺环素耐药率最低，为 6.4%，其次为头孢哌酮/舒
巴坦，为 38.8%，对氨苄西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亚胺培

南、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达到 70%以上。除了米诺环素和头孢哌酮/舒巴坦，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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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耐药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多重耐药菌株共 102 株，占 74.6%，且有逐年增多趋

势。 
结论 我院血流感染鲍曼不动杆菌的检出逐渐增加，多重耐药菌的检出率也逐年升高，总体耐

药性趋势上升，因此，临床和感控高度重视，促使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避免过度的侵袭性

操作，延缓多重耐药菌和泛耐药菌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854 
 

PAO1 及其突变菌株诱导巨噬细胞产生抗菌肽 LL-37 相关性

研究 
 

肖倩 
广东省中医院检验科 510006 

 
目的  研究铜绿假单胞菌野生菌株 PAO1 和单、双突变菌株诱导巨噬细胞产生抗菌肽 LL-37 作

用及影响。 
方法  采用免疫磁珠法分选人外周血 CD14+单核细胞，经重组人粒-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诱

导分化为巨噬细胞，不同浓度的 PAO1、PA-△lasI、PA-△rhlI、PA-△lasI/rhlI 处理巨噬细胞，

ELISA 法检测不同作用时间下 PA 诱导巨噬细胞产生抗菌肽 LL-37 的浓度。 
结果  ELISA 实验显示不同浓度 PAO1、PA-△lasI、PA-△rhlI、PA-△lasI/rhlI 诱导巨噬细胞在

12h 开始分泌抗菌肽，24h 或 48h 达高峰，72h 下降逐渐消失。 
结论  在不同条件下，PAO1、PA-△lasI、PA-△rhlI、PA-△lasI/rhlI 和巨噬细胞共培养，诱导巨

噬细胞产生抗菌肽 LL-37 具有时间依赖性和浓度依赖性，进而影响机体免疫系统对铜绿假单胞

菌的清除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861 
 

MCI-186 对癫痫大鼠海马组织中凋亡因子的影响 
 

余汉忠 魏学文 王丽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1002 

 
目的  探讨 MCI-186 对海人酸(KA)诱导癫痫大鼠海马组织凋亡因子表达的影响。 
方法  SD 大鼠随机分为癫痫对照组（NS 组）、癫痫组（KA 组）和药物对照组(KA+NS 组)及
MCI-186 组（KA+ MCI-186 组）。采用脑室注射海人酸制作大鼠癫痫模型。应用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海马组织中裂解的半胱氨酸天冬氨酸酶 3（cleaved caspase-3）、Fas、FasL
的表达及 Fas 和 FasL 两者的结合。 
结果  癫痫组和药物对照组 FasL 的表达及其与 Fas 的结合以及 cleaved caspase-3 的表达较

癫痫对照组显著增加（p<0.01），而 MCI-186 组较药物对照组显著降低（p<0.01），Fas 的

蛋白表达各组间差异未见显著性（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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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CI-186 可能通过抑制 KA 诱导 FasL 的表达及其与 Fas 的结合，抑制 Fas/FasL 通路，

进而抑制 caspase-3 的活化对神经细胞发挥保护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868 
 

发热儿童外周血异形淋巴细胞数量和 EB 病毒感染的相关性研

究 
 

丁雅雯 王芃堉 张红 张会超 高社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发热儿童外周血异形淋巴细胞数量和 EB 病毒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外周血涂片瑞氏染色，显微镜计数 50 例外周血发现异形淋巴细胞发热儿童的外周

血异形淋巴细胞数量;同时用 ABI7500 实时荧光 PCＲ仪定量检测他们的外周血 EBV-DNA 拷

贝数。 
结果  50 名儿童中有 26 名儿童 EBV-DNA 为阳性（阳性率 52%），他们的外周血异形淋巴细

胞计数为（8.42±3.20），较 EBV-DNA 阴性的儿童明显增高（P ＜0.001）。 
结论  EBV-DNA 阳性组外周血异形淋巴细胞数量升高，且异形淋巴细胞计数越高，EBV-DNA
阳性可能性越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2873 
 

Integrated Analysis of Copy Number Alterations and 
Genome-Wide Expression Profiling in Lung Cancer in 

Xuanwei, China 
 

Zhang Yanliang,Yong Du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650032 

 
Background  Lung cancer in Xuanwei, China, is known to the world for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①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f lung cancer in Xuanwei are the highest in 
China. In some villages, the mortality rates of female patients were as high as 400 per 
100,000. ② Women in Xuanwei, who are mostly nonsmokers (smoking rate < 1%), have the 
highest lung cancer rate in China. ③ The sex ratio of lung cancer mortality rat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as 1.09, which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2.09. 
④ Lung cancer incidence occurs in early age peak at age 41-50, more than 10 years 
younger than that in other areas. ⑤ A strong correlation is observed between lung cancer 
mortality and domestic use of smoky coal. Previous studies about lung cancer in Xuanwei 
are mainly focused on epidemiology,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pathogenesis to date. Due to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we assumed the pathogenesis of lung cancer in Xuanwei may be 
different from lung cancer in other areas. In order to screen potential novel ‘driver gen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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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g cancer in Xuanwei, genome-wide DNA CNAs and DEGs were detected on lung cancer 
tissues in Xuanwei and then integrated analysis was conducted.   
Methods  Genome-wide DNA copy number alterations (CNAs) and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were detected on 8 paired Xuanwei lung cancer tissues and para-carcinoma 
tissues by array-based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microarrays 
respectively,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of CNAs and DEGs was conducted to screen potential 
cancer-related genes.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consisted of 4 steps as follows. Step 1: 
Identify recurrent CNAs across samples. Recurrent CNAs were defined as genomic 
segments for which at least 3 samples were altered. Step 2: Identify concordant recurrent 
CNAs. Three kinds of CNAs were filtered out: the CNAs whose changes were inconsistent 
between samples, the CNAs without gene, and the gains that only contained part segment of 
a gene. Step3: Identify expression changed genes in CNAs. The genes in CNA regions from 
Step2 whose expression changed significantly were selected. Step 4: Pinpoint candidate 
driver genes by retrieving gene function. The genes that play 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ell 
growth or development were further screened out. The candidate genes were further 
validated using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  
Results  Array-CGH detected 592 CNAs from 8 paired samples. Copy number profiles were 
very heterogeneous: some cases showed multiple distinctive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whereas others showed few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Figure. 1). A total of 5,129 genes 
were detected to b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s). Of these DEGs, 3,248 genes 
were up-regulated while another 1,881 genes were down-regulated. Cluster analysis of these 
DEGs showed a distinct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arcinoma and para-carcinoma tissues 
(Figure. 2). Gene ontology (GO)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se DEGs were involved in a wide 
range of cancer related processes including cell division, cell adhesi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DNA replication, and pathway analysis showed these DEGs were involved in many pathways 
such as p53 signaling pathway, MAPK pathway, 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an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hway. Integrated analysis identified 38 
concordant recurrent CNAs, containing246 genes. Of these CNAs, the most frequent gains 
were 5p15.33-p15.32, 5p15.1-p14.3, and 5p14.3-p14.2, and the most frequent losses were 
11q24.3, 21q21.1, 21q22.12-q22.13, and 21q22.2. Among the 246 genes, 25 genes (10.2%) 
were frequently copy number increased and concordantly up-regulated, and nega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copynumber and gene expression levelswere observed in 19 genes 
(7.7%), 15 genes (6.1%) were frequently copy number increased but down-regulated and 
other 4 genes (1.6%) were frequently deleted but up-regulated. In order to further narrowing 
list of candidate genes,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se genes were retrieved and analyzed, 3 
genes CREB3L4, TRIP13 and CCNE2 in the first set of genes and 4 genes AHRR, NKD2, 
MYC and KLF10 in the second set of genes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study.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prostate cancer, cell cycle, 
Wnt signaling pathway, and pathways in cancer were th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pathways, 
and CCNE2, MYC and CREB3L4 were the key, involved genes. No pathway involving in 
TRIP13, AHRR and KLF10 was found. The rest 202 genes (82.1%) existed copy number 
changes but no changes in transcript levels were observed. All 7 candidate genes showed 
gains in more than 40% (≥ 34/84) cancer samples. CREB3L4, TRIP13 and CCNE2 showed 
up-regulated in more than 55% (≥ 32/58) cancer samples, while AHRR, NKD2, MYC and 
KLF10 showed down-regulated in more than 48% (≥ 28/58) cancer samples, indicating the 
results of RT-qPCR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microarrays. CREB3L4, TRIP13 and 
CCNE2 were identified to be potential oncogenes, AHRR, NKD2 and KLF10 were potential 
tumor suppressors, while MYC, one of the most studied oncogenes, may not play an 
oncogene role in lung cancer in Xuanwei.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integrated analysis of CNAs and DEGs on lung cancer in 
Xuanwei and identifies several novel potential candidate oncogenes and tumor suppressor 
genes, which lay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athogenesis research and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biomarkers or therapeutic targets of lung cancer in Xua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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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2875 
 

PDCA 循环模式在腹膜透析中监测管理的探讨 
 

侯文权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医院 223600 

 
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模式检验科在腹膜透析患者操作流程的效果。 
方法  将 2013 年 9 月-2013 年 12 月我院腹膜透析患者 20 例作为对照组，2014 年 1 月-2015
年 7 月我院腹膜透析患者 65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按照常规方法检测腹膜透析液中尿素氮

(BUN)、肌酐(Cr)、尿酸(UA)、葡萄糖(GLU)，研究对象采用 PDCA 循环模式中四个阶段 8 个

步骤改进检测方法，优化流程后检测上述指标。 
结果  实施 PDCA 循环模式后，检验报告单正确率由 90%提高到 100%，患者满意度有 85%提

高到 93%，TAT 由 70 分钟降低到 45 分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 PDCA 循环模式优化流程可以提高检验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有利于保证医疗和

服务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153 
 

不同孕期孕妇肝功能指标参考值分析 
 

张高明 侯文权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医院 223600 

 
目的  通过对淮安市部分健康孕妇与健康非孕妇女血清 α-L-岩藻糖苷酶(AFU)和总胆汁酸

（TBA）的测定,探讨该地区健康孕妇血清 AFU 和 TBA 的健康参考值，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95 例年龄相仿未孕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选择在我院孕检并生产的资料完整孕妇

261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分为孕检期和分娩期两个时间节点，采用常规化学法对 AFU 和 TBA
两个指标进行检测分析，比较上述指标的差异。  
结果  调查所用的检测系统准确度、精密度良好。健康孕妇血清 AFU 和 TBA 含量与非孕相比

偏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娩组 AFU 和 TBA 含量与孕检组相比偏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AFU 和 TBA 参考值：孕检期为 12.3-50.7U/L，0-14.7μmol/L；分娩期为：

28.4-75.0U/L，0-18.9μmol/L。 
结论  针对淮安市孕妇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不同的 AFU 和 TBA 参考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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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外周血 NLR、PLR 和 RDW 与病情活动的

相关性分析 
 

朱波 朱丽华 巴荣 尤海燕 阴晴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12001 

 
目的  探讨中性粒/淋巴细胞比率（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率（PLR）和红细胞体积分布宽

度（RDW）在类风湿关节炎（RA）病情活动性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确诊的 82 例 RA 患者疾病情况相关

临床资料（关节肿胀数、压痛数）和实验室指标（血常规、ESR、CRP）数据，依据 RA 疾病

活动性评分（DAS28）将 RA 分为活动期 RA 组和缓解期 RA 组，比较两组的 NLR、PLR 和

RDW 水平，并对 NLR、PLR 和 RDW 与 DAS28、ESR 及 CRP 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活动期 RA 组外周血 NLR(3.22 ± 2.02)和 PLR(166.89 ± 70.48)水平显著高于缓解期 RA
组（分别为 2.43±0.92，132.75±43.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8 和 2.50 ，P=0.02 和

0.01），而 RDW 水平（13.87 ± 2.51 vs 13.94 ± 2.45）两组间无明显差异（t=0.14 ，
P=0.89），但 RA 患者组（13.90±0.54）RDW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3.17±0.11），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4，P=0.007）。RA 患者 NLR、PLR 与 DAS28、ESR 及 CRP 水平

呈正相关（P 均< 0.05），而 RDW 与这三项参数均无相关性（P 均> 0.05）。ROC 曲线分析

表明，NLR 和 PLR 评定 RA 病情活动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02 和 0.753，以

Youden 指数最大时的切点作为 NLR 和 PLR 判定 RA 活动的 cut off 值（分别为 2.86 和

143.05），此时敏感度为 0.66 和 0.63，特异度为 0.72 和 0.65。 
结论  NLR 和 PLR 与 RA 病情活动存在相关关系，对 RA 疾病活动评估有一定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178 
 
Hematocrit as an Inflammatory Marker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Activity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zhu bo,Zhu Lihua,Yin Qi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 Zhenjiang，China 212001 

 
Background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is an inflammatory autoimmune disease with 
unknown etiology and systemic involvement. The previous study has reported that 
hematocrit (HCT) could be a new inflammatory marker in several diseases. The aim here is 
to study HCT in patients with RA to investigate their relation with disease activity.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87 patients with RA and a control group of 94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subjects. The RA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sease Activity Score of 28 joints (DAS-28 ). Inactive group included patients with a 
score of lower than 2.6 by the DAS-28 and active group included patients with a score of 2.6 
and higher.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HCT and the disease activity of RA were evaluated. 
Resul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HCT levels observed in RA patients. The levels of HCT in 
active RA group were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crease as compared with Inactive group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eactive protein (CRP),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and DAS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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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us that HCT was a new inflammatory markers which 
could be used to assess disease activity in RA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179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Using a Novel 
Immunomagnetic Bead Method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Ji Jiling1,Jiang Yuzhang1,Tang Qianqiu1,He Xiaodong2,Shen Zuojun2,Zhang Baiyin2 

1.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安徽省临床检验中心附属安徽省立医院 

 
Purpos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are detectable in peripheral blood of metastatic lung 
cancer patients. In this paper we evaluate a new CTCs separation method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anti-EpCAM and immunomagnetic beads with the aim to detect CTCs more 
convenient and specific. 
Methods  Lung cancer cells were magnetically labeled by anti-EpCAM magnetic beads, and 
subsequently captured by magnetic separation using our novel device. Isolated lung cancer 
cells were identified by pathomorphological by hematoxylin-eosin (H&E) staining Protocol. 
The system was used to detect CTCs in 2 ml blood. Blood samples of healthy donors spiked 
with lung cancer cell line A549 cell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method. Prevalence of CTCs was examined in samples from 56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Result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umber of recovered vs. spiked A549 cells yielded a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of R2=0.996 (P<0.001).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68% or more 
at each spiking level.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ncreased as the number of cells spiked 
decreased, ranging from 6.4% (1000-cell spike) to 18.4% (50-cell spike). Forty-nine of the 56 
patients (87.5%) were found have CTCs in peripheral blood. None of the 2ml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the 20 healthy subjects analyzed was found to have CTCs.  
Conclusions  This novel turbulence device provides a new tool allowing for feasible and 
specific detection of CTCs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It is likely clinically useful in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lung cancer and may have a role in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189 
 

循环 microRNA-1 早期诊断急性心肌梗死的临床研究 
 

韩志君 严子禾 高明珠 黄红宇 魏云玉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二院检验科 214002 

 
目的  评估血浆 microRNA-1 (miR-1)早期诊断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诊断价值，并与心肌肌钙蛋白 I（cardiac troponin I, cTnI）、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CK-MB）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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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61 例 AMI 患者作为实验组，56 例非 AMI 患者以及 5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收集 AMI 患者 3 h 内的血浆，通过实时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血浆中 miR-1
的含量，采用电化学放光法检测 cTnI 和 CK-MB 的水平；Spearson’s 相关性分析 AMI 患者血

浆 miR-1 水平与 cTnI、CK-MB 的关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实验组血浆 miR-1
与 cTnI、CK-MB 对 AMI 的诊断效能。  
结果  AMI 组与对照组临床特征在年龄、性别方面无差异；AMI 患者血浆中 miR-1 含量较对照

组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AMI 患者血浆中 miR-1 与 cTnI（r=0.47，P
＜0.01）、CK-MB（r=0.58，P＜0.01）显著正相关；ROC 曲线分析提示 miR-1 具有早期诊

断 AMI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诊断效能优于 CK-MB，但并不优于 cTnI。  
结论  血浆 miR-1 早期诊断 AMI 特异性和敏感性很高，但其诊断效能并不优于 cTnI，可以提

供 cTnI 以外的诊断信息，二者联合应用可能有助于提高 AMI 的诊断早期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198 
 

Synthesis, radiosynthesis, and metabolism of 131I-Y-
c(CGRRAGGSC) 

 
Xie Jilai1,Pan Donghui2,Lu Mudan1,Chen Yu1,Zhang Ting1,Xie Yan3,Zhou Huan3,Liu Lu3,Yang Min2,Wang 

Jiajun1,Chen Daozhen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2.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3.东南大学医学院 

 
Backgrou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plex of interleukin-11(IL-11) and IL-11 receptor (IL-
11R)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umor progression. As the binding of IL-11 to its receptor, 
Interleukin 11 receptor α-chain(IL-11Rα) has been recommended as a target for human 
cancer. c(CGRRAGGSC) is a mimic motif of IL-11.  
Method  In this study, 131I labeled c(CGRRAGGSC) was designed. For radiolabeling, 
tyrosine was used as a linker to connect c(CGRRAGGSC) and 131I .Balb/c nude mice 
bearing SKOV-3 human ovarian cancer were used for in vivo study. The uptake of 131I-cyclic 
nonapeptide in the tumor was investigated by 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rised 
tomography(SPECT).  
Result  The whole process cost only 15min by chloramine T method with high labeling 
yield(93.03±6.78%) and high radiochemical purity (RCP)(>95%) From the SPECT imaging,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probe in the tumor is without good contrast to background through 
SPECT. Biodistribution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131-Y-c(CGRRAGGSC) in 
normal mice was similar to that of Na131I. In c 
Conclusion  Tyrosine is a suitable chelating agent for radioiodine lable, though the 
bioactivity of the conjugate need further evalu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217 
 

儿童支气管哮喘血浆 VCAM-1 与 VEGF 含量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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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君 鞠春梅 王丽蓉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014030 
 

目的  检测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浆血管内皮细胞粘附分子（VCAM-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水平，并对二者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分析其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关系，可望了解

其部分发病机理。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选择临床确诊的 60 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为实

验组，同时收集 56 名健康儿童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分别检测两组血浆中

VCAM-1 及 VEGF 含量，以比较其差异性，并进行二者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实验组血浆 VCAM-1 及 VEGF 含量分别为（16.48±6.30）ug/L 和（47.40±16.48）
ng/L，明显分别高于正常对照组的 VCAM-1（10.27±2.99）ug/L 和 VEGF（24.78±6.07）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血浆 VCAM-1 及 VEGF 含量在实验组与对照组均呈

正相关性（ｒ＞0，p＜0.01）。 
结论  血浆 VCAM-1 及 VEGF 在儿童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中升高，且呈正相关，可能参与了

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发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259 
 

健康人外周血白细胞形态学变化研究 
 

张丽霞 王琳 高丽 潘世扬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通过对 2009 年和 2015 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检健康人群的血常规检测的白细

胞 VCS 参数的分析，研究六年来健康人外周血白细胞大小、细胞质和核的成分和细胞质内颗

粒及细胞核分叶以及表面结构的变化。 
方法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9 和 2015 年健康体检人群男女各 120 例，用

Beckman-Coulter LH75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对全血细胞计数并进行白细胞分类，分析白细胞

形态学相关体积(volume，V)、传导(conductivity，c)和光散射(scatter，S)参数，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检测结果统计分析。 
结果  相比较于 2009 年，2015 年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平均体积（V）、电

导率(C)和散射参数（S）均增大（p=0.00）；淋巴细胞 V（p=0.19）和 C（p=0.88）则无差

异，S 增大（p=0.00）。且男性和女性白细胞的参数变化一致。 
结论  2009-2015 年，白细胞在体积、电导率和光散射相关参数上有了变化，这些变化具有统

计学意义。根据对这些参数的变化的分析，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变化一致，

细胞体积增大，细胞质、核及颗粒均有所变化，参数变大。而淋巴细胞则大小不变，颗粒增

加，或许与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相关，还需进一步实验的验证。因此根据这些形态学指标的量化

分析结果，这六年间白细胞的形态学发生了改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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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测 D-二聚体在评估肺癌患者化疗预后中的应用 
 

王琳 王宏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化疗过程中 D-二聚体的动态变化与患者病情进展及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2 年至 2016 年在我院确诊的肺癌患者 237 例，其中转移组 122 例，未转移组

114 例，比较两组之间 D-二聚体的差异；对长期在我院规律化疗的 88 例肺癌患者进行随访，

观察 D-二聚体水平变化与病情变化之间的关系。 
结果 转移组 D-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未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二聚体用于判

断肺癌转移的 cutoff 值为 2.3mg/ml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67,4%和 81.3%。化疗过程中 D-
二聚体的变化趋势与病情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结论 肺癌患者化疗过程中动态监测 D-二聚体对于预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5300 
 

浅谈肿瘤专科医院检验科建设与竞争力提高 
 

冯阳春 阿先古丽•阿布力孜 黄艳春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摘要：新世纪以来，检验医学的发展形势日新月异，如何保证肿瘤专科医院的检验科在新形势

下能够顺应学科发展的潮流，使得行业竞争力得到相应的提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对

肿瘤专科医院检验科的专科建设提出相应的几点建议，希望通过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完善相

关的检验项目，配备合理的人才梯队，建立健全现代化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开展行业领先

的学术研究，增强科室辐射影响力等途径来提升行业竞争力，使得科室有一个璀璨光明的发展

前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08 
 

Application of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for 
microbial identification in clinical microbiology 

 
Kang Haiquan,Ma Ping,Gu Bi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21003 
 

OBJECTIVE  Conventional identfication methods required at least 4 to 12 h which based on 
the cultur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acterial and fungal species. In recent years, a 
new technology, Mass Spectrometry type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LDI-TOF MS) was develop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micro-organis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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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VITEK MS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s so 
as to provide a new method for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pathogens.  
METHOD  A total 1293 strains of pathogens were isolated from our hospital from Nov 2015 
to Apr 2016 and were identified by using VITEK-2 Compact bacteri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gene segments sequencing analysis. VITEK MS MALDI-TOF was used for identification 
simultaneously.  
RESULT  There were 537 strains of non-fermenting gram-negative bacteria(Acinetobacter 
baumanmii 352 syrains,Pseudomonas aeruginosa 118 strains,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17 strains,Burkholderia cepacia 15 strains), 75 strains of Enterococcus 
spp(Enterococcus faecalis 53 strains,enterococcus faecium 20 strains), 249 strains of 
Staphylcoccus spp(Staphylococcus aureus 91 strains,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i 158 
strains), 394 strains of Enterobacteriaceae(Klebsiella pneumoniae 191 strains,Escherichia 
coli 97 strains), 83 strains of Candida spp(Candida albicans 45 strains,Candida parapsilosis 
16 strains,Candida glabrata 14 strains). The total accurate of VITEK MS was 96.1% in 
identification of enrolled strains and 98.8% in identification of Candida spp. 
CONCLUSION  MALDI-TOF MS,as a a new technology,cMALDI-TOF MS,as a a new 
technology, allows identification of micro-organisms directly from colonies of bacteria and 
fungi within few minutes . In addition, it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germs directly from positive 
blood culture bottles or directly from urine samples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samples, and can 
save 1-2 days at leas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Recently, some studies propose to detect 
bacterial antibiotic resistance while others compare strains within species for faster strain 
typing. MALDI-TOF MS is prominent and stability and accepted as a method for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clinical bacteri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30 
 

基因测序技术对宣威肺癌突变谱的研究 
 

王潇 段勇 张艳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研究宣威肺癌全基因组和全外显子组测序揭示的突变谱，探讨肿瘤相关基因在宣威肺癌

发生发展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为宣威肺癌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以及个体化预防和治疗奠定基

础。 
方法  分别采用 Complete Genomics 的复合探针-锚定分子连接 cPAL 测序技术和华大基因

Agilent V4 捕获平台对云南宣威肺癌患者的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和全外显

子组测序。与 dbSNP137 数据库比对过滤后，采用 SIFT 等功能预测软件筛选出可能影响其相

应蛋白功能的突变基因。比较分析全基因组测序和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对候选基因与患者的

临床病理学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生物信息学软件 MAS 3.0 在线分析候选基因的功能、

信号通路、生物学过程、组织分布等特征，全面了解候选基因在宣威肺癌中的作用机制。 
结果  两例宣威肺癌的全基因组测序共检测出 331,147 个体细胞突变，20 例宣威肺癌全外显子

组测序共发现 100,616 个 SNP 和 8,632 个 InDel。体细胞突变多位于内含子区域，单个核苷

酸的改变在 CG 序列上出现最为频繁，多是 C 转换为 T，生殖细胞的碱基置换和体细胞的碱基

比例不一致，体细胞变异中最常见的碱基改变为 C·G-A·T 颠换，而生殖细胞变异与体细胞变

异正好相反， A·T-G·C 和 C·G-T·A 转换的比例较高。全基因组测序总共筛查出 34 个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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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P，64 个体细胞 CNVs 片段以及 82 个体细胞 SVs，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筛选出 34 个可能

影响其相应蛋白功能的基因突变，其中，基因 MUC5B、 THBS2、DOCK1、NKX2-1、
CACNA1C、 TRIP11、COL5A2、EGFR 主要涉及细胞粘附、细胞增殖、细胞周期调控、

MAPK 信号通路、Wnt 信号通路、TGF-beta 信号通路、Calcium 信号通路，这些生物学过程

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全外显子组测序新发现的突变位点多达 13,210 个，通过生物信息分析

筛选出 6 个可能与肺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候选基因，其中 PRKCZ 基因未见在其它肺癌研究中报

道过，其基因功能、信号通路、生物学过程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为今后宣威肺癌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方向。 
结论  宣威肺癌患者的基因组中存在大量基因突变，本研究中的突变基因可能通过激活相关信

号通路，在宣威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并有可能成为宣威肺癌的遗传易感标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70 
 

妊娠期在血红蛋白及凝血功能状态分析的临床应用 
 

裴兵 戚小艳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800 

 
目的  妊娠期血红蛋白与凝血功检查相关性能为围生期高危孕产妇的的早期预测及治疗提供一

定的临床辅助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住院分娩的孕产妇。在我院分娩的正

常足月妊娠孕妇 215 例、在我院住院分娩(>30 周)的子痫前期孕妇 45 例以及分娩足月低体重

儿孕妇 110 例，共分为 3 组。其中子痫前期组分为轻度子痫前期组(35 例)和重度子痫前期组

(10 例)。 
结果 轻度子痫前期组与正常妊娠组 HGB 相比较，中孕早期、中孕晚期、妊娠晚期无显著变

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妊娠晚期的 FIB 升高，PT、1NR 降低，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 
结论  妊娠晚期较妊娠早期血液处于明显的高凝状态。子痫前期患者的 HGB 与正常妊娠孕妇

比较无显著差异，妊娠中孕晚期与妊娠晚期的 HGB 较正常妊娠的孕妇均有显著升高，提示可

能存在血液稀释不良导致的血红蛋白浓度增高。妊娠中晚期出现的高浓度血红蛋白可能是血栓

前状态的诱因之一，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重视妊娠中晚期的 HGB，妊娠中晚期的 HGB 具有

临床参考价值，对孕妇分娩有着一定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72 
 

hs-CRP 与 pro-BNP 联合检测在冠心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裴兵 戚小艳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800 

 
目的  探讨血清中 hs-CRP 和 N-proBNP 联合检测在诊断冠心病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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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 105 例冠心病患者和 100 例健康人血清中 hs-CRP 与 N-
proBNP 水平，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冠心病组血清中 hs-CRP 和 N-proBNP 含量高于健

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项检测时 hs-CRP 与 N-proBNP 的灵敏度度分

别为 77.6%、71.5%，特异性分别为 86.8%、92.5%；联合检测时灵敏度为 89.3%，特异性为

95.7%。  
结论   hs-CRP 与 N-proBNP 联合检测灵敏度和特异性均高于单项检测，联合检测较单项检测

能提高冠心病的诊断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74 
 

西安市健康成人乙、丙肝感染状况及流行病学分析 
 

王菁 张涛 吴永昌 邹海 金亚莉 邢瑞青 刘杨 彭道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了解西安市健康成人乙型肝炎（HBV）和丙型肝炎（HCV）病毒的感染状况。为乙、丙

型肝炎防治及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和知情同意原则,在西安市 10 个社区随机抽取 1052 人进行调查,
采用 ELISA 法检测 HBV 六项血清学标志物和抗-HCV 抗体，分析 HBV 及 HCV 感染的分布特

征。 
结果  (1) 1052 名志愿者中，HBV 五项标志物中 HBsAg 阳性 37 例（3.52%），其中男性感染

率 4.08%（19/466），女性感染率 3.07%（18/586），两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2)不同年龄组及性别 HBsAg 检测出率，30～39 与 40～49 岁年龄段男性组差异非常显著外(P
＜0.01)，其他各年龄段组别及性别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3）五种 HBV 免疫学标

志物血清学模式中 HBsAg、HbeAg、 HBcAb 和 HBsAg、HBsAb、HBeAb、HBcAb 同时阳性

检出各一例；HBsAg、HBeAb 和 HBcAb 阳性 31 例，检出率分别为 0.1%、0.1%和 2.95%；

单 HBsAb 检出率为 54.18%；其他不同血清学模式组也有不同的阳性检出率。不同性别间免

疫学标志物及血清学模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西安市健康成人抗-HCV 抗体

阳性 9 例（0.86%），其中男性感染率 0.64%（3/466），女性感染率 1.02%（6/586），两者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西安市健康成人 HBV 感染男性高于女性；HCV 感染女性高于男性，感染率较低。进一

步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其防病意识；定期进行常规传染病的监测与疫苗接种是控制乙、丙肝发

病的最佳途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75 
 

西北地区 900 例临床患者 APOE 遗传多态性分析 
 

王娟 杨柳 苏明权 马越云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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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采用芯片法对西北地区人群 APOE 进行基因多态性检测，以了解本地区人群 APOE 基因

型分布频率。  
方法  在完成 PCR 扩增获得目标片段后，运用芯片法，通过具有位点特异性的寡核苷酸探针

与目标序列的杂交及显色，判读基因多态性类型。 
结果  在 900 份样本中，由 APOE 等位基因突变而产生的六种基因型（ε2/ε2，ε2/ε3，ε3/ε3，
ε2/ε4，ε3/ε4，ε4/ε4）通过芯片法检测。APOE 表现型 E3 最为常见，为 66.4 %（n=598），

有他汀类服用史的患者有 437 人，其中 153 人为 ε4 携带者，占 35.1%。各组数据间未见显著

差异。 
结论  APOE 基因分布频率具有良好的代表性，ε4 携带者血脂异常的几率增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76 
 

老年 2-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与 NLRP3 炎性体分子表达的相关

性研究 
 

洪宝建 苏丽韫 朱月霞 梁丽娟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24 

 
目的  研究 NLRP3 炎性体相关分子表达与老年人 T2DM 的关系。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测定 30 例老年人 T2DM 患者、30 例健康志愿者血清中

IL-1β、IL-18 和 IL-37 的水平，分别采用定量 PCR 技术和 ELISA 技术检测糖尿病患者 MDM
表达 NLPR3、ASC 和 IL-1b mRNA 水平及葡萄糖诱导 MDM 分泌 IL-1β 和 TNF-a 的水平。 
结果  老年人 T2DM 患者的 IL-1β 和 IL-18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 IL-37 无显著差异；T2DM 患者 NLPR3、ASC 和 IL-1b mRNA 表达水平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经葡萄糖刺激后 IL-1b、TNF-a 的分泌水

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老年人 T2DM 患者 NLRP3 炎性体相关分子的表达与炎性体活化可能参与 T2DM 的炎症

反应过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79 
 

粪便隐血转铁蛋白检测在抗血小板药物致上消化道出血筛查

中的意义 
 

肖凤静 何娟 钟丽辉 郑善銮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便隐血试验(血红蛋白单克隆抗体 Hb-mAb 法)和转铁蛋白试验(转铁蛋白单克隆抗体

TF-mAb 法)联合检测粪便隐血在抗血小板药物致上消化道出血筛查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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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785 例行 PCI 手术且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聚集药物治疗患者的粪便标本，分别采用血

红蛋白胶体金诊断试纸和转铁蛋白胶体金诊断试纸检测粪便隐血。 
结果  785 例患者粪便 Hb-mAb 法阳性检出率为 1.27%；TF-mAb 法阳性检出率为 19.62 
%，两种方法联合检测阳性检出率提高至 24.46%； 
结论  粪便转铁蛋白检测在消化道出血中有较高的检出率，Hb-mAb 法和 TF-mAb 法联合检测

可以起到互补作用，对提高抗血小板药物所致的上消化道出血的筛查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

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80 
 

西安地区成人贫血状况调查分析 
 

邢瑞青 樊爱玲 郑善銮 王菁 邹海 秦爽 彭道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通过对西安地区居民贫血状况的调查，了解该地区贫血的流行情况，以便有针对性的采

取预防措施，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 
方法  选择 2014 年 2 月至 2014 年 5 月参加中国健康人群参考区间建立的西安市 10 个社区

20～80 岁成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随机抽

取 620 人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体检并采血，分别进行血液常规，血清铁蛋白，叶酸及维生素

B12 的检测。 
结果 （1）西安地区成人总贫血患病率为 8.5%，男性和女性贫血患病率分别为 3.3%和

12%，女性显著高于男性(χ2=12.3,P<0.05)。（2）同一年龄组不同性别比较，女性 20～39，
40～59 年龄组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χ2=14.5,χ2=13.3,P<0.05)；同一性别不同年龄组比较，各

年龄组无显著差异(χ2=1.8,χ2=3.9,P＞0.05)，女性贫血患病率 20~39 年龄组最高，男性≥60 最

高。（3）西安地区成人贫血类型主要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其构成比显著高于其他贫血类

型(χ2=30.1,P<0.05)，占贫血总数的 47.2%。（4）贫血人群中，贫血女性血清铁蛋白水平显

著低于正常女性及贫血男性人群(P<0.05)，而血清叶酸和维生素 B12 水平各组并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西安地区成人贫血患病率总体较低；20~39 岁女性和≥60 岁男性为贫血的高发人群；该

地区贫血类型主要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83 
 

铅诱导 GHD 儿童矮小发生的机制研究 
 

徐焰
1 刘明朝

2 任丽芬
1 徐蓓

1 秦庆
1 郝晓柯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第四军医大学预防医学院军队劳动与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目的  通过生长激素缺乏症（GHD）儿童矮小发生与体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水

平、血铅含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以及铅暴露大鼠模型 IGF-1 相关信号分子的改变，为阐明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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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儿童矮小的发生及其致病机制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为铅暴露致儿童矮小的监测、防治提供

可行途径。 
方法  依据相应诊断标准纳入 880 例西京医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就诊矮小患儿，通过生长激素

激发试验结果将患儿分为 GHD 和 ISS（特发性矮小）组，检测并比较不同组别、性别患儿身

高、体重、血清 IGF-1 和血铅水平；醋酸铅饮水法建立生长发育期大鼠铅中毒模型，利用血铅

含量确定建模成功；蛋白印迹（Western blot）分析确证染铅大鼠脑组织 IGF-1 相关信号通路

分子 MAPK、PI3K/AKT 的变化。采用均值 t 检验方法和非参数 Mann-Whitney 检验方法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  880 例矮小患儿中 GHD 组患儿身高、体重、IGF-1 水平低于 ISS 组患儿，而血铅水平明

显高于 ISS 组，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铅暴露后大鼠血铅含量逐渐增加，染铅 6 周

时趋于稳定，与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铅暴露导致信号通路 MAPK、AKT
中信号分子 ERK1/2、JNK、p38、AKT473、AKT308 磷酸化增加显著（p<0.05）。 
结论  GHD 患儿血铅水平较 ISS 患儿增加显著（p<0.05）而 IGF-1 水平则降低显著（ 
p<0.05），提示 GHD 矮小儿童 IGF-1 水平减低可能与血铅水平升高相关；铅暴露诱导信号分

子 ERK1/2、JNK、p38、AKT473、AKT308 磷酸化增加，提示铅可能通过增加 MAPK 和 
AKT 等 IGF-1 相关信号通路分子的磷酸化从而影响 IGF-1 介导的 GH 促生长作用，进而导致

儿童 GHD 及矮小的发生。 
种是控制乙、丙肝发病的最佳途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86 
 

转铁蛋白联合血红蛋白检测粪便潜血的分析 
 

杨丽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研究血红蛋白（Hb）和转铁蛋白（Tf）联合在检测粪便潜血中的意义。 
方法  统计连续 10 天 733（其中消化科 189 例）例住院病人的粪便潜血结果，分别统计血红

蛋白和转铁蛋单阳性及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双阳性的标本例数，对阳性和阴性结果进行分析，

确定检测的灵敏性和特异性。 
结果  血红蛋白单阳性率 8.59%，转铁蛋白单阳性率 17.59%，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双阳性率

7.5%，总阳性率 18.14%。 
结论  转铁蛋白检测粪便潜血检出率明显高于血红蛋白检出率，血红蛋白联合转铁蛋白检测粪

便潜血能够提高粪便潜血的阳性检出率。主要是因为转铁蛋白的最低检测线更小一些，灵敏度

更高一些。而血红蛋白则容易出现假阴性，容易漏诊，两者联合检测可以同时提高敏感性和特

异性，减少误诊率和漏诊率，提高消化道隐性和慢性出血的检出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392 
 
False measurement of glycated hemoglobin in patients 

with compound heterozyg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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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o Minghua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Zhongsha 528403 
 

Background  Hemoglobin (Hb)A1c is a widely used biochemical marker for the 
manage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can be quantified by many methods.  We know that 
several factors interference the HbA1c measurement. Some methods were reported least 
interference from those factors.  However, those methods may present incorrect HbA1c 
results. The current study evaluated the five different HbA1c systems for five patients with no 
Hemoglobin A. 
Methods   Fresh no variants blood samples and 5 patients without Hemoglobin A 
(βCD26/βCD41-42; βIVS2-654/βNewYork; βCD41-42/βNewYork; βCD41-42/βJ-Bangkok; --
SEA/-α4.2-Q-Thailand) were screened by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technique (Capillarys 2 
Flex Piercing, Sebia), and identified by genetic sequence analysis.  Those samples are 
analyzed for HbA1c by ion exchange HPLC(Variant Ⅱ, Variant ⅡTurbo 2.0, Bio-Rad), 
boronate affinity HPLC(Ultra2,Trinity Biotech), CE(Capillarys 2 Flex Piercing, Sebia), and 
Tinaquant immunoassay(Moddular PPI 800, Roche ). The Bio-Rad Variant Ⅱ(Bio-Rad, USA) 
has certified as NGSP(National Glycohemoglobin Standardization Program) Level Ⅰ 
Laboratory and was used as Comparative method. The results of normal fresh samples for 
each method were used to eliminate any inherent calibration bias.  
Results  The HbA1c values of normal samples obtained from VⅡ-T 2.0, Ultra2,C2FP and 
PPI system were well correlated with VⅡ system.  Bias of each method to VⅡ system were 
between -6% and 6% which met the standard of NGSP.  But the samples without 
Hemoglobin A fraction that do not contain HbA1c analyte were unexpectedly obtained HbA1c 
results from different systems (Table 1). The VⅡ and VⅡ-T 2.0 randomly detected HbA1c of 
2 and 3 samples without HbA; the C2FP system only detect HbA1c of the fifth patient with 
abnormal HbA2 value sign; the Ultra2 system and PPI system reported the HbA1c values of 
all samples.  
Conclusions   The evaluated HbA1c methods are affected to different extents by samples 
without HbA.  Only VⅡ,VⅡ-T 2.0 and CE technique partially provides the abnormal sign in 
its profiles. The laboratories must be carefully selecting HbA1c analyzing methods and 
reporting HbA1c results in the higher Hb disorder prevalence are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406 
 

南京地区 9 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 
 

汤巧 夏永祥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16 

 
目的  了解南京地区呼吸道感染人群的病原学流行现状，分析流行趋势与特点。同时检测多种

病原体对于简单、快速、特异、准确诊断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为临床提供用药指导。 
方法  使用 9 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对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诊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 25057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的血清进行 IgM 抗体检测。 
结果  可以观察到腺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或副流感病毒对阳性血清的 1-15%细胞

的细胞核、胞浆或胞膜出现苹果绿色荧光（在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中能同时观察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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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合胞）；军团菌、衣原体或立克次体中所有的细菌呈现出苹果绿色荧光；支原体对阳性血

清在细胞外围呈现苹果绿色荧光。阴性结果：可观察到军团菌、肺炎衣原体和立克次体无荧

光，支原体、腺病毒、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副流感病毒的细胞呈现红色。 
共检出病原体阳性 8575 例（34.22%），其中肺炎支原体（MP）抗体阳性率最高，为

23.77%；其次为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5.19%、腺病毒（ADV） 4.56%；副流感病毒 1、2
和 3 型（PIVS） 4.02%、乙型流感病毒（INFB）2.28%。RSV、ADV 和 PIVS 感染季节性分

布明显，在冬、春季节（12 月至 4 月）高发，夏季较低。婴幼儿到学龄前患者阳性例数最

多，为 6154 例；总体而言，MP IgM 抗体阳性率随着患者年龄增长逐渐下降。 
结论  南京地区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主要为 MP，其次为 RSV。病原体有季节流行趋势，检出率

与年龄组有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450 
 

457 例心脏手术临床用血趋势分析 
 

赵晓明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医学检验科 200120 

 
目的  通过对我院心脏手术临床用血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为输血科合理储血、血站计划采血及

今后的临床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方法  我院自开院以来，心脏手术例数不断增加，输血科主要是为心脏手术供血，针对本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两年来获得明确临床诊断的共计 457 例心脏手术患者的临床输血资

料，按年龄段、性别、病种、血型对期间心脏手术的例数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按性别、病种、

血型对期间心脏手术各成分血悬浮红细胞、冰冻血浆和冷沉淀的用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457 例心脏手术中男性 269 例，女性 188 例，性别差异显著；A 型 150 例，B 型 120
例，O 型 134 例，AB 型 53 例，由于 AB 型人群本来就较少，各血型间心脏手术例数并无显著

差异。457 例心脏手术患者悬浮红细胞用量共计 1529U，冰冻血浆 302400mL，冷沉淀

670U。其中 0~6 岁年龄段房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的手术最多，平均每例用血量为红细胞悬

液 2.4U，冰冻血浆 300mL。50 岁以上年龄段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为多，以男性居

多，平均每例用血量为红细胞悬液 3.8U，冰冻血浆 820mL，冷沉淀 1.9U，其次为瓣膜病数量

居多。其它类型心脏病如法洛四联症、心脏肿瘤、心肌病等类型心脏病手术较少。 
结论  通过对本院心脏手术患者输血情况的分析，总结出各类型心脏病的备血经验，有助于输

血科制定储血计划，同时将结果反馈给血站，使血站采血有据可依，力求做到合理备血，安全

用血，节约用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457 
 

结核分枝杆菌 Rv1273c-Rv1272c 转运功能的初步研究 
 

周爱萍
1 徐志弘

2 姚玉峰
2 吴文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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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医学检验科 
2.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研究结核分枝杆菌转运蛋白 Rv1273c-Rv1272c 的转运功能。  
方法  以构建的 BL21/pET-28a-rv1273c 和 BL21/pET-28a-rv1272c 重组大肠埃希菌为研究对

象，利用 EB 是一种小分子化合物，能够通过渗透作用通过细胞壁，且能被多种转运蛋白非特

异性转运，EB 在紫外光的照射下能够产生荧光，荧光的强度与细胞内 EB 的浓度相关的特

性，采用 EB 琼脂试验及 EB 吸收试验研究 Rv1273c 和 Rv1272c 的物质转运方向；分别高速

离心收集 7H9 培养基中生长至稳定期的结核分枝杆菌 H37Rv 和 H37Ra 细胞，用高速组织细

胞破碎仪将细胞裂解后，提取总 RNA 并用 DNA 酶对所提取的总 RNA 中的 DNA 进行分解。

用 A260/A280 比值分析 RNA 纯度和浓度。总 RNA 反转录得到 cDNA 后，根据 rv1273c 和

rv1272c 基因序列特点，设计引物跨越这两个基因，通过 RT-PCR 对其是否共同转录进行验

证。以 16sRNA 基因作为内参，采用 Real-Time PCR 的方法比较 H37Rv 和 H37Ra 菌株中这

两个基因的表达水平,分析这两个基因在两株菌中的表达差异。验证其与结核分枝杆菌毒力的

相关性。    
结果 EB 琼脂试验发现无论前期是否进行目的蛋白的诱导，带有 rv1272c 或 rv1273c 基因的重

组 BL21 菌株与只含有空载体的菌株相比较，其荧光强度明显增强。且前期进行 IPTG 诱导目

的表达的重组菌株与前期未进行诱导表达的菌株比较，其荧光强度也有明显差异。因此我们推

测 Rv1272c 和 Rv1273c 能够向细胞内转运 EB 从而使细胞内 EB 聚集，荧光强度增强。EB 吸

收试验发现表达目的蛋白的重组菌株其细胞内的荧光强度随着时间的增加不断增强，表明胞内

的 EB 在不断累积，而只含有空载的重组菌株其荧光强度在加入 EB 后 20 分钟就基本稳定。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 BL21/pET28a-rv1272c 荧光值高于 BL21/pET28a-rv1273c，因此在明确了

Rv1272c 和 Rv1273c 为内向转运蛋白的同时，进一步确认了前者的转运功能强于后者。RT-
PCR 结果表明 rv1273c 与 rv1272c 位于同一个转录单位，Real-time PCR 结果表明这两个基

因在 H37Ra 中的表达均约是 H37Rv 的 6 倍。  
结论  Rv1273c 和 Rv1272c 为内向转运蛋白，组成一个多顺反子，可能与结核分枝杆菌的毒

力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5463 
 

Spuriously high glycated hemoglobin value caused by 
Hb shuangfeng 

 
wang yan,zhang ping,zhou hongxing,cao wenming,xu zhe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Changzhou No.2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3003 

 
Objective   We report a hemoglobin (Hb) variant which resulted in spuriously high value of 
glycated hemoglobin (HbA1c) when detected by the Bio-Rad Variant II turbo. 
Design and Methods   HbA1c values were determined by HPLC methods on the Bio-Rad 
Variant II turbo and the Tosoh G7, and immunoturbidimetric assay using the Cobas c501. 
Chromatography and automatic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Hb 
species. PCR amplification and DNA sequencing were further implemented to analyze the 
α2-globin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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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values of HbA1c measured by the Bio-Rad Variant II turbo ranged from 6.3% 
to 6.4%. The values of HbA1c determined by the Cobas c501 and the Tosoh G7 were 5.9% 
and 6.0%. Automatic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showed an additional hemoglobin band 
migrating slower than HbA. Analysis of α2-globin gene revealed a heterozygotic point 
mutation at codon 27 (G→A), corresponding to Hb shuangfeng.  
Conclusions  Our data illustrate that the high value of HbA1c may result from the presence 
of Hb shuangfeng as estimated by the Bio-Rad Variant II turbo.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470 
 

Prognostic value of tumor infiltrating NK cells and 
macrophages in stage II+III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Xu Bin,Chen Lujun, Zheng Xiao ,Shi Liangrong,Wu Changping ,Jiang Jingti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3003 
 

Objective  The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munobiology of tumor microenvironment has 
recently translated into new therapeutic approach against various human cancers. Besides 
the role of immune cells mediating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s, the tumor infiltrating 
components of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including, neutrophils, mast cells, NK cells, 
and macrophages, als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anti-tumor immunity.  
Methods  In our present study, we hav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he 
densities of tumor infiltrating NK cells and macrophages in esophageal cancer tissues 
derived from stage II+III patients.  
Result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nsity of the infiltrating NK cells in tumor stroma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nodal status. In addition, the densities of the infiltrating NK cells 
in tumor nest, and the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in both tumor nest and stroma,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postoperative prognosis.  
Conclusion  Furthermore, the combination of infiltrating NK cells and macrophages in tumor 
nest and stroma, could also be used as important prognostic tools in predicting survival of 
the stage II+III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471 
 

广州地区淋球菌耐药趋势分析 
 

曹文苓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510095 

 
目的  为了解广州地区淋球菌对 7 种抗生素的耐药状况及淋球菌 PPNG（产青霉素酶的淋球

菌）和 TRNG（质粒介导的耐四环素的淋球菌）的流行情况，为临床制定合理治疗方案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用琼脂稀释法测定头孢曲松、头孢克肟、青霉素、大观霉素、环丙沙星、阿奇霉素和四

环素的最低抑菌浓度（MIC）；用纸片碘量法检测 β-内酰胺酶。采用 WHO A、J、G、 P  4



628 
 

株 WHO 标准淋球菌菌株作为质控株，药物敏感性判断标准采用 WHO 西太区淋球菌耐药监测

规划推荐的标准。 
结果  100 株淋球菌检出 PPNG 29 株（29%）、TRNG 41 株（41%），青霉素、环丙沙星、

阿奇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84%，99%，15%，检出环丙沙星高度耐药株 51 株（51%），未发

现头孢曲松、头孢克肟耐药菌株，但其低敏率分别为 25%、11%，未发现大观霉素耐药菌

株。 
结论  广州地区淋球菌对环丙沙星耐药率居高不下，青霉素耐药率有下降趋势，头孢曲松、头

孢克肟未发现耐药菌株，大观霉素抗菌活性最强未发现耐药菌株，也未发现低敏菌株。头孢曲

松、头孢克肟、大观霉素都未见耐药菌株，可以推荐为广州地区治疗淋病的首选药物,但应足

量正规用药,严格掌握适应症，并应长期监测药物耐药性的动态变化，持续动态监测药物对淋

球菌耐药性，以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菌素治疗淋病是非常必要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5479 
 
Preference of Amino Acids in SUMO Consensus Motifs 

 
Wen Donghua1,Huang Zhimin 2,Zhang Yue 3,Yu Xiaoyu 1,Zhou Aiping 1,Yao Yufeng 1,Wu Wenjuan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hanghai East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123， China. 

2.Department of Pathophysiolog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3.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RenJi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Shanghai， 200127， China. 

 
Objective   Small ubiquitin-like modifier (SUMO)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cell activities. A lot 
of SUMO targets own one or several SUMO consensus motifs φKXE/D in their protein 
sequences. Identification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SUMO targets along with potential SUMO 
target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further analyze the SUMO consensus motif. In this work, 
we intended to analyze SUMO consensus motifs systematically.  
Methods  We collected potential SUMO consensus motifs from mass spectrum (MS)-based 
data and SUMO consensus motifs from  confirmed results for analyzing. Cell level 
SUMOylation assays were conducted to confirm the results. And binding models were 
utilized to analyze binding affinities of SUMO consensus motifs to UBC9.  
Results  From our research, we found that 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s are the most 
preferential amino acids in φ position. E accounts for about 90% in the E/D position. The 
frequency of amino acids appeared in X position varies greatly. E and Q show the two 
highest frequencies in X position. Different amino acids in X position do not abolish the 
SUMOylation of lysine in the consensus motif, but they can affect the SUMOylation level of 
the neighboring lysine. Binding models indicated that the preference of amino acids in SUMO 
consensus motif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its binding affinity to UBC9, thus affected the 
catalytic efficiency.  
Conclusion  There are preferences in φ, X, E/D positions of SUMO consensus motifs. In 
this work, we analyzed the consensus motifs systematically. It provides some insight into the 
binding between the SUMO consensus motifs and UBC9. It also provides some indication for 
finding SUMOylation sites in futur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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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491 
 

血清 NCAM, APP 及 Aβ 水平辅助阿尔茨海默病诊断 
 

高天丽 陈克平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在淀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APP) 与神经细胞粘附分子(neur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 NCAM) 相互作用的前期研究基础上，探讨通过检测血清 APP、NCAM 和

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Aβ)含量辅助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的诊断。 
方法  收集临床确诊 AD 的患者血清 106 例，并设立相应健康对照组，用 ELISA 分别检测血清

中 APP、NCAM 及 Aβ40、Aβ42 的水平，统计分析 APP、NCAM 及 Aβ 含量在各组间的差

异。 
结果  AD 患者血清中 APP (P=0E-3)、NCAM (P=0E-3)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Aβ
以 Aβ40 亚型为主，Aβ42 极少；AD 患者 Aβ42 较阴性对照组明显增多(P=0E-3)；APP 与

Aβ40 (r=0.731, P=0E-3)、Aβ42 (r=0.735, P=0E-3) 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AD 患者血清

NCAM 与 Aβ40 (r=-0.472, P=0E-3)、Aβ42(r=-0.338,  P=0.005)存在低度负相关关系。 
结论  血清 APP、NCAM、Aβ 等指标检测可辅助 AD 诊断，可利用 NCAM 抑制 Aβ40 与 Aβ42
生成，可设计与 APP 胞外端结合的 NCAM 小分子药物应用于 AD 的早期干预及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493 
 

抗菌药物联用对常见两种多重耐药非发酵菌的体外抗菌活性

分析 
 

付启云 郑绍同 张小云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300 

 
目的  体外抗菌药物联用药敏试验分析对医院感染的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和多重耐

药铜绿假单胞菌(MDRPAE)耐药性，为临床抗感染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分析医院感染的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MDRPAE)耐药性，采用 K-B 纸片法联用药敏分别测试头孢哌酮／舒巴坦和哌拉西林／他唑巴

坦联用米诺环素、多粘菌素 B 以及阿米卡星对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和耐碳青霉烯类铜绿

假单胞菌的联合药敏抗菌活性。 
结果  2014 年分离常见两种多重耐药非发酵菌共 131 株，其中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MDRAB)104 株，占鲍曼不动杆菌的 48.87％；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MDRPAE)27 株.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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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对 MDRAB 耐药率较低的抗菌药物有多粘菌素 B（3.84％）、米诺环素

（7.69％）、头孢哌酮／舒巴坦（44.23％），其余药物的耐药率都大于 60％。作为加酶抑制

剂的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其单用于 MDRAB 的耐药率高达 80.77％，但和阿米卡星联合却多

有协同和相加作用，头孢哌酮／舒巴坦和阿米卡星联合对 MDRAB 的抗菌活性也以协同和相加

作用为主，但和多粘菌素 B 联合则多为无关作用；对 MDRPAE 耐药率较低的抗菌药物有多粘

菌素 B (3.84％)、阿米卡星（29.62％）、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48.15％）、头孢哌酮／舒

巴坦的耐药率为（51.85％），其余药物的耐药率都大于 60％。头孢哌酮／舒巴坦和米诺环素

联用对 MDRPAE 的抗菌活性以协同和相加作用为主，和多粘菌素 B 联合则也以无关为主。 
结论  临床在治疗感染时，可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有效的敏感药物进行降阶梯治疗，以防耐

药株的产生；对重症感染或多药耐药菌株引起的感染，建议联合用药或单用多粘菌素 B 治疗。

对于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建议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和米诺环素联合为最好；而多

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建议使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阿米卡星联用为最好，以有效地控制感

染和防止耐药株在医院感染的扩散，并可减少抗菌药物的毒性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01 
 

首家国产化学发光兼容试剂的性能验证 
 

陈文虎
1 佘彬

2 
1.浙江省肿瘤医院 

2.上海透景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摘要 
突破技术壁垒冲击免疫化学发光市场格局，国内首家首批国产化学发光兼容试剂于 2015 年 9
月获得 CFDA 注册证，正式上市。 
目的  评价透景化学发光定量检测试剂对 12 种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性能 
方法  按照 CLSI 推荐的方法对透景化学发光试剂检测 AFP，CEA，CA125，CA153，
CA199，CYFRA21-1，fPSA，tPSA，HE4，NSE，Pro-GRP，SCCA，共 12 种肿瘤标志物

的精密度、灵敏度（检测低限）、线性范围等指标进行验证。以透景试剂作为评价试剂，以雅

培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试剂为参比试剂，在雅培 ARCHITECT i2000 平台上同时对临床样

本进行以上 12 种肿瘤标志物定量检测，对两种方法进行等效性评价。两种试剂不一致者以第

三方试剂罗氏电化学发光试剂验证。 
结果  12 项肿瘤标志物的方法学评价结果均在厂家提供的范围之内。以雅培化学发光试剂为参

比试剂，两种试剂检测结果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rAFP=0.996，rCEA=0.984，r 
CA125=0.990，rCA153=0.988，rCA199=0.991，rCYFRA21-1=0.979，rfPSA =0.980，
rtPSA =0.988，rHE4 =0.997，rNSE =0.986，rPro-GRP =0.987，rSCCA =0.986. 
结论  透景化学发光兼容试剂可适用于透景 TESMI i200，雅培 Abbott ARCHITECT i2000，伯

托 Berthold 等多种化学发光检测平台，试剂的方法学评价结果均在厂家提供的范围之内。国

产透景兼容试剂与进口 Abbott 试剂对以上 12 种肿瘤标志物定量检测一致性高，具有价格低，

所使用的实验仪器和耗材较为灵活的特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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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1c can be used for diagnosing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zhang ping,wang yan,zhou hongxing,cao wenming,xu zhe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Changzhou No.2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3003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HbA1c in the diagnosis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find an optimal cut-off point.   
Methods   A total of 183 pregnant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visiting 
the Changzhou No.2 People’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April 2016 were selected as test 
group in this study. In addition, 175 healthy pregnant women were included as control group. 
Then, the sera were analyzed for HbA1c and OGTT 2h PG. The criteria used for the 
diagnosis of GDM was recommended from International Diabetes and Pregnancy Study 
Groups (IADPSG) in 2011.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was analyz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Results  The mean HbA1c level in women with GDM was 6.3±0.5%, whereas it was 
5.2±0.3% in those with normal glycemia.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DM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HbA1c results. Women with GDM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pregnancy-related complications compared with healthy pregnant women.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ROC) was 0.853 in the GDM group with an optimal cut-off point of 5.4%. 
An HbA1c cutoff of 5.4% had a sensitivity of 96.1% and a specificity of 53.4% for the 
diagnosis of GDM. 
Conclusions  Our study revealed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 of HbA1c in the diagnosis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is 5.4%.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21 
 

冠心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纤维蛋白原与 B 型脑钠肽检测的

临床意义 
 

陈育华 吴显劲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探究冠心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纤维蛋白原(FIB)与 B 型脑钠肽(BNP)检测的临

床意义。 
方法  选自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院心内科收治的冠心病患者 134 例，分为单纯冠心病

组和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组，同时纳入 68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分别检测和比较各组

HbA1c、FIB 和 BNP 水平的差异。 
结果  冠心病患者组的 HbA1c、BNP 和 FIB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各项指标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冠心病并糖尿病患者组的 HbA1c、FIB 高于单纯冠心病患者组，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而冠心病并糖尿病患者组 BNP 显著高于单纯冠心病患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糖化血红蛋白、纤维蛋白原和 B 型脑纳肽与冠心病皆有一定的相关性，并可对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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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32 
 

NJ001 识别抗原在多种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肿瘤分化的

关系 
 

潘世扬 荆俊鹏 王悦 吴蕾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9 

 
目的  研究 NJ001 识别抗原在人体内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且评估其与肿瘤分化

的关系。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对肺腺癌，肺鳞癌，胰腺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肝癌和对应

的良性病变组织中 NJ001 识别抗原的表达进行了检测，同时与肿瘤分化程度进行了比较，通

过半定量的方法判定结果，使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NJ001 识别抗原在肺腺癌（88.0%），肺鳞癌（82.2%），胰腺癌（73.3%）和乳腺癌

（57.8%）中均呈现出高表达，并且均与肿瘤分化程度显著相关（肺腺癌 P<0.001，肺鳞癌

P=0.002，胰腺癌 P=0.002，乳腺癌 P=0.024）。 
结论  NJ001 识别抗原可以作为诊断肺腺癌，肺鳞癌，胰腺癌和乳腺癌的一个新的肿瘤标志

物，同时也可以作为判断肿瘤分化程度的靶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35 
 
Mean platelet volume/platelet count ratio is associated 

with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龚雪 张丽霞 杨大恒 徐建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preoperative MPV/PC ratio in 
pancreatic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124 pancreatic cancer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preoperative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were examined 
and analyzed along with patient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and prognosis.  
Results  MPV/PC ratio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pancreatic cancer group.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had a slightly lower platelet count than patients with benign 
pancreatic tumor or healthy controls. Overall survival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 the group 
with a high MPV/PC ratio than in the other groups (MST:7.0 months vs. 13.0 months, log-
rank, P<0.001).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a high MPV/PC ratio was an 
independent unfavorable predictive factor for OS (HR: 3.726, 95% CI: 2.018-6.880, 
P<0.001).  
Conclusions  A high MPV/PC ratio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an unfavorable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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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52 
 

血清 IgG4 水平检测的临床价值 
 

姜玉章 刘蓓蓓 刘 焱 张媛媛 张迎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市第一医院 223300 

 
目的  探讨血清 IgG4 检测在不同疾病中的价值，揭示 IgG4 在疾病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运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 421 例不同疾病患者血清 IgG4 水平，同时对 IgG4 水平异常患

者的常规项目进行综合。 
结果  以国际推荐的血清 IgG4 水平≥1.35g/L 为异常时,共有 38 例患者(含门诊 3 例)血清 IgG4
水平异常增高(男性 18 例，年龄为 52±13 岁，女性 20 例，年龄为 63±15 岁）。34 例住院患

者中进行常规实验室项目检查的共有 35 例，其中 IgG4 相关性疾病（腹膜后纤维化、IgG4 相

关性肾病）2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 6 例、肺部感染 5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干燥综合征各 3
例、间质性肾炎伴肾衰和关节痛各 2 例、银屑病性关节炎、、多浆膜炎、、肺癌、黄疸、胸腔

积液、结缔组织病、糖尿病、脑梗、发热、强直性脊柱炎、慢性肺阻塞性疾病各 1 例。34 例

血清 IgG4 水平异常升高患者中，嗜酸性粒细胞降低 15 例（占 44%）、前白蛋白(PA)降低 22
例（占 65%）、C 反应蛋白（CRP）升高 20 例（占 59%）、谷丙转氨酶（ALT）升高 10 例

（占 29%）、谷草转氨酶（AST）升高 12 例（占 35%）、乳酸脱氢酶（LDH）升高 12 例(占
35%）、γ-谷氨酰转肽酶（GGT）升高 15 例（占 44%）、肌酐升高 7 例（占 21%）、血糖升

高 12 例（占 35%）。3 例肾病患者动态检测，患者症状好转的同时， 血清 IgG4 水平也相应

下降。 
结论  除 IgG4 相关性疾病伴有高浓度的 IgG4 水平外，其它疾病（如免疫性疾病）患者血清

IgG4 水平增高常伴有急性炎症，肝功能受损。经用类固醇激素治疗，患者症状好转的同时， 
血清 IgG4 水平也相应下降。血清 IgG4 检测对 IgG4 相关性疾病诊治评估具有重要的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61 
 

肺泡灌洗液中 SHOX2 和 RASSF1A 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对

肺癌的诊断价值研究 
 

张毅敏 王明丽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评估肺泡灌洗液（BALF）中 SHOX2 和 RASSF1A 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任意阳性）在

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594 例患者（肺癌组 275 例，对照组 319 例）的 BLAF 及病理资料。首先，比较实

时荧光 PCR（RT-PCR）与测序法检测 BALF 中两种基因甲基化状态的一致性。其次，结合病

理诊断结果，计算 SHOX2 和 RASSF1A 甲基化单独或联合检测对肺癌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

性。最后，比较基因甲基化与细胞学对肺癌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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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T-PCR 检测 SHOX2 和 RASSF1A 甲基化与甲基化测序结果的一致率分别是 97.5%和

98.0%。基因甲基化状态(任意阳性)在肺癌组（74%）与对照组（13%）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两基因联合甲基化对小细胞肺癌和肺鳞癌诊断灵敏度可达 97%和 86%，同时较单独检测显著

提高对肺腺癌的诊断灵敏度（66%）。联合基因甲基化检测阳性率在细胞学发现癌细胞组为

98%，结果未明组为 100%，未发现癌细胞组为 38%。甲基化检测相对于细胞学可大幅提高肺

癌诊断灵敏度（从 45%到 82%），并具有高特异性 92.5%。 
结论  RT-PCR 检测 BALF 中 SHOX2 和 RASSF1A 甲基化状态具有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两

者联合检测是非常有潜力的肺癌诊断的新型标志物组合。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62 
 

基于 NGS、MLPA 和 Sanger 测序的 FBN1 基因突变研究 
 

卢鑫鑫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4 

 
目的  对马凡综合征（Marfan syndrome，MFS）和晶状体脱位综合征（Ectopia lentis 
syndrome，ELS）患者的原纤维蛋白－1（fibrillin-1，FBN1）基因，转化生长因子受体 1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Receptor Type Ⅰ，TGFBR1）和转化生长因子受体 2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Receptor Type Ⅱ，TGFBR2）进行基因突变筛查，有利

于明确相应患者的患病原因。  
方法  用第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对 22 例 MFS 和 1 例 ELS 患者的

FBN1、TGFBR1 和 TGFBR2 进行突变筛查，然后用 Sanger 测序验证。NGS 未发现突变的

患者，再应用多重连接探针扩增 (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
检测 FBN1、TGFBR1 和 TGFBR2 的大片段缺失/重复突变，对这两种方法提示有大片段突变

的外显子进行长片段 PCR 以证实。 
结果  在 22 例 MFS 和 1 例 ELS 患者中发现 20 种 FBN1 突变，20 种突变中 13 个是错义突

变、3 个是无义突变、2 个剪接位点突变、1 个移码突变、1 个是大片段缺失突变。其中 11 种

为新发突变，分别是 c.448T>C、c.1665C>A、deletion of exon18、c.3082+2T>C、

c.3521T>C、c.4081T>G、c.5517C>A、c.6864_6871+1delCTGTGTAGG、c.6992G>A、
c.7594delA、和 c.7713T>G；9 种为已报道突变，分别是 c.199T>C、c.640G>A、
c.1585C>T、c.2413T>C、c.3037G>A、c.3380G>T、c.5497T>C、c.6424T>C 和

c.6451T>C。而一例大片段缺失突变患者经 MLPA 及长片段 PCR 证实具体突变为 c.2114-
2357_2167+747del3158bp。未发现 TGFBR1 和 TGFBR2 突变。 
结论  FBN1 基因突变可能是 19 例 MFS 和 1 例 ELS 患者的致病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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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细菌性感染中血清与末梢血降钙素原的比较分析 
 

葛高霞 邱胜丰 张美娟 李云飞 张晓洁 王敏 董宁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末梢血降钙素原（PCT）替代血清降钙素原（PCT）对新生儿感染早期诊断及鉴别

诊断的可行性及应用价值。 
方法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 30 例细菌感染新生儿及 10 例未细菌感染新生儿的 PCT 水平，

统计分析两种方法的相关性。 
结果 末梢血 PCT 与血清 PCT 的相关性达 0.97。  
结论 末梢血 PCT 可以替代血清 PCT 监测新生儿感染诊断，对病情程度判断及治疗效果评价

具有重要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5580 
 

应用六西格玛管理减少检验标本不合格率的研究 
 

邓芳 王 蓓 张 扬 李 明 孙永梅 魏 敏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  探讨在临床应用精益六西格玛质量工具减少送检标本缺陷率，保证检验分析前质量。 
方法  根据精益六西格玛“定义-测量-分析-改进-控制”（PDAIC）,对全院各病区送检标本进行不

合格率计算，并查找主要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科室，针对不同的原因采取多种改进措施，比较实

施西格玛质量工具前后送检标本不合格率情况。 
结果  在实施西格玛质量管理后，不合格标本比率从 0.73%减少到 0.37%，医生满意度和护士

满意度分别从 72.20%和 85.61 到 95.32%和 96.21%。 
结论  西格玛精益管理有助减少临床检验标本不合格率，提高分析前质量，提升检验整体质

量，值得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84 
 

NT5C2 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表达及意义 
 

吴遐 郝磊 薛冰 韩丹丹 常人亮 邓芳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  探讨 NT5C2 基因在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L）患者骨髓中表达、突变及其临床意

义。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儿童 51 例和成人 29 例 ALL 患者 NT5C2 mRNA 水平，均

为配对标本，其中儿童：初诊-缓解-复发标本 25 对，初诊-完全缓解标本 26 对；成人：初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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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复发标本 17 例，初诊-完全缓解标本 11 例，各以 8 例相应年龄段的非恶性血液系统疾病

作为对照组。对所有病例通过 NT5C2 基因常见突变的外显子进行克隆测序。分析 NT5C2 在
ALL 中的表达、突变与临床特征、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及其预后意义。 
结果  ①儿童和成人 B-ALL 的复发组中 NT5C2 
mRNA 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其对应的对照组、初诊组及缓解组（P<0.01）；②儿童和成人

T-ALL 的初诊组、缓解组和复发组中 NT5C2 
mRNA 的表达水平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③初诊儿童和成人 B-ALL、T-
ALL 中 NT5C2 
mRNA 的表达水平与危险度分级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④一个复发标本中发现 NT5C2 一个

新的杂合突变。 
结论  NT5C2 高表达是儿童和成人 B-ALL 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能成为此类型 ALL 患者监测

复发、指导用药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85 
 

降钙素原在两种检测系统中检测结果的可比性研究 
 

张美娟 张晓洁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在罗氏电化学发光分析系统与诺尔曼发光免疫分析系统中检测结果

的可比性。 
方法  收集 2015.1-2016.6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就诊的患儿血清。同一患儿同时采集指尖末

梢血和静脉血。末梢全血采集于 EDTA-K2 抗凝管中，静脉血则采集于分离胶促凝管中。样本

采集后 4 小时内完成检测，若不能及时检测应置于 2－8，24 小时内完成检测。以罗氏电化学

发光仪 e601 测定静脉血 PCT 的结果作为对照，诺尔曼发光免疫分析仪测定指尖末梢血 PCT
的结果与之比较。两个 PCT 定量测定系统分别按照各自系统操作说明书进行测定，测定前先

对定量系统进行各自的校准，在室内质控均在控后，进行检测操作，实验结果由仪器判读。测

定结束后，将两种检测系统上 PCT 的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其重复性和相关性。 
结果  不同浓度的 PCT 在两种检测系统中的结果比较，R2＝0.9942，秩和检验 P=0.83，说明

两个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相关性较好，无明显差异。 
结论  降钙素原 PCT 在罗氏电化学发光分析系统与诺尔曼发光免疫分析系统中检测结果具有良

好的等效性，有助于临床辅助诊断，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88 
 

真菌孢子对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细胞计数的影响 
 

李明 常人亮 阚劲松 陈兆武 魏敏 邓芳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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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真菌孢子对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细胞计数的影响。 
方法  选取临床常见的 4 种真菌孢子，采用 0.9%的生理盐水配制成终浓度为 4-6×109/L 的真菌

原液，与外周血全血（含高、中、低三个浓度的白细胞和血小板）按一定比例混合，制备成含

不同浓度（4-6×108/L、4-6×107/L、4-6×106/L、4-6×105/L）真菌孢子的全血样本，Sysmex-
5000i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上机检测，观察不同种类、不同浓度的真菌孢子对白细胞计数和血

小板计数的影响以及散点图的变化情况，并以临床病例加以阐述。 
结果  高浓度真菌孢子使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白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假性升高，其中以热带

念珠菌和克柔假丝酵母菌对 WBC 计数影响较大，克柔假丝酵母菌对 PLT 计数影响最大。  
结论  真菌孢子可能会对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细胞计数产生较大影响，临床日常工作中应加以

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92 
 

2013 年~2015 年参加卫生部临床生化室间质评回顾分析 
 

刘亚婷 宁芬 许金鹏 陆雅春 王林 黄开泉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31 

 
目的  通过对我科室在 2013 年~2015 年参加卫生部临检中心临床生化检验室间质评结果的回

顾分析和总结，主要包括常规化学、特种蛋白和糖化，探讨提高临床生化检验质量的因素，从

而为科室实施全面的质量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中心 3 年内的卫生部临床生化室间质评结果数

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按照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方法统一评价标准，采用 PT（能力验

证）评分方法进行评分。 
结果  常规化学 3 年平均 PT 合格率为 97.69%，糖化 PT 合格率为 100%，特殊蛋白 PT 合格

率为 98.33%，所有的 37 个项目总的 PT 合格率为 97.85%。 
结论  通过开展室间质评活动，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不足，制定改进的措施，提高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从而更好的服务于临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596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患者八种呼吸道病原体 IgM 检测

结果分析 
 

刘广印 昝丽娜 张静 张永娟 相明飞 刘莹莹 孙瑞 梅倩 孙峰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 236800 

 
目的  探究八种呼吸道病毒及非典型病原体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的患者中的感染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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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入住亳州市人民医院的 812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加重的患者血清标本，应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FA）定性检测流感病毒 A/B （ Influenzavirus 
A/B, F1uA / B ）、副流感病毒（Para Influenzavirus,PIV）、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腺病毒（Adenovirus,ADV）,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LP）、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MP）、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CP）八种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812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的患者八种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总阳性率为

69.7%（566/812）, 566 例病原体感染者中有 254 例 1 种抗体阳性，阳性率为 44.9%
（254/566），FluB、MP、FluA 和 LP 以 59.4%、15.7%、11%和 11%的感染率位于前列位

于前列;312 例多重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阳性，阳性率为 55.1%（312/566），多重感染高于单

一感染个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 )；不同季度间所有病原体 IgM 阳性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23），第一季度以 74%（319/431）的病原体阳性率为最高，8 种病原体在

不同季度感染率除 FluA 和 MP 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者在第一季度感染率叫其他季度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在不同性别间病原体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男性患者以 52.1%（295/566）的感染率高于女性患者，病原体单一感染率与多重

感染率在性别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3），女性患者 60.5%（164/312）多重感染率

较男性患者感染率高，而男性患者 49.8%（147/254）的单一感染率较女性患者感染率高。 
结论  AECOPD 与呼吸道病毒及非典型病原体感染密切相关，尤其是流感病毒 B 型，在呼吸

道病毒及非典型病原体流行的季节应做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病原体检测及流感疫苗接种

和预防工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01 
 

Compound Shougong Powder regulates serum 
metabonomics of mice induced with 

immunosuppression by Cyclophosphamide via 
restoration of dysregulated metabolic energy pathways 

 
huo xingxing,huang kaiquan 

Clinical Laboratory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30031 
 

Compound Shougong Powder (CSGP) is a traditional composite Chinese medicine, which is 
currently been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for the treatment of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However, the mechanism by which CSGP attenuate immunodepression is still unclear. In the 
present study, a serum metabonomics method based on gas chromatography system 
coupled with a Pegasus 4D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er (GC/TOFM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munostimulating effect 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CSGP in a 
Cyclophosphamide (CY)-induced mice immunosuppression model. The model of 
immunosuppression was copied by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with CY (100 mg/kg). 
Histopathological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to confirm establishment of CY-induced 
immunosuppressive 
model and also to verify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CSGP. Serum samples from mice of three 
randomly divided groups (control, model, and CSGP treated) were collected at various time-
points, and the metabolic profile chang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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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d by GC/TOFMS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te analysis (PLS-DA) and orthogonal projections to latent structures (OPLS). 
Metabolic profile studies suggested distinct clustering of 
the three groups could be separated, and four significantly changed metabolites including 
alanine, N-Acetyl-beta-alanine, lactamide, tricetin were found. At the same time, CSGP 
treatment could reverse the levels of these metabolites to normal levels or close to normal 
levels at 4 weeks. In addition, pathologic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CSGP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the spleen. Overall, this study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CSGP has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n CY-induced immunosuppression in mice, which might be 
partly associated with its effects on regulating the dysregulated energy metabolism.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03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renal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Wilson's disease 

 
bu su,huang kaiquan 

Clinical Laboratory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hui， 
China 230031 

 
OBJECTIVES  Renal impairment has repeatedly been described in patients with Wilson's 
disease (WD).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e investigate renal function estimated by markers 
in patients of WD.  
METHODS  A total of 92 patients with WD who had been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and 30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The serum creatinine (Cr), serum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serum cystatin C (Cys-C), serum retinol binding protein (RBP), urinary beta-2-
microglobulin (β2MG), and urinary N-acetyl-beta-D-glucosaminidase (NAG) wer measured. 
All inpatients of WD were divided into 53 cases of standardized treatment group 
(specification group) and 
39 cases of non-standardized treatment group (non-specification group).  
RESULTS  The abnormal rate of urinary NAG, serum Cys-C and urinary β2MG in non-
specific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specific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specific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RBP between three group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but serum BUN and serum Cr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resent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 (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of WD without standardized decoppering therapy are more easily 
complicated with renal impairment. Urinary NAG, urinary β2MG, serum RBP and serum Cys-
C might be the suitable markers for predicting kidney injury in patients with W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06 
 

光学血小板在低值血小板计数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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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勇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61 
 

目的  探讨 Sysmex XT-4000i 全血细胞分析仪光学法血小板在低值血小板计数准确性的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 77 例血小板计数≦60×109/L 的住院患者。每位患

者标本在 RBC/PLT 通道检测电阻抗法血小板(PLT-I)，在 RET 通道检测光学法血小板（PLT-
O）,同时手工显微镜计数法计数血小板(PLT-M)并涂片镜检。以 PLT-M 计数结果为参考方

法，采用秩和检验的 K－W 检验判断三组数据的计数结果有无差异，如有差异则进行 Mann-
Whitney 检验分别比较手工法与光学法、手工法与电阻抗法的计数结果，检验手工法和光学

法、手工法与电阻抗法计数结果的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K－W 检验 P 值 0.019(P<0.05)，表明三组数据计数结果有统计学意义。Mann-Whitney
检验光学法与手工法结果的比较 P 值 0.710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电阻抗法与手工法

结果的比较 P 值 0.02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光学法血小板计数结果在低值血小板计数结果的准确性较高,当仪器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

≦60×109/L（本室复检标准）时应打开 RET 通道检测 PLT-O,以光学血小板结果作为可报告参

数报告结果并及时涂片镜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07 
 

肠道病毒 EV71 手足口病病原学及免疫功能改变研究现状 
 

王宇婧 程邦宁 
安徽医科大学儿科临床学院（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手足口病（hand，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是以手、足、口多发疱疹为主要特征的

一类自限性疾病，5 岁以下儿童多发，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儿童常见的急性传染性疾病。

肠道病毒 EV71 是手足口病主要病原体，具有噬神经性，可引起患儿神经症状甚至死亡。本文

将对 EV71 病原学特征、发病机制、感染后机体免疫功能改变进行讨论，以便更加深入了解

EV71 特征，为手足口病的防治提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12 
 

多种肠道病毒引起手足口病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王宇婧 程邦宁 
安徽医科大学儿科临床学院（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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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肠道病毒 71 型、柯萨奇病毒 A16 型、其他肠道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HFMD）患

儿细胞免疫功能的不同。 
方法   收集 HFMD 患儿咽拭子或肛拭子标本，进行 EV71、CA16、EV 核酸检测，根据荧光

RT-PCR 检测结果，分为 EV71 阳性组，CA16 阳性组，通用 EV 阳性组。对各组患儿应用流

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 CD3+T、CD4+T、CD8+T、NK、B 细胞百分率。 
结果  EV71 阳性组患儿 CD3+T、CD4+T 细胞百分率明显低于 CA16 阳性组和 EV 阳性组患儿

（P<0.05）,CA16 阳性组和 EV 阳性组患儿 CD3+T、CD4+T 细胞百分率无显著差异

（P>0.05）;三组患儿 CD4+T/CD8+T、CD8+T 细胞百分率无显著差异（P>0.05）；EV71 阳

性组患儿 NK 细胞、B 细胞百分率明显高于 CA16 阳性组和 EV 阳性组患儿（P<0.05），

CA16 阳性组和 EV 阳性组患儿 NK 细胞、B 细胞百分率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EV71
较 CA16 以及其他肠道病毒引起的 HFMD 患儿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加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13 
 

肝豆状核变性的实验室诊断 
 

余金芸 朱俊 黄开泉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31 

 
肝豆状核变性是一种铜代谢障碍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导致铜在机体内沉积，是少数几

种可治疗的遗传性疾病之一。其临床症状呈复杂多样性，主要表现为肝功能异常、急慢性肝

炎、肝硬化、精神症状、眼部角膜色素环以及肝硬化相关急性溶血发作等，常被临床医师误

诊。检测血清铜蓝蛋白、血清铜氧化酶以及 24 小时尿铜含量对肝豆状核变性的早期诊断具有

重要意义，血清铜、肝实质铜、脑脊液铜的测定也具有一定的诊断参考价值，其中在进行药物

治疗的患者中，24 小时尿铜和血清铜的监测有助于判断疗效。基因检测可用于确诊肝豆状核

变性和家庭成员潜在患者的筛查，但基于其技术和费用等原因尚未能在临床得到普遍推广。将

多种检测方法相结合并依据临床症状和家庭背景，可以实现针对肝豆状核变性的最优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17 
 

合肥地区不同类型高龄冠心病患者血浆 BNP 水平及其临床价

值分析 
 

王林 黄开泉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31 

 
目的  探讨不同临床类型高龄冠心病患者血浆 B 型钠尿肽（BNP）浓度的差异及其与心脏功能

的相关性和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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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5 年 8 月到 2016 年 3 月在我院确诊的老年冠心病患者 120 例作为观察组，其

中急性心肌梗死（AMI）43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P）50 例，稳定型心绞痛（SAP）27
例。同时选择我院老年职工体检者 132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测定不同组别血浆 BNP 水平，并

进行比较分析。结果：AMI，UAP，SAP 和对照组血浆 BNP 水平分别为 1294.37 ± 885.62 
pg/ml，227.57± 88.62 pg/ml，40.60± 24.32 pg/ml 和 41.59± 61.65 pg/ml。AMI 组平均 BNP
明显高于 UAP 组（P< 0.05），UAP 组 BNP 水平明显高于 SAP 组和对照组（P< 0.05），

SAP 组和对照组 BNP 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不同临床类型老年冠心病患者血浆 BNP 水平存在浓度差异，BNP 可反映心机坏死的程

度，为老年冠心病患者的诊断和病情观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19 
 

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在新生儿败血症诊断中的价值 
 

李维春 张克昌 杨续 王圣东 
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39001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检测在新生儿败血症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至 12 月入住南京儿童医院滁州分院新生儿病例，按照新生儿败血症的诊

断标准及是否发生感染，将患儿分为败血症组（91 例）和非感染组（22 例），分别收集败血

症患儿治疗前、后及非感染组的血液标本，采用免疫色谱法和免疫比浊法测定患儿血液中降钙

素原和 C 反应蛋白水平。 
结果   败血症组患儿血液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水平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32 例败血症患儿经治疗后降钙素原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诊断新生儿败血症的敏感度分别为 0.824 和 0.560 、特

异度分别为 1 和 0.682。 
结论  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的检测在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及疗效评价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

值，联合检测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有助于提高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21 
 

降钙素原和超敏 C 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比较 
 

王清云 陶黎岚 高鹏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 233000 

 
临床上感染性疾病越来越受重视，严重的感染可造成各种脏器功能障碍或衰竭，严重者可导致

患者死亡。为了明确诊断，便于临床治疗，提高患者生存率，本文针对降钙素原联合检测超敏

反应蛋白结果，探讨在感染疾病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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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23 
 

ORF45 蛋白介导卡波氏肉瘤相关病毒（KSHV）以自噬体为

平台进行组装 
 

王鑫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250012 

 
目的  卡波氏肉瘤相关疱疹病毒（KSHV）是人类七种致瘤病毒之一，可致淋巴和皮肤粘膜等

系统肿瘤。KSHV 在裂解复制期组装释放子代病毒是持续感染的重要原因。阻断 KSHV 组装将

有效的抑制子代病毒的产生，抑制 KSHV 的持续感染。我们以往的研究发现，KSHV 的多种结

构蛋白都可以定位于高尔基体的脂筏，随着细胞内膜结构的运动介导病毒的组装释放。前期研

究发现 KSHV 在裂解复制期促进自噬体的形成，同时又抑制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但一直不

清楚 KSHV 如何利用自噬。高尔基体及其衍生的膜系统也是自噬体膜的来源，因此本研究试

图揭示 KSHV 利用自噬体进行组装释放的机制。 
方法  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确定 KSHV 的被膜蛋白 ORF45 与自噬相关蛋白 LC3 的定位关系。

抑制或促进细胞自噬，观察 KSHV 裂解复制的能力。构建自噬体定位缺陷型病毒（BAC-
K297R），运用免疫荧光和 qPCR 技术比较缺陷型和野生型病毒在病毒组装和释放过程中的

差异和病毒释放量的差异。 
结果  我们首先发现 ORF45 能促进自噬，病毒的被膜蛋白 ORF45 和衣壳蛋白 ORF65 都可以

和自噬相关蛋白 LC3 在细胞内部分共定位。但破坏了 ORF45 的脂筏定位功能，它们就不能与

LC3 共定位了，提示 ORF45 与 LC3 的共定位可能是依赖于细胞内膜结构的脂筏成分的，而衣

壳蛋白与 LC3 的共定位则是由 ORF45 介导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 KSHV 在裂解复制期

只促进自噬体的形成，并抑制溶酶体的降解；用药物抑制自噬体的形成后，病毒结构蛋白

ORF45 和 ORF65 与 LC3 的共定位消失，病毒的成熟和释放都受到抑制。 
结论  ① KSHV 被膜蛋白 ORF45 是介导病毒颗粒在自噬体定位的关键蛋白；② KSHV 可能将

自噬体作为病毒组装释放的平台；③ 未来有可能通过调控细胞自噬抑制病毒复制，为控制

KSHV 感染提供新的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26 
 

铜陵市人民医院铜绿假单胞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唐吉斌 胡志军 张盛 焦瑞宝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 10112651 

 
目的  为了解铜陵市人民医院 2013-2015 年间临床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分布情况，及其对常用

抗菌药物敏感性的动态变化，为临床感染控制和指导临床对感染治疗及合理用药提供实验室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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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分析方法，对铜陵市人民医院临床微生物室 2013-2015 年间临床科室送

检各类标本分离出的铜绿假单胞菌，应用 WHONTE5.6 软件对其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逐年增加。标本主要来源于痰液，平均占 70.49%，其次为创面

伤口分泌物，平均占 12.85%；科室主要分布在重症监护室和呼吸内科，分别为 15.862%和

15.63%；三年间对阿米卡星的敏感性均保持在>90%，对头孢他啶和头孢吡肟敏感率逐年增

高，至 2015 年，敏感率均>80%，对头孢噻肟、头孢曲松及磺胺甲恶唑/甲氧苄啶保持耐药，

耐药率均>70%，对替卡西林/克拉维酸耐药率呈逐年下降，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维

持在 30%左右。 
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现象日趋严重，也是医院感染的重要致病菌，应

加强对该菌引起感染的管理和耐药性监测，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对该菌敏感抗菌药物用于临

床治疗，规范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减少耐药现象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31 
 

血清胃蛋白酶原、幽门螺杆菌抗体在胃疾病患者中的临床应

用价值 
 

徐素仿 邵静 王传祝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黄山路院区 230022 

 
目的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位居消化系统肿瘤的第一位。通过检测胃疾病患者血

清中的胃蛋白酶原和 HP 抗体的水平变化，研究其对胃癌早期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胃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胃十二指肠息肉、胃十二指肠溃疡和健康对照组共

239 人，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定量检测检测机体血清胃蛋白酶原 PGⅠ、PGⅡ水

平，采用胶体金定性检测血清 Hp-IgG 抗体。  
结论  胃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PGⅠ和 PGR 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胃十二指肠溃疡和胃十

二指肠息肉患者 PGⅠ和 PGⅡ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GR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胃溃疡

组血清 HP-IgG 抗体阳性率最高 67.39%。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5633 
 

循证检验医学在中西医结合诊断中的桥梁作用 
 

王林 黄开泉 宁芬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31 

 
循证检验医学用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规范检验医学的研究设计和文献评价、用当前最好的检测

技术和质量控制体系对检测结果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评价，其任务是向临床医师提供反映患

者真实情况的证据。检验医学一直以来是西医诊疗方面最主要的实验数据支持者，检验医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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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中医临床能够为中医诊疗提供大量真实客观的实验数据，大量的实验数据可以为中医证候

的客观化研究、中医“证”本质的研究、中医治疗疗效评价等方面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为中医

学提供西医学界能够接受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进而架起一座中医学与西医学互相沟通交流

的桥梁，极大的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34 
 

异型淋巴细胞报警信息可信度分析及临床应用 
 

方 勇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61 

 
目的  探讨 Sysmex XT-4000i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异型淋巴细胞报警信息可信度分析及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 103 份有异型淋巴细胞报警的血常规标本及 100 份无

异型淋巴细胞报警的血常规标本，同时涂片作显微镜镜检，以异型淋巴细胞>5%为镜检阳性判

断标准，计算出异型淋巴细胞报警信息的真阳性、假阳性、真阴性、假阴性的比率。 
结果  203 份血常规标本的异型淋巴细胞报警的真阳性率 43.6%（45/103),假阳性率

56.3%(58/103)，真阴性率 98%(98/100)，假阴性率 2%(2/100),敏感性 95.7%，特异性 62%。 
结论  Sysmex XT-4000i 异型淋巴细胞报警提示可以作为异型淋巴细胞筛选的指标，具有较高

的特异度及敏感性但仍需结合镜检结果予以确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54 
 

KLF6-SV2 在结直肠癌的表达及对增殖凋亡的影响 
 

张彪
1 过丹丹

1 郑佳莹
1 伍严安

1,2 
1.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医学院 

2.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 了解 KLF6 基因 SV2 剪接体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对结直肠癌细胞 SW480 和 SW620
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并分析其对结直肠癌细胞增殖凋亡影响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应用 qRT-PCR 检测 60 对结直肠癌肿瘤组织、癌旁组织及五种结直肠癌细胞系中 KLF6-
SV2 mRNA 的表达差异。构建过表达 KLF6-SV2 剪接体的 SW480 和 SW620 细胞系，鉴定其

过表达效果。应用 MTT 法、DNA 倍体流式细胞法、AnnexinV-APC 标记流式细胞法分别检测

细胞增殖、细胞周期、细胞凋亡。同时分别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过表达后细胞中

p53、p21、Bax 基因的表达情况。 
结果 KLF6-SV2 mRNA 在结直肠癌肿瘤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0.783±0.409）显著低于相应癌

旁组织（1.086±0.449）（P<0.01），在 SW480 和 SW620 中表达低于 HCT116、LoVo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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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29（P<0.05）。与对照组细胞相比，构建成功的 KLF6-SV2 过表达细胞系，增殖能力显著

下降，细胞周期明显被阻滞在 G0/G1 期，凋亡细胞比例明显增多，同时 p21 和 Bax 表达水平

显著上调，p53 表达无变化。 
结论  KLF6-SV2 在结直肠癌中呈低表达，可能具有潜在的抑癌作用。KLF6-SV2 的表达可抑

制结直肠癌细胞系 SW480 和 SW620 的细胞增殖，阻滞细胞周期，同时促进凋亡，其机制可

能与 p21、Bax 表达上调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74 
 

无锡地区育龄期妇女 TORCH 感染状况的检测分析 
 

张立 许耀辉 许飞 臧嘉 张勤勤 岳奕 王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214002 

 
目的  国内关于 TORCH 感染的报道并不完全一致，不同地域 TORCH 阳性检出率亦不相同。

本研究通过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无锡地区育龄期妇女血清 TORCH 抗体，并对结果进行分

析，了解无锡地区育龄妇女 TORCH 感染情况及其流行特点，为本地区育龄期妇女保健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以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无锡妇幼保健院进行产前检查的 62141 例育龄期妇女

为研究对象，利用 Liaision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对 TORCH 病毒 TOX、RV、CMV、
HSV 抗体进行检测。检测基本原理是包被有抗原的磁性微粒作为固相载体，将链接异鲁米诺

衍生物的鼠抗人单克隆抗体作为抗体结合物。每批标本测定前均进行光路校正。 
结果  TORCH 四种病原体弓形虫（TOX）、风疹病毒（RV）、巨细胞病毒（CMV）以及人疱

疹病毒（HSV）的 IgM 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1.25‰（77/61452）、2.66‰（163/61381）、

0.37‰（23/61387）、129.41‰（7872/60829），anti-HSV IgM 抗体阳性率远高于其他三种 
IgM 抗体阳性率；anti-RV IgM 抗体阳性率由 2011 年的 0.05%增长至 2015 年的 0.76%，呈现

出逐年上涨的趋势。秋冬季为巨细胞病毒感染高发期（anti-CMV IgM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39%、35%），而 TOX、RV、HSV 的感染率并无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结论  我国人口基数大，TORCH 感染不容忽视。预防 TORCH 感染所致的出生缺陷（如中枢

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畸形，脑发育不良等）的发生，应以预防为主，通过在人群中进行知识

的普及，提高人群对 TORCH 感染危害性的认识。育龄期妇女和医疗人员需提高对 TORCH 感

染的季节性认识，同时对孕妇进行 TORCH 检测，了解各地区 TORCH 感染的高发人群、高发

季节及类型，可及时了解孕妇 TORCH 感染情况，尽早采取方法和措施，对人口的优生优育具

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5679 
 

急诊生化标本实验室内周转时间影响因素分析 
 

赵峰峰 
东南大学医学院 2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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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建立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急诊生化标本实验室内周转时间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研究，采用南京市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检验科 2015 年 09 月至 2016 年 04 月急

诊生化标本，随机选取 4 周数据，共 3856 份。记录标本信息包括:测定日期、测定星期、标本

状态、送到时间、审核时间、处理耗时、项目组合、测定时段、操作者、30 min 处理结果及

延时因素。采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对以上各指标先行 COX 单因素分析，再逐步行

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  30 min 内发送报告 3517 份，占 91.2%。标本实际处理时间的中位数为 21.4 min。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单因素分析显示：标本状态、送到时间、测定时段、操作者及延时因素对标

本周转时间延迟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小于 0.05）；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显

示：恰当的送到时间为缩短标本周转时间有利因素(Wald=22.431，P=0.001)，非正常上班测

定时段、交接班因素为缩短标本周转时间不利因素(Wald=19.273，P=0.000)，2 号和 7 号操

作者为缩短标本周转时间的有利因素(Wald=13.512、7.901，P=0.001、0.000)，4 号操作者为

缩短标本周转时间的不利因素(Wald=24.137，P=0.001)，其他操作者则无明显差异（P 值均

大于 0.05）。 
结论  送到时间、测定时段、操作者及延时因素是导致实验室内标本周转时间延迟的独立危险

因素，其他医院可根据本医院标本运送、检测流程、主要影响因素等确定进入 COX 比例风险

回归模型的变量，实现对标本处理过程中各因素导致实验室内标本周转时间延长的量化评价并

加以改善，实现实验室内标本周转时间大幅缩短，确保急、危、重症患者得到及时的诊断与治

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82 
 

Individualized correction of insulin measurement in 
hemolyzed serum samples 

 
Wu ZhiQi,Lu Ju,Chen Huanhuan,Chen Wensen,Xu Hua-Gu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210029 
 

Aims  Insulin measure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atients 
with hypoglycemia, subtype classification of diabetes mellitus, insulin resistance and 
impaired beta cell function. However, even slight hemolysis can negatively affect insulin 
measurement due to RBC insulin-degrading enzyme (IDE). Here, we derived and validated 
an individualized correction equation in an attempt to eliminate the effects of hemolysis on 
insulin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effects of hemolysis on insulin measurement were studied by adding lysed 
self-RBCs to serum. A correction equation was derived, accounting for both percentage and 
exposure time of hemolysis.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individualized correction was evaluated 
in intentionally hemolyzed samples.  
Results  Insulin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percentage and exposure time of 
hemolysis. The individualized hemolysis correction equation derived: INScorr= 
INSmeas/(0.705lgHbplasma/serum-0.001Time-0.612). This equation can revert insulin 
concentrations of the intentionally hemolyzed samples to values that were statistically not 
different from the corresponding insulin baseline concentrations (p = 0.1564). 
Conclusions   Hemolysis could lead to a negative interference on insulin measurement, by 
individualized hemolysis correction equation for insulin measurement, we can correc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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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reliable serum insulin results for a wide range of degrees of sample hemolysis. This 
correction would increase diagnostic accuracy, reduce inappropriate therapeutic decisions 
and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car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89 
 

临床感染多重耐药菌的现状、主要耐药机制及治疗策略 
 

李燕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多重耐药细菌问题日趋严重,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已经成为全球关

注的热点。我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较为严重的国家,多重耐药菌引起的医院感染人数,已占到

住院感染患者总人数的 30%左右。因此有专家预言,我国有可能率先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即回

到抗生素发现之前的时代。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90 
 

碳青霉烯酶检测研究进展 
 

何京 冯军花 李燕 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临床治疗中被广泛应用，逐渐造成了一系列多

重耐药菌株的暴发流行。其中以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菌株尤为严重，Gupta 等[1]在 2011 年

对美国过去 10 年间的碳青霉烯酶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进行研究，调查发现碳青霉烯酶存在潜

在的扩散性，尽早发现和控制耐药菌株，对临床流行病学监测和医院感染控制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长期以来，临床实验室多采用改良 Hodge 试验[2]和快速碳青霉烯酶筛选试验来检测产碳

青霉烯酶的菌株，但此类菌株中参与碳青霉烯酶编码的基因绝大多数存在于细菌的质粒、整合

子、转座子等可在细菌之间水平转移的基因元件上，这大大加速了菌株耐药基因的进化，使其

所含的耐药基因得以不断重组和变化，导致了应用传统方法检测碳青霉烯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逐渐降低，已不能满足临床抗菌治疗的需要。Mitchell 等[3]通过研究发现，碳青霉烯酶还不断

的在全球传播，不断有新的产酶表型被报道和发现，耐碳青霉烯酶菌株已成为抗菌治疗的重要

问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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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隐球菌引起肺部感染一例 
 

冯军花 何京 李燕 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新型隐球菌是隐球菌属的重要致病菌，属环境腐生菌，可从土壤和鸽粪中分离到[1]。近年来，

隐球菌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2]，国内已将隐球菌病列为乙类传染性疾病，该病好发于细胞免疫

低下者，如 AIDS、恶性肿瘤、糖尿病、器官移植及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者[3]。本院于

2015 年 3 月从一肺部感染患者痰液中分离出 1 株新型隐球菌，现报告如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96 
 

IL-17A produced by peritoneal macrophages promote 
the accumulation and function of granulocytic 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itis-

associated cancer 
 

Zhang Yue,Wang Shengjun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a close relationship is between inflammation and colon cancer. 
Interleukin (IL)-17A and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itis-associated cancer (CAC). However, the precise changes of IL-17, 
MDSCs and Th17 cells during the CAC progression have not been observed in 
the colorectal chronic inflammation-dependent tumor.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e level of IL-
17 was increased in pathogenic colon site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CAC model. Further 
experiments showed the increased IL-17 was probably secreted by peritoneal macrophages 
when exposed to dextran sulphate sodium (DSS). In vitro, we found that IL-17 could 
enhance survival and suppressive function of G-MDSCs, the subset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C, the proportions of MDSCs and Th17 cells were 
continuously increased by the high level of IL-17 produced by macrophages. However, the 
increase of MDSCs was earlier and acuter than that of Th17 cells. Selective depletion of 
MDSCs not only slowed down CAC proces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17 cells in vivo. 
Thereafter, we demonstrated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C, IL-17 secreted by peritoneal 
macrophages could promote the accumulation of G-MDSCs, and then the proportion of Th17 
cells were increased, and fin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A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98 
 
IL-17 down-regulates the immunosuppressive capacity 
of olfactory ecto-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collagen-

induced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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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 Jie,Wang Shengjun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212002 
 

Olfactory ecto-mesenchymal stem cells (OE-MSCs) are a population of cells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new resident stem cell type in the olfactory lamina propria. OE-MSCs have 
been shown to exert their immunosuppressive capacity by modulating T cell responses, 
including up-regulation of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and down-regulation of Th1/Th17 
cells.  As an inflammatory cytokine, IL-17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orchestrating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 (CIA).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increased level of IL-17 may affect the  immunosuppressive function of 
OE-MSCs  under inflammatory condition.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IL-17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uppressive capacity of OE-MSCs on CD4+ T cells and down-regulate the 
suppressive factors 
produced by OE-MSCs. Notably, IL-17 treatment abolished  the capacity of  OE-MSCs in 
inducing Treg expansion. In 
addition, the knockdown of IL-17R in OE-MSC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ir therapeutic 
effect in ameliorating CIA upon adoptive transfer. Moreover, IL-17R knockdown-OE-MSCs 
could efficiently induce Tregs expansion and reduce Th1 and 
Th17 responses. Taken together, all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IL-17R knockdown in OE-MSCs 
may provide a novel strategy in maintain their immunosuppressive propert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autoimmune diseas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699 
 

人 TSHR289 基因重组腺病毒的制备与鉴定 
 

周军 王胜军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制备腺病毒 AdE-GFP-hTSHR289，并进行鉴定。 
方法  限制性内切酶 NotI 和 XhoI 双酶切分别处理 pBluescript II SK(+)-hTSHR289 和

pAdTrack-CMV，将回收纯化的目的片段 hTSHR289 插入到线性化的 pAdTrack-CMV 大片段

中，重组得到 pAdTrack-hTSHR289；限制性内切酶 PmeI 线性化 pAdTrack-hTSHR289 与大

肠埃希菌 BJ5183 中 pAdEasy-1 质粒同源重组，限制性内切酶 PacI 酶切验证，获得重组阳性

质粒 pAdEasy-GFP-hTSHR289；将此质粒转染至人胚肾 293A 细胞，包装获得表达

hTSHR289 的腺病毒 AdE-GFP-hTSHR289，TCID50 法检测重组腺病毒滴度。 
结果  通过成功构建重组腺病毒载体 pAdEasy-GFP-hTSHR289，获得了携带 hTSHR289 基因

的腺病毒，滴度达 3.5×109 
pfu/ml。 
结论  hTSHR289 重组腺病毒载体的成功构建和 hTSHR289 重组腺病毒的获得，为毒性弥漫

性甲状腺肿（Graves 
disease，GD）动物模型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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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700 
 

滤泡调节性 T 细胞在肺癌移植瘤小鼠体内的变化及意义 
 

冯玎琪 王胜军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研究滤泡调节性 T 细胞（follicular regulatory T cells，Tfr）在肺癌移植瘤小鼠体内细胞

比例的变化，并探讨肿瘤微环境对 Tfr 细胞的影响。 
方法  利用皮下注射 Lewis 肺癌细胞的方式建立肺癌移植瘤小鼠模型，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小

鼠腹壁引流淋巴结和肿瘤组织中 Tfr 细胞以及 Tfh 细胞的比例，分析 Tfh/Tfr 细胞比值的变化。 
结果  肺癌移植瘤小鼠腹壁引流淋巴结中 Tfr 细胞的比例为（4.13±0.35）%，较野生型小鼠

（1.97±0.26）%显著增加（P<0.01），并且 Tfh/Tfr 细胞比值为（4.72±0.47），较野生型小

鼠(7.46±0.61）明显降低（P<0.05）。在肺腺癌发展的早期阶段，肺癌移植瘤小鼠肿瘤组织中

Tfr 细胞比例增加尤为显著（P<0.01）。 
结论  与野生型小鼠相比，肺癌移植瘤小鼠体内 Tfr 细胞比例增加，并且 Tfr/Tfh 细胞比值失

衡。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 Tfr 细胞可能参与肺腺癌的发生发展进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701 
 

Curdlan blocks the immune suppression by 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and reduces tumor burden 

 
Tian Jie,Wang Shengjun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Tumor-elicited immunosuppression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mechanisms for tumor evasion of 
immune surveillance. It 
is widely thought to b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umor immunotherapy. 
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 comprise a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 of cells 
tha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induced immunosuppression. These cells expand in 
tumor-bearing individuals and suppress T-cell responses via various mechanisms. Curdlan, 
the linear (1→3)-β-glucan from Agrobacterium,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food industry and 
other sectors. That curdlan has anti-tumor properties has been recognized for a long time 
although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curdlan on MDSCs, and found that curdlan could promote MDSCs to 
differentiate into a more mature state and the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uppressive function 
of MDSCs, decrease the MDSCs in vivo and down-regulate the suppression in tumor-
bearing mice, thus leading to enhanced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s. We, therefore,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 mechanisms by which 
curdlan achieves anti-tumor effec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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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肺腺癌细胞培养上清通过上调细胞自噬促进 G-MDSC
体外存活 

 
郭红叶 王胜军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研究体外 Lewis 肺腺癌细胞来源(Lewis lung carcinoma,LLC)的肿瘤细胞培养上清

（tumor cell conditioned medium, TCCM）对粒细胞样髓源性抑制细胞（G-MDSC）生存与自

噬的影响。 
方法  LLC(Lewis lung carcinoma)细胞体外培养后，构建雄性 C57BL/6 小鼠 Lewis 肺癌移植瘤

模型，磁珠分选脾脏 Ly-6G+的 G-MDSC，检测细胞纯度；体外培养 G-MDSC，培养体系中

加入 TCCM，培养 24 小时，收取细胞 AnnnexinV/PI 双染后流式细胞术检测 TCCM 对 G-
MDSC 生存的影响；体外培养 G-MDSC，培养体系中加入 TCCM，并且加入自噬降解的抑制

剂氯喹，在培养 4 小时后，提取细胞中总蛋白，Western Blot 检测 TCCM 对 G-MDSC 自噬的

影响；培养体系中加入 TCCM 和自噬抑制剂 3-甲基腺嘌呤，培养 24 小时，取细胞

AnnnexinV/PI 双染检测自噬对 G-MDSC 生存的影响； 
结果  成功获得一定纯度的 G-MDSC，可以用于后续实验；TCCM 促进 G-MDSC 体外存活；

TCCM 上调了 G-MDSC 自噬水平;自噬有利于 G-MDSC 在 TCCM 中存活。 
结论  TCCM 通过上调自噬而有利于 G-MDSC 细胞的体外存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5707 
 
The Long Noncoding RNA IFNG-AS1 Promotes T Helper 

Type 1 Cells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Hashimoto’s 
Thyroiditis 

 
Peng Huiyong,Tang Xinyi,Wang Shengjun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The long noncoding (lnc) RNA-Ifng-AS1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gene encoding IFN-g by Th1 cells, and its human ortholog, IFNG-AS1, is expressed in 
human Th1 cells. However, IFNG-AS1 contributing to Th1 cells’ response in Hashimoto’s 
thyroiditis (HT) patients has not been reported. Twenty-eight HT patients and 20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 proportion of circulating Th1 cells and the level of T-
bet, IFNG mRNA were increased in HT patients, the expression of IFNG-AS1 was 
upregulated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portion of circulating Th1 cells or T-bet, and 
IFNG expression, or serum level of anti-thyroglobulin antibody/thyroperoxidase antibody in 
HT patients. IFNG-AS1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IFNG at both transcriptional and 
translational level in human CD4+ T cells. Furthermore,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creased transcript level of IFNG-AS1 and the increased transcript 
level of T-bet or IFNG were revealed in thyroid tissues from HT patient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hanced expression 
of lncRNA-IFNG-AS1 contributes to Th1 cell response in HT patients and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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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736 
 

HbA1c 在住院患者中隐性糖尿病筛查的应用 
 

彭海林 金梅 
泰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225300 

 
目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其中

有不少隐性糖尿病患者。因此，我们急需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提高我们的糖尿病诊断

效率，及时发现糖尿病患者。HbA1c 是反应平均血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已有多个国家将糖

化血红蛋白（HbA1c）作为糖尿病诊断的新标准。我们在入院前从未诊断过糖尿病的患者中，

选择合适的人群利用血常规检查的标本检测其 HbA1c，以评估 HbA1c 在住院患者中作为筛查

指标的意义和经济效能。 
方法  在住院患者中，通过查阅病历，选择合适患者：要求年龄>14 周岁，因糖尿病住院的患

者除外，排除半年内有过输血史者，利用其血常规检查的标本进行 HbA1c 的检测，以 HbA1C
的水平为诊断依据，筛选出隐性糖尿病患者。 空腹血糖测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贝克曼 5800
型生化分析仪，配套试剂)；HbA1c 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BIORAD VⅡ糖化血红蛋白检测

仪,配套试剂)。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19 软件进行统计,组间均数的多重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 Tamhane 检验。 
结果  本研究共检测 HbA1c1013 例，患者中男性 415 人，约占 40.9%，年龄最小 18 岁，最大

97 岁。其中入院前已诊断糖尿病患者 78 名，从未诊断过糖尿病者 935 名；在这 935 名患者

中，按照 HbA1c≥6.5%作为诊断标准，共筛选出隐性糖尿病患者 51 例，住院患者中隐性糖尿

病患病率约为 5.45%；平均每检查 18.3 个患者可筛查出一个隐性糖尿病患者，按照江苏省现

行收费标准 60 元/次，平均每筛查出一个患者约需 1098 元。 
结论  HbA1c 作为住院病人的筛查指标，经济易行，可以提高糖尿病诊断效率，及时发现隐性

患者，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减少病人的医疗支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742 
 

氯化锂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时抑制炎症反应 
 

傅强 陈康 王伟佳 张秀明 
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528403 

 
目的  铜绿假单胞菌是革兰阴性条件致病菌，引起医院获得性肺炎、化脓性角膜炎、烧伤伤口

感染及菌血症、毒血症等。抗生素的应用虽能清除细菌，但无法抑制因感染诱发的过度免疫反

应引起的免疫病理损伤。因此，如何在清除细菌的同时抑制机体的免疫病理损伤是治疗细菌感

染保证良好预后的关键。氯化锂（LiCl）作为情绪稳定剂可临床应用于精神双相障碍的治疗，

并在肺炎克雷伯菌感染、胰腺炎和糖尿病等疾病中有潜在的治疗作用。然而，LiCl 在铜绿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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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菌感染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目的是，探讨 LiCl 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巨噬细胞和中性

粒细胞时，对炎症反应的调节及调节机制。 
方法  Western-blot 检测 LiCl 在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中应用的有效性；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

链式反应（Real-time PCR）检测细菌感染后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中炎性因子的表达；流式

细胞术检测细菌感染前后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凋亡情况。 
结果  Western-blot 结果显示，LiCl 能促进糖原合成激酶 3β 9 位丝氨酸的磷酸化

（phosphorylated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β（Ser9），P-GSK3β（Ser9）），上调 β-连
环蛋白（β-catenin）的表达，证明 LiCl 应用的有效性；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在铜绿假

单胞菌感染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后，LiCl 促进抑炎因子白介素-10（interleukin，IL-10）的

表达，同时抑制促炎因子 IL-6、IL-1β 和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的

表达；除了调节炎性因子的分泌，炎症细胞的凋亡也是抑制炎症反应一个重要策略。流式细胞

术结果显示，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后，LiCl 促进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凋亡。 
结论  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时，LiCl 通过调节炎性因子的分泌和炎性细胞的凋亡发挥免疫负调

节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752 
 

艾滋病患者主要病原菌分布、药物敏感性及耐药性变迁研究 
 

樊红丽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 650301 

 
目的  通过对艾滋病患者机会性感染主要病原菌的药物敏感性研究,为临床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

据。 
方法  收集医院 2012 年—2015 年间，临床已经确诊艾滋病患者的样本，培养得到病原菌

1031 株，应用 whonet5.6 统计软件对菌株和药敏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2012 年—2015 年在艾滋病患者中共检出病原菌 1031 株，在所分离的病原菌中，革兰

阴性杆菌中排前三位的病原菌分别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伤寒沙门菌；革兰阳性球

菌最多的为凝固酶阳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对阿米卡星和碳青霉烯类药耐药率较

低，敏感性较好，但也出现逐渐耐药的趋势。肺炎克雷伯菌对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碳青霉

烯类药的耐药率较低，敏感性较好。在 2013 年，阿米卡星、氨曲南、环丙沙星、庆大霉素、

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头孢唑啉、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出现一过性升高，随后 2014
和 2015 年相对降低。伤寒沙门菌对碳青霉烯类及三、四代头孢菌素敏感性较高。肠杆菌科细

菌均出现对哌拉西林耐药率逐渐降低，出现逐渐敏感的趋势。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利奈唑胺、替

加环素、万古霉素、喹努普汀/达福普汀等新型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为 0，敏感性较高。对苯唑西

林、利福平、莫西沙星的耐药率逐年提高。对青霉素 G 的耐药率为 100%． 
结论  艾滋病患者感染主要病原菌分布及药物敏感性同非艾滋病患者主要病原菌分布及药物敏

感性基本一致，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临床医师怀疑患者有合并感染时，需要尽快送检

标本，针对艾滋病患者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最大限度地减少耐药菌株的出现。提高艾滋病患

者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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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区 2011 至 2015 年脑脊液病原菌分布及药物敏感性分析 
 

李贵玲 韩崇旭 朱小平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监测和分析扬州地区 2011~2015 年脑脊液细菌培养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性变迁，为临床合

理选用抗生素提供最新依据。方法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

物仪，对脑脊液标本进行细菌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应用 WHONET5.6 软件分析分离的病原

菌的分布及药敏情况。 
结果  2011 年至 2015 年的 2074 例脑脊液细菌培养中共分离出 74 例细菌(3.57%)，其中位于

前三位的分别是鲍曼不动杆菌（21/74，28.38%）、肺炎克雷伯氏菌（13/74，17.57%）和表

皮葡萄球菌（12/74，16.22%）。分离出的所有病原菌对抗生素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其中鲍

曼不动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率极其严重，仅对多粘菌素 B、头孢哌酮/舒巴坦和亚胺培南较敏

感，敏感率分别为 100%、76%和 52%。对其余药物的耐药率都大于 85%，甚至 100%。肺炎

克雷伯氏菌的药物耐药率相对较轻，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复方新诺明、美洛培南和头孢哌酮

的敏感性 100%，对亚胺培南、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和丁胺卡那霉素的敏感性仍保持在 80-
85%。大肠埃希菌对抗生素的药物敏感性也不容乐观，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头

孢哌酮/舒巴坦和美洛培南较为敏感，对其它抗生素的耐药率也都大于 85%。 
结论  定期监测和分析当地患者脑脊液分离病原菌种类及其耐药性变迁，对指导临床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794 
 

联合检测血清降钙素原与 C 反应蛋白在小儿肺炎定性诊断应

用 
 

王永珍 吴元健 金一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15002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血清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在小儿肺炎定性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本院 30 例小儿肺炎患儿，根据病情情况，分为细菌性肺炎组和病毒性肺炎组。检

测上述对象的血清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水平。 
结果  细菌性肺炎组的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水平分别为(2.87±0.0.43)ng/ml、
(17.49±9.57)mg/L；病毒性肺炎组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水平分别为(0.41±0.19)ng/ml、
(13.34±8.26)mg/L；细菌性肺炎组的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水平分别高于病毒性肺炎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降钙素原和 C 反应蛋白水平在小儿细菌性肺炎中有所升高，血清降钙素原和 C 反应

蛋白的联合检测，有助于小儿肺炎定性诊断，有助于评估患儿病情，有助于患儿针对性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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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8 例知识分子健康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调查分析 
 

何亮 胡黎娅 马莉 高艳章 翟丽 杨丽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106 

 
目的 了解知识分子健康人群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Hp) 感染特征。 
方法 选择 2013 年 8 月至 2013 年 11 月知识分子健康体检人员作为调查对象，使用血清 IgG
抗体免疫比浊法检测 Hp。 
结果 2038 名体检人员中 Hp 感染 694 人，感染率 34.05%，其中女性感染阳性率 52.72%，男

性感染阳性率 23.12%；年龄分布以 31-40 岁组 Hp 感染率最高，达 42.68％；吸烟及经常饮

酒人群感染率分别为 57.36％及 50.81%。 
结论 Hp 在深圳地区知识分子健康人群中感染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该人群防治重点在 31-
50 岁在职人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6142 
 

PDCA 循环法在改进临床检验危急值管理中的运用 
 

陈远平 
四川省泸州市人民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在临床检验危急值管理中的运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择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4 月本院检验科检测出的危急值 476 例，将危急值患

者分成应用常规危急值管理的对照组和 PDCA 循环法管理的观察组各 238 例，在检验结果回

报时间、医疗干预开始时间以及危重患者抢救成功率等方面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  比较两组检验结果回报时间，观察组所用时间（26.5±10.5）min 比对照组

（41.5±15.5）min 明显缩短，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两组临床医疗干预时

间，循环管理组所用时间（20.5±5.2） min 比对照组（46.4±7.1）min 短，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P＜0.05） ；对照组和观察组危重患者抢救成功率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采用 PDCA 循环法管理临床检验危急值，不仅可缩短抢救干预时间，明显提高危重患者

抢救成功率，使有危急值患者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有利于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6304 
 

合理解释临床检验结果探讨 
 

周挺 王 婧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对检验结果进行合理解释 



657 
 

方法 通过对现有检验部分项目项目进行分析，结合结果分析、患者相关信息以及不同检测项

目之间的关系进行举例分析，从临床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角度探讨临床医生在解释检验报告时应

该引起哪方面的注意。 
结果 临床医生需要全面了解本单位或本实验室所开展项目及注意事项。 
结论 临床实验室应进一步加强同临床的沟通，做好相关专业知识解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336 
 

ClC-3 氯通道参与血小板活化及功能变化的研究 
 

李朋朋
1 黄琳燕

2 李洪春
1,2 顾兵

1,2 马萍
1,2 

1.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2.徐州医科大学医学技术学院 

 
目的  探讨容积调节性氯通道 ClC-3 对血小板活化、粘附和聚集功能变化的影响。 
方法  首先采用 RT-PCR、Western-blot 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人外周血来源的血小板上 ClC-3
的表达。然后 Western-blot 检测血小板内皮细胞粘附分子-1（PECAM-1）和 ClC-3 随血小板

激动剂腺苷二磷酸（ADP）诱导 15min、30min、60min、120min、180min 后的表达变化。

其次利用 Western-blot 和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氯通道阻断剂二苯乙烯-2,2′二磺酸盐

（DIDS）、尼氟灭酸（NFA）、5-硝基-2-(3-苯丙胺)苯甲酸（NPPB）对 ADP 诱导 PECAM-1
及血小板激活复合物（PAC-1）和 P-选择素的表达变化。再次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低氯溶液

对 ADP 诱导的 PAC-1 和 P-选择素的表达变化。实验分组：空白对照组（Control），ADP
组，DIDS+ADP 组，NFA+ADP 组，NPPB+ADP 组，低氯溶液组和低氯溶液+ADP 组。采用

比浊法检测各组血小板粘附或聚集功能变化。 
结果  1.来源于不同健康人血小板经 RT-PCR 均扩增出约 563bp ClC-3 条带。与心肌细胞阳性

对照相比，人血小板也表达约 85kD 的 ClC-3 蛋白。免疫荧光结果也显示人血小板表达 ClC-3
蛋白。2.激动剂时间依赖性诱导血小板，PECAM-1 和 ClC-3 蛋白表达呈上升趋势：ADP 处理

15min 后相较于空白对照组表达均已有统计学意义（P<0.05）。3.氯通道阻断剂均能明显降低

ADP 诱导的 PECAM-1、PAC-1 及 P-选择素的表达；ADP 组血小板粘附和聚集率明显高于空

白对照组，DIDS、 NFA 和 NPPB 抑制 ADP 诱导的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功能变化。4.与空白对

照组相比，ADP 组和低氯溶液组 PAC-1 及 P-选择素表达均增加；与 ADP 组相比，降低血小

板胞外氯浓度促进 ADP 诱导的 PAC-1 和 P-选择素的表达。 
结论  人血小板上表达容积调节性氯通道 ClC-3，并参与 ADP 诱导的血小板活化。氯通道阻断

剂 DIDS、NFA、NPPB 均能抑制 ADP 诱导的血小板的活化，降低粘附和聚集功能。降低细胞

外氯离子浓度可促进 ADP 诱导的血小板的活化，增强粘附功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452 
 

长沙地区淋球菌 porB 和 tbpB 基因的序列变异和系统进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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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 彭婷 刘青林 王泽友 朱晓琳 姚冬梅 曹伟 唐玲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分析长沙地区淋球菌 porB 和 tbpB 基因的序列变异及系统进化关系，了解本地区流行的

淋球菌中两基因的系统进化特征。  
方法  对长沙地区 2014-2016 年收集到的 69 株淋球菌的 porB 和 tbpB 基因进行 PCR 扩增测

序，利用淋球菌多抗原序列分型(NG-MAST)方法对 porB 和 tbpB 基因进行比对，获取 porB 和

tbpB 等位基因号；用 MEGA7.0 软件中的邻接法（Neighbour -Joining）构建系统发育树，并

以 Kimura 2-parameter 模型计算序列间的遗传距离；Felsenstein 法计算同义替换率(dS)和非

同义替换率(dN)；采用 RDP3 软件分析 porB 和 tbpB 基因中的基因重组事件。  
结果  69 株淋球菌共鉴定出 28 种 porB 等位基因型和 16 种 tbpB 等位基因型；28 种 porB 基因

被划分为 2 个进化簇群，基因间平均遗传距离为 0.1；16 种 tbpB 基因被划分为 3 个进化簇

群，基因间平均遗传距离为 0.138；porB 基因和 tbpB 基因的 dN/dS 值分别是 0.95 和 1；
tbpB 基因中共检测到 9 个基因重组事件，而 porB 基因中仅检测到 3 个基因重组事件。    
结论  长沙地区淋球菌 porB 基因与 tbpB 基因的进化速度与方式存在差异，其中 tbpB 基因主

要以基因重组的方式参与进化，而 porB 基因则可能以突变或缺失的方式参与进化；中性选择

作用是维持本地区淋球菌 porB 和 tbpB 基因多态性的重要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491 
 

PT 与 APTT 检查忽视红细胞压积 1 例及文献综述 
 

刘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血细胞比容异常患者采血量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方法  报道一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 PT 与 APTT 检查结果假危急值产生原因与临床沟通解

决，一并对不同抗凝剂比例对 PT 和 APTT 检验结果的影响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在进行 PT 与 APTT 检查时，临床上要求使用 0.109mol/L 枸橼酸钠与全血标本按 1:9 比

例采血，这一规定是基于红细胞压积（40%-50%），实质是抗凝剂与血浆比例为 1:5。当

HCT 超出正常范围时，按照常规采血量，抗凝剂与血浆的比例大于 1:5，相当于采血量不足，

在检测时部分过剩的抗凝剂会络合检测试剂中的钙离子，造成凝血过程钙离子不足，PT 与

APTT 结果延长，本例即为此原因造成的假危急值。徐菡等对解放军总医院 58 例采血量不足

抗凝标本进行分析，当抗凝剂与采血量比例为 1:7 时，与对照组相比，PT 与 APTT 结果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韩宁等发现，当血液量与抗凝剂比例为 1:5 时， 标本 PT 和

APTT 较 1:9 时差异显著而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张耀辉等发现，当 HCT≤20 和
HCT≥60 必须按抗凝剂校正公式进行校正，而所研究的两个校正公式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都可以做为临床上血细胞压积异常者校正抗凝剂与采血量的参照。 
结论  临床凝血检验不但要检查标本的实际采血量，还要关注患者的红细胞压积，对于红细胞

压积异常患者要进行抗凝剂与采血量的纠正。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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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518 
 

72 例抗着丝点型抗核抗体分析 
 

张好良 郝婷婷 冯倚帆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21003 

 
目的  探讨着丝点型抗核抗体（ACA）在抗核抗体(ANA)中检出情况与特异性抗核抗体谱

(ANAS)的相关性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连续 72 例 ACA 病例的人群分布、荧光滴度、ANAS 多肽谱类型及临床诊断进行回顾

性分析。 
结果  ACA 在 ANA 阳性者中的阳性率为 2.34%（72/3079）。男性年龄 33~72 岁，平均年龄

58 岁；女性年龄 26~83 岁，平均年龄 57 岁。男性在 A 组（＜50 岁）、B 组（≥50 岁组）间

的 ACA 阳性率分别是 0.45%（2/449）、1.17%（8/686）；女性分别是 2.03%（19/935）、

4.26%（43/1009）。A、B 组相比，男与女相比，A 组男女相比，B 组男女相比，阳性率 B 组

＞A 组，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ACA 低滴度 1：100 有 12
例，ANAS 中未出现特异性抗体 4 例，Ro60 抗体 2 例，CENP-B 抗体 5 例，CENP-B 合并其

他抗体 1 例；检出高滴度≥1:320 者 60 例，ANAS 中未出现特异性抗体 1 例，CENP-B 抗体

51 例，CENP-B 合并其他抗体 8 例。9 例 CENP-B 合并其他抗体的患者临床诊断为自身免疫

病（AID）的 8 例。ACA 阳性的 AID 患者临床诊断主要是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系统性红斑狼

疮、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病和未分化结缔组织病等;非 AID 患者中,可见于脑梗

死、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肾病、病毒性肝炎、高血压、2 型糖尿病和肺间质疾病等。 
结论 ACA 存在性别、年龄差异。ACA 可对应多种 ANAS 组合，当 CENP-B 合并其他抗体出

现时诊断为 AID 的概率较大。ACA 不是硬皮病的特异性抗体，ACA 在脑梗死、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肾病、病毒性肝炎、高血压、2 型糖尿病和肺间质疾病等非 AID 中的较高表达值得关

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548 
 

沈阳城市社区居民高敏 C 反应蛋白与代谢综合征的关联性分

析 
 

云科 赵敏 穆润清 马明 王朔 张歆 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110001 

 
目的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心血管疾病不良结局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

具有低度炎症反应的特征。高敏 C 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是

机体炎症反应的重要生物标志物。本研究旨在探讨 hsCRP 与 MS 的关联性，并量化估计二者

的关联强度。 
方法  选取沈阳市城市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收集相

关资料，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吸烟、饮酒、身高、体重、腰围、血压、血脂、hsCRP 等指

标。依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建议》中 MS 的诊断标准，将研究对象

分为代谢综合征组和非代谢综合征组，比较两组人群 hsCRP 水平；另外，按照 hsCRP 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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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和中位数将人群分为<0.44mg/dl 组、0.44-0.83mg/dl 组、0.84-1.7mg/dl 组和>1.71mg/dl
组，来比较 hsCRP 分级与 MS 患病率的关联性，并估算二者的关联强度。 
结果 （1）共计调查 1854 名居民，其中男性 941 名（50.8%），女性 913 名（49.2%），平

均年龄 48 岁，最小年龄 20 岁，最大年龄 84 岁。该人群总的 MS 患病率为 13.9%，男性 MS
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18.6% vs. 9.3%, P<0.01）；女性 MS 患病率随年龄增高有上升的趋势

（P<0.01）;（2）MS 组 hsCRP 平均水平显著高于非 MS 组为（2.26±2.67 vs. 
1.5±2.49mg/dl，t=-4.17，P<0.01）；（3）根据性别分层后，卡方趋势检验显示 MS 患病率

随着 hsCRP 分级升高而升高，男性 OR 值为 1.45（95CI%：1.23~1.71，P<0.01）；女性

OR 值为 2.61（95%CI: 2.02~3.37，P<0.01）;（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了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吸烟、饮酒因素影响后，较高水平 hsCRP 仍是 MS 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715，95％CI：1.492～1.972，P＜0.01）。 
结论  沈阳城市社区居民 MS 患者血清 hsCRP 水平明显高于非 MS 者；高水平 hsCRP 是 MS
的独立危险因素，其可作为监测 MS 发生、发展的重要指标，并为阐明 MS 的发生机制奠定了

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694 
 

IL-1B 及 IL-1RN 基因多态性在中国山东地区汉族人大肠癌中

的分布特征 
 

邢培祥 杨发林 姜金波 王立水 毕正 卢振铎 阚士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1B（IL-1B）和白介素-1RN（IL-1RN）基因多态性在中国山东地区汉族

人大肠癌中的分布特征。 
方法  用基因分型芯片检测 IL-1B–31C/T、-511C/T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以琼脂糖凝胶

电泳检测 IL-1RN 内含子 2（intron2）基因多态性(VNTR)。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

定 IL-1b、IL-1ra 血清水平。以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分析 490 例大肠癌及其按病灶部位、病理类

型再次分组后各亚组与 IL-1B–31/-511 SNP 的关系。用 χ2、t 检验行相关指标的比较。以比值

比(OR)及其 95％可信区间(95％CI)估计相对风险。 
结果（1）在大肠癌组、腺瘤性息肉组及慢性结肠炎组：IL-1β 和 IL-1ra 血清水平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u 、P 值分别为(18.87, <0.01）和（22.51, <0.01）； 而其 IL-1ra /IL-1b 比值显著低

于非腺瘤性息肉组及对照组(P<0.05)；（2）大肠癌组 IL-1B-511TT 频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OR=1.55，95%CI=1.10～2.18），二组间 T 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OR=1.31，95%CI=1.05～1.63）。IL-1RN VNTR 二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直肠癌及管状腺癌组-511TT 基因型频率及 T 等位基因频率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其 OR(95％CI)分别为,TT: 
1.59（1.03～2.45）及 1.74（1.19～2.55）； T: 1.39（1.04～1.86）及 1.42（1.10～
1.83）。低分化管状腺癌组-511TT 频率（61.90%）高于其它各组，且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其 
CT 频率（19.05%）低于其它各组，且显著低于对照组，其 OR(95％CI)分别为,TT: 
4.57（1.96～10.65）及 CT:0.23（0.08～0.64）；中分化及低分化管状腺癌组-511T 频率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其 OR(95％CI)分别为： 5.80（1.24～27.08）及 2.35（1.24～4.59）。 
结论  IL-1ra /IL-1b 比值及 IL-1B-511C/T SNP 均与山东地区汉族人大肠癌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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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720 
 

儿童血培养病原菌耐药性分析 
 

王日晨 赵晖 姜振红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通过分析大连市儿童医院 2013 年 3689 例住院患儿血培养阳性病原菌的分布以及相关病

原菌的药敏情况，指导我院临床抗菌药物的使用，以期达到减少抗生素滥用和维护儿童健康的

目的。 
方法  采用 BECTEC9050 全自动血培养仪及全自动监测系统对 2013 年 3689 例住院患儿血培

养标本进行培养，并对从中得到的 320 例阳性结果的病原菌使用血平板进行分离培养，进一步

对分离到的菌株使用药敏试纸法进行药敏实验分析，系统性的分析得到各种病原菌对不同药物

的耐受情况。 
结果  我们在 3689 例血培养标本中 320 例检出阳性，阳性率为 8.67%。共分离出病原菌 215
株，包括革兰阳性菌 130 株，占 60.47%；革兰阴性菌 85 株，占 39.53%。其中革兰阳性菌中

检出率最高的是表皮葡萄球菌（22.8%），革兰阴性菌中检出率最高的是大肠杆菌

（11.3%）。表皮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的敏感率可达 100%，对红霉素、青霉素等药物则敏感

率不高，不到 20%；大肠杆菌对亚胺培南、头孢西丁等药物敏感率高，对复方新诺明等药物

则效果不好。  
结论  大连儿童医院 2013 年住院患儿血培养标本分离的病原菌中，革兰阳性菌较革兰阴性菌

多见。药敏结果显示，病原菌对青霉素和复方新诺明等抗菌药物耐药情况严重。而敏感率最高

的抗菌药物分别为万古霉素和亚胺培南。如果经验性的选择此药物治疗必然会带来对该类药物

的选择性压力，使致病菌对它们的抗药性增加，所以临床医师在诊断及治疗住院患儿血流感染

时，应充分注意微生物室对阳性标本病原菌的分离结果及药敏分析结果，尽量避免抗生素药物

的滥用以致多耐药菌株的出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804 
 

2009-2014 年重庆地区儿童感染阴沟肠杆菌的临床分布及耐

药性分析 
 

景春梅 王偲 谢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检验科 400014 

 
目的  了解重庆地区儿童 2009-2014 年阴沟肠杆菌的临床分布特征及耐药性，为合理应用抗菌

药物和预防控制医院感染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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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 2009-2014 年检出的 3384 株阴沟肠杆菌对 15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采用 BD 
Phoenix 100 MIC 法结合 K-B 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CLSI)标准判断结果。 
结果  共分离阴沟肠杆菌 3384 株，检出率为 4.32%；以呼吸道标本多见，占 83.04 %(2810
株)；阴沟肠杆菌对美洛培南和亚胺培南的耐药率最低，分别为 0.88%和 0.94%，对左氧氟沙

星、环丙沙星、哌拉西林的耐药率分别为 4.38%、5.17%，26.49%。2009-2014 年阴沟肠杆

菌对 15 种抗菌药物耐药率均有明显改变（P<0.05）。共检出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的阴沟肠杆

菌（ESBLs）87 株，占 2.57%，阴沟肠杆菌在新生儿科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病区

（P<0.05）。 
结论  阴沟肠杆菌的耐药性呈上升趋势，新生儿科是预防控制的重点科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806 
 

重度霾污染天气上呼吸道感染患者血常规参数变化分析 
 

高丽 张丽霞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分析并比较重度霾污染天气上呼吸道感染患者血常规参数变化趋势，探讨雾霾对疾病的

发生、发展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收集 3329 例（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 月）江苏南京地区重度霾污染时期

（PM2.5>200）呼吸科就诊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血常规数据，与 2899 例（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 月）轻中度霾污染时期（PM2.5<150）上感患者的血常规结果比较，比较白细胞总

数和白细胞五分类的差异，并结合贝克曼 LH750 的白细胞 VCS 数据，分析变化趋势。 
结果  患者白细胞总数在重度污染组与轻度污染组间的无明显差异。白细胞五分类数据分析结

果显示，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及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在两组数据间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差异

（p>0.05）。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中位值，轻中度污染组高于重度污染组；而淋巴细胞百分比中

位值和单核细胞百分比中位值在重度污染组高于轻中度污染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

百分比和单核细胞百分比在重度与轻中度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白细

胞 VCS 数据结果显示，与轻中度霾污染组相比，重度霾污染组患者单核细胞平均体积

（MMV）、平均电导率（MMC）和平均散射率（MMS）增高，单核细胞体积和散射率的标准

差（SD）增大，淋巴细胞平均体积（MLV）、平均电导率（MLC）和平均散射率（MLS）增

高，而中性粒细胞平均散射率（MNS）降低，各组数据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重度霾污染天气上呼吸道感染患者血常规参数较非污染天气呈现一定的变化趋势，可以

为污染气候下疾病的预防和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829 
 

Mitochondrial transplantation attenuates hypoxic 
pulmonary vasocon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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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Juan1,2,7,Zhang Jiwei3,Lu Yankai1,2,4,Huang Songling 1,2,Xiao Rui1,2,Zeng Xianqin1,2,Zhang Xiuyun1,2,Li 

Jiansha2,4,Wang Tao2,5,Li Tongfei6,Zhu Liping1,2,Hu Qinghua1,2 
1.徐州市中心医院 

2.2Key Laboratory of Pulmonary Diseases of Ministry of Health，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3Department of Path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4Department of Path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5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Department of Pathology，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7.7Current address: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of Xuzhou Central Hospital， 

 
      Hypoxia triggers pulmonary vasoconstriction, however induces relaxation of systemic 
arteries such as femoral arteries. Mitochondria are functionally and structurally 
heterogeneous between different cell typ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reveal whether 
mitochondrial heterogeneity controls the distinct responses of pulmonary versus systemic 
artery smooth muscle cells to hypoxia. Intact mitochondria were transplanted into Sprague-
Dawley rat pulmonary artery smooth muscle cells in culture and pulmonary arteries in vitro. 
Mitochondria retained functional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cross transplantation of 
mitochondria between pulmonary and femoral artery smooth muscle cells reversed acute 
hypoxia-induced alterations in cell membrane potential, [Ca2+]i signaling in smooth muscle 
cells and constriction or relaxation of arteries. Furthermore, the high or low amount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generation from mitochondria and their divergent (dis-)abilities in 
activating extracellular Ca2+- sensing receptor in smooth muscle cells were found to cause 
cell membrane potential depolarization, [Ca2+]i elevation and constriction of pulmonary 
arteries versus cell membrane potential hyperpolarization, [Ca2+]i decline and relaxation of 
femoral arteries in response to hypoxia, respectivel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mitochondria 
necessarily determine the behaviors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in response to hypoxi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887 
 

干化学定性方法检测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的临床应用 
 

关杰 屈晨雪 普程伟 邢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评价干化学定性方法在检测慢性肾脏病（CKD）患者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PCR）中的

应用。 
方法  入选 2015-2016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诊断为慢性肾脏病的患者 165 名，对所有患者同时

检测随机尿干化学定性尿蛋白肌酐比值（PCR，mg/g）、定量白蛋白肌酐比值（ACR mg/g）
及 24 小时尿蛋白含量（UTP，g/24h）。尿干化学定性方法采用 Arkray 尿液分析仪 10PA 试

纸条，其肌酐检测原理为染料络合显色法，尿肌酐定量检测采用碱性苦味酸动力学法，尿蛋白

定量检测方法为邻苯三酚钼络合显色法。以 Spearman 检验分析定性及定量尿肌酐水平相关

性，及定性 PCR 与 ACR 及 UTP 的相关性。依据 K/DOQI 指南，以 ACR≥30mg/g 为微量白蛋

白尿的判断标准、以 ACR≥300mg/g 为大量白蛋白尿判断标准，作 ROC 曲线评估定性结果

PCR 在判断蛋白尿的 cut-off 值及其敏感度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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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尿干化学定性方法检测尿蛋白存在一定的假阳性 1.82%（3/165）和假阴性 1.82%
（3/165）。尿肌酐检测定性与定量结果相关性为 0.750（P≤0.001）。定性 PCR 与定量

ACR、UTP 存在较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765（P≤0.001），0.702（P≤0.001）。定

性 PCR 在判断微量蛋白尿时，cut-off 值为 50mg/g（敏感度 0.937，特异性 0.667，AUC 
0.945），在判断大量蛋白尿时，cut-off 值为 375mg/g（敏感度 0.963，特异性 0.731，
AUC）。 
结论  尿液干化学定性方法检测简单、快速，尿肌酐的定性结果使随机尿 PCR 与尿液常规检

查可同时完成，其结果与定量的 ACR 和 UTP 有较好相关性，以 50mg/g 及 375mg/g 判断微

量、大量蛋白尿有较高敏感度，有助于快速筛查及判断 CKD 患者，特别是门诊、社区患者的

尿蛋白控制水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888 
 

P C、vWF 因子测定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及预后过程中临床

意义的探讨 
 

陈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检验科 400018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浆中蛋白 C、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水平的变化及其在

MM 治疗和预后过程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以 59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为观察对象，按 ISS 分期标准分为 3 组： I 期组， II 期组，III
期组，健康体检病人样本为阴性对照；同时筛选出 12 位观察对象分别在接受化疗药物前后采

集其静脉血，观察血浆中总 vWF:Ag 含量及 PC 活性变化情况。前者采用免疫比浊法，后者采

用发色底物法。 
结果  三组观察对象的 vWF:Ag 含量均高于对照组，其中 I 期与 III 期 MM 患者的的 vWF:Ag 量

显著均高于 II 期组及对照组（P<0.05），并且 vWF：Ag 量有性别差异，男性 vWF 含量显著

高于女性（P<0.05）；PC 活性水平随疾病进展而逐渐降低，其中 II 期与 III 期 MM 患者的 PC
活性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组内无差异。此外，PC 活性水平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 III 期 MM 患者的 PC 和 vWF 水平呈正相关（r=0.363, P<0.005）；化疗

后，观察对象的 vWF:Ag 和 PC 活性均显著低于化疗前(p<0.05)。 
结论  vWF 和 PC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应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且两者水平具有相

关性，对 MM 的治疗和预后有一定的评估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08 
 

The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down-
regulation of miR-422a in colorectal cancer 

 
Zheng Guixi,Wang Chuan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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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AIM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miR-422a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tissues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rognostic value and function of miR-422a in CRC carcinogenesis. 
METHODS  MiR-422a expression was analyzed in 102 CRC tissues and paired normal 
mucosa adjacent to carcinoma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The relationship of miR-422a 
express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was also analyzed. Kaplan-Meier analysis 
and Cox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estimate the potential role of miR-422a.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used for in vitro functional analysis of miR-422a.  
RESULTS  The levels of miR-422a were dramatically reduced in CRC tissues compared with 
normal mucosa (P < 0.05),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local invasion (P = 0.004)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01). Kaplan-Meier survival and Cox regression 
multivariat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miR-422a expression (HR = 0.568, P = 0.015) and 
clinical TNM stage (HR =2.942, P = 0.003)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verall 
survival in CRC patients. Furthermore, in vitro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miR-422a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SW480 and HT-29 cells. 
CONCLUSION  Down-regulation of miR-422a may serve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is factor 
in CRC. MiR-422a functions as a tumor suppressor and regulates progression of CR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10 
 

激活素 A 通过 TLR4 途径抑制 LPS 诱导的巨噬细胞活化 
 

李楠 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激活素 A 属于 TGF-β 超家族的成员，即可参与促炎反应又可参与抗炎反应。我们之前的

研究发现 LPS 可以促进巨噬细胞分泌激活素 A，激活素 A 可以诱导静息的巨噬细胞活化但是

又反过来抑制已经活化的巨噬细胞的活性。然而激活素 A 和 LPS 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作用

机制仍没有明确的报道。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为探讨激活素 A 抑制 LPS 活化巨噬细胞的作用机

制。  
方法  取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分别添加 ActivinA、LPS 和 ActivinA+ LPS，同时设以含单纯 2. 
5%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液培养的细胞作为对照孔，培养 12h 后，流式细胞术分析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以及 TLR2 和 TLR4 蛋白的表达水平；小鼠腹腔分别注射 ActivinA、LPS
和 ActivinA+LPS，12h 后，流式细胞术分析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以及 TLR2 和 TLR4 
蛋白的表达水平；取巨噬细胞系 RAW264.7 细胞，分别添加 ActivinA （5 ng/ ml）、LPS
（1μg/ml）和 ActivinA（5 ng/ml）+ LPS（1μg/ml），同时设以含单纯 2. 5%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液培养的细胞作为对照孔，培养 24h 后，RT-PCR 分析巨噬细胞系 RAW264.7 细

胞 TLR2 和 TLR4 mRNA 的转录水平。  
结果   ActivinA 和 LPS 单独作用均可在体内外促进小鼠腹腔巨噬细胞活化，但是两者联合应用

激活素 A 抑制 LPS 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诱导活化。同时激活素 A 在体内外均可以抑制 LPS
诱导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TLR4 蛋白的表达，但对 TLR2 蛋白的表达没有影响，进一步的实验

结果表明激活素 A 可以抑制 LPS 诱导的细胞系 RAW264.7 细胞 TLR4mRNA 的表达。  
结论  ActivinA 通过调控 TLR4 途径抑制 LPS 对巨噬细胞的活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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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13 
 

积雪草酸通过 Notch 信号通路抑制 LPS 诱导的炎症反应 
 

熊御云 阴晴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Notch 信号通路在炎症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Notch 有可能成为炎性疾病的临床诊断的

新靶标及潜在治疗手段。积雪草酸（asiatic acid，AA），是积雪草提取物中的五环三萜烯类

组分，已有研究发现积雪草酸具有抗炎作用，但其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方法  采用 RAW264.7 细胞，用脂多糖 LPS 诱导细胞产生炎症反应，通过 ELISA、RT-PCR
法分析 AA 的抗炎作用；Western blot 及 RT－PCR 分析 Notch 信号通路的关键分子，Chip 法

检测 AA 对 Notch 与 IL-6 启动子结合的影响。 
结果  LPS 能够引起巨噬细胞 IL-1β、IL-6 等炎性因子的释放，而 AA 能够显著减少炎性因子的

释放，抑制 iNOS、IL-1β 和 IL-6 mRNA 的表达。LPS 作用 24 小时后，细胞 Notch 信号通路

激活，主要表现为 notch3 受体 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其靶基因 Hes1 蛋白表达也升高。

AA 与 LPS 共处理 24 小时，能够逆转以上变化。最后 Notch3 能够与 IL-6 的启动子结合结

合，而 AA 能够阻止其结合从而发挥其抗炎作用 
结论  Notch 在炎性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作为靶点，有可能可以作为疾病诊断的新靶

点；AA 能够抑制 LPS 诱导的 RAW264.7 细胞的炎症反应，其机制可能与调控 notch 信号通路

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20 
 

不成熟血小板部分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诊断和治疗中

的价值 
 

刘玲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对健康人和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患者外周血中不成熟血小板百分比

（IPF%）和血小板计数（PLT）的测定，建立本实验室 IPF%的生物参考区间；观察 IPF%在

不同严重程度 ITP 患者中的变化；探讨 IPF%、PLT 在 ITP 患者诊断和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  以 400 例健康人静脉血为正常对照组（男性 148 例，女性 252 例），ITP 患者 35 例为

实验组，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20 例；PLT<20×109/L 的患者 26 例，PLT> 20×109/L 的患者

9 例，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连续 10 天检测各组 IPF%和 PLT，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比较

各个检测参数的变化及规律。 
结果  健康人静脉血 IPF%生物参考区间为 0.60%～3.50%，均值为 1.59%；男性 0.70%～

3.20%，均值为 1.64%；女性 0.60%～3.69%，均值为 1.56%；PLT<20×109/L 患者的 IPF%
为 29.10%±12.28，PLT>20×109/L 患者的 IPF%为 14.77%±12.16；35 例 ITP 患者连续检测

结果显示，治疗过程中 IPF%在治疗第 5 天开始显著下降至正常，PLT 在第 6 天开始明显上升

至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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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健康人静脉血 IPF%的生物参考区间为 0.60%～3.50%，均值为 1.59%；

2.PLT<20×109/L 组和 PLT>20×109/L 组患者的 IPF%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PLT<20×109/L 组患者的 IPF%高于 PLT>20×109/L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3.对 ITP 患者有效治疗过程中，IPF%和 PLT 均有明显变化，但 IPF%的变化

要早于 PLT，可以将 IPF%作为临床治疗有效的监测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24 
 

Liquid chip: a high throughput method to quantify the 
methylation of Alu in colorectal cancer 

 
qi jing,qi jing,shen xianjuan,li xiaohong,lu jingjing,guo yibing,shi wei,ju shaoqing 

Surgical Comprehensive Laborato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China 226001 
 

Objective  More than a third of DNA methylation occurs in the Alu sequence. Although 
several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quantitation of methylation is 
not easy because of low throughput and complex operation. In this study we want to 
quantitate the methylation of Alu with liquid chip, evaluate this assay and quantitate the 
methylation of Alu in CRC patients.  
Design and methods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Alu in 30 healthy controls and 23 CRC 
patients were detected by BSP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the methylation of the 17th CpG 
site. The methylation of Alu in 46 healthy controls, 39 intestinal polyps patients and 51 CRC 
patients were measured by liquid chip assay.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Alu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CRC patients and intestinal polyp patien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C patients and intestinal polyp patients. The result of ROC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detection of methylation of Alu by our method could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CRC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AUC=0.7276).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ethylation of Alu in different subgroups of CRC patients with respect to 
gender, age and tumor site, however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thologic stage.  
Conclusions  Quantitation of methylation by liquid chip assay is a novel method for 
quantifying the methylation of Alu. The methylation levels of Alu was a potential marker for 
colorectal disease diagnosis, and it may indicate CRC progression and poor progno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26 
 

血清 VEGF、MIC-1 联合尿 LAP 在 2 型糖尿病肾病检测的临

床意义 
 

白书堂 常旭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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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VEGF、MIC-1 联合尿 LAP 在 2 型糖尿病肾病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我院确诊的糖尿病肾病患者 150 人为糖尿病肾病

组，根据患者的肌酐和尿清蛋白比率将所有患者分为临床蛋白尿组（52 例），微量蛋白尿组

（50 例）和正常蛋白尿组（48 例），另选 50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检测并比较临床蛋白组

和对照组的血浆 VEGF、CIM-1 以及尿 LAP 水平。用实性指标的方法计算肾功能损伤患者的

VEGF、MIC-1、LAP 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计算三种检测指标的相关性。比较糖尿病

肾病组和对照组的血清 VEGF、MIC-1 以及尿 LAP 水平和 DN 相关生化指标。 
结果  临床蛋白组患者的血浆 VEGF、MIC-1 以及 LAP 均较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果显示，血浆 VEGF、CIM-1 和尿 LAP 三种检测指标均有较高的敏感性、特

异性和准确性。正常蛋白尿组和临床蛋白尿组患者的血清 VEGF、MIC-1、LAP 及其他生化指

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浆 VEGF、CIM-1 联合 LAP 可以明显提高早期 2 型糖尿病肾病的检出率，较常规检测

因子发生时间早，准确度明显优于常规检测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32 
 

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辅助诊断中的应用 
 

白书堂
1 白艺璇

2 
1.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2.山东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讨 6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辅助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08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225 例肺部疾病患者研究对象。确诊为肺

癌患者 155 例组成肺癌组；肺部良性病变患者 70 例组成良性肺病组；同期到本院进行健康体

检者 52 例作为对照组。病人初诊入院后次日凌晨抽取空腹时静脉血 5ml，经过离心机分离后

取得血清样本存于-20 摄氏度冷藏待测。检测血清样本时经过 37 摄氏度溶解，测定血清中神

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癌胚抗原（CEA）、鳞

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Ag）、糖类抗原 125（CA125）和糖类抗原 199（CA199）各肿瘤

标记物血清学水平。 
结果  肺癌组研究对象 6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与良性肺病组和对照组相比较，肺癌组患

者的血清肿瘤标志物与良性肺病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肺癌组与对照组

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肺癌组肿瘤标志物水高于良性肺病组和对照组。良

性对照组和对照组相比，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值 ＞0.05）。肺

癌组研究对象不同病理分型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比较，CEA 和 CA199 指标在三组之间的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值 ＞0.05）；NSE 和 CA125 在小细胞癌与其他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值＜0.05），且指标水平高于其余两组；CYFRA21-1 和 SCC-Ag 在鳞状细胞癌

与其余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且指标水平高于其余两组。单项肿瘤标

志物对肺癌诊断灵敏度均低于 50%，因此将 6 种肿瘤标志物进行组合。根据单项肿瘤标志物

的灵敏度，将灵敏度较高的单项肿瘤标志物 SCC-Ag、CEA 与其他肿瘤标志物组合。组合后

各组的灵敏度均高于单项肿瘤标志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其中 CEA+SCC-
Ag+CA125+CA199 的组合特异性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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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单项血清肿瘤标志物的对肺癌的早期诊断价值有限，联合多种肿瘤标记物检测可提高灵

敏度病降低特异性，CEA+SCC-Ag+CA125+CA199 联合检测可提高早期肺癌诊断的灵敏度，

具有较高临床应用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34 
 

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及其在癌症中的应用 
 

吴珊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是一种自发或因手术、穿刺等因素从肿瘤病

灶脱落入血的恶性肿瘤细胞。近年来，随着对 CTCs 研究的热门，检测 CTCs 的方法也越来越

多样化。临床上，CTCs 作为检测、评估预后的标志物在不同类型的癌症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主要富集和分析 CTCs 的技术，并详细地阐述 CTCs 与几种不同癌

症之间的关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38 
 

α5-nAChR 调节 HIF-1α/VEGF 信号途径对尼古丁促肺癌细胞

增殖中的影响 
 

马晓丽 郏雁飞 汪运山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研究表明，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nAChRs）基因簇 CHRNA5/A3/B4 的变异与吸烟相关

性肺癌密切相关。其中,编码 α5-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α5-nAChR）的基因 CHRNA5 与肺癌

的发生发展尤为相关，但其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下调 α5-nAChR
的表达，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Western blot 和 ELISA 等实验方法，体外研究肺癌细胞中

α5-nAChR 对 HIF-1α 和 VEGF 表达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探讨 α5-nAChR 介导 HIF-1α/VEGF
信号途径对尼古丁促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为肺癌的预防治疗寻找新靶点提供依据。 
方法  不同浓度尼古丁，作用于肺癌细胞株 A549。荧光定量 PCR 检测尼古丁作用下，A549
细胞中 α5-nAChR、HIF-1α 和 VEGF mRNA 的表达；Western bolt 检测 α5-nAChR 和 HIF-1α
的蛋白表达；ELISA 法检测 VEGF 蛋白的表达。采用 RNAi 干扰技术，siRNA-CHRNA5 转染

A549 细胞，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α5-nAChR、HIF-1α 和 VEGF mRNA 的表达；

Western blot 检测 α5-nAChR 和 HIF-1α 的蛋白表达；ELISA 法检测 VEGF 蛋白的表达。MTT
法检测 α5-nAChR-siRNA 对尼古丁促 A549 细胞增殖作用的的影响。 
结果  不同浓度尼古丁作用下，当尼古丁浓度递增到 1μmol/L 时，α5-nAChR 和 HIF-1α 表达升

高最明显（P<0.05），二者的表达呈现尼古丁浓度依赖性。CHRNA5- siRNA 转染后，可显著

抑制 A549 细胞中 α5-nAChR mRNA 和蛋白的表达（P<0.05），尼古丁促肺癌细胞的增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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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受抑制（P<0. 05）转染组较阴性对照组 HIF-1α 和 VEGF 在 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下

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α5-nAchR 通过调节 HIF-1α、VEGF 的表达，在尼古丁促肺癌细胞增殖中起作用，提示

α5-nAChR 调节 HIF-1α/VEGF 信号途径可能是吸烟相关性肺癌发生的重要分子机制之一，为

肺癌的预防治疗寻找新靶点提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44 
 
Increased Vitamin D2 and decreased Vitamin D3 levels 

associated with more active SLE 
 

He Chunya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10269652 

 
Objectives  In nature, Vitamin D (VD) exists in two physiological forms, Vitamin D2 (VD2) 
and Vitamin D3 (VD3). VD2 (ergocalciferol) can be obtained environmentally from yeast and 
mushrooms and it is the material for the synthesis of VD3 (cholecalciferol) in the skin upon 
exposure to UVB radiation. VD3 is the primary source (80%) of VD. SLE is chronic 
inflammatory autoimmune disease involving multiple organs in women. Organs were 
damaged by generating autoantibodies. In SLE patients, a number of lines of evidenc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VD insufficiency to be between 38-96% and the prevalence 
of VD deficiency to be between 8-30%. Hypovitaminosis D is common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patient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tamin D, Vitamin D2, 
Vitamin D3 and disease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SLE is still unclear.   
Methods  n this study, 20 patients suffered from SLE and 20 age- and sex-matched other 
autoimmune disorders individuals were recruited.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 were 
recorded and the levels of Vitamin D, Vitamin D2, Vitamin D3 in sera were measured.  
Results  As indicated,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Vitamin D3 and Vitamin 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while the level of Vitamin D2 and the ratio of Vitamin D2/Vitamin D3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SLE. Vitamin D and Vitamin D3 deficienc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activity score evaluated by SLEDAI-2K. Vitamin D3 
deficienc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ANA titer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3 
and C4 levels. Anti-dsDNA Ab positive patients showed more decreased Vitamin D and 
Vitamin D3 levels.  
Conclusion  Vitamin D3 deficiency and Vitamin D2 elevation were frequent in patients with 
SLE. Lower Vitamin D and Vitamin D3 might presage more severe disease of SL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6948 
 

血清自身抗体与 IL-17 联合检测对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贾颖 马晓丽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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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类风湿关节炎又称类风湿(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可累及全身的慢性炎症性自

身免疫性疾病。白细胞介素 17（IL-17）是 T 细胞源性促炎因子，可能在 RA 患者病情进展中

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旨在研究类风湿因子（RF）、葡萄糖一 6 一磷酸异构酶（GPI）和抗环瓜

氨酸肽抗体(CCP)联合检测对类风湿关节炎(RA)的诊断价值及其与 IL-17 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12 月在济南市中心医院住院的 20 例 RA 患者（RA 组），20 例其他

自身免疫病患者（非 RA 组），以及 20 例健康体检者（正常对照组）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法（ELISA）检测 GPI、抗 CCP 抗体以及 IL-17，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 RF。比较各组

之间 RF、抗 CCP 抗体、GPI 有无显著性差异，同时对与 IL-17 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抗 CCP 抗体对 RA 的敏感度为 75%（15/20），特异度为 95%（38/40）；RF 对 RA 的

敏感度为 65%（13/20），特异度为 95%（38/40）；GPI 对 RA 敏感度为 45%（9/20），特

异度为 95%（38/40）；RA 患者血清中的 IL-17 浓度明显高于非 RA 组和对照组( P<0.05), 与
RF 有相关性（P<0.05）,但、CCP、GPI 均无相关性（P>0.05）。 
结论  在 RA 检测中，GPI 的敏感度较 RF、抗 CCP 抗体低，三者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诊断

RA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IL-17 水平与 RF 呈正相关，而与 GPI、抗 CCP 抗体无明显相关性, 联
合动态检测有助于临床观察和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02 
 

Stat3 调控 α5-nAchR 在尼古丁促进肺癌细胞增殖中的作用 
 

张垚 马晓丽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吸烟已被公认为引起肺癌的最重要的致癌因素之一，尼古丁通过其受体烟碱型乙酰胆碱

受体（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s, nAChRs）信号途径促肺癌发生是近年来肺癌研究的

热点之一。GWAS 表明，α5- nAChRs 与肺癌发生尤为相关，但 α5-nAChR 在肺癌发生中作用

及机制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本研究旨在探讨 Stat3 调控 α5-nAchR 在尼古丁促人肺腺癌细胞

增殖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本研究以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 A549、H1299 及 H1975 为研究对象，通过 CCK-8 法测

定尼古丁促细胞增殖的作用时间和浓度。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α5-nAchR 基因上游启动

子区有 Stat3 的四个结合位点。通过染色质免疫沉淀技术（ChIP）、RT-PCR 等技术，在尼古

丁作用下研究尼古丁促肺癌细胞增殖过程中 Stat3、α5-nAchR 表达及相关性。  
结果  A549 细胞在 1μM/L 尼古丁处理 24h 后，细胞增殖显著（P A549< 0. 01）；尼古丁促进

A549 细胞增殖，Stat3、α5-nAchR 表达呈正相关。Stat3-siRNA 可显著抑制 A549 细胞中

Stat3、α5-nAchR 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P<0. 05）。ChIP 实验结果表明，α5-nAchR 启

动子区有 Stat3 结合位点，Stat3 调控 α5-nAchR 在尼古丁促进肺癌细胞增殖中起作用。 
结论  Stat3 调控 α5-nAchR 在尼古丁促进肺癌细胞增殖中起作用，为肺癌病因学和靶向治疗研

究提供新的实验依据，对寻找肿瘤有效预防、治疗新靶点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09 
 



672 
 

中国烟台分离到产 NDM-1 型金属 β 内酰胺酶的大肠埃希菌 
 

伊茂礼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目的  探讨我院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检出的 5 株碳氢霉烯类药物耐药大肠埃希

菌的耐药机制及分子流行病学特点，为院内感染控制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  运用改良 Hodge 试验及亚胺培南-EDTA Etest 表型确证试验检测是否为产碳氢霉烯酶菌

株；PCR 方法扩增常见获得性碳氢霉烯酶基因并测序，使用 PFGE 技术分析耐药菌株间的同

源性，滤膜接合转移试验研究细菌耐药的传播方式和 Southern 杂交定位耐药基因。 
结果  5 株大肠埃希菌均携带 NDM-1 基因,菌株经 PFGE 共检出 3 种细菌基因型，接合试验显

示仅一株携带有 NDM-1 基因的细菌不能成功，其余接合试验均获得成功，southern blot 提示

5 株携带 NDM-1 基因中接合试验未成功的一株未定位质粒上，其余均定位于质粒上。 
结论  中国山东省区域医疗中心烟台毓璜顶医院存在产 NDM-1 金属酶的大肠埃希菌,质粒接合

可能为细菌耐药性传播的主要原因，其中 NDM-1 基因携带株既存在克隆传播也有散在出现，

需加强药物合理使用及院感管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43 
 

Pdcd4 对巨噬细胞自噬及其相关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王瓅旸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250012 

 
目的  巨噬细胞泡沫化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脂自噬是自噬的一种重

要形式，能够将细胞内的脂质通过自噬降解，从而调节动脉粥样硬化。前期研究证实抑癌基因

Pdcd4 对于自噬和动脉粥样硬化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旨在研究 Pdcd4 在巨噬细胞脂

自噬及其相关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方法  使用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刺激野生型小鼠及 Pdcd4-/-小鼠腹腔巨噬细胞，通过 Western-
blot、免疫荧光染色、油红“O”染色等多种方式检测巨噬细胞自噬及泡沫化程度，通过 Real-
time PCR 检测脂质流出相关基因的表达。并利用高脂饮食在 Apoe-/-小鼠和 Apoe-/-Pdcd4-/-

（DKO）小鼠中建立动脉粥样硬化模型，通过免疫荧光染色、免疫组化染色及油红“O”染色检

测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局部自噬相关指标、免疫细胞浸润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并通过

骨髓移植模型确定免疫细胞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结果  小鼠巨噬细胞中 Pdcd4 基因的缺失能够明显促进自噬，并能够显著改善氧化低密度脂蛋

白导致的自噬流受阻情况。Pdcd4 基因缺失能够显著促进脂质流出相关基因的表达。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中 Pdcd4 基因的缺失能够通过促进自噬从而显著抑制巨噬细胞泡沫化。同时，在小

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局部，Pdcd4 基因缺失能够显著促进巨噬细胞自噬，减小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的面积，减轻脂质堆积，降低免疫细胞浸润的程度。骨髓移植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证实，

Pdcd4 对脂自噬及动脉粥样硬化的调控作用是通过影响巨噬细胞的功能实现的。 
结论  Pdcd4 基因的缺失能够通过促进巨噬细胞脂自噬加速胆固醇流出从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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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51 
 

免疫球蛋白及 Hcy 对老年糖尿病性脑梗死的临床诊断价值分

析 
 

黄菁 虞玲 隋俊 张永臣 
南京市传染病医院（南京市第二医院） 210003 

 
目的  本研究对免疫作者加球蛋白及 Hcy 对老年糖尿病性脑梗死的临床诊断价值进行分析，为

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对本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诊治的老年糖尿病性脑梗死患者 180 例进行研

究，分析老年糖尿病性脑梗死患者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及 Hcy 水平的变化。以本院同期糖尿病

患者 120 例为糖尿病组，非糖尿病脑梗死患者 120 例为非糖尿病脑梗死组，同期健康体检者

180 例为正常对照组。 
结果  老年糖尿病性脑梗死患者血清中免疫球蛋白 IgA、IgM、IgG 及 IgE 水平明显降低

(P<0.05)而 VEGF、MMP2、MMP9、Hcy、CRP、S100β 及 Aβ、Claudin-5、NT-proBNP 和

ANP 水平明显升高，且与正常对照组、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脑梗死组相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免疫球蛋白及 Hcy 和 CRP 对老年糖尿病性脑梗死的临床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

得临床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7055 
 
Cor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of nuclear receptorco-

activator 5 protein and prognosis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osteosarcoma  

 
wu jian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ancheng City， Yancheng 224005， Jiangsu， China; 22400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a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esion of NCOA5 and the 
prognosis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osteosarcoma. 
Methods  Human osteosarcoma were collected from 145 patients and normal bone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100 individuals as controls. IHC and RT-PCR were employed to 
measure NCOA5 in case of human osteosarcoma. 
Results  RT-PCR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s of  NCOA5 mRNA expression in human 
osteosarcoma were 17.24%.The positive rate of normal bone tissues were 84.00% ,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uman ostesarcoma tissues.IHC staining showed  that 
osteosarcoma NCOA5 protein positive were 26.21%.The positive rate of normal bone tissues 
were 82.00%. 
Conclusion  NCOA5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are consistent in human osteosarcoma 
tissues.The expression of NCOA5 is low in human osteosarcoma tissues ,which its 
expression is high in normal bone tissues.The low expression of NCOA5 is closely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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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ostesarcoma ,which was aslo associated with postoperative survival of human 
osteosarcom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56 
 

解脲脲原体与女性继发性不孕的相关性及致病机制探讨 
 

臧嘉
1 张晨晖

1 王立红
2 鲍俊峰

1 陈道桢
1 

1.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2.新疆阿合奇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继发性不孕女性患者和正常体检妇女解脲脲原体和人型支原体的感染阳性率，探讨

本地区解脲脲原体感染与女性继发性不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来我院生殖中心就诊的继发性不孕女性患者 165 例

作为实验组，和同期来我院行健康体检的正常妇女 180 例作为对照组，就两组支原体检出阳性

率进行比较并分析。对两组妇女进行抗精子抗体、抗子宫内膜抗体及妇科检查，分析解脲脲原

体对继发性不孕影响作用机制。 
结果  实验组解脲脲原体（Uu)、人型支原体（Mh）、Uu+ Mh 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43.0%、

7.9%、5.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5.6%、2.8%、 2.2%，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抗精子抗体、抗子宫内膜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26%及 33%，显著高于对照

组 5%及 4.4%（P<0.05）。而 Uu 感染组严重宫颈糜烂及输卵管阻塞的阳性率分别 31.2%和

49.3%，显著高于未感染组（5.3%和 7.1%）。表明 Uu 感染可能是通过对妇女生殖系统及免

疫系统对继发性不孕产生作用。 
结论  解脲脲原体感染与女性继发性不孕的关系密切，可能是由于其对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的

影响等原因。加强对育龄女性患者 Uu 检测和尽早防治，对减少不孕症发生有重要意义。对此

感染人群进行进一步病理学及病原学研究可进一步了解 Uu 感染造成的继发性不孕发生机制，

从而进行科学的防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63 
 

兰州地区妇女宫颈脱落细胞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及其亚型

分布特征分析 
 

魏超君
1,2 李永红

2 郭瑞
2 徐辉

2 郭瑞
2 高小玲

2 贾晶
2 贾彦娟

2 魏莲花
1 

1.甘肃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 
2.甘肃省人民医院临床研究与转化医学研究所 

 
目的  研究兰州地区妇女中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感染状况及其亚型的分布特点，为临床提

供诊疗依据的同时，为该地区 HPV 感染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提供实验资料。 
方法  应用 PCR 扩增技术联合反向斑点杂交技术，对甘肃省人民医院 2015 年 6 月-2016 年 5
月送检 458 份宫颈脱落细胞标本进行的 HPV 感染的检测及 28 种型别的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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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58 份样本中,阳性样本 153 例，感染率为 33.4% 。共检出 24 种亚型(高危型：16、
18、31、33、45、51、52、56、58、59、68、73、82 型；疑似高危型：53、66 型；低危

型：6、11、42、43、44、54、61 型；未检出 26、40、81（cp8304）、83（MM7）型)。其

中，单一感染者 113 例，占阳性人数 73.8%，两种亚型混合感染者 21 例，占阳性人数 13.7%; 
三种亚型混合感染者 9 例，占阳性人数 5.8%；三种以上亚型混合感染者 8 例，占阳性人数

5.2%。高危型单一感染及多重混合感染阳性率为 86.9%（133/153），以 16、52、56 型为

主；疑似高危型单一感染及多重混合感染阳性率为 9.8%（15/153）；低危型单一感染及多重

混合感染阳性率为 14.3%(22/153）以 6、42 型为主。 
结论  兰州地区妇女 HPV 感染率高，以单一感染为主。高危型感染的亚型主要为 16、52、56
型，低危型感染的亚型主要为 6、42 型。该结果可为临床提供诊疗以及预防和筛查宫颈癌提供

重要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64 
 

血清唾液酸水平在卵巢癌患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胡宏峰
1,2 卢仁泉

1,2 胡娟
1,2 江铭磊

1,2 郭林
1,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目的  探讨血清唾液酸（Sialic acid）水平测定在卵巢癌患者的辅助诊断、疗效监测等中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酶法检测 332 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230 例妇科良性疾病患者及 194 例健康对照的

血清唾液酸含量；同时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上述标本的血清 CA125 及 HE4。 
结果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血清唾液酸含量为 584.0（499.8, 702.5）mg/L，明显高于妇科良性

疾病组 497.0（454.0, 559.0）mg/L 及健康对照组 475.0（443.8, 505.0）mg/L，P<0.05；其

中卵巢癌组血清唾液酸含量最高 675.0（582.0, 816.0）mg/L；血清唾液酸联合 CA125 检测对

卵巢恶性肿瘤的灵敏度高达 95.172%，阴性预测值为 94.366%；卵巢癌患者随访测定过程

中，血清唾液酸含量随着病情的好转，其浓度水平逐步降低。 
结论  血清唾液酸水平检测可应用于卵巢癌的早期筛查、鉴别诊断及疗效监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7066 
 

PDCD4 Deficiency Aggravated Colitis and Colitis-
associated Colorectal Cancer Via Promoting IL-6/STAT3 

Pathway in Mice. 
 

Wang Liyang,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Although programmed cell death (PDCD) 4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a 
tumor suppressor, the consequence of Pdcd4 deficiency in tumorigenesis is not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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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The role of PDCD4 in colitis-associated colorectal carcinoma (CRC)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Experimental colitis and CRC were induced by dextran sodium sulfate and 
dextran sodium sulfate with azoxymethane, respectively, in wild type and Pdcd4 knockout 
(Pdcd4-/-) mice and were evaluated by clinical examination and histopathology. Levels of 
cytokines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Changes in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Cell proliferation 
was determined by BrdU incorporation and Cell Counting Kit-8 staining. 
RESULTS  Pdcd4 deficiency not only aggravated the dextran sodium sulfate-induced acute 
colitis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litis-induced CRC. Mechanically, Pdcd4 
deficiency accelerated epithelial cell proliferation during tumorigenesis, markedly up-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such as interleukin (IL)-6, and 
enhanced the activation of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STAT3), a IL-6 
downstream effector. Using purified cells, we found that Pdcd4 deficiency increased IL-6 
expression in vitro and the susceptibility to IL-6/STAT3 pathway-mediated cell proliferation 
significantly. Furthermore, blockade of IL-6/STAT3 pathway through sgp130Fc reversed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Pdcd4 deficiency on colonic epithelial cell proliferation in vivo. 
CONCLUSION  The Pdcd4 deficiency accelerates colitis and colitis-associated CRC 
presumably through up-regulating IL-6/STAT3 pathway, suggesting that PDCD4 plays a 
protective role in inflammation-associated carcinoma and might b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CR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75 
 

基于行业标准的定量商品试剂盒的分析性能的验证 
 

钱净 胡大春 施茜 王永博 张鸿伟 熊林怡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31 

 
目的  建立基于行业标准的定量商品试剂盒的方法学性能验证方案。 
方法  参考我国卫生行业标准《临床实验室对商品试剂盒分析性能的验证》（WS/T 
420-2013），结合工作实际，设计验证方案，对 SIEMENS DADE demision RXL 生化分析仪

配套的 17 个常规检测项目的试剂盒的精密度、正确度确度及线性三个方法学性能进行了验

证。 
结果  精密度性能除 ALP、AMY 低、高浓度水平的重复性及室内总精密度、CK 低浓度水平的

室内总精密度、CA 低浓度水平的重复性性能未通过外，其余项目的精密度性能均通过了验

证；正确度性能中所有项目的低、高两个水平的室间质评样本的赋值（同方法组的靶值）均在

验证区间（VI）范围内，正确度性能通过验证。线性性能除 ALT、ALB 两个项目的 r2＜0.995
外，其余项目的 r2＞0.995，认为厂家声明的线性范围可靠。 
结论  SIEMENS DADE demision RXL 生化分析仪配套的 17 个常规检测项目的试剂盒的的方

法学分析性能符合临床使用要求，本研究对临床实验室日常使用的定量商品试剂盒的分析性能

的验证，提供了规范、简便、易行的验证方法，值得临床实验室推广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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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28-5p acts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renal cell 

carcinoma for multiple antitumor effects by targeting 
RAP1B 

 
Wang Cheng1,2,Wu Caiyun1,Yang Qi1,Ge Jingping3,Wang Junjun1,2,Zhang Chenyu2,Zhang Chunni1,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Jinling Hospital，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Nanjing Advanced Institute for Life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3.Department of Urology， Jinling Hospital，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in renal cell carcinoma (RCC)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remain unclear, and new biomarkers are needed in routine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nd/or prognostic accuracy. However, there is no standard serum biomarker 
to facilitate diagnosis or prognostic strat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RCC. There is 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microRNAs (miRNAs) are involved in cancer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and circulating miRNAs have great potential as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several types of cancers. Our purpose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erum miR-
28-5p could be a useful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RCC and evaluate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miR-28-5p in RCC.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33 RCC patients and 33 healthy controls. First, we analyzed 
tissue miR-28-5p levels in tumor tissues and matched normal tissues from the 33 RCC 
patients. Second, we investigated the serum miR-28-5p levels in the 33 RCC patients and 
the 33 normal controls. TaqMan probe based-RT-qPCR was used to measure serum 
miRNA levels. A combination of let-7d, let-7g and let-7i (let-7d/g/i) was used as endogenous 
control for normalizing the data of RT-qPCR. We also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
28-5p in some human RCC cell lines. The CCK8 proliferation, transwell and wound healing 
assay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functions of miR-28-5p in RCC cells.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were employed to validate regulation of a putative target of miR-28-5p. The 
effect of modulating miR-28-5p on endogenous levels of this target were 
subsequently confirmed via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MiR-28-5p expression was relatively decreased in RCC specimens compared with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P<0.01).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from tissues, serum miR-28-5p 
levels were decreased in RCC patients compared to controls (P<0.001).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an AUC of 0.9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85-0.95) and a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95 and 86%, respectively. MiR-28-5p was found to be also downregulated 
in human RCC cell lines A498 and Caki-2 as compared with normal cell line HK-
2.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showed that miR-28-5p directly regulated RAP1B. In RCC 
clinical specimens, the expression of RAP1B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ancer 
tissues than in non-cancerous tissues.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AP1B 
protein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miR-28-5p expression in RCC tissues (P<0.05). 
RAP1B protein was found to be upregulated in A498 and Caki-2 cells, and knockdown of 
RAP1B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suggesting that RAP1B has oncogenic 
functions in RCC. Ectopic expression of miR-28-5p could result in increased RAP1B 
protein expressions, and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A498 and Caki-2 cells, while 
the downregulation of miR-28-5p with the inhibitor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The miR-28-5p 
induc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could be rescued by RAP1B.  
Conclusion  MiR-28-5p may potentially serve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RCC and may act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RCC progression by inhibiting the RCC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through targeting oncogene RAP1B.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argeting miR-28-5p by a 
genetic approach may provide a novel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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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80 
 

昆明地区汉族人群及其 H 型高血压 MTHFR C677T 基因多肽

性研究 
 

钱净 翟秀伟 赵晓丽 邵剑春 胡大春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31 

 
目的  探讨昆明地区汉族人群及 H 型高血压患者 MTHFR C677T 基因多态性，为本地区“H 型

高血压”防治和个体化高血压治疗提供基础信。 
方法  从 2013 年 1-11 月在我院住院的昆明地区汉族患者中选取（1）“H 型”高血压患者组 111
例，其中男 61 例，女 50 例，年龄 28—64 岁；（2）非“H 型”高血压组 112 例，其中男 70
例，女 42 例，年龄 26—64 岁。（3）健康对照组 119 例，其中男 75 例、女 44 例，年龄

28～61 岁，作为研究对象。用等位基因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AS-PCR）方法，对 3 组研究

对象进行 MTHFR C677T 位点多态性检测。分析三组人群的 MTHFR C677 位点等位基因和基

因型频率分布规律，并探讨该位点突变在高血压发病中的作用。 
结果  1、昆明地区汉族健康人群中 MTHFR C677T 位点 C 型等位基因频率为 67.6%,T 型等位

基因频率为 32.4%。CC、CT、TT 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49.6%、36.1%、14.3%。 2、 昆明地

区汉族 H 型高血压人群中 MTHFR C677T 位点 C 型等位基因频率为 49.5%,T 型等位基因频率

为 50.5%。CC、CT、TT 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24.3%、50.5%和 25.2%。非 H 型高血压人群

中，C 型等位基因频率为 63.4%,T 型等位基因频率为 36.6%。CC、CT、TT 基因型频率分别

为 45.5%、35.7%、18.8%。；H 型高血压患者中，T 型等位基因频率、CT 和 TT 突变基因型

分布频率高于非 H 型高血压组和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昆明汉族

健康人群和高血压病患者中，MTHFR C677T 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多态性分布频率具有地区

特征性，为该地区 H 高血压的防治提供了重要的遗传信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87 
 

三种方法检测尿液中红细胞的结果对比分析 
 

屈晓威 霍梅梅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东关心脑血管专科病区 716000 

 
目的  探讨三种不同方法检测同一份尿液中红细胞，对其结果进行对比性分析。 
方法  分别用光学显微镜、SysmexUF-1000i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UF-1000i）、迪瑞 FUS-
2000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FUS-2000）检测 308 例患者尿液红细胞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三种方法检测尿液红细胞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UF-1000i 和显微

镜检测尿液红细胞的结果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7.69，P＜0.01），两者的阳性符合率为 98.90%，阴性符合率为 94.47%，一致百分率为

95.78%；FUS-2000 和显微镜检测尿液红细胞的结果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7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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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两者的阳性符合率为 96.70%，阴性符合率为 93.09%，一致百分率为 94.16%；UF-
1000i 和 FUS-2000 检测尿液红细胞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1），两者对红细胞检测符合

一致性指标，Kappa 值 0.8896。 
结论  UF-1000i 和 FUS-2000 检测尿液红细胞的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必要时结合

手工显微镜镜检，以提高检测的精确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090 
 

Prognostic value of Bmi-1 expression in human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Xu Yun,Chen Lujun,Rui Xiaohui,Xu Bin ,Jiang Xiping ,Huang Yaqing ,Jiang Guohua ,Guo Caixia,Shao 

Yingjie ,Li Xiaodong,Zhou You ,Zheng Xiao ,Jiang Jingti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3003 

 
Objectiv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Bmi-1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EOC).  
Methods   Bmi-1 expression was assessed in 82 EOC tissues and 10 control tissues using 
immunochemistry.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Bmi-1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survival time. 
Results  Positive Bmi-1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87.8% (72/82) of EOC tissues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expression of Bmi-1 was observed in EOC than in benign ovarian tumor 
tissues (P < 0.01).Cox 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higher Bmi-1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er overall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EOC (mean 
overall survival, 45.4 vs. 69.3 months) than those with benign ovarian tumors. Moreover, 
high Bmi-1 expression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prognosis (HR = 2.212, 95% CI = 
1.091 -4.482, P < 0.05) in EOC patients. This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survival analysis 
based on Bmi-1 levels from a large patient cohort (1582 cases) derived from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and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Conclusions  High Bmi-1 expression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etastastic disease and 
poor prognosis in EO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04 
 

D-二聚体和 FDP 联合检测在急性脑梗死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冯莉莉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东关心脑血管专科病区 716000 

 
目的  探讨 D-二聚体和 FDP 在急性脑梗死中的相关性应用分析，以及 D-二聚体和 FDP 量值变

化在急性脑梗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东关心脑血管专科病区 2013 年 1 月-2015 年 5 月急性脑梗死患者

30 例，且均经历急性期（发病 72h）和恢复期（治疗 2 周后），分别检测其两个时期的 D-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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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体和 FDP 的值作为实验组，选取我院健康体检者 30 例，同时也检测其 D-二聚体和 FDP 的

值作为对照组。 
结果  急性脑梗死急性期、恢复期以及对照组 D-二聚体和 FDP 三组数据，D-二聚体三组数据

之间比较 F=23.805，FDP 三组数据之间比较 F=33.850，进一步计算 D-二聚体和 FDP 检测组

对应的两两比较可得，急性期与恢复期比较分别为 q=7.14、q=12.71，急性期与对照组比较

q=9.12、15.58，恢复期与对照组比较 q=6.95、q=2.87。通过急性脑梗死急性期和恢复期 D-
二聚体和 FDP 阳性率计算可知，急性期 D-二聚体和 FDP 的阳性率差距不大；恢复期时 D-二
聚体的阳性率较 FDP 的明显降低；对照组阳性率差距也较小。 
结论 在急性脑梗死急性期中 D-二聚体和 FDP 两者均显著升高，D-二聚体升高幅度较 FDP 更

加明显；恢复期 D-二聚体下降的幅度较 FDP 更大，FDP 要恢复到正常范围需要的时间较 D-
二聚体更长。血浆 D-二聚体和 FDP 联合检测有助于判断急性脑梗死的发生，有利于对脑梗死

的疗效进行评估，根据两者量值的变化，观察治疗效果，判断预后，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06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在非糖尿病急性冠脉综合征临床价值 
 

郝维敏 夏宏林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宿州市立医院检验科 234000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在诊断非糖尿病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中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于我院 CCU 科就诊的 ACS 初诊患者 58 例，发病时间

3～6 h，包括 22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P)、20 例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和 16 例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 患者，及同期体检 32 例健康者作为研究对象，HbA1c 的检测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使用 HA-8160 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其它生化指标

用 AU5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非糖尿病 ACS 相关临床和生

化指标，对不同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1)健康对照组及 UAP、NSTEMI、STEMI 组患者 HbA1c 水平分别为 4.67(4.06, 5.42)、
6.83(6.04, 6.98)、6.76(5.43, 8.11)和 7.90(6.61, 10.05) %；其中 STEMI 组患者中 1 支、2 支

和≥3 支血管病变组 HbA1c 水平分别为 6.78(5.84, 6.97)、6.86(5.43, 8.11)和 7.22(6.54, 
9.90) %。2)与对照组相比 UAP、NSTEMI 和 STEMI 患者 HbA1c 含量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U 为 92.5、117.0、65.0，P＜0.01)，STEMI 患者 HbA1c 水平高于 UAP 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U=99.5，P＜0.05)；但 UAP 组和 NSTEMI 组患者的 HbA1c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 
= 191.5，P＞0.05)。≥3 支血管病变组高于单支血管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10.5，P
＜0.05)；3)HbA1c>6.5%时，非糖尿病 ACS 发生率为 92.7%；4)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HbA1c 可能是影响非糖尿病 ACS 主要危险因素，相对危险度达 8.15，ACS 的发生与 TG、

HCY 及 HbA1c 含量呈正相关，与 TCH 和 HDL-C 相关性不大，计算 ACS 概率值回归方程为

Logit(P)=-1.421+0.894(TG)+1.395(HCY)+2.098(HbA1c)。 
结论  HbA1c 水平在非糖尿病 ACS 患者水平显著增高，是 ACS 独立危险因素，与病变程度呈

正相关。提示临床医生在诊断 ACS 时重视对非糖尿病患者 HbA1c 的检测，以便对高危患者进

行早期干预，减少 ACS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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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25 
 

先心病患儿血浆中急性期反应蛋白的改变及临床意义 
 

张茜
1 何国伟

2 贺靖冬
1 张连祥

1 侯敏
1 

1.天津市胸科医院 
2.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目的  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VSD）是胚胎时期发育不全，形成异常交通，导

致心脏内心室水平发生左向右分流。室间隔缺损导致的增加的肺血流可能与机体的急性期反应

（Acute 
phase response, APR）有关。我们将针对室间隔缺损患儿血浆差异蛋白的改变进行研究。 
方法  二维凝胶电泳和质谱技术用于筛查 VSD 患儿（n = 55）和健康儿童（n = 70）血浆中的

差异蛋白。候选差异蛋白——急性期反应的相关蛋白将应用 ELISA 方法在新的样本中进行验

证。 
结果  我们在二维凝胶电泳所检测到的 322 个差异蛋白点中，筛选出三个与急性期反应相关的

差异蛋白，其中在 VSD 患儿血浆中触珠蛋白（Hpt, 0.4 ± 0.04 vs. 0.6 ± 0.07 mg/ml; p = 
0.016）和血清淀粉 P 物质（SAP, 3.8±0.2 vs. 6.3±0.8 ng/ml; p = 0.003）表达明显降低，而

α-酸性糖蛋白 2（ORM2, 3.1 ± 0.1 mg/ml vs. 2.3 ± 0.1 mg/ml; p < 0.001）在 VSD 患儿血浆中

表达明显增加。 
结论  三种急性期蛋白——触珠蛋白、血清淀粉 P 物质及 α-酸性糖蛋白 2 的血浆浓度的改变可

能与炎症有关，与固有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相关，可能与室间隔缺损患儿容易发生肺部疾病及感

染有一定的关系。血浆中这三种急性期蛋白可以用来作为评估先天性心脏病的固有免疫系统功

能的生物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33 
 

乳腺癌循环肿瘤细胞检测方法及临床应用 
 

王玉洁 国霞 王晓飞 
青岛市市立医院 266011 

 
目的  本文就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方法做一一阐述，旨在对检测方法的优缺点作比较。同时引

用文献对循环肿瘤细胞的临床应用做分析，明确循环肿瘤细胞在临床疾病的诊疗中起到的作

用。 
方法  应用检索 Medline 及 CHKD 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以“循环肿瘤细胞 乳腺癌 检测方

法”为关键词，检索 1991-08～2005-10 的相关文献，共检索到英文文献 16808 条，中文文献

369 条。纳入标准:1）循环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及检测方法。2）循环肿瘤细胞在乳腺癌诊

断、预后及治疗中的应用。3）循环肿瘤细胞在临床中的应用。剔除标准:1）循环肿瘤细胞

DNA 检测及富集体系的研究。2）乳腺癌基因检测。3）循环肿瘤细胞在其他肿瘤疾病的临床

研究。符合纳入标准的中文文献 36 条,英文文献 265 条。根据剔除标准剔除中文文献 14 条,英
文文献 76 条，最后纳入分析 28 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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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循环肿瘤细胞在外周血含量极低，目前检测方法基于抗体技术、核酸技术及联合检测

等，不同方法有其优点及局限性。循环肿瘤细胞检测方法中免疫组化缺乏特异性；流式细胞技

术特异性不高，但可以定量；多聚酶链反应造成假阳性率高；激光扫描细胞定量技术及

CellSearch 技术灵敏度及分辨率较高。循环肿瘤细胞在乳腺癌的治疗、预测和评估、个体化治

疗有较高的价值。 
结论  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方法很多，各有优缺点。它的出现不仅对肿瘤发生微转移做出早期

诊断，用于治疗后动态监测及疗效评价也有一定价值，还可以用于乳腺癌的个体化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41 
 

血清胱抑素 C 在子痫前期早期肾损伤诊断 及对终止妊娠时机

选择的临床应用 
 

夏宏林 郝维敏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宿州市立医院检验科 234000 

 
目的  探讨检测血清胱抑素 C (Cys-C) 水平对判断子痫前期早期肾脏损伤诊断价值以及选择终

止妊娠时机处理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抽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宿州市立医院住院分娩孕产妇 93
例，年龄为 21～30 岁，孕周为 33～38 周作为研究对象。分为正常妊娠对照组 30 例、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组 63 例（妊娠期高血压组 18 例和子痫前期组 45 例），同时检测孕妇血清 Cys-
C、β2 微球蛋白(β2-MG)、血肌酐(CREA)，并计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进行比较。运用

SPSS 13.00 统计软件分析 Cys-C 与 eGFR、β2-MG 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与终止妊娠时机选择处

理之间的关系。 
结果  (1)妊娠期高血压组 Cys-C、β2-MG 水平均低于子痫前期组，而妊娠期高血压组 eGFR
高于子痫前期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035，3.316，8.133，P<0.01)。(2) Cys-C 水平与

β2-MG 呈正相关，而与 eGFR 呈负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 0.454，0.598，其之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t=12.792，9.714，P<0.01）。(3) 运用 SPSS 13.0 软件分析获得 Cys-C、β2-MG
和 eGFR 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分别为 0.985、0.710、0.805，其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4) 在肾小球滤过率(eGFR)为 60-89ml.min-1.(1.73m2)-1 之间，妊娠期高血

压组和正常对照组阳性率显著低于子痫前期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44.71，62.07，
P<0.01)。(5) 当孕妇 Cys-C=1.68mg/ L 时，该数值是最佳临界值，其诊断特异度 1.00，敏感

度 0.93，Youden 指数最大值为 0.889。 
结论  评价子痫前期早期肾脏损伤时，Cys-C 是一项可靠且敏感的的指标，临床可结合孕妇

Cys-C≥1.68 mg/L 和 eGFR 在 60-89ml.min-1.(1.73m2)-1 之间的结果可作为评价子痫前期早

期肾脏损伤参考，可综合临床症状，密切监视母胎病情，应采取积极治疗措施，建议适时选择

终止妊娠处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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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K、cyclin D1 及 MMP-9 在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中的表达及

意义 
 

高娟
1 董兵卫

2 张渭波
2 李卓

1 
1.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咸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中 ILK、cyclin D1 及 MMP-9 的表达，探讨其在膀胱尿路上皮

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ILK、cyclin D1 及 MMP-9 在 112 例膀胱尿路上皮肿瘤和

35 例癌旁正常膀胱组织中的表达，并研究 ILK、cyclin D1 及 MMP-9 单测与联测的临床意义。 
结果 ILK 在 112 例膀胱尿路上皮肿瘤及 35 例癌旁正常膀胱组织中的阳性表达分别为正常膀胱

组织 11.4%(4/35)；膀胱尿路上皮肿瘤 62.5% (70/112)。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中 ILK 表达率明显

高于癌旁正常膀胱组织，并且 ILK 在低级别尿路上皮肿瘤中的表达呈中度阳性，在高级别尿路

上皮肿瘤中的表达呈强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yclin D1 在癌旁组织中的阳

性表达为 28.6%(10/35)；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为 80.3%(90/112)。cyclin D1 在正常膀胱组织中

的表达信号最弱，且随着肿瘤恶性程度的增加其表达率呈上升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MMP-9 在正常膀胱组织中的阳性表达为 22.9%(8/35)；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为 
67.9%(76/112)。并且 MMP-9 在低级别尿路上皮肿瘤中的表达呈中度阳性，在高级别尿路上

皮肿瘤中的表达呈强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膀胱尿路上皮肿瘤患者 ILK 单

测与 ILK、cyclin D1 二联测，ILK、MMP-9 二联测以及 ILK、cyclin D1 及 MMP-9 三联测比

较，联测膀胱尿路上皮肿瘤患者阳性率明显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ILK 蛋白在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中呈过表达，与病理分级相关，提示 ILK 参与膀胱尿路上皮

肿瘤的发生及转移，并与其恶性程度密切相关。cyclin D1 表达与病理分级呈正相关，肿瘤病

理分级越高，cyclin D1 表达越强。cyclin D1 在正常膀胱黏膜的基底细胞层中弱阳性表达，在

低级别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中呈片状中度阳性表达，在高级别膀胱尿路上皮肿瘤中呈片状强阳性

表达。MMP-9 的阳性表达率总体上随着膀胱癌病理分级的增高而增高。MMP-9 与肿瘤的浸润

深度分化状态关系十分密切，MMP-9 的过度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是肿瘤病理学分期

的有效参考指标。三联测对膀胱尿路上皮肿瘤患者的阳性率明显增加，有助于临床诊断。阳性

表达结果分别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43 
 

转录因子 Twist 1 和 PPARγ 在小鼠脂肪细胞中的作用及调控

关系 
 

逯素梅 任瑞 马万山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检验科 250014 

 
目的  探讨转录因子 Twist 1 和 PPARγ 在小鼠脂肪细胞中的表达及二者之间的基因调控关系。 
方法  检测 Twist 1 和 PPARγ 在小鼠脂肪前体细胞 3T3-L1 诱导分化不同时间点（0, 2, 4, 8, 12
天）时的动态表达；检测 PPARγ 激动剂匹格列酮和抑制剂 T0070907 作用下 Twist 1 表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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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构建靶向干扰和过表达 Twist 1 基因的慢病毒载体，检测 Twist 1 对诱导分化的影响及对

PPARγ 的调控作用。 
结果  3T3-L1 诱导分化过程中 PPARγ 和 Twist 1 表达均显著上调，且分别自诱导分化第二天

和第四天上调显著（P<0.05）。匹格列酮和 T0070907 作用下脂肪细胞中 Twist 1 和 PPARγ
表达均下调。干扰和过表达 Twist 1 不影响诱导分化进程，但是干扰 Twist 1，PPARγ 表达下

调，过表达 Twist 1 引起 PPARγ 上调，且均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在小鼠脂肪细胞中 Twist 1 和 PPARγ 存在正向相互调控关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46 
 

不同高脂饲料对 C57/BL6J 小鼠肥胖及胰岛素抵抗模型制备

情况的效果比较 
 

马万山 任瑞 逯素梅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检验科 250014 

 
目的  探讨国产和进口高脂饲料在 C57/BL6J 小鼠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模型制备过程中的效果差

别，以期为更好的制备 C57/BL6J 小鼠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模型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选择 8 周龄雄性 C57/BL6 小鼠 (36 只)，随机分为三组（12 只/组），基础组(CD 组)，
喂食北京科奥协力生产的啮齿动物基础饲料；高脂-国产饲料组（HFD-G 组），喂食北京科奥

协力生产的啮齿动物高脂饲料；高脂-进口饲料组（HFD-J 组），喂食美国 Research Diets 生

产的啮齿动物高脂饲料。喂养期间，动物自由摄食和饮水，每周称量动物体重一次，坚持饲养

16 周，比较组间体重、脂肪含量、葡萄糖耐量（IPGTT）和胰岛素耐量（IPITT）等指标的差

别。 
结果 （1）随着饲养时间的延长三组内动物体重均逐渐上升，但是上升幅度不同，HFD-J 组上

升幅度最大，其次为 HFD-G 组，最后为 CD 组；至饲养 16 周时与 CD 组相比较，HFD-J 组

体重升高 53.54%，HFD-G 组体重升高 27. 31 %，各组差异明显（*P<0.05）。(2)至饲养 16
周时，HFD-J 组肥胖模型成功率 100%（12/12），HFD-G 组肥胖模型成功率 58.33%
（7/12）；(3)脂肪含量差异显著，HFD-J 组和 HFD-G 组明显高于 CD 组（*P<0.05），且

HFD-J 组与 HFD-G 组差异显著（*P<0.05）。（4）与 CD 组比较， HFD-J 组的 IPGTT 和
IPITT 检测结果均显著下降（*P<0.05），HFD-G 组 IPGTT 和 IPITT 虽有下降趋势但是差异不

显著（*P>0.05）。 
结论  国产和进口啮齿动物高脂饲料均能够在喂食 16 周时成功制备 C57/BL6 小鼠肥胖模型，

但是进口高脂饲料组模型制备成功率明显高于国产高脂饲料组，且 16 周时进口高脂饲料组已

经同时达到胰岛素抵抗模型标准，但是国产高脂饲料饲养组尚未达到胰岛素抵抗模型标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66 
 

肿瘤转移相关基因 2（MTA2）在食管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功

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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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素丽 赵连梅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  研究转移相关基因 2(metastasis-associated gene2, MTA2)在食管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

的表达情况及调控机制，并观察 MTA2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我院胸外科收治的食管癌患者术后癌组织及癌旁组织 100 例。用 Real-time 
qPCR 实验检测 MTA2 和转录因子 Sp1 及 miR-34a 在上述组织中的表达，用 SPSS13.0 软件

统计分析 MTA2 表达量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并用 logist 回归检测 MTA2 与 Sp1 和

MTA2 与 miR-34a 表达的相关性。用 MTS 和 Transwell 迁移实验方法检测 MTA2-siRNA 对食

管癌细胞 KYSE510 和 KYSE30 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结果  Real-time qPCR 检测表明，与癌旁组织相比，食管癌组织中，MTA2 表达增高

（P=0.002），并且与肿瘤的临床分期（P=0.001)和淋巴结浸润（P=0.009）有关；经 logist
回归检测，食管癌组织中，MTA2 的表达与 Sp1 呈正相关（r=0.407，P=0.028），而与 miR-
34a 不存在相关性。MTS 实验表明，敲低 MTA2 能够显著降低食管癌细胞 KYSE510 和

KYSE30 的生长速度，分别在 48h（P=0.028）和 72h（P=0.012）时具有统计学差异。

Transwell 实验表明，敲低 MTA2 后，食管癌细胞 KYSE510 和 KYSE30 的迁移能力明显降

低。 
结论  食管癌中 MTA2 基因表达水平升高，且可能与转录因子 Sp1 有关而与 miR-34a 无关；

MTA2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67 
 

肿瘤转移相关基因 2（MTA2）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

响及其机制的研究 
 

戴素丽 赵连梅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  研究肿瘤转移相关基因 2(tumor metastasis-associated gene2, MTA2)对食管癌细胞迁移

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并探讨 MTA2 对食管癌细胞 EMT 转变的影响。 
方法  运用 Transwell 小室实验检测过表达和敲低 MTA2 后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

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用 Real-time q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过表达和敲低 MTA2 后

食管癌细胞中 EMT 相关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敲低 MTA2 后，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的迁移能力明显降低（P<0.01），而

过表达 MTA2 能够明显促进细胞的迁移能力（P<0.01）；敲低 MTA2 后，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的侵袭能力明显降低（P<0.05），而过表达 MTA2 后，细胞的侵袭能力明显增

强（P<0.01））。敲低 MTA2 后能够促进食管癌 KYSE30 细胞中 E-cadherin 基因的表达，抑

制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P<0.05）；而过表达 MTA2 能够降低细胞中 E-cadherin
基因的表达（P<0.01），促进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P<0.05）。敲低 MTA2 还能

够促进 KYSE510 细胞中 E-cadherin 基因的表达（P<0.01），降低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

表达（P<0.05）；而过表达 MTA2 还能够抑制食管癌 KYSE510 细胞中 E-cadherin 的表达

（P<0.05），促进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P<0.05）。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表明，

敲低 MTA2 后能够促进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中 E-cadherin 的蛋白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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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抑制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水平（P<0.05）；而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过

表达 MTA2 能够降低食管癌 KYSE30 和 KYSE510 细胞中 E-cadherin 的蛋白表达水平

（P<0.05），促进 N-cadherin 和 Vimentin 的表达水平（P<0.05）。 
结论  MTA2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胞的体外迁移和侵袭能力，这可能与 MTA2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

胞发生 EMT 转变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68 
 

规范化戊型肝炎病毒荧光定量逆转录 PCR 检测体系的建立 
 

王静 胡志东 付红伟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建立戊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E Virus,HEV）不同基因型 RNA 荧光定量逆转录 PCR
（qRT-PCR）检测体系及其所需的质粒标准品，以利于临床一线实验室展开应用及其专利化

与商品化。  
方法  在 HEV ORF3 高度保守区设计出可检测 HEV 不同基因型病毒株的引物和探针，建立一

步法 qRT-PCR 检测体系；将拟扩增的 HEV RNA 目的基因片段构建成质粒，制备 HEV 质粒

DNA 标准品，用于浓度标准曲线的构建；同时采用逆转录-巢式 PCR（RT-nPCR）方法进行

验证及序列比对，分析当地 HEV 流行株的基因型。  
结果  成功建立能够高效扩增包含兔 HEV 病毒株在内的基因 1-4 型 HEV 病毒株的 qRT-PCR
检测体系，经 233 份临床标本验证分析发现，该方法能够用于戊肝患者及动物宿主的血清和粪

便标本检测。经性能评估验证，该体系构建的 HEV 质粒标准品所做的标准曲线，其相关系数 
R2为 0.9968，扩增效率约为 103%。该体系最低检测限可达 25copies/test，较传统 RT-nPCR
的灵敏度高 10 倍以上；该反应体系在 103 和 106 copies/ul 两个浓度水平处，批内和批间精密

度（Ct 值变异系数）分别低于 2%和 3%，均小于 5%的标准，具有很好的重复性。经对该地

区戊肝患者分离得到的部分 HEV 病毒株测序分析发现均为基因 4 型，但属于不同的基因亚

型，分别为 4a，4d 和 4n 亚型，与烟台、连云港及新疆等地分离到的病毒株具有较高的同源

性；从基因进化树分析可以看出，这三种基因亚型均有广泛的地域分布特点，甚至跨国家跨洲

际的地区分布。  
结论  成功建立规范化 HEV qRT-PCR 检测体系及其标准品，经性能评估验证，能够初步满足

临床应用需求，解决了 HEV 荧光定量 PCR 检测在临床实验室推广应用的瓶颈问题，为后续临

床应用的商品化奠定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69 
 

香加皮杠柳苷通过溶酶体凋亡途径诱导胃癌 SGC-7901 细胞

凋亡 
 

李磊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687 
 

 
目的  香加皮杠柳苷(periplocin extracted from cortex periplocase，CPP)是否通过溶酶体途径

诱导胃癌细胞凋亡。 
方法  200、100、50ng/ml 香加皮杠柳苷作用于 SGC-7901 细胞 24h 和 48h 后，MTS[3-(4,5-
dimethylthiazol-zyl)-5-(3-carboxymethoxyphenyl)-2-(4-sulfophenyl)-2H-tetrazoliuzolium,inner 
salt]法检测细胞的增殖情况，用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介导的 dUTP 缺口末端标记法

（terminal de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TdT）-mediated dUTP nick end labeling，TUNEL）
检测细胞凋亡，Western blotting 检测不同浓度香加皮杠柳苷作用于 SGC-7901 细胞 24h 后

caspase-3 和 caspase-9 的表达情况，吖啶橙染色检测溶酶体释放情况，免疫荧光法检测组织

蛋白酶 B（CathepsinB）的表达变化情况。 
结果  与 0ng/ml 组相比，50、100、200ng/ml 香加皮杠柳苷作用于 SGC-7901 细胞 24h、48h
后，均具有增殖抑制作用，24h 增殖率分别为 [(76.743.46)%、(62.072.33)%、(54.673.23)% 
vs (100.003.77)%，均 P<0.05]，48h 增殖率分别为[(41.552.90)%、(37.002.17)%、

(28.892.47)% vs (100.005.60)%，均 P<0.05]。与 0ng/ml 组相比，50、100、200ng/ml 香加

皮杠柳苷作用于 SGC-7901 细胞 24h 后，细胞凋亡率显著增加，凋亡率为[(11.363.78)%、

(26.834.52)%、(47.193.76)% vs (1.561.26)%]，Caspase-3 和 Caspase-9 的活性裂解片段表

达量升高，溶酶体膜的完整性被破坏，CathepsinB 由溶酶体释放到胞浆。 
结论  香加皮杠柳苷可通过溶酶体途径诱导胃癌细胞凋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70 
 

香加皮杠柳苷通过溶酶体途径诱导胃癌 MGC-803 细胞凋亡 
 

李磊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香加皮杠柳苷（periplocin extracted from cortex periplocae，CPP）是否通过溶酶

体途径诱导胃癌细胞凋亡。 
方法  200、100、50 ng/ml 香加皮杠柳苷作用于 MGC-803 细胞 24h 和 48h 后，MTS 法检测

细胞的增殖情况，用 TUNEL 法检测细胞凋亡，Western blot 检测不同浓度香加皮杠柳苷作用

于 MGC-803 细胞 24h 后 Caspase-3 和 Caspase-9 的表达情况，吖啶橙染色检测溶酶体释放

情况，免疫荧光法检测组织蛋白酶 B（Cathepsin B）的表达变化情况。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50、100、200ng/ml 香加皮杠柳苷作用于 MGC-803 细胞 24、48h
后，均具有增殖抑制作用，24h 增殖率分别为 [(66.43±1.67)%、(55.39±3.63)%、

(37.06±0.57)% vs. (100.14±8.49)%，均 P<0.05]，48h 增殖率分别为[(38.16±3.26)%、

(32.00±1.83)%、(24.75±1.57)% vs. (100.33±8.98)%， P 均<0.05]。与空白对照组相比，50、
100、200ng/ml 香加皮杠柳苷作用于 MGC-803 细胞 24h 后，细胞凋亡率显著增加，凋亡率为

[(28.56±6.96)%、(33.70±4.60)%、(60.42±4.48)% vs. (2.23±1.03)%，P 均<0.05]，Caspase-
3 的活性裂解片段和 Caspase-9 表达量升高，溶酶体膜的完整性被破坏，Cathepsin B 由溶酶

体释放到细胞质中。 
结论  香加皮杠柳苷可通过溶酶体途径诱导胃癌细胞凋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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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172 
 

EZH2 和 H3K27me3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 及对预

后的意义 
 

刘飞 桑梅香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 EZH2 和 H3K27me3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相应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及与其临床生

物学指标之间的关系。 
方法  检测 96 对食管鳞状细胞癌及其癌旁组织中 EZH2 mRNA 的表达。检测 96 例食管鳞状细

胞癌组织及相应正常组织中 EZH2 和 H3K27me3 蛋白的表达，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生物学指标

及其预后的关系。 
结果  食管鳞状细胞癌标本 EZH2 mRNA 水平明显高于癌旁组织。96 例食管癌组织中 EZH2
的阳性率为 84.4%(81 /96)；而相应癌旁组织中 EZH2 高表达占 51.0% (49 /96)。EZH2 和 
H3K27me3 蛋白在食管癌组织中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在食癌细胞中，EZH2 在细胞

质和细胞核中均有表达，但是 H3K27me3 则仅表达在细胞核中。EZH2 和 H3K27me3 在食管

癌癌旁组织表达阳性率分别占 44.8% (43 / 96)和 26.0% (25 / 96)，低于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

70.8%（68/96）和 47.9%（46 / 96）。EZH2 和 H3K27me3 表达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病理

学特征的关系。EZH2 蛋白的表达与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部位及肿瘤分期不相关

(P?0.05)。EZH2 蛋白的表达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及远位转移呈正

相关(P＜0.05)。H3K27me3 蛋白表达与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部位、及肿瘤分期无关

(P?0.05)。H3K27me3 蛋白表达与食管癌患者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及淋巴结远位转移呈正

相关(P＜0.05)。EZH2 和 H3K27me3 表达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总生存期间的关系。Kaplan-
Meier 生存数据显示 EZH2 表达阳性患者的平均生存期 41.175 个月，明显短于 EZH2 表达阴

性患者(54.166 个月) (χ2=13.218, P=0.000)。EZH2 和 H3K27me3 表达均阳性的患者平均生

存期为 36.136 个月，明显短于仅有一种蛋白阳性患者(48.027 个月)或者两个蛋白均阴性患者

(55.627 个月)。尽管 H3K27me3 并没有显示出是影响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独立的预后因素，

但是共表达 EZH2 和 H3K27me3 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远位转移呈正相关(χ2=15.681; 
P=0.000)。 
结论  EZH2 和 H3K27me3 可以作为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预后不良的生物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74 
 

 EZH2 和 H3K27me3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细胞株中的表达及 
其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刘飞 桑梅香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检测食管癌细胞株 KYSE30、KYSE170、TE1、Eca109 细胞中 EZH2 的表达，并通过

转染 EZH2 过表达载体或 shEZH2 载体研究 EZH2 与 H3K27me3 的关系及对食管癌细胞侵袭

能力的影响。 



689 
 

方法  检测食管癌细胞株 KYSE30、KYSE170、TE1、Eca109 中 EZH2 的表达情况。检测食

管癌细胞过表达/沉默 EZH2 对 H3K27me3 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应用 qRT-PCR 分析食管癌

细胞过表达/沉默 EZH2 对 MMP1、MMP2、MMP7 及 MMP9 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通过划痕

实验分析过表达/沉默 EZH2 后食管癌细胞的迁移运动能力。分析过表达/沉默 EZH2 后食管癌

细胞的侵袭能力。 
结果  qRT-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Eca109 及 TE1 细胞中 EZH2 和 H3K27me3 明显

高于 KYSE30 及 KYSE170 细胞中 EZH2 和 H3K27me3 表达水平（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过表达 EZH2 质粒的 KYSE30 和 KYSE170 食管癌细胞系中 H3K27me3 蛋白的表达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EZH2 沉默组的 Eca109 及 TE1 食

管癌细胞系中 H3K27me3 蛋白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qRT-PCR 结果显示

KYSE30 和 KYSE170 食管癌细胞转染 EZH2 后 MMP1、MMP2、MMP7 及 MMP9 mRNA 水

平较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P＜0.05）。Transwell 侵袭实验显示 KYSE30 及 KYSE170 转染

EZH2 组侵袭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细胞划痕实验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转染 EZH2
组 KYSE30 及 KYSE170 细胞迁移能力明显增强（P＜0.05）。ShEZH2 质粒转染 Eca109 和

TE1 食管癌细胞系后 MMP1、MMP2、MMP7 及 MMP9 mRNA 水平较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

（P＜0.05）。Eca109 和 TE1 细胞转染 ShEZH2 质粒组穿过 Transwell 侵袭小室细胞数显著

低于对照组细胞数（P＜0.05）。细胞划痕实验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转染 ShEZH2 质粒组

Eca109 和 TE1 细胞迁移能力明显降低（P＜0.05）。 
结论  EZH2 可增加靶基因启动子上组蛋白 H3 第 27 位赖氨酸的三甲基化，并且 EZH2 促进了

食管癌细胞的侵袭能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94 
 

证实一种新雄激素应答基因—PTTG1 在雄激素诱导的前列腺

癌细胞增殖和侵袭中的作用 
 

金博 李海霞 张争 辛殿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雄激素在前列腺癌的启始和进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实验证明雄激素是通过激活雄激素

受体从而调节雄激素受体基因的转录来发挥其功能。本文旨在揭示一种新的雄激素应答基因—
PTTG1（Pituitary Tumor Transforming Gene1）在雄激素诱导的前列腺癌中发挥的作用。 
方法  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blot）检测 PTTG1 在前列腺癌细胞中的表达。采用染

色质免疫沉淀实验（ChIP）证实雄激素受体与 PTTG1 相互作用。采用 MTT 法检测 PTTG1 对

前列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 Transwell 体外侵袭实验检测 PTTG1 基因对前列腺癌细胞侵

袭能力的影响。 
结果  研究发现，雄激素可诱导前列腺癌 LNCaP 细胞中 PTTG1 表达升高，并可以被雄激素受

体的拮抗剂—Casodex 所阻断。利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和染色质免疫沉淀实验，证实

PTTG1 基因的启动子区包含一个雄激素反应元件，该元件位于启动子区的-851 至-863 位置，

并可与雄激素受体相互作用。通过 MTT 法和 Transwell 体外侵袭实验分析发现：敲低 PTTG1
的表达可以抑制前列腺癌 LNCaP 细胞增殖和侵袭的能力。 
结论  证实 PTTG1 是一个新的雄激素受体下游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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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195 
 

自动生化分析仪不同检测系统间的比对分析 
 

颜承靖 颜群 马建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本实验室两台自动生化分析仪间分析结果的可比性，更好的服务于临床。 
方法  两台 BECKMAN COULTERAU5400 自动生化分析仪，编号分别为 45000000001 和

45000000002；试剂配套校准品，BIO-RAD 高、低浓度质控品。在两台自动生化分析仪上分

别测定 20 份患者的 23 项生化指标，计算两台自动生化分析仪之间的系统误差和相关性，判

断检测结果的可比性。 
结果  对所测的 23 项生化指标分别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所有指标在两台自动生化分析仪的

线性关系良好（r≥0.975）；利用不同医学决定水平值计算系统误差，系统误差小于 1/2 允许

误差为临床可接受性能的判断标准，23 项指标检测结果均在范围内，符合临床要求。 
结论  本实验室的两台自动生化分析仪通过比对试验及校正后，建立统一的室内质控系统，可

使两台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分析结果具有可比性，为临床提供一致可靠的检验数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204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抗核抗体谱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意义 
 

孙萍萍 王万海 王许娜 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不同抗体对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不同，SLE 患者的临床表现与预后也各异。统计 SLE 患者体内各自身抗体的表现特征，

为 SLE 患者的诊断和鉴别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收集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病人血清，包括 SLE 患者 598 例，其他自身免疫病

患者 390 例，健康对照组 100 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IIF）检测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ANA），采用线性免疫印迹法（Line 
immunoassay, LIA）检测 ANA 谱，另外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各组阳性率间的比较采用四格表 χ2 检验公式，两种方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相关性分析采用

配对四格表资料的 χ2 检验，SLE 组不同自身抗体阳性率与非 SLE 组比较采用 χ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598 例 SLE 确诊患者经 IIF 法共检出 ANA 阳性 571 例，阳性检出率 95.4%；荧光核型

常为混合核型，以核颗粒+核均质型最为常见，占 ANA 荧光核型的 43.2%。经 LIA 法检测

ANA 谱共检出特异性抗体阳性 539 例，阳性检出率 90.1%，各特异性抗体的检出率以抗 Ro60
抗体最高（62.1%），其次为抗 Ro52（46.9%）抗体、抗 nRNP/Sm(46.2%)；特异性以抗

Histone 抗体最高（99.62%），其次为抗 Sm 抗体（98.94%）、抗 dsDNA 抗体

（98.82%）。ANA、抗 nRNP/Sm、抗 Sm、抗 Ro60（SSA）、抗核小体（AnuA）、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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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DNA、抗组蛋白（His）、抗 rRNP 抗体的阳性率在 SLE 组与非 SLE 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01）。ELISA 法与 LIA 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检测结果不同，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01）。 
结论  抗 dsDNA(ELISA)、抗 nRNP/Sm、抗 dsDNA（LIA）、抗 rRNP、抗核小体（AnuA）
抗体对 SLE 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225 
 

两种检测降钙素原方法的比较研究 
 

杨丹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采用循环增强荧光免疫法和电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降钙素原（PCT），对其检测结果的

一致性进行比较分析。并探讨我院门急诊开展常规检测降钙素原的可行性。 
方法  以电化学发光法为对比方法，循环增强荧光免疫法为实验方法，用两种方法分别检测

200 例患者的样本。循环增强荧光免疫法检测的血清组结果、微量全血组结果与电化学方法检

测的血清组结果两两进行两个相关样本的非参检验、相关性分析、计算方法间系统误差及相对

偏差、临床可接受性能评判和一致性程度判断。 
结果  循环增强荧光免疫法血清组与电化学发光法血清组两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高度相关，线性回归方程为 Y=-6.41E-4 +0.98*X（X 在 0.04-60ng/ml 内有效），两种方法的

系统误差小且相对偏差≤10%，在临床可接受范围内。在医学决定水平（0.5ng/ml 和
2.0ng/ml）的一致率分别为 95.53%和 99.44%，Kappa 值分别为 0.878 和 0.965，一致性程度

高。循环增强荧光免疫法微量全血组与电化学发光法血清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

高度相关，线性回归方程为 Y=0.06 +1.03*X（X 在 0.04-60ng/ml 内有效），低浓度值的相对

偏差较大，大于 10%，不被临床所接受。但在医学决定水平（0.5ng/ml 和 2.0ng/ml）的一致

率分别为 95.88%和 98.45%，Kappa 值分别为 0.888 和 0.906，一致性程度高。循环增强荧光

免疫法微量全血组与循环增强荧光免疫法血清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高度相关，

线性回归方程为 Y=0.1 +1.05*X（X 在 0.04-60ng/ml 内有效），同样也是低浓度值相对偏差较

大，不被临床所接受。在医学决定水平（0.5ng/ml 和 2.0ng/ml）的一致率分别为 95.95%和

98.84%，Kappa 值分别为 0.893 和 0.935，一致性程度高。 
结论 循环增强荧光免疫法血清通道检测值与 Roche 同类分析仪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能够满足

临床的检测要求。微量全血通道因其样本具备采血快速方便且检测值一致性较好等优点，可作

为临床初筛试验进行开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244 
 

国产尿沉渣仪对膀胱癌快速筛查价值的初步探讨 
 

宗晓龙 魏殿军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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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回顾性研究评估国产长春迪瑞 FUS200 全自动尿沉渣仪对“异型细胞”的检测能力，

并通过前瞻性研究评估全自动尿沉渣检测结合人工复核用于筛查膀胱癌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迪瑞 FUS200 全自动尿沉渣仪对非离心非染色尿液标本进行有形成分检测，应用

FUS200 工作台人工图像复核，人工显微镜，尿沉渣涂片瑞氏染色 3 种方式对“异型细胞”进行

确认。 
结果  回顾性研究的 296 例膀胱癌病人中“异型细胞”阳性者 123 例，阳性率 41.6%。前瞻性研

究的 2549 例病人中“异型细胞”阳性者 441 例，其中 672 例膀胱癌病人“异型细胞”阳性者 240
例。FUS200 尿沉渣仪结合人工复核用于诊断膀胱癌的灵敏度为 35.7%，特异度为 89.3%。 
结论  迪瑞 FUS200 全自动尿沉渣仪具备检测“异型细胞”的能力。全自动尿沉渣仪结合人工复

核用于诊断膀胱癌的灵敏度太低，不适合用作膀胱癌的筛查试验，但可以在尿液常规检测的同

时提供额外的信息，尿液中发现“异型细胞”应高度怀疑肿瘤的存在，并提示临床做进一步相关

检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263 
 

The establishment of biological reference intervals of 
nontraditional glycemic marker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Shi Debao,Lv Liy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Objective  We established the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glycated albumin (GA), fructosamine 
(FA), and 1,5-anhydroglucitol (1,5-AG) in a Chinese healthy popul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enrolled eligible reference individuals attending routine healthy checks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in 2015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consisted of 226 men and 232 women, aged from 20~79 years (median age 43 years), who 
attending routine healthy checks. The exclusion criteria of this study were requir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1) history of diabetes mellitus; 2) history liver disease, kidney disease, 
metabolic disorders, 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3) pregnancy; 4) abnormal ultrasonography 
in liver, gallbladder, pancreas, and bilateral renal reached the level of clinical decisions; 5) 
the tests conducted and their cut-off thresholds for subject exclusion. We stratified the 
subjects according to gender (males and females) and age (20-39 years, 40-59 years, and 
60-79 years), and combined statistical methods with Lahti algorithm, as well as appropriate 
clinical consideration, to judge whether partitioning for data was needed. Reference intervals 
of GA, 1,5-AG and FA were expressed as 2.5th to 97.5th percentile. This study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Results  The distribution of GA, 1,5-AG and FA in this study were Gaussian distributed. GA 
concentration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Student’s t-test, t = -
4.726; P < 0.001), but Lahti algorithm just obtained a marginal value for the upper reference 
limit, which may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clinical decision (in the diagnosis or monitoring of 
hyperglycemic conditions), but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pper reference limits 
only 0.31%. Thus, we recommended those two groups were merged. GA concentrations 
across the three ag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F = 
8.226; P < 0.001), and the Lahti algorithm suggested partitioning for two of three 
comparisons. So we recommended the reference interval of GA need partitioning at the age 
of 60 years. 1,5-AG concentrations in males were higher than females（t-test, t = 9.373; P < 
0.001), and the Lahti algorithm suggested a partitioning value for the upper referenc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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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marginal value for the lower reference limit.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was 51 μmol/L 
(8.5 μg/mL) in mean level, which should be taken into clinical consideration. Thus, the 
partitioning for gender was needed. There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1,5-AG across 
the three age groups (ANOVA, F = 0.206; P = 0.814), and the Lahti algorithm shown no need 
for partitioning of reference interval. Thus, all data was merged. 1,5-AG concentrations 
across the three ag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NOVA, F = 18.484; P < 0.001). 
Lahti algorithm suggested nonpartitioning for the lower reference limit and partitioning for the 
upper reference limits (Table 4). The lower reference limit for 1,5-AG is used as decision limit. 
In spite to the suggested partitioning for the upper reference limits, we do not recommended 
partitioning for age group in females. FA concentration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t-test, t = -5.752; P < 0.001), but Lahti algorithm just gave a marginal 
value for the lower reference limit, which seldom used as decision limit and the absolute 
differences between lower reference limits only 7 μmol/L. Thus, we combined males with 
females to calculate reference interval. FA concentrations across the three age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NOVA, F = 0.969; P = 0.38), and the Lahti algorithm suggested no 
need of partitioning. Thus, all data merged to calculate the reference interval. 
Conclusion  We recommended a partitioning for GA at the age of 60 years, which reference 
intervals were 10.38-13.89% for 20-59 years and 10.23-14.79% for 60-79 years. With regard 
to the gander partition, reference intervals for 1,5-AG were 107-367 μmol/L (17.8-61.2μg/mL) 
for males and 79-306 μmol/L (13.2-51.0 μg/mL) for females. The reference interval for FA 
was 220-298μmol/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276 
 

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的联合应用在结直

肠癌患者预后判断中作用的研究 
 

胡书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研究表明系统性炎症反应（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SIR）与多种肿瘤预后

相关,因此多项炎症预后评分系统用于肿瘤患者预后判断。本研究将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

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 )与血小板计数相结合，建立一个新型炎症预后指标

（combination of platelet count and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COP-NLR），并研究该

指标在结直肠癌患者预后判断中的价值。 
方法  研究中我们收集 191 名结直肠癌患者相关资料，当血小板计数（＞300×109/L）和中性

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3）同时升高时，COP-NLR 分值为 2；当两个指标中一项升高时，

COP-NLR 分值为 1；两项均不升高时 COP-NLR 分值为 0。首先将 COP-NLR 与患者临床病

理特征的进行相关性分析，然后再对该指数与系统性炎症反应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

析，进而采用 log-rank 分析 COP-NLR 与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Cox 比例分析模型评价该指数

在结直肠癌患者预后判断中的价值。 
结果  研究发现，COP-NLR 与结直肠癌患者肿瘤临床分期显著相关（P=0.013），同时 COP-
NLR 与结直肠癌患者的炎症反应指标如 C-反应蛋白、白蛋白以及癌胚抗原 CEA 和糖类抗原水

平有关。COP-NLR 0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49.1±0.9 月，COP-NLR 1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36.9±1.8 月，而 COP-NLR 2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 25.2±3.6 月。Log-rank 分析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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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NLR 与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呈负相关，根据 COP-NLR 分值分为三组的结直肠癌患者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1）。Cox 比例风险模型单变量及多变量分析结果证明 COP-NLR 可

能作为一个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判断指标。 
结论  研究发现 COP-NLR 指数与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呈负相关，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与

淋巴细胞比值同时升高，即 COP-NLR 评分为 2 的患者预后最差。 COP-NLR 指数具有成为结

直肠癌患者预后判断指标的潜在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283 
 

肝吸虫钙结合蛋白 CS16 表达条件的优化 
 

濮珏彪
2 吴琛耘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系 

2.上海瑞金医院检验科 
 

目的  确定肝吸虫钙结合蛋白 CS16 诱导表达的最优条件，在一定量的菌液中得到最高浓度的

目的蛋白。 
方法  将实验室保存的大肠杆菌 GST-CS16-pGEX-4T-1 菌株于含氨苄青霉素的 LB 固体培养基

四区划线，37℃温箱培养 16h，即可得到单克隆菌落。挑取单个 CS16 菌落，转移至 5ml LB
液体培养基，275 rpm，37℃，培养 16h。吸取 50 ul 菌液，转移至 5ml LB 液体培养基，根据

以下诱导表达条件：1.加 IPTG 前 OD 值（0.8/1.2）；2.IPTG 浓度（1mM/0.1mM）;3.诱导时

间（2h／3h／4h／16h）；4.诱导温度（37℃／25℃／20℃），形成 12 组诱导表达条件。将

菌液转移至 15 ml 离心管，3800 rpm，30min，4℃，弃上清。沉淀加入预冷的 10 mM DTT 
PBS 2 ml，重悬细菌沉淀，1:50 加入溶菌酶 40 ul(终浓度为 1 mg/ml)，1:200 加入 PMSF 10 
ul（终浓度为 0.05 mM），冰上吸打至沉淀全部重悬，将菌液放在 6mm 超声探头下，并置于

含有冰水混合物的烧杯内，以 5s 工作时间，5s 间隔时间，震幅 30%，重复 20 次，观察到细

菌悬液不再粘稠即可。将细菌裂解液转移至 20ml 进口离心管，18000rpm，30min，4℃。留

取诱导前和诱导后的菌液，超声裂解后的上清和沉淀，SDS-PAGE 电泳观察结果。 
结果  比较超声裂解后的上清和沉淀 42kd 附近条带的相对深浅，诱导温度 37℃条件最深，而

诱导温度 25℃和诱导时间 16h 条件最浅。 
结论  诱导温度 37℃的条件对于肝吸虫钙结合蛋白 CS16 最易形成可溶性蛋白，而诱导温度

25℃和诱导时间 16h 容易形成包涵体，无法大量取得目的蛋白，最终确定最优表达条件是：1.
加 IPTG 前 OD 值 1.2；2. IPTG 浓度 1mM；3. 诱导时间 3h；4.诱导温度 37℃。此外，IPTG
浓度（1mM/0.1mM）对于诱导表达没有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299 
 

CEA 表达与乳腺癌缺氧微环境的关系及其对预后的判断意义 
 

柳雅慧 任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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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癌胚抗原(CEA)表达水平与乳腺癌缺氧微环境的关系及其预后价值。 
方法  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检测乳腺癌细胞在常氧及缺氧条件下 CEA 的
蛋白水平；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乳腺癌病理组织中 CEA﹑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
和碳酸酐酶-9(CA-9)的表达水平；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166 例乳腺癌患者术前血清 CEA 水

平，同时采用 Logistic 单因素分析法研究患者临床资料与 CEA 水平的相关性；采用 Kaplan-
Meier 法计算乳腺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期，Log-rank 法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  乳腺癌细胞缺氧条件下 CEA 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常氧条件, 且 CEA 蛋白水平随着缺氧时

间的延长而升高；乳腺癌病理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HIF-1α 表达区域可见 CEA 高

表达，CEA 与 CA-9 在同一区域共同表达，线性回归法分析发现 CEA 表达水平与 HIF-1α
（P=0.0096）的表达水平具有相关性；术前升高的血清 CEA 水平与患者肿瘤长径大小

（P=0.015）﹑淋巴结转移（P=0.032）密切相关；乳腺癌患者 CEA 高表达组和 CEA 低表达

组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 29.85 个月和 39.08 个月，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 
结论  CEA 在乳腺癌缺氧微环境中表达上调，血清 CEA 水平可以作为乳腺癌患者预后的评价

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00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免疫学检测指标的临床意义 
 

张静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通过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病人的血清 M2 型抗线粒体抗体、抗核抗体以及免疫

球蛋白系列的检测，研究这些指标的变化在此类疾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统计分析 75 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免疫学检测指标。 
结果  M2 型抗线粒体抗体在 PBC 患者中的阳性率为 98.7%，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抗核

抗体在 PBC 患者中的阳性率为 93.3%，特异性差，但其荧光核型有较强的特征性。免疫球蛋

白系列除 IgG 外，IgA、IgM、K-LC 以及 r-LC 病例组与健康组相比均显著性升高。 
结论  M2 型抗线粒体抗体是 PBC 的特征性抗体，它联合抗核抗体以及免疫球蛋白同时进行检

测对 PBC 的早期诊断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59 
 

378 例痰涂片和痰培养结果的对比分析 
 

张子康
1 冀虎岗

2 
1.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2.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目的  探讨培养前痰涂片在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对 378 例呼吸道疾病患者痰标本，在培养前进行涂片染色镜检，然后再做细菌培

养、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最后将两组结果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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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痰标本培养前涂片镜检与培养后培育出菌株符合率达 60.3％。 
结论  涂片镜检与培养结果的符合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微生物培养前进行涂片镜检能够尽早

作出预测性报告,为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69 
 

南京地区未成年者 PT/INR 和 APTT 正常参考区间的建立 
 

叶琴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建立南京地区未成年者的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国际标准化比值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的正常参考区间。 
方法  采用日本 Sysmex CS-510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南京地区 1032 例体检正常的未成年

者 PT、INR 和 APTT。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的 C28-A3 指南进行分组和

统计分析，建立不同年龄段分组的参考区间。 
结果  不同性别未成年者 PT/INR 和 APTT 无统计学意义（P>0.05）。PT、INR 和 APTT 在婴

儿组、幼儿组和学龄前组之间无差异，三组可合并，参考区间分别为（10.6-13.0）秒、

（0.92-1.12）和（24.13-40.05）秒。PT、INR 和 APTT 在学龄组和青少年组无差异，二组也

可合并，参考区间分别为（10.8-13.1）秒、（0.94-1.14）和（21.49-35.82）秒。 
结论  未成年者与成年人的 PT、INR 和 APTT 参考区间有差异，实验室必须建立自己区域的针

对未成年者的血凝项目参考区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78 
 

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临床应用的初步调查 
 

鲍渝霞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通过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3 月做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检测

的标本数量统计调查，探讨临床医师对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检测的应用状况。 
方法  调查性研究，对我院做凝血因子活性检测的标本数量分别做总体、分组、分布情况做统

计分析。 
结果  调查期间，70894 份凝血检测标本中仅有 253 份检测血浆凝血因子活性，占总数的

0.36%。所有检测凝血因子活性标本中，凝血四项正常的占 15.2%，凝血四项异常的占

84.98%。凝血因子活性检测主要集中在血液内科 45.45%，儿科 13.04%，EICU 12.65%，急

诊输液 10.28%，方便门诊 9.09%,其他科室占 9.49%。20 例确诊为血友病 A 的住院患者住院

期间做 FⅧ检测一次的有 4 例，大于两次的有 16 例。 
结论  1.临床医师对血浆凝血因子活性测定的临床意义不甚了解，在临床工作中使用极少。2.
临床科室中血浆凝血因子测定主要集中在小部分科室，如血液内科及儿科，其余应常规检测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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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因子活性的科室，如血管外科、消化内科等，在调查期间凝血因子活性因子测定标本极少。

3.临床对血友病患者凝血因子检测仍存在不规范现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79 
 

抗 SSA 抗体、抗 SSB 抗体和抗 Ro52 抗体临床价值探讨 
 

王艳萍 周易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研究抗 SSA、抗 SSB 和抗 Ro52 抗体在临床疾病诊断中的意义，并探讨 SLE、SS、RA
疾病中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在抗 SSA/SSB/Ro52 抗体单一阳性组和多阳性组间是否存在差

异。 
方法  查阅 2014.07-2015.12 期间在我院检测抗 SSA 和（或）抗 SSB 和（或）抗 Ro52 抗体

阳性的患者病例，统计相关实验室检查与最终临床诊断，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抗 SSA、抗 SSB、抗 Ro52 抗体不同组合之间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非自身免疫性疾病所占

的构成比具有显著差异；RA 患者抗 SSA/SSB/Ro52 抗体多阳性组较单一阳性组淋巴细胞的降

低有显著的组间差异，SS 患者补体 C3 的降低、球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IgG 的升高有显著的组

间差异，SLE 患者免疫球蛋白 IgG 的升高有显著的组间差异。 
结论  抗 SSA、抗 SSB、抗 Ro52 抗体不同组合可能会影响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可能性的高

低，为临床提供参考性意见。SLE、RA、SS 中，部分实验室检测指标在抗 SSA、抗 SSB、
抗 Ro52 抗体单一阳性组和多阳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指标的差异可能与疾病的活动性

或严重程度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82 
 

血浆 FM FIB DD 检测在妊娠晚期的临床应用 
 

白垚 秦璐 张永鸿 王海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讨血浆纤维蛋白单体（FM）、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三者联合检测

在正常妊娠晚期妇女中的变化及对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的诊断价值。同时探讨不同孕龄妇女

FM、FIB、D-D 三者含量的变化。 
方法  对 22 例正常非孕妇女，34 例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妇女，46 例孕晚期正常妇女进行纤

维蛋白单体（FM）、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水平的检测，并进行相关统计分

析。 
结果  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组及正常妊娠组 FM、FIB 及 D-D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组的 D-D 水平高于正常妊娠组（P<0.05）。 
结论  FM 在非显性 DIC 代偿早期阶段的检测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标志物，且在 DIC 早期诊断方

面，FM 比 D-D 具有更好的监测效果。联合检测孕妇血浆中 FM、FIB、D-D 水平，能更加有

效地预测和早期发现 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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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7385 
 
National Continuous Surveys on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for HbA1c in 214 clinical laboratories of China from 2011 

to 2016  
 

Li Tingting,Wang Wei,Zhao Haijian,He Falin,Zhong Kun,Wang Zhaiguo 
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endency of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S) of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IQC) for HbA-1c since Chinese 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CNCCL) 
organized laboratories to report IQC data and achieve continual improvement to meet the 
tight control of inter-assay standardization, assay precision, and trueness for the narrow 
gap of HbA1c value of mass fraction between "normal" (< 6.0%) and "diabetes"(≥ 6.5%). 
Methods  IQC information of 214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EQA) participant 
laboratories which kept reporting IQC data in February from 2011 to 2016 were collected by 
Web-based EQA system. SPSS20.0 was applied for current CVs analysis. Acceptable rates 
of annual current CVs of IQC for HbA-1c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imprecision criterion (2%) 
recommended by National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NACB). Finally, w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analytical systems (including analytical methods, instruments, 
reagents and calibrators) and IQC practice of HbA-1c that may affect the changes of current 
CVs over tim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urrent CVs of different years (P=0.042). The 
median of current CVs of 2011(2.36) showed higher than 2012(2.21), 2013(2.35), 2014(2.23), 
2015(2.08) and 2016(1.96) (all P<0.003), while the median of current CVs of 2016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other years (all P<0.003). When imprecision criterion based on 
NACB was applied, pass rates for HbA-1c in 2011 (33.6%)、2012(39%)、2013(42.9%)、
2014(45%)、2015(41.8%) and 2016(49.4%)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P=0.049), which 
presented a increasing tendency with advancing years in general. There were also some 
changes in analytical systems over time. Immunoturbidimetry was the main testing method 
(>75%) for HbA-1c from 2011 to 2012, which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since 2013. In 2016, HPLC has been introduced to 89.7% 
laboratories for HbA-1c testing. Furthe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boratories which did not 
change testing methods instead of keeping using immunoturbidimetry and laboratories that 
began using HPLC in any year indicated that the median of current CVs of the latter(1.82) 
was smaller than the former(2.81)(P=0.021).  What’s more, 67.2% laboratories changed 
analytical instruments in these six years, accompany with the changes of reagents and 
calibrators. For other aspects of IQC practice, the data also showed significant variability. 
The average time intervals of two control tests for HbA-1c in different years was also 
different (P<0.001), and the change tendency of that was similar to current CVs. The median 
of time intervals of two control tests in 2011(36.0h) showed longer than 2012(28.8h), 
2013(34.3h), 2014(32.0h), 2015(30.0h) and 2016(25.7h) (all P<0.001), while the median of 
time intervals of two control tests in 2016 i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other years (all 
P<0.001). 
Conclusion  Current CVs of HbA-1c tests have decreased and acceptable percentages of 
allowable imprecision of HbA-1c based on NACB have increased by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reporting IQC data for HbA-1c and tak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after recei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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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report from CNCCL. Laboratories are recommended to introduce analytical 
systems owning higher precision such as HPLC as needed or shorten time interval of two 
control tests for HbA-1c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laboratories for HbA-1c 
continuousl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86 
 

HBV 感染相关性肝癌中 HBV cccDNA 水平与突变关系的研

究 
 

罗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研究 HBV 感染相关性肝癌中 HBV cccDNA 水平与突变关系。 
方法  运用特异性荧光定量 PCR 定量分析了 12 例肝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乙肝病毒复制水平的

表征因子 HBV cccDNA, HBV total DNA 及 pgRNA 的表达水平，再用滚环扩增（RCA）特异

性扩增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HBV cccDNA,测序分析了病毒基因组 4 个编码调控区域 preC/C , 
RT , X, preS 中 cccDNA 序列的突变。最后检测了肿瘤组织 cccDNA 的 AP 位点。 
结果  HBV cccDNA 在癌组织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癌旁组织（3.32 copies/cell vs 9.64 
copies/cell, p= 0.029），但是 HBV DNA 和 pgRNA 的表达没有明显差异（16.94 copies/cell 
vs 
12.18 copies/cell p = 0.325, 75.54copies/cell vs 22.46 copies/cell p = 0.128）;在肝癌和癌旁

组织中，HBV cccDNA preC/C 和 X 区间，G-A 突变是主要的突变类型；其次，preC/C 和 X
区域发生 G-A 突变的位置上，均更倾向于 GA 二联核苷酸组合方式，在肝癌和癌旁组织中分

别所占比例为 37.1%、57.3%和 40%、29%。最后，肿瘤组织中 APE1 酶处理后，

HBVcccDNA 水平明显下降（4715.04 copies/ul vs 1164.35 copies/ul,p=0.138）。 
结论  HBV cccDNA 水平在癌组织中明显低于癌旁组织，可能与癌组织中 HBV cccDNA 发生

大量 GA 突变及形成的 AP 位点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93 
 

白介素 35：一种新型的全身细菌感染/败血症的诊断标志物 
 

曹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全身细菌感染/脓毒症具有很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白介素 35（IL-35）是一种新型的细

胞因子，在感染免疫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本项研究旨在探索 IL-35 在诊断全身细菌感染/脓
毒症患者中的潜在临床价值。 
方法  随机招募 2013 年至 2015 年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入院病人和体检

中心的健康人群，收集血清，运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中 IL-35 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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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 曲线分析 IL-35 诊断全身细菌感染/脓毒症的诊断效能，并与传统标志物降钙素原

（PCT）的诊断效能相比较。最后以分类与回归树算法（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分析 IL-35 对于全身细菌感染/脓毒症的决策树(Decision Tree）。 
结果  我们收集了 112 例全身细菌感染/脓毒症患者和 78 例健康体检个体的血清，ELISA 结果

表明：全身细菌感染/脓毒症患者（25—1006pg/ml）血清中 IL-35 的浓度显著高于健康个

体 （0—113 pg/ml）。IL-35 的 ROC 曲线（AUC: 0.86; 95% CI:0.81—0.89）与 PCT 的 ROC
曲线相似（AUC: 
0.84; 95% CI:0.77—0.88）。分类与回归树算法结果表明：IL-35 和 PCT 联合运用能够显著提

高针对全身细菌感染/脓毒症的诊断效能（AUC:0.92; 95% CI:0.89—0.96）。 
结论  IL-35 是一种新型的全身细菌感染/脓毒症的血清诊断标志物，IL-35 和 PCT 联合运用能

够提高全身细菌感染/脓毒症的诊断效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94 
 

血浆游离 DNA 含量及其完整性检测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RT-PCR）的检测方法对肝细胞癌（HCC）患者、乙型病毒性

肝炎（HBV）患者及健康体检者血浆游离 DNA 含量及完整性进行检测，探讨其对 HCC 诊断

的价值。 
方法  收集 52 例 HCC 患者、58 例 HBV 患者和 60 例健康体检者静脉血标本。采用 RT-PCR
技术对各组血浆游离 DNA GAPDH，β-actin400、β-actin167 含量及其完整性（β-actin400 
/β-actin167）进行定量检测；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健康体检对照组的血浆游离 DNA β-actin167 含量和完整性相比，HCC 组［（Z = -
4.328，P =0.000），（Z = -3.885，P =0.001）］和 HBV 组［（Z = -2.473，P =0.005），

（Z = -3. 
295，P =0.013）］有明显升高，原发性肝癌患者、HBV 患者间血浆游离 DNA 完整性有显著

差异，两组之间血浆游离 DNA 含量无明显差异。 
结论  RT-PCR 检测血浆游离 DNA 中 β-actin400/β-actin167 完整性可作为原发性肝癌辅助诊

断的分子生物学指标。 
关键词：血浆游离 DNA；HCC；HBV；含量；完整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395 
 

5 型重组腺病毒靶向治疗 IGF2 基因组印迹丢失的人结直肠癌

细胞株的实验研究 
 

孙慧玲 潘玉琴 何帮顺 王书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210006 



701 
 

 
目的  构建携带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2 印迹系统的重组腺病毒，探讨其用于靶向治疗人结直肠癌

细胞株的可行性。 
方法 （1）使用 PCR 扩增人源 IGF2 Imprinting 相关的结构元件，包括 H19 启动子序列、

enhancer 及 CTCF 片段，并将其克隆到 pDC-312 载体中，最终构建 IGF2 Imprinting 系统； 
（2）从质粒 TopK 和 pEGFP-C1 vector 中分别扩增出 E1A 和 EGFP 片段，并将其插入到含

有 IGF2 Imprinting 系统的重组质粒中，用于构建重组腺病毒穿梭质粒； 
（3）将穿梭质粒 pDC312-E1A，骨架质粒 Ad5 通过脂质体共转染到人胚肾细胞中，包装成具

有感染能力的腺病毒，分别命名为 Ad312-E1A 和 Ad312-EGFP； 
（4）利用 Ad312-EGFP 分别感染 IGF2 印迹丢失的结直肠癌细胞 HT-29 和 HCT-8 及 IGF2 印

迹正常的结直肠癌细胞 SW480 和正常人胃粘膜上皮细胞株 GES-1，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不同

细胞中 EGFP 的表达情况； 
（5）将 Ad312-E1A 感染不同的细胞株，采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从转录和翻译水

平检测各组细胞中 E1A 的 mRNA 及其蛋白的表达量；采用 CCK8 法和流式细胞仪用以检测腺

病毒 Ad312-E1A 的体外杀伤肿瘤效应； 
（6）构建裸鼠腋下移植瘤模型，验证 Ad312-E1A 的体内杀伤肿瘤效应。 
结果 （1） 成功转染了穿梭质粒 pDC312-E1A 和骨架质粒 Ad5 到 HEK293 细胞中； 
（2）利用重组腺病毒 Ad312-EGFP 分别感染不同的细胞株，48 h 观察， HT-29、HCT-8 出

现了明显的荧光，即表达了 EGFP； 
（3）利用重组腺病毒 Ad312-E1A 分别感染不同的细胞株，48 h 后发现 E1A 的 mRNA 和蛋白

仅在 HT-29、HCT-8 中表达；与正常对照 PBS 组相比，72 h 后 10 pfu/cell 感染的 HT-29、
HCT-8 增殖活力和凋亡率均显著下降； 
（4）多点注射治疗 HT-29 细胞种植的裸鼠移植瘤，结果显示 Ad312-E1A 能有效的抑制肿瘤

的生长并改善其预后。 
结论 （1） 本研究成功的构建了携带 IGF2 Imprinting 系统和腺病毒复制基因 E1A 的重组腺病

毒； 
（2）重组腺病毒 Ad312-E1A 在体内外均能有效的杀伤抑制 IGF2 LOI 的人结直肠癌细胞，为

靶向治疗 CRC 的一个新途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00 
 

Impact of Treatment with Metformin on C reactive 
protei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hen Yong1,Deng Hongli2,Wang Qiguang3,Chen Lihua1 
1.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sha 

2.People's Hospital of Liuyang 
3.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f Hunan Province 

 
Background  The impact of treatment with metformin on C reactive protein (CRP)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is still controversial.  
Method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for eligible studies up to 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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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calculated the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s (WMDs) and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Subgroup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BMI, treatment 
durations, metformin dosage, HOMA-IR ratio and total testosterone ratio (T ratio). 
Results  A total of 20 studies including 433 women with PCOS were included. CRP level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metformin treatment (WMD=-1.23, 95%CI:-1.65 to -0.81, 
I2=93% and P<0.001 for heterogeneity). The decreased levels of CRP were observed both 
in lean (BMI<25kg/m2) and obese (BMI>25 kg/m2) patients. Interestingly, the  degree of 
decreased CRP levels was not depended on metformin dosage, but more significantly in 
patients treated beyond 6 months (WMD≥6months=-1.47 vs. WMD<6months=-0.94). 
Decreased CRP levels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status of IR and androgen in patients with 
PCOS.  
Conclusion  Metformin could significantly decrease CRP levels in women with PCOS. The 
patients with PCOS may obtain potential benefit of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through 
metformin treatmen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05 
 

Serum cytokine profile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li linha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of 

PLA 510010 
 

Breast  cancer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 among women, with a mere 20% 
5-year survival rate after metastases. It is therefore critical to improve early diagnosis in 
order to improve disease prognos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cytokine profiles of breast 
cancer serum with the aim of identifying biomarkers for early diagnosis. A solid-phase 
antibody array was used for screening 274 biomarkers in serum from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LISA assay was carried out to identify biomarkers with differential expression.The serum 
levels of IL-8, MIP-1 alpha, MIP-1 beta, MMP-8, Resistin, FLRG, and BCA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ut LAP and TSH-β levels were lower. ELISA 
assay results confirmed those of the antibody array.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se cytokines, 
screened by antibody array, might serve as novel biomarkers which could help in improving 
diagnoses and prognoses of breast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08 
 

血浆游离 DNA 中 TGR5、RIZ1 异常甲基化在肝癌诊断中的

价值 
 

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 510010 

 
目的  研究外周血浆游离 DNA 中 TGR5、RIZ1 异常甲基化在肝细胞癌（HCC）诊断中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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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48 例 HCC 和 40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浆，提取血浆游离 DNA，运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MSP)检测血浆游离 DNA 中 TGR5、RIZ1 甲基化状态，结合其病理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HCC 组血浆游离 DNA 
TGR5、RIZ1 甲基化率分别为 68.8%和 60.4%；两者联合检测时 HCC 组甲基化率为 72.9%。

正常对照组甲基化率分别 5% 和 2.5%。TGR5、RIZ1 甲基化状态与 HCC 患者的性别、年

龄、肿瘤大小、肿瘤数目、HBeAg 阳性、及 TNM 分期等病理参数无关( P＞0.05) 。 
结论  TGR5、RIZ1 甲基化水平在早期 HCC 血浆中升高，通过联合检测患者 TGR5、RIZ1 甲

基化可作为 HCC 的诊断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22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tcdA-negative Clostridium difficile 

isolates from Guangzhou, China 
 

chen lidan,Li Linhai,Liao Yang, Sun Zhaohui,Huang Xiaoyan,Shi Yuli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of 

PLA 未知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clinical isolates in Guangzhou, China. 
One hundred twenty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at the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in China from March 2014 to 
April 2015, and 9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as tcdA-negative/tcdB-positive (A?B+) strains.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of the strains were confirmed to be ST37 and 0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 (SNVs) were found in the PaLoc region, and >60 SNV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out 
the whole genome sequence. The results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antibiotic and gene 
mutations present in these strains. 
All of the A?B+ isolates were highly resistant to clindamycin and erythromycin; showed an 
average sensitivity to fluoroquinolones; and maintained a high susceptibility to metronidazole, 
vancomycin, and tigecyclin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28 
 

1261 例骨科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赖晓虹
1,2 陈丽丹

1 黄晓燕
1 李林海

1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广州中医药大学 
 

目的  分析我院骨科常见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9 月 30 日骨科送检的标本共 1261 例进行培养，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仪对培养出的菌株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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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261 例标本中培养出 915 株阳性标本，阳性率为 72.56%。病原菌分离前 7 位以革兰阴

性菌为主，其中铜绿假单胞菌（15.3%），金黄色葡萄球菌（14.32%）和大肠埃希菌

（11.04%）位居前三。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检出

率分别 71.29%和 33.3%，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的检出率分

别为 27.48%和 80.82%。药敏显示大多数病原菌耐药性高，革兰阴性、阳性菌分别对亚胺培

南、万古霉素敏感性最高。 
结论  我院骨科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且对大部分药物产生耐药，因此要合理使用抗

生素，才能控制感染和降低耐药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7446 
 

不同厂家血常规和凝血象真空采血管应用比较 
 

万译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由于真空采血系统具有简单、快捷、干净、安全、经济、准确可靠等优点而普及世界各

地。虽然近几年来国内企业真空采血管产量和销量直线上升，但是由于各企业设备技术等问题

导致各个厂家生产的真空采血管质量参差不齐，使得检测结果差距很大。通过对国产与进口厂

家不同的血常规(EDTA）和凝血象真空采血管（枸橼酸钠）进行比对分析，探讨国产与进口的

血常规和凝血象真空采血管之间的差距。分别分析血常规检测结果中的白细胞（WBC)、红细

胞(RBC)、血小板(PLT)、血红蛋白(HGB)等主要血常规指标和凝血象检测结果中的凝血酶原时

间（PT)、激活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等主要凝血象指

标是否具有可比性。 
方法  随机选取 20 名门诊病人，空腹 12 小时后由同一名护士分别采集静脉血，注入随机选取

的国产与进口的真空采集管中，其中国产 3 家，分别选取 20 支真空采血管，编号（B1-B20、
C1-C20、D1-D20），进口一家，选取 60 支真空采血管，编号（A1-A60），每个病人抽取进

口和国产真空采血管各一支，并立即使用 XE-2100 全血细胞五分类和 CS-5100 两台仪器分别

检测血常规和凝血象。以进口的真空采集管作为标准管，三个国产厂家的真空采血管作为比对

管。 
判断标准  计算出每个病人两支试管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血常规项目判断标准符合

WS/T2012 比对标本的要求，凝血象项目判断标准符合 WS/T2006 比对标本的要求，80%的标

本在允许的偏差范围内为可接受。再计算出每个病人两支试管测定结果的相性相关和 R2，R2
越接近 1，则国产的真空采血管与进口的真空采血管越接近。 
结论  经比对后，3 个国产厂家的血常规真空采血管与进口的真空采血管的相对偏差均在可接

受范围内，有一个厂家的凝血象真空采血管与进口的真空采血管的相对偏差不可接受。经试验

表明，某些国产的血常规真空采血管和凝血象真空采血管是可以替代进口的真空采血管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47 
 

三种方法检测分枝杆菌的比较及应用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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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芸 石玉玲 李林海 苏威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 510010 
 

目的  比较并评价涂片抗酸染色法（涂片法）、L-J 培养法和基因芯片法在分枝杆菌检测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41 例需查抗酸杆菌的临床标本，采用涂片法、培养法和基因芯片法检测分枝杆菌，

三种方法检测结果存在分歧的标本再进行 DNA 测序，以培养鉴定结果阳性或 DNA 测序得到

分枝杆菌序列为确诊标准。 
结果  241 例标本，三种方法的阳性率分别为：18.7%，12.0%，15.8%，经卡方检验三者阳性

率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种方法灵敏度分别为：85.4%，70.7%，93.0%，经

卡方检验三种方法的灵敏度总的来说有差别（c2=7.24，P<0.05），涂片法与培养法以及涂片

法与基因芯片法的灵敏度差异没有统计学差异，基因芯片法的灵敏度高于涂片法（c2=6.61，
P<0.05）。特异性分别为 95.6%，100.0%，100.0%。38 例基因芯片检测阳性患者中有 28 例

是结核分枝杆菌，另有 10 例为非结核分枝杆菌。 
结论  基因芯片法与涂片法及培养法相比较是一种能够鉴别分枝杆菌菌种的方法，同时具有快

速、可靠、准确度高的特点，在分枝杆菌感染的早期诊断和抗菌治疗上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51 
 

Associat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susceptibility to Helicobacter 
pylori-associated gastroduodenal disease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xiang yu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Purpose  Anassociation between the genetic variants of cytokine genes and various clinical 
outcomes in subjects infected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has been demonstrated. 
However, the results are inconsistent and inconclusive. Further studies in additional 
populations,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of a greater number of individuals could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these genetic varia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 
pylori infec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or TNF-A) 
polymorphisms and H. pylori-associatedgastroduodenal diseases. 114 cases of 
chronic gastritis, 90 cases of duodenal ulcer, 117 cases of gastric ulcer, 105 cases of gastric 
cancer and 140 healthy adults were enrolled, all of whom were infected with H. pylori. The 
polymorphic sites,TNF-A-308 and TNF-A-857, were genotyped by PCR-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nalysis and confirmed by bidirectional DNA sequencing.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NF-A-308 was found in the chronic gastritis group, the gastric ulcer group 
and the gastric cancer group. Additionally, we foun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enotyp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NF-A-857 between the duodenal and gastric ulcer group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NF-A-308 G/Ggenotyp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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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ds ratio(OR) of patients with the TNF-A-308 A/A genotype of developing chronic gastritis 
was 22.70, of gastric ulcer was 21.62 and of gastric cancer was 16.41. Meanwhile, 
compared with the TNF-A-308 C/Cgenotype, the OR ofpatients with the TNF-A-308 T/T 
genotype of developing duodenal ulcer was 6.73 and gastric cancer was 5.37.  
Conclusions  TNF-α gene polymorphisms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onset of H. pylori-
associated  gastroduodenal diseases and the susceptibility of gastric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56 
 
Biodiversity and richness shifts of mucosal-associated 

gut microbiota with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Pan Hongwei,Du Lutao,Li Rongguo,Li Wei,Zhang Xin,Yang Yongmei,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Colorectal cancer (CRC), a digestive tract tumo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forms of cancer and a major cause of cance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the world. The 
etiological factors and pathogenetic mechanisms involved in CRC progression are 
considered to be complicated and heterogeneous. Lifestyle factors, heredity and dietary 
pattern are recogniz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ory ag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C, while the host-associated gut microbiota is also frequently suspected as another 
criticalfactor participating in the oc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CRC.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biodiversity and richness alterations of mucosal-
associated gut microbiot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RC.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gut bacterial alteration on tumor sites and surrounding off tumor site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CRC.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composition of microbiota on 23 paired samples of tumor tissues 
and surrounding non-tumor tissu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RC patients was analyzed using 
Illumina MiSeq sequencing of the V4 region of the 16S ribosomal RNA gene. Paired-end 
reads from the original DNA fragments are merged using a fast and accurate software-
FLASH that was designed to merge pairs of reads when there are overlaps between reads1 
and reads 2. Paired-end reads were assigned to each sample according to the unique 
barcode of each sample. QIIME software package (Quantitative Insights Into Microbial 
Ecology)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sequences, and in-house Perl script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alpha (within sample) and beta (between sample) diversity. The gut bacterial 
alteration on tumor sites and surrounding off tumor site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CRC 
was investigated further. 
Results  The sequencing resulted in a total of 2510896 filtered reads with average length of 
225bp. At a threshold of 97% sequences identity, the 2510896 reads of V4 region were 
grouped into 9081 OTUs for non-CRC tissues and 8554 OTUs for CRC tissues, respectively, 
via comparison to reference databases. Further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revealed a structural 
segregation of the gut microbiota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CRC. At the phylum level, a general 
increasing trend of Bacteriodetes, Firmicutes, Fusobacteria and decreasing trend of 
Proteobacteri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RC was revealed. Further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irty-four familie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chang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CRC.  
Conclusion  In summary, we presented initial findings that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human mucosal-associated gut microbiota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CRC. 
Species-specific alterations of the gut microbiota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CRC not 
only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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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further supporting a potential “cross-talk” between the gut microbiota and host 
during CRC progression, but also provided clues for microbiota-direct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this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57 
 

微柱凝集技术在新生儿溶血病中的临床应用 
 

刘玲 孙雅馨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探讨微柱凝集技术在本地区母婴血型不合新生儿溶血病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利用微柱凝集技术对 275 例疑似新生儿溶血病患儿进行血型测定和溶血三项（直接试

验、放散试验、游离抗体试验）血清学检测，并结合分析其孕母产前 IgG 抗体效价，收集汇总

检测数据并统计分析。 
结果  （1） 275 例疑似 HDN 患儿 92 例临床确诊为 HDN，筛查试验阳性率为 33.5%，

（92/275）。其中 ABO 溶血 91 例（98.9%）A 型 53.3%，B 型 46.7%，Rh 溶血(抗 D)1 例

(1.1%)。（2） 92 例 HDN 患儿中，出生 3d 内的检出阳性率 52.2%（48/92）；4~7d 检测阳

性率 38.0%（35/92）；大于 7d 的检测阳性率 9.8%（9/92）。（3） 92 例 HDN 中,溶血三项

试验均为阳性占 32.6%，游离加放散试验 2 项阳性率为 46.8%；直抗试验阳性率为 46.8%,血
清游离试验阳性率为 81.5%,放散试验阳性率为 97.8%。（4）孕母产前血清 IgG 抗 A、B 效价

≤64 组、128~256 组、≥512 组 HDN 发生率分别为 7.14%、31.9%、65.3%，患儿母亲产前

IgG 抗体效价增高，发生 HDN 的比例亦明显增高。 
结论  诊断 ABO-HDN 的最有力证据是证实患儿红细胞被来自母亲 IgG 抗 A（B）所致敏，通

过直接试验、放散试验、游离抗体试验可以对患儿早期作出诊断，根据生后 24 h 内迅速出现

黄疸及溶血性贫血的临床特点，结合母、婴血型鉴定及特异性抗体检查，即可明确诊断。微柱

凝集技术 HDN 血清学检测为本地区新生儿溶血病提供了良好的诊断依据，深得临床好评。新

生儿溶血三项和孕母产前血清抗体效价联合分析可为新生儿溶血病的明确诊断、及早预防治疗

提供可靠依据，从而大大提高 HDN 的治愈率，减少 HDN 的后遗症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63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技术在检测乙肝病毒标志物中优越性

的探导 
 

李明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在检测乙肝病毒标志物中寻找一种自动化程度高、检测方法更加敏感和特异的方法。 
方法  采用 TRFIA（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与 ELISA（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对 329 份血

清标本进行了 HBV 五种标志物的对比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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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种方法测定标本 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 的结果符合率经配对 x2
检验无显著性差异,两种方法检测乙肝病毒五项血清标志物结果一致率较好，TRFIA 法检测的

阳性率均大于 ELISA 法，TRFIA 法检测较 ELISA 法检测更敏感，可减少低浓度的 HBsAg、
HBeAg 感染患者的漏诊。 
结论  TRFIA 法具有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特异性强、定量范围宽等优点，是 ELISA 法检测

HBV-M 的理想的替代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64 
 

Clinical and vi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with concurrence of hepatitis B surface 

or E antigen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antibodies  
 

xiang yu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Purpose  Concurrent detection of HBsAg and anti-HBs antibody or HBeAg and anti-HBe 
antibod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s well established, but thei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Methods  Viral genotypes were determined by nested PCR. Chemiluminescent assay was 
applied to detect HBsAg, HBsAb, HBeAg, HBeAb and HbcAb.  
Results  Of 124865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Subgenotype B2 was 
prevalent in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concurrent HBeAg and anti-HBe positivity, while subgenotype C2 was predominant in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concurrent HBsAg and anti-HBspositivity.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revealed the clinical and vi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with concurrence of HBs or HBe antigen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antibodies, 
which may be helpful in diagosing and  treating chronic HBV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70 
 

Genomic and pathogenic insights in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lony morphology in closely Related 

Clinical Isolates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Pan Hongwei,Wang Chuandong,Sun Enhua,Li Wei,Li Yong,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 a gram-negative, nonmotile, aerobic coccobacillus 
that is commonly found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usceptible to most antibiotics in the 
1970s. However, A. baumannii is a fast evolving organism, which exhibits a 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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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to rapidly acquired resistance to a vast array of antimicrobials that led to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strains.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A. baumannii has become a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nosocomial pathogen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The strains are 
frequently found to cause infection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and resulted in disease such as 
bacteremia, pneumonia, septicemia,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wound sepsis, endocarditis 
and meningitis, which highly increases the mortality of the immun compromised hospitalized 
patients. Thus, the emergence and rapid spreading of MDR A. baumannii strains has 
become a big and growing public health threat worldwide. The ability of MDR A. baumannii 
to form variant morphology colonies was frequently observed in clinical microbiology lab.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analyze the pathogenic or biological importance of 
this phenomenon. The phenotype and genome differences analysis could provide u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ome evolution and phenotyp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losely related strains in the same hospital environment. 
Methods  Three closely related clinical isolates of A. baumannii that show different colony 
morphology were collected for the analysis. All three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respiratory samples of patients admitted to ICU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within a 6-month 
interval. Strains were cultured and purified in Columbia blood agar at 37oC. The strain 
identification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were carried out by Vitek 2 
system (bioMérieux, Marcy l’ étoile, France). The pathogenic ability of the strains was 
analyzed by biofilm formation and cell adhesion assay.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comparisons of the three clinical isolate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genetic evolution analysis.  
Results  Based on the colony morphology, the three isolates were designated A.b-WT, A.b-
mu, M.A.b, respectively. A.b-WT forms white and raised coloni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wild type strain. A.b-mu forms gray white and flat colonies that are quite different with the 
wild type strain, while M.A.b forms mucoviscous coloni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viscous, 
sticky strings when lifted with a toothpick. Similar antibiotic resistance profiles of the three 
closely related strains were revealed by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analysis. Detailed 
phenotype characteristic show that the three strains had different biofilm formation and cell 
adhesions ability in vitro.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three closely related strains diversification, genome sequencing was 
carried out. A. baumannii A.b-WT was assembled into  68 contigs and approximately 3,914 
kb long with  38.84% GC content. A.b-Mu was assembled into 103 contigs and 
approximately 4,000 kb with 38.95% GC content. M.A.b was assembled into 56 contigs and 
approximately 3,920 kb with 38.81% GC content. All the three sampled A. baumanniistains 
are classified into International clone II. A total of 24 putative antibiotic resistance related 
genes in A.b-WT genome, 31 putative antibiotic resistance related genes in A.b-Mu genome 
and 25 putative antibiotic resistance related genes in M.A.b genome were identified, while 67 
putative virulence factors related genes in A.b-WT genome, 65 putative virulence factors 
related genes in A.b-Mu genome and 67 putative virulence factors related genes in 
M.A.b genome were identified. Further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analysis 
reveals genes that may responsible for the phenotyp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trains. 
Conclusion  Overall,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ome evolution and 
phenotyp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losely related clinical strai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microscale genome modification between the closely related A. baumannii strains, 
which expand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es that contribute to strain 
diversification and pathogenic in the same hospital environmen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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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mex XN-1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性能评价 
 

高远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对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Sysmex XN-1000 的主要性能进行评价。 
方法  按照卫生行业标准 WS/T406-2012《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分析质量要求》,对
Sysmex XN-1000 血液分析仪的精密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和准确度进行验证,以 XE-
2100 比对结果作为评估依据,结果与厂商声明的性能或公认的质量标准进行比较。 
结果  Sysmex XN-1000 血液分析仪测定白细胞(WBC)、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B)、红细

胞压积(HCT)和血小板(PLT)主要参数的批内变异系数和批间 CV 均在 WS/T406-2012 规定的

判定标准范围内。携带污染率为 0.00%~0.07%。WBC、RBC、Hb、HCT 及 PLT 理论值与测

定值呈线性相关(斜率 a=1±0.03,相关系数 r2≥0.95)。XN-1000 与 XE-2100 分析仪的比对,各项

目测定结果偏倚符合率均大于 80%。 
结论  血细胞分析仪 XN-1000 性能优良，可用做临床血液标本的常规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76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SYSMEX XN-1000 体液模式性能验证 
 

高远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评价日本 SYSMEX 生产的 XN-1000 多功能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以下简称 SYSMEX 
XN-1000）体液模式的性能。 
方法  收集临床胸腹水标本 30 个，采用 SYSMEX XN-1000 血细胞分析仪分别在体液模式下检

测 WBC、RBC 数量及 WBC 分类百分比，同时利用人工显微镜法和 SYSMEX XT-4000i 多功

能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对，进而对仪器的本底计数、精密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

准确度进行验证。 
结果  WBC-BF、RBC-BF 的本底计数为 0.00；WBC-BF 的携带污染率为 0.1%，RBC-BF 的

携带污染率为 0.0%；WBC-BF 的精密度为 0.68%，RBC-BF 的精密度为 2.5%；该仪器有较

宽的线性范围；与手工法相比，WBC-BF 的 R2 为 0.99，RBC-BF 的 R2 为 0.97，MN%的 R2
为 0.90,PMN%的 R2 为 0.93。 
结论  SYSM EX XN-1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胸腹水细胞具有准确、快速的特点，体液

模式各性能均符合厂商声明的要求，可用于临床体液标本的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83 
 

初步探讨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临床意义 
 

王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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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初步探讨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60 例可能影响血清 VEGF 表达的非肿瘤疾病患者血清为实验组，42 例已确诊恶性

肿瘤患者血清为癌症组，42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技术(ELISA)检测

血清中的 VEGF 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癌症组血清 VEGF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性(P<0.01)；实

验组与癌症组血清 VEGF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血清 VEGF 可作为排除恶性肿瘤的一个实验室指标，也可辅助诊断恶性肿瘤，但并不能

鉴别恶性肿瘤及某些非肿瘤疾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84 
 

宫颈淋巴瘤的细胞学诊断 
 

王永香 续薇 庞晓川 苗微微 李琳 王曌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宫颈淋巴瘤的细胞形态学特点，加强认识，减少漏诊和误诊，提高宫颈淋巴瘤的诊

断水平。 
方法  通过对 1 例宫颈淋巴瘤病例的回顾性分析，从细胞分布、细胞形态特点、诊断及与宫颈

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非典型腺上皮细胞、宫颈鳞癌、腺癌和未分化小细胞癌的鉴别诊断、宫

颈活检病理诊断、免疫组化、临床病史的追踪等综合分析。 
结果  宫颈淋巴瘤的细胞分布为散在分布的背景中可见成团细胞，细胞体积略小，核圆形，畸

形不明显，染色质粗、核仁明显，胞浆少；鉴别诊断的主要鉴别点：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无核

仁，有胞浆，背景干净；非典型腺上皮细胞呈 3-5 个细胞的小团分布，染色质略粗，有胞浆、

胞浆有空泡，背景干净；宫颈鳞癌核畸形明显，有或无核仁，细胞呈不规则片状排列；宫颈腺

癌呈排列紧密的团状、乳头状状、腺腔样等结构，核仁大明显，核偏位，胞浆有空泡；宫颈未

分化小细胞癌少见，仔细寻找涂片可见典型小细胞癌特点，核畸形明显，有镶嵌或队列样排

列，染色质椒盐样分布，无核仁。阴道镜下宫颈活检病理诊断：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WHO
分类：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Ki67(+80%),CD20(+),PAX5(+),CD79(+),CD3(-),CD43(-),Bcl-2(+),CD5(-),CD10(+),Bcl-
6(+),MUM-1(+),CD21(-),CyclinD1(-),CD30(-),ALK(-),c-Myc(+30%）,FOXP1(+),GCET1(+-
),CK-pan(-)。追踪病史：脑原发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讨论  淋巴瘤是淋巴网状组织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恶性肿瘤，淋巴瘤可来源于 B、T 淋巴细胞

或单核巨噬细胞。主要侵犯淋巴结及淋巴结外淋巴网状组织。细胞学诊断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

非霍奇金淋巴瘤。宫颈原发或转移性淋巴瘤极少见，根据细胞形态特点诊断恶性不困难，尤其

非霍奇金淋巴瘤具有典型的 R-S 细胞，霍奇金淋巴瘤明确诊断分型有难度，需与宫颈常见病

变鉴别，诊断时以细胞形态学为主，结合病史和相关辅助检查，必要时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辅

助诊断，减少漏诊和误诊，提高宫颈淋巴瘤的诊断水平，为临床诊治提供重要依据。  
•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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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89 
 

GEM3000 与雅培 I-STAT 血气分析仪结果比对分析 
 

谌海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对同一医疗单位内正在使用的两种血气分析仪进行比较，观察全院使用中的血气分析仪

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确保使用于临床的血气分析仪能正确反映病人的情况，确保相同标本

在不同的血气分析仪上的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 
方法  采用相同的血气质控物对全院两款血气分析仪进行检测，以美国 CLIA’88 为标准对参加

比对的仪器进行评价，并与检验科参加过卫计委室间质评的血气分析仪进行比对，计算两种型

号血气分析仪之间的偏倚。 
结果  对两种共 22 台血气分析仪进行了分析，发现胸心外科有 1 台 GEM Premier3000 血气分

析仪的氧分压在 2 号和 3 号标本中检测结果都偏高（分别是 113mmHg、172mmHg），超过

了允许的最大范围，比对不符合要求。对不符合比对要求的血气分析仪进行校准并再次比对合

格后给予临床使用。 
结论  不同型号的血气分析仪所使用的检测方法由于原理不同，对相同被检物测定结果不一

致，在同一医疗单位应尽量使用相同型号的血气分析仪，如果使用了不同型号的血气分析仪，

仪器之间的检测结果应具有可比性，并熟知不同种类仪器之间的差异，这样才能为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提供正确的参考数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90 
 

XN 血液分析仪 PLT-F 模式在儿童特殊群体血小板计数中的

应用价值 
 

高伟 张建英 沈永明 管卫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 XN 血细胞分析仪 PLT-F 模式在儿童特殊群体血小板计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从儿童血液病门诊及贫血门诊收集 134 份标本，分别用 PLT-F 及 xs800i 进行测定，同

时进行血小板人工计数。使用 SPSS16.0 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对 3 种检测方

法结果差异巨大的标本进行血小板直方图、红细胞直方图、血小板荧光散点图分析。 
结果  PLT-F 模式检测结果与人工方法结果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504），与 xs800i 电阻抗

法检测结果相比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1）,而电阻抗法与人工方法相比结果具有明显

的统计学差异（P<0.01）；PLT-F 模式及电阻抗法结果与人工计数结果均有明显的相关性

（P<0.01），但 PLT-F 模式与人工计数的相关性比电阻抗法与人工计数的相关性更高（r 分别

为 0.983、0.926）；134 例特殊儿童群体标本中，有 15 例标本 3 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别巨大，

其中有 8 例血小板<100× 109 / L 电阻抗法结果显示均>100 × 109 / L，3 例血小板>100× 109 / 
L 电阻抗法结果显示<100 × 109 / L，4 例血小板<30 × 109 / L 的危急值结果电阻抗法显示

为>30× 109 的非危急值结果，总不符合率为 11.2%，而人工显微镜计数法结果与 PLT-F 模式

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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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目前应用最广的电阻抗法血小板计数干扰因素众多，在对一些儿童特殊群体标本检测时

结果不准确，这些特殊儿童患者标本更容易存在小红细胞、红细胞碎片、大血小板等干扰电阻

抗法血小板计数的因素，同时，血小板计数对这一患儿群体的疾病诊断及治疗监测也具有更重

要的意义，有时甚至对医生的用药治疗选择、疗效判断、血小板输注决定起到关键性作用，电

阻抗法引起的血小板计数不准会对这些患者造成严重后果。XN 血细胞分析仪 PLT-F 模式采用

核酸荧光染色的原理能够有效排除电阻抗法检测中的多种干扰，实现对血小板的准确计数，对

儿童贫血、血液病患者及新生儿进行血小板计数时，推荐使用 PLT-F 模式或类似的核酸荧光

染色原理的方法进行检测，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91 
 

脑脊液液基细胞学对脑膜癌瘤病的诊断 
 

李琳 王永香 续薇 庞晓川 苗微微 王曌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脑脊液液基细胞学对脑膜癌瘤病的诊断价值。方法，患者常规腰穿取脑脊液 10ml,
直接加入非妇科液基保存瓶中，TP2000 液基制片机制片，巴氏染色，显微镜下分析诊断。 
方法  通过对 2010 年 4 月---2016 年 5 月我院放疗科和神经内科 2916 例脑脊液液基细胞学诊

断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细胞学诊断阳性患者追踪病例，比较脑膜癌瘤病的临床表现、细胞形态

学特点以及与组织病理学结果对比。 
结果  2916 例脑脊液细胞学检查，阳性 241 例，脑膜癌瘤病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多数以头

痛、视物模糊为首发症状，易误诊为脑炎。液基制片巴氏染色脑脊液涂片中出现异常细胞易辨

认,而且多数病例具有原发灶肿瘤细胞学特点，恶性肿瘤细胞分型出现高低依次为腺癌、未分

化小细胞癌、淋巴瘤、鳞癌、恶性黑色素瘤等。细胞学诊断与组织学诊断对比符合率在 96%
以上,1 例通过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帮助找到原发灶。原发肿瘤发生脑膜转移高低依次为肺癌、胃

癌、乳腺癌、血液病、胰腺癌、肝癌、皮肤癌。 
结论  脑脊液液基制片细胞成分多，细胞保存完好，结构清晰易于诊断分析。脑脊液液基细胞

学是脑膜癌瘤病诊断重要手段之一,对肿瘤患者或不明原因出现明显神经系统症状(头痛、呕

吐、抽搐、视力模糊、行动不协调等)，脑脊液细胞学检查至关重要,发现肿瘤细胞即可明确诊

断,并可作为临床疗效评估指标。由于脑脊液细胞成分相对少,反复检查可提高阳性检出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96 
 

TRIM21 抗体检测的临床意义探讨 
 

史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讨抗 TRIM21(Ro52)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意义，分析 TRIM21 抗体与相关

指标联合检测对疾病的诊断价值，为研究其诊疗价值和下一步的致病机制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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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收集重医附一院检验科免疫室 2010.11-2014.12 进行抗核抗体谱检测的患

者的相关信息，整理分析 TRIM21 抗体与患者性别、年龄 、临床诊断与其他检测指标的相关

性。 
结果  抗 TRIM21 抗体阳性率约为 10%(2543 例)，而阳性患者中女性（9%）明显多于男性

（1%）。女性患者的阳性率 15%明显高于男性 4%（卡方值 =740.712，P<0.05）。总体年龄

46±15.8。抗 TRIM21 抗体阳性患者中最多患者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22.28%），其次是类

风湿性关节炎（5.85%）、干燥综合征（5.57%）、间质性肺炎患者（3.25%），13.9%的患

者患有 2 种及两种以上自身免疫性疾病。在非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以肿瘤、肾炎、肾功能不

全等为主。大部分患者伴有高血压、肺部感染等疾病（分别占 13.18%和 10.12%）。抗

TRIM21 抗体阳性患者中 89.07%的患者 ANA 抗体同时阳性，69.41%患者抗 Ro60 抗体阳

性，24.26%患者抗 u1-nRNP 抗体同时阳性，15.81%患者抗 SSB 抗体阳性。 
结论  1.女性抗 TRIM21 抗体阳性率高于男性 2.抗 TRIM21 抗体阳性患者 40-50 岁居多

3.TRIM21 抗体可出现在多种疾病中，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与非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更多患者

为 SLE、SS、RA 和间质性肺炎。4.抗 TRIM21 阳性患者大多同时合并出现其他抗 ENA 抗体

阳性，以 ANA、抗 SSA 抗体为主。联合抗 TRIM21 抗体、ANA、抗 SSA 抗体分析有助于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与分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497 
 

基于蛋白质三维结构的肺炎链球新毒力因子 GHIA 的功能研

究 
 

牛司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用 X-射线晶体学方法解析肺炎链球菌溶菌酶样假想蛋白质 GHIA 的三维立体结构，在结

构的基础上研究其生物学功能，并探索 sp0987 基因(即 ghia 基因)影响细菌毒力的初步机制。 
方法  通过克隆、表达、纯化、蛋白质晶体培养、衍射数据收集和三维立体结构解析，得到肺

炎链球菌 GHIA 的三维立体结构；运用酶活性分析方法和定点突变技术进行溶菌酶活性的分析

和酶活性位点的分析与验证；通过荧光报告系统来确定 GHIA 的细胞定位；通过构建肺炎链球

菌 sp0987 缺陷菌株研究小鼠生存实验及体内的定植实验和体外的细胞粘附和侵袭实验，来研

究 sp0987 基因缺陷后对肺炎链球菌致病性的影响。 
结果  通过克隆、表达、纯化、蛋白质晶体培养、衍射数据收集和三维立体结构解析，首次成

功解析肺炎链球菌 GHIA 的三维立体结构；酶活性分析、序列比对和三维结构叠合分析发现

GHIA 是溶菌酶，活性位点为 D33、D131、E133 和 D222；应用绿色荧光蛋白报告系统分析

GHIA 的细胞定位，结果发现 GHIA 定位于细胞膜； LFH-PCR 技术构建 sp0987 缺陷菌，小

鼠体内生存实验结果显示，sp0987 缺陷后肺炎链球菌毒力明显减弱；体外细胞实验发现，

sp0987 缺陷菌对宿主细胞的侵袭明显弱于野生菌，而对宿主细胞的粘附没有明显差异；体内

定植实验发现，肺炎链球菌 D39 野生菌及缺陷菌经鼻腔感染后，缺陷菌入血时间明显较晚，

且在 BALB/c 小鼠鼻咽部和肺部的细菌载量有明显差异，缺陷菌的细菌载量明显减少。 
结论  用 X-射线晶体学方法首次成功解析肺炎链球菌假想蛋白质 GHIA 的三维结构；结构分析

及基于结构的功能实验发现 GHIA 是溶菌酶，活性位点为 D33、D131、E133 和 D222；毒力

实验显示 GHIA 是一种新的毒力因子，在肺炎链球菌致病的定植和侵袭阶段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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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503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 Progranulin 生长因子、炎性指标 和疾

病活动度的相关性分析 
 

赖晓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讨类风湿关节患者血清中 Progranulin 生长因子（PGRN）、炎症指标和疾病活动的关

系。 
方法  选择 111 例 RA 患者和 22 例健康对照，通过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中的 C 反应蛋白、类

风湿因子，ELISA 试剂盒法检测血清 PGRN 和抗环瓜氨酸抗体（CCP）水平、魏氏法测定红

细胞沉降率( ESR)；用 Mann-Whitely 秩和检验比较 RA 患者和健康对照血清中 PGRN 水平的

差别；对各指标间的关系采取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PGRN 在患者中的血清学水平高于所有正常对照，并且 PGRN 的血清水平与 RA 的疾病

活动度相关。 
结论  PGRN 与 CCP、ESR、CRP 等指标相关性不明显，但与疾病的活动度(DS28)密切相

关，因此，PGRN 参与了 RA 的疾病过程，将是一个较好的指示 RA 疾病活动度的早期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505 
 

69715 例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分析 
 

李小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女性阴道炎的患病率和致病因素。 
方法  搜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院门诊患者 69715 例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 6 个年龄组：≤20 岁组，21-30 岁组，31-40 岁组，41-50 岁组，

51-60 岁组，≥60 岁组。 
结果：69715 例患者中：真菌感染 14020 例，占 20.11%；滴虫感染 1852 例，占 2.66%；阴

道加德氏纳菌感染 4949 例，占 7.1%；革兰阴性双球菌感染 115 例，占 0.16%。真菌感染

率、滴虫感染率、阴道加德纳氏菌感染率和革兰阴性双球菌感染率总体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1）；真菌感染率不同年龄组之间两两比较：≤20 岁组与 21-30 岁组比较、51-
60 岁组与≥60 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之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真菌感染率以≤20 岁组最高，≥60 岁组最低；革兰阴性双球菌感染率以≥60
岁组最高，51-60 岁组次之。 
结论  霉菌性阴道炎是妇女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且与年龄有密切关系。革兰阴性双球菌感

染率在老年患者中的分布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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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532 
 

罕见 Ael05/B101 亚型鉴定及输血探讨 
 

冯强
1 肖建宇

2 吴敏慧
2 张月香

1 夏勇
1 穆鑫

1 陈青
2 

1.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2.江苏省血液中心 

 
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 ABO 正反定型不一致的患者, 并探讨合理的输血策略。在常规血型血

清学鉴定的基础上,吸收放散法鉴定弱血型抗原；PCR 方法扩增 ABO 基因的 7 个外显子及侧

翼内含子；扩增产物进行直接测序及克隆测序分析。 
结果  患者 ABO 血型正反定型不一致，患者正定型为 B 型，反定型为 AB 型；吸收放散试验证

明患者红细胞上存在弱 A 抗原，ABO 基因测序发现第 7 外显子 767 位碱基 T>C 突变，导致

256 位异亮氨酸被苏氨酸替换，血型基因型为 ABO*Ael05/B101。 
结论  α-1,3-N-乙酰半乳糖胺基转移酶基因的 767 位 T>C 突变是导致 Ael05 亚型 A 抗原表达减

弱的分子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573 
 

细菌磁小体和抗 4-1BB 抗体复合物的制备及抗肿瘤效应评估 
 

唐翌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细菌磁小体（Bacterialmagnetosomes ，BMs)是一种生物来源磁性纳米材料，可以作为

酶类，核酸和抗体的载体。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细菌磁小体在肿瘤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潜力。 
方法  本研究用交联剂二（磺基琥珀）辛二酸连接抗 4-1BB 抗体和细菌磁小体形成细菌磁小体

抗体复合物(BMs-Ab)。以小鼠 TC-1 肿瘤为模型，用 BMs-Ab 治疗体内肿瘤，评估 BMs 连接

抗 4-1BB 抗体后形成的复合物在小鼠体内是否能增强抗肿瘤的效应。 
结果  抗 4-1BB 抗体负载在 BMs 上的效率是 168mg 抗体/ mg BMs。用透射电镜显示细菌磁小

体抗体复合物(BMs-Ab)和细菌磁小体具有相同的均一的尺寸和形态。在小鼠肿瘤模型中，与

对照组相比，静脉注射 BMs-Ab 并外加磁场作用后，对肿瘤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结论  本研究展示了 BMs-Ab 在小鼠体内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效应，而将抗 4-1BB 抗体连接细菌

磁小体的偶联方法和制备的复合物在抗肿瘤治疗中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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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置换术术后联合检测红细胞沉降率、C 反应蛋白及降

钙素原对术后感染诊断的临床意义 
 

王红旭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讨膝关节置换术术后联合检测红细胞沉降率（ESC）、C 反应蛋白（CRP）及降钙素

原（PCT）对术后感染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膝关节置换术术后正常愈合组患者（非感染组，200 例）及发生术后感染患者（感

染组，11 例）。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 1、3、5、7、10、14 天 ESC、血清 CRP 及

PCT 水平变化。 
结果  膝关节置换术后 ESC、CRP 及 PCT 水平均较术前高，非感染组术后第 10 天 CRP 及

PCT 水平基本正常，第 14 天 ESC 水平正常。感染组术后 ESC、CRP 及 PCT 水平均较非感

染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 3 天患者 CRP ＞30 mg /L，PCT>2.0μg /L
术后第 5 天 ESR>55 mm/h（男性）/ ESR>70 mm/h（女性），任一指标超过界值可提示感

染，3 项指标均未达到界值则可排除感染，对于膝关节置换术术后早期感染诊断的灵敏度为

98%，特异度为 80%。 
结论  膝关节置换术术后动态联合监测 ESR、血清 CPR、PCT 水平对术后早期感染诊断意义

较大，且术后第 3 天患者 CRP ＞30 mg /L，PCT>2.0μg /L，术后第 5 天 ESR>55 mm/h（男

性）/ ESR>70 mm/h（女性）时应积极预防术后早期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581 
 
Correlation of HBV protein preS2 with alpha-fetoprotein 

and Glypican 3  in hepatocellular cacinima 
 

Luan Fang,cheng shiqing,wang yong,zhang bingchang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Alpha-fetoprotein (AFP) and Glypican 3 (GPC3) are both oncogenes and reactivat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reS2 has been proved to be an important transactivator in 
HCC. Here, in this study, we provided evidence that HBV protein preS2 is responsible for 
AFP and GPC3’s reactivation in HCC. First, Serum AFP level and GPC3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reS2-positive HCC samples than preS2-negative HCC samples. 
Second, the preS2 protein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AFP level and GPC3 
expression. Furtherly, dual luciferase showed that preS2 activated AFP and GPC3 promoter 
activity. Taken together, the expression of preS2 protein relates closely to HCC markers AFP 
and GPC3.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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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Sysmex XT-4000i 全血细胞分析仪 对恶性胸腹水中肿

瘤细胞的检测研究 
 

王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讨 SysmexXT-4000i 全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的研究参数高荧光强度细胞值（HF -
BF）与恶性胸腹水中肿瘤细胞出现的关联性以及仪器提示标本 含有恶性肿瘤细胞的 HF –BF
的临界值的设定。 
方法    在已用仪器检测的胸腹水标本中随机选取良恶性标本各 40 例，运用统计学原理分析良

恶性胸腹水的 HF –BF 是否存在差异，并用 ROC 曲线判定 HF –BF 对恶性胸腹水中肿瘤细胞

的识别能力及最佳诊断界值。 
结果 良恶性胸腹水的高荧光强度细胞绝对值（HF-BF#）有意义差别（P=0.042），其中恶性

胸腹水的 HF-BF#高于良性胸腹水（45.78>35.23），良恶性胸腹水的高荧光强度细胞百分比

（HF-BF%）无有意义差别（P=0.246）.经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分析，HF-BF#虽对

恶性胸腹水中肿瘤细胞的识别能力优于 HF-BF%但能力不强（曲线下面积 0.632>0.425）, 
HF-BF#的最佳诊断界值为 39.5（*106/L）。将 39.5（*106/L）设为仪器提示标本含有恶性肿

瘤细胞的 HF –BF 的临界值，则仪器研究参数 HF -BF 检出恶性胸腹水的灵敏度为 65%，特异

性为 67.5%，阳性似然比为 100%，阴性似然比为 51.85%。 
结论     Sysmex XT-4000i 全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的研究参数 HF-BF#可作为恶性胸腹水中

肿瘤细胞的筛查指标，阳性标本应结合胸腹水生化，脱落细胞检查，肿瘤标志物及影像学等结

果进一步明确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01 
 

选择性自噬特异性降解肿瘤微环境中 IL-2/4/6 诱导的非对称

性精氨酸甲基化 90 kDa 核蛋白（p90aDMA） 
 

曹雪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蛋白精氨酸甲基化修饰介导产生非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aDMA）和对称性二甲基精氨

酸（sDMA）。目前，肿瘤微环境中低氧、饥饿或细胞因子是否调节 aDMA 或 sDMA 尚未得

知。 
材料和方法  Western Blot 检测肿瘤细胞中内源性以及应用白介素和（或）雷帕霉素刺激的

aDMA 和 sDMA 修饰蛋白的表达及核定位或自噬关键分子 LC3 的表达。应用甲基化转移酶抑

制剂 AdOx 后，Western Blot 检测经白介素处理的乳腺癌细胞中 p90aDMA 和 p70aDMA 的表

达。应用自噬抑制剂 3-MA 或自噬相关基因 ATG5 的小干扰后，Western Blot 检测经雷帕霉素

处理的乳腺癌细胞中 p90aDMA 和 p70aDMA 的表达。 
结果  我们发现 aDMA 或 sDMA 修饰的分子量 70 或 90 kDa 的蛋白 p90aDMA、p70aDMA 和

p90sDMA 广泛表达于乳腺癌细胞系中。值得关注的是白介素 IL-2、IL-4 和 IL-6 而非 IL-8 促进

p90aDMA 而非 p90sDMA 在核中积聚；并且上述效应受到 AdOx 的抑制。这表明肿瘤细胞中

内源性蛋白受到 aDMA 的修饰作用。而且，乳腺癌和宫颈癌细胞对低氧、饥饿和雷帕霉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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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激，导致内源性 aDMA 修饰的蛋白的降解。然而，IL-2/4/6/8 对乳腺癌细胞中基础水平和

雷帕霉素诱导的自噬无显著影响。但阻断自噬能逆转雷帕霉素诱导乳腺癌细胞中 p90aDMA 和

p70aDMA 蛋白降解。与之相反，雷帕霉素诱导乳腺癌细胞中 p90sDMA 的聚集。 
结论  我们的研究加深了在不同应激反应中精氨酸甲基化调节网络复杂性的认识，并且首次证

实了 aDMA 作为选择性自噬降解底物的特异性信号。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08 
 

利奈唑胺体外诱导粪肠球菌 V 区突变及耐药相关性研究 
 

夏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观察利奈唑胺是否能在体外诱导肠球菌产生高水平耐药，同时探索其耐药机制是否由

23S rRNA 的 V 区突变引起，以及突变的基因拷贝数是否与耐药程度（MIC 值）相关。 
方法  5 株耐药机制未明的利奈唑胺低水平耐药粪肠球菌（MIC：4~16 μg/ml）持续给予利奈

唑胺进行体外诱导，观察其耐药水平变化；采用 PCR 技术扩增诱导菌和 ATCC 29212 的 23S 
rRNA 的 V 区片段以及编码核糖体蛋白 L3、L4 基因片段，分析有无 V 区和 L3、L4 突变及 V
区突变拷贝数。 
结果 通过利奈唑胺持续诱导，5 株耐药菌的 MIC 值较原菌株获得 8~32 倍增加，最高 MIC 值

超过 256mg/L；其中有 3 株菌 23SrRNA 的 V583 区发生 G2576T 突变，其余 2 株菌未发现 V
区突变；所有诱导菌均未发现 L3、L4 核糖体蛋白氨基酸改变。 
结论  利奈唑胺在体外可诱导粪肠球菌 MIC 值迅速增加，其 V 区 G2576T 突变与高水平耐药密

切相关，且突变拷贝数量与 MIC 值增高呈正相关。临床长期应用利奈唑胺有可能诱导肠球菌

耐药性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09 
 

两种人工合成抗原在麻风血清学诊断中的再评价及其应用研

究 
 

张振国 靳亚莉 
大连市皮肤病医院 116021 

 
目的  评价两种人工抗原在受试个体的血清学活性，并探讨麻风血清检测 OD 值与查菌指数

（BI）之间的关系及使用该方法监测已治愈患者血清抗体水平。 
方法  分别用 ND-ELISA 和 NT-ELISA 检测血清中 ND-O-BSA 和 NT-P-BSA 的 IgG 和 IgM。 
结果  ND-IgM 的方法，阳性预期值 97.5%，阴性预期值 96.3%。ND-IgG 的阳性预期值

83.5%，阴性预期值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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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D-IgM-ELISA 不存在交叉反应，试验的敏感性与特异性是最好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取代查菌方法用于早期检测麻风病人。NT-IgM-ELISA 敏感性高，但特异性低于 ND-IgM-
ELISA,可考虑作为筛查试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13 
 

The establishment of serum microRNA panel for early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zheng guixi,Wang Chuanxin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BACKGROUND  Currently,none of the available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CAC) testing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 well-accepted diagnosis tool, particularly for the early stage of 
CAC.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serum microRNA (miRNA) profile has provided a new auxiliary 
approach for tumor diagnosis. Our study is the global analysis of serum miRNAs during the 
normal-colorectal adenoma (CA)-CAC sequence. 
METHODS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307 CAC patients, 164 CA patients and 226 
healthy control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serum miRNAs were screened with Miseq 
sequencing  followed by the reverse-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
qPCR) validation. The miRNA panel was developed with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validated using an independent cohor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panel. 
RESULTS  The Miseq sequencing results revealed 15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in 
the intersection of CAC vs CA and CA vs healthy controls according to our criteria. After the 
selection and validation process via RT-qPCR, we identified a 4-miRNA panel (miR-19a-3p, 
miR-223-3p, miR-92a-3p and miR-422a) with a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AC. Even in the 
low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level group,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is miRNA 
panel was still acceptable (AUC = 0.810). Surprisingly,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iRNA 
panel could differentiate stage I/II CAC from controls. In addition, this  panel could also 
differentiate CA from CAC (AUC=0.886) and healthy controls (AUC=0.765). 
CONCLUSIONS  We established a serum 4-miRNA panel with considerable clinical value in 
the early-stage diagnosis of CA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15 
 

VITEK MS IVD 系统鉴定临床常见革兰阴性菌的准确性评价 
 

徐绣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评价梅里埃 VITEK MS 全自动快速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 IVD 数据库对临床常见的革兰阴

性菌的鉴定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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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连续收集临床微生物送检标本分离的革兰阴性菌共 569 株，其中肠杆菌科细菌 392 株，

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 146 株，其他革兰阴性菌 31 株；同时使用 VITEK MS IVD 系统和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将两者得到的鉴定结果进行比较，结

果一致则作为参考鉴定结果，结果不一致的菌株采用 16S rRNA 测序验证，以测序结果为参考

结果。 
结果  与参考结果相比，VITEK MS IVD 可将 93.1%（530/569）的革兰阴性菌准确鉴定至种，

属的水平上准确鉴定率为 99.3%（565/569），错误鉴定率和不能鉴定的分别为 0.2%
（1/569）和 0.5%（3/569）。其中，肠杆菌科细菌在种和属的水平上的准确鉴定率分别为

92.1%（361/392）和 99.7%（391/392），1 株宋内志贺菌被错误鉴定为大肠埃希菌。在 146
株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中，143 株可被准确鉴定至种（97.9%），3 株菌未能鉴定（2.1%，睾

丸酮丛毛单胞菌、少动鞘氨醇单胞菌、施氏假单胞菌）。83.9%（26/31）的其它革兰阴性菌

可准确鉴定至种，另有 5 株菌准确鉴定至属的水平（16.1%）。 
结论  与 VITEK 2 Compact 相比，VITEK MS IVD 数据库可基本覆盖临床常见革兰阴性菌，且

具有较好的鉴定能力，鉴定时间显著缩短，可实现临床微生物的快速、准确鉴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23 
 

VITEK MS RUO 系统鉴定临床常见曲霉菌的影响因素分析 
 

徐绣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研究梅里埃 VITEK MS 全自动快速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 RUO 数据库鉴定临床常见曲霉

菌的影响因素，包括生长时间、培养温度、培养基对鉴定准确性的影响。 
方法  收集临床分离的 15 株曲霉菌，包括 5 株黄曲霉、5 株烟曲霉、5 株黑曲霉，菌种鉴定结

果经 ITS 测序确认。首先将 15 株菌接种厂家推荐的沙堡培养基，分别在 35℃和 28℃培养 4
天，进行 MS 鉴定，分析培养温度对鉴定结果的影响。然后将 15 株菌分别培养至第 8 天，每

天进行 MS 鉴定，培养时间对鉴定结果的影响。最后将 15 株菌分别接种沙堡培养基、土豆培

养基、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将不同培养基上的菌进行 MS 鉴定，分析培养基对鉴定结果的影

响。 
结果  35℃培养时，除 1 株黄曲霉未鉴定出来外，其余 14 株菌均得到准确鉴定结果，28℃培

养时，分别有 2 株、3 株和 1 株烟曲霉、黄曲霉和黑曲霉未能鉴定。培养 4 天和 5 天时，分别

有 1 株黄曲霉和 1 株烟曲霉、1 株黄曲霉未能鉴定，培养 2-3 天和培养 6 天及以上时，鉴定准

确率均显著降低。血平板和巧克力平板培养曲霉菌时，15 株菌的总体鉴定准确率分别为 40%
（6/15）和 33%（5/15），而在沙堡培养基和土豆培养基上生长的曲霉菌，15 株菌的总体鉴

定准确率分别为 93.3%（14/15）和 86.7%（13/15），分别有 1 株黄曲霉和 1 株烟曲霉、1 株

黄曲霉未能准确鉴定。 
结论  曲霉菌在沙堡培养基或土豆培养基上 35℃培养 4-5 天时，VITEK MS RUO 鉴定准确率

最高，可作为 MALDI-TOF MS 鉴定丝状真菌的参考条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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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和社区血流感染大肠埃希菌危险因素和耐药性分析 
 

张金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比较大肠埃希菌医院获得性血流感染（HABSI）和社区获得性血流感染（CABSI）的临

床特点和药敏特点，以指导临床用药。 
方法  研究四川省人民医院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3 月间大肠埃希菌菌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资

料，分为医院感染组和社区感染组，对其进行病例对照研究，探讨其发生的危险因素及药敏结

果。  
结果  医院感染患者 17 例，产酶率为 64.7%（16 例）；社区感染患者 35 例，产 ESBLs 酶率

为 62.9%（22 例）。HABSI 组最常见的基础疾病是糖尿病、近期使用免疫抑制剂（P＜
0.05）、慢性肺病；CABSI 组是糖尿病、梗阻胆道疾病（P＜0.05）、慢性肺病。HABSI 患者

暴露在各种危险因素的比例明显高于 CABSI 组。HABSI 组患者近期使用抗生素如头孢类、碳

青霉烯类、青霉素类比例较高，与 CABSI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ABSI 组
对常用抗生素尤其是各代头孢菌素耐药率均高于 CABSI 组。 
结论  两组在基础疾病和危险因素等方面存在差异，医院感染组更耐药，社区感染组发病率

高，死亡率更高，应重视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的防治，规范抗生素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41 
 

血脂水平变化与肝损伤之间的关系 
 

樊锡凤 
1.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 

2. 
 

血脂主要由肝脏合成，肝脏在脂类代谢中起重要作用，其主要功能为：①分泌胆汁促进脂质吸

收；②具有合成氧化脂酸和合成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所必需的酶系；③将脂酸分解转变为

酮体；④合成血浆脂蛋白，是脂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肝脏在脂蛋白代谢中参与合成除乳糜微

粒（CM）外的所有脂蛋白，又是各种脂蛋白降解的主要部位，另外，还合成参与脂蛋白代谢

的酶和蛋白质如脂蛋白脂肪酶（LPL）、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LCAT)、胆固醇酯转运蛋白

（CETP）及载脂蛋白。肝功能受损时，患者血脂，脂蛋白代谢将受到影响。文献报道，血脂

和载脂蛋白水平变化与肝脏病变密切相关[8,10-16]。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46 
 

T 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 3 在人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

床意义 
 

满宏伟 王玲 李鹏飞 单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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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本题旨在检测 T 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 3（T-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 3，TIM-3）在人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分析 TIM-3 表达与患者临

床病理特征及术后生存时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法分别检测食管鳞癌组织及其相应癌旁正常

组织中 TIM-3 mRNA 及蛋白的表达水平。采用 χ2 检验及 Fisher 确切概率法分析 TIM-3 蛋白

表达与食管鳞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采用 Kaplan-Meier 分析法比较不同 TIM-3 蛋

白表达水平对患者术后生存时间的影响。 
结果  食管鳞癌组织中 TIM-3 mRNA 的表达水平较癌旁组织显著升高（P＜0.001）。TIM-3 蛋

白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85.9%（55/64），而其在癌旁正常组织中 TIM-3 蛋白阳

性表达率为 10.9%（7/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食管鳞癌组织中 TIM-3 蛋白

的表达与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及 TNM 分期密切相关（P 值均＜0.05）。食管鳞癌组织

中 TIM-3 蛋白的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呈负相关性（P＜0.05）。 
结论  TIM-3 异常表达可能与食管鳞癌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提示 TIM-3 在食管癌的早期诊

断、预后判断及靶向治疗中可能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48 
 

T 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 3 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满宏伟 王玲 李鹏飞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本题旨在检测食管癌细胞系 Eca-109、TE-1、TE-13、KYSE30 和 KYSE170 中 TIM-3
的表达，并通过靶向沉默 TIM-3 分子的表达研究 TIM-3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凋

亡的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方法分别检测食管癌细胞系 Eca-109、TE-1、TE-
13、KYSE30 和 KYSE170 中 TIM-3 mRNA 及蛋白的表达情况。运用脂质体介导的转染方法

将 TIM-3shRNA 转染入 Eca-109 和 TE-1 细胞。采用 MTS 法、划痕愈合实验、Transwell 侵
袭实验、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敲低 TIM-3 基因对食管癌细胞增殖活、迁移能力、侵袭能力、凋亡

的影响。 
结果  TIM-3 mRNA 和蛋白在食管癌细胞系 Eca-109、TE-1、TE-13、KYSE30 和 KYSE170
中均有不同程度的组成性表达。其中，TIM-3 mRNA 和蛋白均在 Eca109 和 TE-1 细胞系中的

表达量相对较高。转染 TIM-3shRNA 后 Eca109 和 TE-1 细胞中 TIM-3 蛋白水平表达明显降

低。与空转染组和未转染组细胞比较，转染 TIM-3shRNA 后 Eca109 和 TE-1 细胞的体外增

殖、迁移、侵袭能力均显著下降，细胞凋亡率无显著变化。 
结论  TIM-3 能够促进食管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提示 TIM-3 可能参与食管癌的进

展，为食管癌的治疗提供潜在的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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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检测疑假阳性 1 例 
 

吴小利 高昕 李光 赵鸿梅 
辽宁省人民医院 检验科 110016 

 
目的  探讨不同方法检测分析疑似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 ）感染 1 例，为

HCV 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2014 年 12 月，应用免疫化学发光微粒子法（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
CLIA）、电化学发光法（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ECLIA）检测患者血清

中的丙型肝炎病毒抗体（Hepatitis c virus antibody，anti-HCV），逆转录套式 PCR（RT- 
Nested PCR）定量方法检测患者血清中的 HCV RNA；2015 年 8 月，应用 CLIA、ECLIA 两

种方法检测患者血清中的 anti-HCV,应用稀释法排除 HOOK 效应，同时应用抗-HCV 重组免疫

印迹试验（RIBA）法确证检测患者血清中的抗-HCV 抗体。分析了不同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

以及局限性。  
结果 不同检测系统 CLIA 法检测 anti-HCV 结果均为阴性（<1 COI），不同检测系统 ECLIA 法

检测 anti-HCV 结果均为阳性(>45 COI)，RT-Nested PCR 定量检测 HCV RNA 结果为阴性，

抗-HCV RIBA 法检测结果在 Core1 等区域有暗影，结果为不确定。 
结论 HCV 感染检测筛选实验中：不同的检测方法因原理、包被抗原的位点及覆盖区域不一

致，不能够涵盖 HCV 的全部位点，其灵敏度和特异度不同。此外，因存在个体差异，各种因

素综合导致误检或者漏检都可能发生。建议对患者进行跟踪随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7652 
 

2013～2015 我院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分析 
 

王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对 2013～2015 年我院临床标本中分离出的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情况进行分析，以指导

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临床送检标本进行常规分离培养，采用法国生物梅

里埃 Vitek2 Compact 系统和 Vitek MS 进行菌株鉴定， 药物敏感性试验采用 Vitek2 compact 
或者 K-B 法，用 WHONET 软件 5.6 版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2013～2015 我院共分离 2092 株铜绿假单胞菌非重复菌株，每年均占所有分离菌株的

10%左右，其中 1230 株来源于痰标本,占 58.8%，其次分泌物（17.4%）和尿（10.7%）。病

区来源最高为呼吸病房，占 17.0%,其次为重症医学科 257 株（12.3%）和神经外科 177 株

（8.5%）。其中，粘液性铜绿假单胞菌的分离率每年依次为 7.6%、9.3%、10.0%，呈逐年增

加趋势。所有铜绿假单胞菌对常规测定药物的耐药率均低于 30%，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最高

（25.4%），对阿米卡星的耐药率最低（9.0%），但是近三年多重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分离率

有所增加，分别为 10.7%、12.1%、13.1%。并且统计耐药性变迁时发现近三年美罗培南

MIC=16μg /ml 的铜绿假单胞菌比例逐年增高（9.0%，13.2%，14.1%），环丙沙星 MIC=4μg 
/ml 的铜绿假单胞菌比例却逐年降低（20.1%，14.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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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院铜绿假单胞菌的分离率近三年都比较稳定,但多重耐药菌分离率有增加趋势,特别是粘

液型铜绿假单胞菌的分离率逐年增加更应引起临床重视。了解其临床分布和耐药性变迁，可以

为临床提供资料, 更好地控制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8372 
 

Serum micro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as nove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prediction and prognosis of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Jiang Xiumei,Du Lutao,Wang Chuanxin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the risk of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MIBC) may expedite appropriate therapy and reduce morbidity and cost. We aimed to 
identify serum mi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for prediction and prognosis for MIBC with the 
hope that such findings may guide therapeutic choice.  
Methods  Genome-wide miRNA analysis by Miseq sequencing followed by two phases of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RT-qPCR) assays were performed on 
serum from 207 MIBC patients, 285 non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patients 
and 193 control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established to 
discriminate MIBC from NMIBC.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used as an accuracy 
index for evaluating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constructed miRNA panel. Survival curves 
were estimated with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mparisons were conducted using log-rank 
test.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Results  miR-422a-3p, miR-486-3p, miR-103a-3p and miR-27a-3p) showed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levels in MIBC vs. Normal, NMIBC vs. Normal, and MIBC vs. NMIBC 
comparisons (all at p < 0.05). A four-miRNA panel (miR-422a-3p, miR-486-3p, miR-103a-3p 
and miR-27a-3p) was developed for MIBC prediction with anAUC of 0.894 (95% CI, 0.846-
0.931) for training set.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miRNA panel revealed an AUC of 0.880 
(95% CI, 0.834 to 0.917) in validation set,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grade 
and urine cytology (both p < 0.05). Moreover,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MIBC 
patients with low miR-486-3p and miR-103a-3p levels had worse overall survival (p = 0.002 
and p = 0.034, respectively). Cox analysis indicated miR-486-3p and miR-103a-3p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of MIBC (p = 0.042 and p = 0.02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We defined a distinctive serum miRNA signature for prediction of MIBC and 
identified independent prognostic variables for MIBC. These findings may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a novel noninvasive test to predict MIBC and determination of 
innovativ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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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t-transcriptional down-regulation of HLA class I 
by HPV16 E7 in HaCaT-E7 cells 

 
Li Wei,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To transfect HPV16 E7 gene into HaCaT cell through pCMV-tag2B plasmid 
and construct the HaCaT-E7 cell lines. To determine whether HPV16 E7 oncogene could 
down-regulate surface HLA class I antigen in HPV16 E7 transfected cells, then explore 
possible mechanisms.    
METHODS  1. Eatablishment of HaCaT-E7 cell lines   HaCaT cells in logarithmic phase were 
stably transfected with pCMV-E7 using Lipofectamine 2000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Following transfection, the cells were selected in DMEM containing 500μg/ml 
G418 for 21 days. After this time, G418-resistant colonies were marked, individually picked 
and expanded into clonal cell lines for analysis. HPV16 E7 expressed stable cell lines were 
maintained in 200 μg/ml G418 containing medium. As a control, empty vector pCMV-Tag2B 
was transfected into HaCaT cells in the same condition.  
2. Identification of HaCaT-E7 cell lines   Total RNA was isolated from normal HaCaT group, 
HaCaT-E7 group, HaCaT-pCMV group cells using Trizol and reverse transcribed into cDNA. 
The expression of HPV16 E7 mRNA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nd a fragment of 
human β-actin was amplified as internal standard. Total protein was isolated from normal 
HaCaT group, HaCaT-E7 group, HaCaT-pCMV group cells. After SDS-PAGE, the 
expression of HPV16 E7 protei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3. FACS analysis of HLA-Ⅰexpression  The cells of normal HaCaT group, HaCaT-E7 group, 
HaCaT-pCMV group were detached from the flask, and then were washed and resuspended 
in PBS/1% bovine serum albumin (BSA, PBS-B) at a concentration of 107 cells/ml. For the 
detection of surface HLA class I molecules, 100μl of cells were aliquoted and incubated with 
20μl FITC-Mouse Anti-Human HLA-ABC monoclonal antibody for 30 min at 4°C in the dark. 
The cells were then washed twice as above, resuspended in 400μl PBS-B and analyzed by a 
flow cytometer.  
4. Two-step real-time PCR analysis of HLA -ⅠmRNA expression   Total RNA was isolated 
from normal HaCaT group, HaCaT-E7 group, HaCaT-pCMV group cells using Trizol and 
reverse transcribed into cDNA. The expression of HLA-A, B, C mRNA was detected by real-
time PCR, and a fragment of human β-actin was amplified as internal standard. Comparative 
CT method (2?ΔΔC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ve changes in gene expression.  
RESULTS  1. The monoclone was found after selecteded for 21days by 500ug/ml G418. 
Expression of HPV16 E7 mRNA was detected in HaCaT- E7 group using two-step real-time 
PCR, and the average ΔCT between HPV16 E7 and β-actin was 13.27±0.86. The 
amplificated fragment of HPV16 E7 PCR products was 93bp and coincided with the objected 
fragment. As shown of Western Blotting, expression of HPV16 E7 protein was detected in 
HaCaT- E7 cells and coincided with its expression in Caski cells. This indicated the HaCaT-
E7 cell lines were sucessfully established.  
2. HLA-Ⅰ was measured in the normal HaCaT group, HaCaT-pCMV group and HaCaT-E7 
group cells: the average 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MFI) was 357.65±15.65, 
346.82±16.77, 182.16±16.47, respectively. HLA-Ⅰ in HaCaT-E7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than in other two groups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0.001). Membrane cofactor protein CD46 is ubiquitously expressed on the surface of 
human cel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CD46 was not significantly altered among HPV16 E7 
transfected cells, the empty vector control and parental cells (P=0.689). This data indicated 
that expression of HPV16 E7 in stable transfected cells had no general downregulatory 
effects on cell-surface proteins, but only resulted in a specific decrease in cell-surface HLA 
class I molec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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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pression of HLA-A, B, C mRNA were detected in normal HaCaT group, HaCaT-pCMV 
group and HaCaT-E7 group: the level of HLA-A, B, C mRNA was determined relative to β-
actin by the 2?ΔΔCT method, and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HLA-A, B, C mRNA 
expression among the three gourps (HLA-A, P=0.954; HLA-B, P=0.781; HLA-C, P=0.821).  
CONCLUSION  Transfect HPV16 E7 gene into HaCaT cell through pCMV-tag2B plasmid, 
the HaCaT-E7 cell lines were sucessfully established. After selecteded for 21days by 
G418，HLA-Ⅰ in HaCaT-E7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compared to other two 
groups. Expression of HLA-A, B, C mRNA of HaCaT-E7 cell lines were not down-regulated, 
indicating that the down-regulaion of HLA-I happen in assemble phase, involving post-
transcriptional mechanism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379 
 

EB 病毒检测在急性热病患者中的临床检验意义 
 

师迎旭
1 杜华

2,1 
1.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内蒙古医科大学 
 

目的  通过检测热性疾病患者的 EB 病毒的发病率及病毒载量，探讨 EB 病毒检测对于不同年

龄、不同症状发热患者的诊断意义。 
方法  利用病原体监测法研究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18 日期间进入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就诊的热性疾病患者（N=1858）为研究对象。用 EDTA-K2 抗凝管采集就诊当天

患者的外周血 2ml。用中山大学达安基因公司的 EB 病毒核酸扩增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分

析患者是否被 EB 病毒感染及病毒载量。 
结果  通过检测发现幼儿（<2 岁）、少儿（2～6 岁）、青少年（7～17 岁）、青年（18～40
岁）、中年（41～65 岁）、老年（>65 岁）急热患者中的 EB 病毒检出率分别为 43.26%、 
49.83%、60.09%、47.29%、59.43%、62.86%，病毒载量≧5000copies/ml 的百分率分别为

31、29.58、24.31、13.59、20.28、26.67，病毒载量在 500～5000 copies/ml 的百分率分别

为 12.26、20.25、35.78、33.7、39.15、36.19。就诊时有明确体征的患者中 EB 病毒检测

率，急性发热病人为 76.64%，支气管炎为 55.44%，上呼吸道感染为 46.94%，传染性单核细

胞增多症为 82.22%，淋巴结炎、淋巴结肿大为 59.18%，颈部淋巴结炎，淋巴结肿大为

77.78%，呕吐、腹泻为 61.29%,血小板减少为 51.35%，头晕、头痛为 42.86%，嗜睡为

42.86%，惊厥、抽搐为 73.08%，其他（如血液病等）为 15.79%。 
结论  EBV 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感染，其症状往往类似于疟疾和其他疾病导致的发热。最近的 2
项由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研究显示经血清流行病学检测发现 EB 病毒血清阳性率

为：6-8 岁 50%、9-11 岁 55%、12-14 岁 59%、15-17 岁 69%、18-19 岁 89%【1，2】。在

我们的研究中，通过 PCR 检测发现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中 EB 病毒阳性率均较高。但目前，仍

无法根据已有的 EBV 病毒血症数据判定在血液中发现 EB 病毒是否具有临床重要性。因为我

们的病原体测试不够全面，特别是因为我们不排除上呼吸道感染的其他原因。然而，这种研究

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平台，对 EBV 进一步研究。而对于伴有不同临床症状（除血液病外）的

急性热病患者进行初部排查具有重要的临床检测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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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384 
 

MAGE-A 的表达与三阴乳腺癌上皮间质化关系的研究 
 

王昊绮 桑梅香 耿翠芝 张庚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背景  三阴乳腺癌是乳腺癌中复发转移率最高的亚型，是发生上皮间质转化的乳腺癌类型。

MAGE-A 在三阴乳腺癌表达阳性率较高，其表达与乳腺癌转移有关。先前的研究发现 MAGE-
A 表达可能与乳腺癌上皮间质化有关。 
目的  采用 MTS、划痕实验，transwell 侵袭迁移实验，western blot 等方法研究 MAGE-A 表达

下调对三阴乳腺癌细胞 MDA-MB-231 和 BT549 增殖及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及对两细胞上皮

间质转化的影响  
结果  MAGE-A 下调抑制了两三阴乳腺癌细胞上皮的增殖、侵袭迁移能力明显降低。随着

MAGE-A 表达下降，两细胞 E-cadherin 表达无明显变化（P>0.05），β-catenin、vimentin、
MMP9 表达均下降（P<0.05）。MDA-MB-231 细胞形态无明显变化，BT549 部分细胞变小，

突触消失。在 MDA-MB-231 细胞中，随着 MAGE-A 表达下降，上皮间质化相关转录因子

Snail、ZEB1/2 表达均明显下降（P<0.05），BT549 细胞中 Slug、ZEB1/2 表达降低

（P<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MAGE-As 表达下调后，两种三阴乳腺癌细胞系中 E-
cadherin 表达无明显变化；β-catenin 在胞膜无表达，在胞核和胞浆表达均降低； vimentin 表

达减少。 
结论  MAGE-As 表达下调后抑制了三阴乳腺癌细胞系的迁移、侵袭及增殖能力，且部分逆转

三阴乳腺癌细胞 EMT 的发生。MAGE-As 对三阴乳腺癌细胞系 EMT 的调节主要通过 ZEB1 及

ZEB2 介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387 
 

共刺激分子 B7-H3 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李鹏飞 王玲 满宏伟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敲低 B7-H3 的表达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方法  首先通过基因转染构建 B7-H3 稳定低表达的食管癌 Eca-109 细胞株,然后通过 MTS 实

验、克隆形成实验、划痕实验、Transwell 小室侵袭实验、流式细胞分析技术、血管生成实验

检测沉默 B7-H3 基因的表达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结果  沉默 B7-H3 基因的表达对食管癌细胞的增殖能力没有影响，但降低了食管癌细胞的迁

移。侵袭和促血管生成能力，促进食管癌细胞发生凋亡。 
结论  共刺激分子 B7-H3 可以调节食管癌细胞的迁徙、侵袭、凋亡和促血管生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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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B7-H3 基因表达对食管癌细胞侵袭能力抑制作用的机制

研究 
 

李鹏飞 王玲 满宏伟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敲低 B7-H3 表达对抑制食管癌细胞侵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应用 Agilent Sure Print G3 Human Gene Expression chip (8×60K，Design ID：039494) 
对前期构建的 Eca-109 shB7-H3 和 Eca-109 TR37 细胞进行差异基因表达分析，筛选出与 B7-
H3 表达相关的基因。 
结合功能实验结果，通过 Real time PCR、ELISA 和 Western Blott 技术对筛选出的侵袭相关

基因进行验证。 
结果  对部分转移相关基因进行了验证。 
结论  沉默 B7-H3 基因表达可通过 Jak2/Stat3 信号通路抑制食管癌细胞的侵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394 
 

MAGE-A 及上皮间质化相关标记物在乳腺癌组织表达的研究 
 

王昊绮 桑梅香 耿翠芝 张庚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背景  尽管近些年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有极大改善，但三阴乳腺癌患者因病情的异质性及缺乏有

效治疗靶点最终出现远位转移而死亡。上皮间质化是促进癌转移的关键步骤且与三阴乳腺癌恶

性度高有关。MAGE-A 在三阴乳腺癌表达阳性率较高，其表达与乳腺癌不良预后有关。 
目的  采用免疫组化法研究 MAGE-A 与上皮间质化指标相关指标 E-cadherin，β-catenin，
vimentin 在 120 例乳腺癌组织的表达及四个基因表达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学指标的关系。探索

MAGE-A 表达与 E-cadherin，β-catenin，vimentin 表达的关系。 
结果  MAGE-A 在乳腺癌组织表达阳性率为 49.17%，在三阴乳腺癌表达阳性率高于非三阴型

乳腺癌（P<0,05）,其表达与 ER(-)、PR(-)、HER-2(-)、高的组织学分级、腋窝淋巴结癌转移

有关（P<0.05）。E-cadherin 和 β-catenin 的正常表达主要在非三阴型乳腺癌，在三阴乳腺癌

主要为二者的异常表达（P<0.05），vimentin 总阳性表达率为 34.16%（41/120），在三阴型

乳腺癌中的表达阳性率高于非三阴型乳腺癌（P<0.05）。E-cadherin 在乳腺癌组织的异常表

达与腋窝淋巴结癌转移、脉管瘤栓、ER(-)、PR(-)、HER-2 (-) 有关（P<0.05）；β-catenin 异

常表达与较大的乳腺癌肿瘤（>2cm），腋窝淋巴结转移，ER(-)、高 Ki-67 有关（P<0.05）；

vimentin 阳性表达与 ER(-)、PR(-)及腋窝淋巴结癌转移阳性有关（P<0.05）。MAGE-A 的阳

性表达与 E-cadherin 的异常表达正相关（P<0.05），且与 vimentin 阳性表达正相关

（P<0.05），与 β-catenin 表达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MAGE-A 表达可用于乳腺癌亚型的分类，且其可能与三阴乳腺癌组织上皮间质化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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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397 
 
B7-H4 facilitates proliferation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ells through promoting IL-6/STAT3 
pathway activation 

 
chen xinran,Wang Ling ,Wang Wei,Zhao Lianmei , Shan Baoen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050011 
 

B7-H4, one of the costimulatory molecules of B7 family, has been found to be widely 
expressed in many kinds of tumor tissues and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umor progression 
and poor prognosis. However, the role of B7-H4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cells has not been elucidated.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normal 
esophageal tissue, B7-H4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three ESCC cell lines, Eca109, TE1 and 
TE13. Besides, B7-H4 silence suppressed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colony formation. 
Additionally, compared with control cells, B7-H4 silence cells showed higher apoptosis rate, 
Bcl-2 and Survivin upregulation as well as BAX downregulation. Furthe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B7-H4 silence cells also exhibited reduction of IL-6 secretion, STAT3 activation and p-
STAT3 translocation from cytoplasm to nucleus. Moreover, B7-H4 depletion inhibited the IL-6 
secretion of control cells but not JAK2/STAT3 inhibitor treated cells. IL-6 receptor antagonist 
Tocilizumab didn’t block the p-JAK2 and p-STAT3 downregulation induced by B7-H4 silence. 
It was suggested that B7-H4 silence suppressed IL-6 secretion through JAK2/STAT3 
inactivation. Furthermore,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colony formation were downregulated by 
Tocilizumab in control cells but not B7-H4 silence cells demonstrating that IL-6 upregulation 
induced by B7-H4 was necessary for cells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B7-H4 expression was 
downregulated by Tocilizumab. In all, our study provided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B7-H4 
facilitated ESCC cells proliferation through promoting IL-6/STAT3 positive loopback pathway 
activ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400 
 

6σ 理论在干化学分析仪质量控制中的应用探索 
 

黎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应用 6σ 质量标准评价干化学分析仪部分检测项目的分析性能，指导生化检验的质量控

制管理，有效地提高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的质量和效率。 
方法   根据质量要求与质量控制数据计算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东门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总蛋白（TP）、白蛋白（ALB）、碱性磷酸酶（ALP）、谷酰转肽酶（GGT）、

钾（K）、钠（Na）、氯（CL）、总胆红素（TBil）、尿素（BUN）、肌酐（Cr）、尿酸

（UA）、乳酸脱氢酶（LDH）、血糖（Glu）共 15 个项目的 σ 值。 
结果  15 个项目中有 9 个项目的 σ 值>6.0，分别是 Na，K，TP，ALP，GGT，AST，ALT，
UA，LDH，σ 值<4.0 的项目分别是 Cl，ALB，TBil，BUN，Cr，Glu。在总分析性能未达到

6σ 的检验项目中，3 个项目（QGI<0.8）需要优先改进精密度，占 50%；1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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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QGI<1.2）需要同时改进精密度和准确度，占 17%；2 个项目（QGI>1.2）需要优先改

进准确度，占 33%。 
结论  有部分指标已达到或接近 6σ 质量标准，有部分指标的质量水平仍需按照 6σ 质量标准进

一步的改进。但是仅仅根据 σ 值得大小来判断检测方法性能的优劣，会造成一定的偏差。对于

相同 TEa 的检测项目，σ 值可作为检测方法性能比较的标准；但不同 TEa 的检测项目，单看

σ 值不应该作为检测方法性能比较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408 
 

MiR-182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对结直肠癌细胞迁移能力

的影响 
 

刘慧 杨咏梅 杜鲁涛 邹明瑾 李晋 杨晓 赵地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检测 miR-182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情况及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体外实验探讨其对结

直肠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86 对结直肠癌与对应癌旁组织 miR-182 的表达情况，分析其与

结直肠癌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体外用 miR-182 mimics 转染结直肠癌 HT-29 细胞，

transwell 小室实验观察 miR-182 对 HT-29 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  MiR-182 在结直肠癌的表达显著高于癌旁 (p<0.001)，其表达水平与患者的浸润程度

（p=0.028）、淋巴结转移（p=0.003）、远处转移（p=0.006）和临床分期（p=0.005）密切

相关, 而与年龄、性别、肿瘤类型、肿瘤大小和分化程度无关（p>0.05）。体外实验进一步表

明 miR-182 过表达的 HT-29 细胞迁移数显著高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 
结论  MiR-182 在结直肠癌中高表达且与肿瘤的转移及进展有关，体外能增强结直肠癌细胞的

迁移能力，提示 miR-182 可作为预防和治疗结直肠癌转移的潜在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410 
 

Clinical prognostic factors for time to positivity in 
Cancer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s 

 
张青 张鹏 张文芳 白长森 郑珊 李丁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检验科 300060 
 

Purpose  Time to positivity (TTP) has been used as a simple and rapid method for the 
addi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egree of bacteremia. However,prognostic factors for TTP 
in cancer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s have rarely been studi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factors for TTP involving various isolated organisms in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We analyzed 386 episodes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cancer.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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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presence of a benign tumor was a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a long TTP 
only in the Staphylococci group .MDR  was an independent significant predictor in the 
Enterobacteriaceae group with a short TTP,  it was also a significant clinical factor for a long 
TTP in nonfermentative bacilli and the Staphylococci group. 
Conclusion   TTP may raise the alarm for clinicians to change therapeutic option and 
improve outcomes based on the clinical factor analy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413 
 

Sysmx hiscl50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的性能评价 
 

郑水华 唐喜军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519000 

 
目的  评价日本 sysmex hiscl50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的性能。 
方法  根据 NCCLS／CLSI 提供了一系列用于评价性能参数的相关方案或替代方案，以项目

HbsAg 为代表，对仪器的准确度、不精密度、线性范围、检测 限、携带污染率、结果比对等

方面进行评价。 
结果  准确性试验测定结果，准确性为 100%，仪器的准确性良.。日内和日间最大变异系数

(CV)为 5.55%,符合厂家要求(CV<15%),仪器的不精密度良好。线性验证试验结果均符合厂家

要求(r≥0.975),仪器线性范围良好.检测限最大 CV 为 4.2%,符合厂家要求(CV<20%),对低值样

本有较好的检测能力。样本及试剂携带污染率极低。与罗氏 E411 仪器间的结果比对，符合率

为 100%。 
结论  sysmex hiscl50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具有精密度良好，准确性可靠，检测范围宽，对低

值样品有良好的检出结果，样本间及试剂携带污染率低，仪器间结果比对符合率高的特性。适

合临床检测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417 
 

丙型肝炎患者血清 hsa-miR-17-5p 和 hsa-miR-223-3p 的表

达及意义* 
 

张苹
1 李杰

2 查显丰
1 谢汶晃

1 温旺荣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2.广州吉赛生物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丙型肝炎患者血清 hsa-miR-17-5p 和 hsa-miR-223-3p 的表达情况及意义。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检测 HCV 患者和体检健康者血清 hsa-miR-17-5p 和

hsa-miR-223-3p 的表达水平（各 20 例）。 
结果 HCV 组血清 hsa-miR-17-5p 表达水平比健康组显著升高（Z=2.94，P<0.05)，hsa-miR-
223-3p 在 HCV 组血清中的表达水平比健康组显著降低（Z=4.20，P<0.05）。健康组血清中

hsa-miR-17-5p 和 hsa-miR-223-3p 的表达水平无相关性 （R2 = 0.016，P >0.05），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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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V 组中 2 者存在正相关性（R2 = 0.726，P <0.05）。HCV 组 hsa-miR-17-5p 表达水平与

ALT 和 AST 活性存在明显正相关性（P<0.05）；而 hsa-miR-223-3p 表达水平与 ALT 和 AST
活性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hsa-miR-17-5p 高表达和 hsa-miR-223-3p 低表达有望成为丙型肝炎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价

的检测指标，但其能否预示丙型肝炎的转化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449 
 

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在急性呼吸道感染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 
 

陈文强 朱斌 刘宏峰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目的  通过对 2013 年至 2015 年淄博市中心医院病人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间接免

疫荧光法)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了解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试剂对呼吸道感染的诊断

价值，为临床提供一种快速诊断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的方法。 
方法  回顾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淄博市中心医院 6091 例病人九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

体检测结果，九项主要病原体的 IgM 抗体包括嗜肺军团菌(LP)、肺炎支原体(MP)、Q 热立克

次 4,(cox)、肺炎衣原体(ce)、腺病毒(ADV)、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甲型流感病毒(IFA)、乙

型流感病毒(IFB)和副流感病毒 1、2 和 3 型(PIVS)。 
结果  研究表明非典型病原体感染率为 28.8％(1759／6091)，其中以乙型流感病毒最为多见，

其次为肺炎支原体，次之为副流感病毒 1、2、3 型；混合感染率达 17.3％(1052/6091)；感染

人群以儿童多。九项主要病原体的 IgM 抗体的感染率分别为:嗜肺军团菌(12)5.68%
（346/6091)、肺炎支原体(MP)15.51%（945/6091)、Q 热立克体(cox)0.56%（34/6091)、肺

炎衣原体(ce)0.66%（40/6091)、腺病毒(ADV)3.66%（223/6091)、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1.31%（80/6091)、甲型流感病毒(IFA)0.11%（7/6091)、乙型流感病毒(IFB)23.2%
（1413/6091)和副流感病毒 1、2 和 3 型(PIVS)6.99%（426/6091)。 
结论  九项呼吸道联检试剂对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学诊断, 有着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461 
 

降钙素原和 C-反应蛋白在细菌感染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探讨 
 

李绍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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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血浆降钙素原(PCT)、血清 C 反应蛋白(CRP)在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感染时的

水平，探讨这些感染指标在鉴别诊断两种不同细菌感染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40 例患者，按细菌培养结果分为革兰阳性菌组(35 例)、革兰阴性菌组(142 例)和
阴性对照组(63 例)，同时测定各组 PCT、CRP 水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

PCT、CRP 感染指标的诊断性能。 
结果  革兰阴性菌组、革兰阳性菌组和阴性对照组 PCT 平均浓度分别为 4.9、1.2 和

0.06ug/L，3 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CRP 三组之间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PCT 鉴别细菌感染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72，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87.2%、

78.2%。CRP 鉴别细菌感染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85，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89.4%、

65.5%， 
结论  PCT 和 CRP 可用于细菌感染的早期诊断，也可以初步鉴别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感

染，但诊断性能较弱。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476 
 
Evaluation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LGR5 and sHLA-G 

for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Ding Juan,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To detect expression of LGR5 and sHLA-G in the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or 
precancerous condi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combined diagnosis using LGR5 
and sHLA-G in these patients.  
Methods  The levels of LGR5 and sHLA-G were detected in 70 healthy volunteers, 66 
patients with atrophic gastritis, 70 patients with gastric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56 with early 
gastric cancer and 94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the ELISA kits,respectively.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ROC curve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new diagnostic panel of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gastric cancer.   
Results  The levels of LGR5 and sHLA-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early and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volunteers, patients with gastric intraepithelial 
neoplassia and atrophic gastritis ( P<0.001, respectively). Patients with high levels of LGR5 
and sHLA-G were more likely to get progression and had poorer progress-
free progression(P<0.05).The ROC-AUC of LGR5 and sHLA-G were 
0.857(95%CI=0.820~0.930) and 0.846(95%CI=0.760~0.910) respectively .The new 
diagnostic model of gastric cancer was logit(Y)=0.31+0.05* 
LGR5﹣4.80*sHLA-G, and the ROC-AUC of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of the new variable 
Y was 0.938(95%CI=0.86~0.978),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LGR5 and sHLA-G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LGR5 and sHLA-G was helpful for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and would be a powerful pathway to predict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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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01 
 

117 例线粒体基因 A3243G 点突变导致的线粒体病患者的临

床特征与分子特点研究 
 

夏昌宇 刘誉 马祎楠 戚豫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分析线粒体基因 A3243G 点突变导致的线粒体病患者的临床特征与分子特点，以提高对

本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7-2013 年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的 117 例线粒体

A3243G 突变患者的病例资料和分子检测结果，患者均为散发病例，相互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患者的年龄为 2 月～53 岁，其中儿童 100 例，成人 17 例；男性 47 例，女性 70 例。患者的

A3243G 突变率与发病年龄进行相关性分析。根据是否存在某一临床症状将患者分为有症状组

和无症状组，分析不同的临床症状与突变率的关系。 
结果  66%的儿童患者诊断延迟，平均延迟 2 年。成人患者均有诊断延迟，延迟时间为 1～12
年。儿童首发症状主要为癫痫、肌无力、头痛伴呕吐、视力下降。成人主要为头痛伴呕吐、听

力下降和言语不清患者。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为癫痫、身材矮小、乳酸升高、MRI/CT 异常改变

和头痛伴呕吐。患者突变率为 5～93%，中位数为 40.5%（QR: 32～51.2%），其分布无性别

差异。患者 A3243G 突变率与发病年龄呈负相关，spearman 相关系数 r = -0.470
（P<0.001）。有 MRI/CT 异常、中风样发作和肌病的患者的突变率显著高于无该症状组的患

者。 
结论  临床中如遇难解释的难治性癫痫，以及肌无力、发育不良或体重减轻、头痛伴呕吐、出

现不明原因的听力和/或视力下降的患者，应当考虑存在线粒体疾病的可能，建议对其外周血

DNA 进行 A3243G 突变筛查，以期及早诊断和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8523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性能验证及结果比对 
 

庄学伟 张义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评价新投入临床使用的一台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性能，并与现用的全自动血凝分析仪进行

结果比对分析。 
方法  在两台仪器上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和
凝血酶时间（TT），对新血凝分析仪精密度、线性范围和携带污染率进行评价；新血凝分析

仪与临床正在使用的血凝分析仪进行结果比对分析。 
结果  在新血凝分析仪上重复测定正常和异常混合血浆的批间精密度在 PT 时分别为 1．10％
和 1．44％，APTT 为 1.58％和 0．94％，FIB 为 1.69％和 4.22％，TT 为 1.58％；批内精密

度在 PT 时为 0.75％和 0.45％，APTT 为 0.39％和 0.65％，FIB 为 1.34％和 1.59％，T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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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携带污染率为 0.17%；FIB 的实际检测值与理论值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0.9929x-
0.0937(P>0.05)，截距与 0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直线斜率与 1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两台仪器相关性分析：PT、APTT、FIB 和 TT 的测定结果 r 值分别为 0.990、
0.984、0.995 和 0.962，相对偏差分别为 1.91%、2.73%、0.29%、1.51%,小于 CLIA′88 规定

的允许误差。 
结论  新投入使用的血凝分析仪具有良好的重复性、稳定性、线性和携带污染率；两台血凝分

析仪结果一致,有良好的相关性，均可用于临床标本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27 
 

PGC-1α 在黑色素瘤细胞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蔡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 PGC-1α 在黑色素瘤细胞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使用 A375 细胞系黑色素瘤细胞株；导入 PGC-1α 基因的载体病毒为 Plenti-CMV-EGFP- 
3FLAG-PGK-ZEO 慢病毒；本实验共设 3 组，分别为空未感染病毒组，对照组（感染空载病

毒组），WT 组（感染 PGC-1α 病毒组）；最佳病毒感染效率：以不同感染复数感染细胞，培

养 48h 后观察最佳感染效率；细胞生存率检测：台盼蓝法观察细胞生存率；凋亡细胞百分比检

测：采用 PE Annexin V 凋亡检测试剂，用流式细胞术方法检测凋亡细胞百分比；细胞凋亡特

征产物检测使用 Purified Mouse Anti-Human Caspase-3 试剂盒，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caspase-3；统计学分析：统计软件采用 SAS 9.3，选用 ONE WAY ANOVA 方法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病毒液最佳感染 MOI 为 5，此时荧光镜下感染效率达到 98%以上。台盼蓝染色检测细胞

生存率：空白组平均生存率为 95.2%。对照组细胞凋亡细胞平均生存率为 90.8%。WT 组凋亡

细胞平均生存率为 71.6%；AnnexinV 检测：空白组平均凋亡细胞占 9.32% 、对照组为

11.14%、WT 组为 41.5%；Caspase-3 检测：空白组和对照组细胞均仅在 32kD 位置有

caspase-3 前体（Pro-caspase-3-form）条带，WT 组在 32kD 有 caspase-3 前体条带，下游

10~32kD 区段也有多条条带出现 
讨论 本研究发现，通过慢病毒载体往 A375 细胞中导入 PGC-1α 基因后，细胞生存率发生明

显下降（P<0.01），说明过表达 PGC-1α 后会引起黑色素瘤细胞的死亡。Annexin V 是一种

Ca 依赖性磷脂结合蛋白，是检测细胞早期调亡的灵敏指标。进一步检测 Annexin V 我们发现

凋亡细胞占了死亡细胞的很大比例，所以高度怀疑在黑色素瘤细胞中过表达 PGC-1α 会诱导细

胞凋亡。本研究中空白组与对照组仅存在 32kD 条带，说明 caspase-3 前体并未活化，而 WT
组除 32kD 条带外出现 caspase-3、p20、p17、p12 等多个亚基及小蛋白片段，提示

caspase-3 的活化。人黑色素瘤细胞株 A375 用慢病毒感染的方法过表达 PGC-1α 后，会诱导

调亡机制的启动，导致黑色素瘤细胞死亡率增加，可能为肿瘤的治疗和新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

方向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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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VWE1 在子痫前期胎盘组织的定量分析 
 

庄学伟 张义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检测正常孕妇及子痫前期患者胎盘中人内源性逆转录缺陷病毒 ( human endogeneous 
retrovirus, HERV)W 家族的包膜蛋白基因 HERVWE1 的表达情况,探讨 HERVWE1 基因在子痫

前期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采用 real time-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正常孕妇和子痫前期患者胎盘中

HERVWE1 基因和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以 GAPDH 为内参照基因，子痫前期组胎盘中 HERVWE1 和 HCS mRNA 表达水平与正

常组相比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CMa 和 ASCT2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HERVWE1 蛋白在 3P 表达比 3N 弱。 
结论 子痫前期患者胎盘 HERVWE1 表达明显降低，异常的 HERVWE1 表达与子痫前期发病有

关，但其受体 ASCT2 与子痫前期发病无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38 
 

SOX2 通过 mTOR 通路下调 cyclinD1 的表达并抑制结直肠

腺癌细胞增殖 
 

刘慧 杨咏梅 杜鲁涛 邹明瑾 李晋 杨晓 赵地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SOX2 分子是一类具有高迁移率族蛋白特征性结构域的转录因子，在细胞的增殖、分化

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研究报道指出 SOX2 在不同肿瘤中对增殖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关于

SOX2 对结直肠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以及机制尚未有报道。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
(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是一种丝/ 苏氨酸蛋白激酶,可接受细胞内外各种刺激影响转录翻译从而影

响细胞的生长、增殖，另外 mTOR 在结直肠腺癌组织中过度活化。因此我们研究 SOX2 对结

直肠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将 SOX2 基因转染进入结直肠腺癌细胞系 HT-29 细胞，用细胞增殖实验和流式细胞分析

SOX2 对 HT-29 细胞增殖和周期的影响；用蛋白免疫印迹实验检测 SOX2 对 mTOR 通路的影

响；进一步用免疫组化分析人结直肠腺癌组织中 SOX2 表达与病人临床病理资料的关系。 
结果  细胞增殖实验表明 SOX2 可以抑制 HT-29 细胞的增殖；通过对细胞周期分析发现 SOX2
可以通过下调 HT-29 细胞中 cyclinD1 表达将细胞周期阻滞在 G0/G1 期；蛋白免疫印迹实验表

明 SOX2 能够通过下调 mTOR 通路抑制 HT-29 细胞的增殖，并且 mTOR 参与了 cyclinD1 的

调控；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SOX2 的表达与肿瘤组织大小以及 cyclinD1 水平呈负相关。 
结论  我们首次发现 SOX2 可以抑制结直肠腺癌的细胞增殖，并且这种抑制作用的可能机制是

通过 mTOR 通路下调 cyclinD1 的表达引起的。因此 SOX2 分子具有抗增殖作用，并且可以作

为一种新的潜在的靶点用于治疗结直肠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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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39 
 

XN-9000 血细胞分析仪“IG Present”报警在显微镜复检中的

价值及应用评价 
 

王学军 曲林琳 陈显秋 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130021 

 
目的  探讨 Sysmex XN-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报警信息“IG Present”对幼稚粒细胞的识别

和诊断性能。 
方法  收集 2015.06.01~2016.01.31 期间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血液组在 XN-9000 全自动

血液分析流水线上检测后带有“IG Present”报警的 500 份 EDTA-K2 抗凝的新鲜血标本，比较

仪器测得 IG 结果与人工镜检结果，仪器计数 IG 百分比或“IG Present”报警及临床出现 IG 的原

因，从而探讨仪器 IG present 报警对于复检的价值。 
结果  仪器出现“IG Present”报警时人工镜检杆状核中性粒细胞多见（258 / 500,51.6%），其

余依次为晚幼粒细胞（93 / 500, 18.6%）、中幼粒细胞（75 / 500, 15.0%）、早幼粒细胞（47 
/ 500, 9.4%），幼稚细胞出现率最低（16 / 500, 3.2%），11 例样本镜检未见 IG；检出 IG 的

病例多数存在感染、应用升白药、已确诊为血液系统疾病，仅 3 例由人工复检查出幼稚细胞，

仪器同时存在“DMC”和 blasts 报警。  
结论  “IG Present”报警对血常规最终报告的贡献不大，不足以识别对临床有意义的幼稚粒细胞

和原始细胞。因此建议白细胞分类报警仅出现“IG Present”时不需显微镜人工镜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41 
 

Syncytin-1 表达与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关系 
 

庄学伟 张义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 syncytin-1,CD4+,CD8+T 细胞表达情况，探讨免疫分子在非小细

胞肺癌微环境分布及其预后价值。   
方法  免疫组化法检测 syncytin-1，CD4+和 CD8+T 细胞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表达，分析 5 年

存活组和 5 年内死亡组表达差异。    
结果  Syncytin-1,CD4+T,CD8+T 细胞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都有表达；与 5 年存活组相比, 5 年

内死亡组 syncytin-1 表达高, 而 CD8+T 细胞阳性率表达低，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CD4+ T
细胞表达两组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 
结论  Syncytin-1，CD8+T 细胞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表达，可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CD8+ T 细

胞表达高预后好，而 syncytin-1 表达高则预后不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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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545 
 

GeXP 多重分析技术检测血液中肿瘤相关 LncRNA 的应用研

究 
 

王晔
1,2 牟晓峰

1,2 慕莹
1,2 

1.青岛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2.青岛大学第二医学院 

 
目的   采用 GeXP 多重分析技术检测血液中肿瘤相关的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的表达，

为肿瘤诊断以及预后提供新的标志物。 
方法    本研究首先通过 Meta 分析，检索了 pubmed 数据库自 2006 年到 2016 年间发表的与

各种与肿瘤相关的 LncRNA 的文献，从中筛选出十种在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胃癌以及

肝癌中有相关报道的 LncRNA，通过 GeXP 多重分析的技术手段，对收集到的 40 例原发性乳

腺癌、29 例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8 例胃癌以及 11 例结肠癌患者的血浆进行了检测，同时收

集到 50 例正常人的血浆作为对照。 
结果    通过 GeXP 多重分析技术，在肿瘤患者与正常人的血浆中检测到了如下 LncRNA 的表

达：GAS5、NEAT1、PVT1、H19、MALAT1、HOTAIR、BANCR、DANCR、UCA1、
BCAR4，其 PCR 产物大小从 120 bp 到 210 bp，每种产物依次间隔 10 bp。采用 Beckman
公司的内参基因检测试剂盒进行了内参基因的筛选，从中选出 2 种：Acidic Ribosomal Protein 
(RPLP0)与 beta-glucuronidase，其 PCR 产物分别为 330 bp 与 338 bp。与正常对照相比，乳

腺癌患者血浆中 GAS5、PVT1、H19 和 BCAR4 的表达显著下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血浆中 PVT1、H19 和 DANCR 的表达显著下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

胃癌以及结肠癌患者的血浆中，均检测到 UCA1 和 BCAR4 表达水平的下降，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在原发性乳腺癌患者血浆中检测到多种 LncRNA 的差异表达，提示这几种 LncRNA 有

可能作为乳腺癌早期筛查的标志物。但是尚需大样本的实验进行验证。GeXP 多重分析技术可

以作为一种有效、快捷且成本较低的血浆中检测 LncRNA 的新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46 
 

TIM-3 与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庄学伟 张义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 TIM-3 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表达情况，探讨免疫分子在

非小细胞肺癌微环境分布及其预后价值。 
方法  HE 染色法检测 TILs，免疫组化法检测 TIM-3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表达，分析 5 年存活

组和 5 年内死亡组表达差异。 
结果  TIM-3 和 TILs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都有表达；与 5 年存活组相比, 5 年内死亡组 TIM-3
表达高，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TILs 细胞表达低，但表达两组差异无显著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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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IM-3 在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皆有表达，5 年生存组低于 5 年死亡组，TIM-3 高表达预后

差，是独立预后因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52 
 

C57 小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MHC 表达与 Lewis 肺癌 
 

庄学伟 张义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通过动物实验探讨以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MHC 为代表的宿主 MHC 表达在肿瘤发展和转移

中的作用以及 Th1/Th2 漂移与肿瘤的相关性。 
方法  50 只 C57BL/6J 纯系小鼠随机分为：A 组即正常对照组，B 组即荷瘤对照组，C 组即环磷

酰胺组+荷瘤组,D 组即干扰素-γ+荷瘤组，E 组即荷瘤+干扰素-γ 组。用药前采用流式细胞仪测

外周血淋巴细胞表面 H-2Ks和 H-2Db表达。然后对 C 组和 D 组分别腹腔注射环磷酰胺和干扰

素-γ7 天，其余两组用等量生理盐水。再测外周血淋巴细胞表面 H-2Ks和 H-2Db表达后，接种

Lewis 肺癌细胞株，C 组和 D 组停药而改用等量生理盐水，同时 E 组开始腹腔注射干扰素-γ7
天。14 天后处死再测外周血淋巴细胞表面 H-2Ks和 H-2Db表达；用 ELISA 法测各组各时期血

浆细胞因子 IL-2、IL-4、TNF-α。   
结果  ①环磷酰胺和干扰素-γ 影响小鼠外周血淋巴细胞 H-2Ks表达。②接种肿瘤后，环磷酰胺

组瘤重明显重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1）；干扰素及治疗组瘤重明显轻于对照组，有

显著差异（P<0.01）。③接种肿瘤后，与接种对照组相比，环磷酰胺组肺转移灶数明显多于

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1）；干扰素组及治疗组肺转移灶数无显著差异（P>0.05）④接

种肿瘤后，Th1 型细胞因子（IL-2）降低和 Th2 型细胞因子（IL-4）升高，TNF-α 显著升高

（P<0.01）。    
结论  肿瘤发生前宿主 MHC 状态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宿主 MHC 表达下降促进肿瘤的生

成进展，宿主 MHC 表达增强时，肿瘤形成、发展和转移受到抑制。肿瘤发生后，Th1/Th2 模

式向 Th2 漂移，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应答受抑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60 
 

合胞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表达及化疗对其表达的影响 
 

庄学伟 刘新光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研究合胞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表达及化疗对其表达的影响。 
方法  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20 例，其中男 17 例，女 25 例，年龄 25～62 岁; 其中包括

M1 2 例，M2 4 例，M3 3 例，M4 5 例，M5 例。首次及第二次化疗前分别收取其外周血标

本。健康对照 20 例。实时定量 PCR 法检所有病例及对照单个核细胞合胞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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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化疗前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合胞素表达明显升

高（P < 0.05）；2、首次化疗后，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合胞素表达较化疗

前表达显著下调（P < 0.05），但仍高于健康对照水平（P < 0.05）；3、进一步分析发现，未

获完全缓解患者（n =6）合胞素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缓解患者（P < 0.05）。   
结论  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合胞素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化疗后随着肿瘤负荷

下降，其表达水平下调，且未缓解患者水平高于缓解患者，提示合胞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发

挥重要作用，有望成为白血病诊断治疗中的新型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8569 
 
Expression  of Tim-3 in PBMCs and Placental Tissue  in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Zhuang Xuewei,Zhang Yi,Wang Chuanxin 
Shandong University Qilu Hospital 250012 

 
Objective  The expression of T-cell immunoglobulin domain, mucin domain-3 (Tim-3) in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URSA) was investigated.  
Methods  im-3 mRNA expression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of URSA 
and control groups was assayed by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im-3 protein expression intensity and localization in placental villi and uterine 
decidua were determin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assay.  
Results  Tim-3 mRNA expression in PBMC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URSA than in normal 
controls (1.32 ± 0.13 vs. 1.20 ± 0.06, P < 0.01). Tim-3 was expressed in placental tissue 
from both URSA patients and normal pregnant females (controls); however, the expression 
intensity was higher in the URSA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Increased Tim-3 expression in PBMCs may affect maternal-fetal immune 
tolerance and facilitate pathogenesis of URSA. Tim-3 mRNA expression in PBMCs is a 
feasible secondary indicator, which is significant in the diagnosis, immunotherapy, and 
prognostic evaluation of URS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75 
 

肿瘤标志物联合腹腔灌洗液免疫组化在胃癌转移与复发的应

用研究 
 

曲林琳
1 王伟

2 续薇
1 王权

2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胃肠外科 
 

目的  探讨肿瘤标志物 CEA、CA72-4 联合腹腔灌洗液脱落细胞免疫组化检测在预测胃癌术后

复发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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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3 月期间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胃结直肠外科手术治疗并经病

理诊断确定 TNM 分期为Ⅲ期的胃癌 35 例为实验组，同期胃良性病变 20 例为对照组。检测患

者血清和腹腔冲洗液肿瘤标志物 CA72-4、CEA 的水平，对腹腔冲洗液行 CEA 和 CA72-4 的

免疫组化染色，判断 CA72-4 和 CEA 阳性细胞。每 6 个月随访患者 1 次截止到术后 2 年，分

析联合检测在评价Ⅲ期胃癌转移与复发中的应用。 
结果 35 例Ⅲ期胃癌患者中 CA72-4 在血清和腹腔冲洗液检测敏感性分别为 76.9%和 92.3%；

特异性分别为 18.5%和 48.1%。CEA 在血清和腹腔冲洗液检测敏感性分别为 76.9%和

61.5%；特异性分别为 14.8%和 22.2%。CEA 和 CA72-4 免疫组化检测阳性率分别为 47.5%
和 42.5%，敏感性均为 92.3%，特异性分别为 29.6%和 18.5%。血清 CA72-4 和 CEA 联合检

测较单独检测其敏感性无明显差异，而特异性明显升高（p<0.05）。 
结论  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A72-4 检测联合腹腔冲洗液免疫组化检测能够提高腹腔脱落癌细胞

的检出率。对于术后复发的预测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77 
 

2 株临床少见诺卡菌 16SrDNA 及其药敏分析 
 

蔺盛勋 刘永凤 郭翠凤 
包钢集团第三职工医院检验科 014010 

 
目的  探讨 2 株来自临床少见诺卡菌的 16SrDNA 序列及其药敏情况。 
方法  将 2 株分离得到的诺卡菌接种于哥伦比亚血琼脂平板 35.5℃培养 72h，提取菌株 DNA，
PCR 扩增并测定其基因序列在 Genebank 比对鉴定其种名。同时分别对其用 K-B 纸片法药敏

分析。 
结果  2 株菌 PCR 扩增 16SrDNA 基因测序结果经 BLAST 比对，结果显示菌株同源性为

99.9%，分离菌株分别为老兵诺卡菌(Nocarida veterana)和盖尔森基兴诺卡菌(Nocarida 
cyriacigeorgica)。药敏结果显示 2 株菌对亚胺培南、阿米卡星、万古霉素均耐药；对利奈唑胺

都敏感。老兵诺卡菌(Nocarida veterana)对复方新诺明敏感、盖尔森基兴诺卡菌

(Nocarida cyriacigeorgica)对复方新诺明耐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8578 
 

Effect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owel Func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Bowel Dysfunc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Zhuang Xuewei,Zhang Yanyan,Zhang Yi,Wang Chuanxin 

Shandong University Qilu Hospital 2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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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owel function and life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bowel dysfunc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184 patients with neurogenic bowel dysfunc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92) and control group (n=92).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egular nursing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quantitative assessment-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Recovery of bowel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cores for bowel function including bloating, constipation, 
prolonged defecation, defecation drug dependence and fecal incontine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including physical function (PF), general health (GH), social functioning (SF), 
role-motional (RM), mental health (MH)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Finally, the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56%,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83.7%).  
Conclusions  We concluded that quantitative assessment-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contributes to recovery of bowel fun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if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79 
 

梅毒螺旋体基因型与梅毒患者血清抵抗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吴盛海 聂世姣 项国谦 王贤军 徐丽慧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目的  探讨梅毒螺旋体感染的不同基因型与梅毒患者血清抵抗形成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1～2014 年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具备较完整病例资料的梅毒患者标

本，采用 Pillay 等建立的梅毒螺旋体基因分型技术，体外扩增 arp 和 tpr 基因并对梅毒螺旋体

临床株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  具有完整临床资料的 43 例患者中，共有 15 例出现血清抵抗，发生率为 34.9％。在控制

了性别、婚姻状况等混杂变量后， 1:8 及以下的 PRP 低初始滴度(AOR=9.550； 95% CI, 
1.555-58.633)、分子亚型为 14d (AOR=8.717； 95% CI, 1.395-54.477)均为发生血清抵抗的

的独立危险因素。43 例临床样本中，14d 亚型占 21 例。血清抵抗梅毒患者中，也以 14d 亚型

最为常见。 
结论  梅毒患者血清抵抗的发生与 RPR 初始抗体滴度以及梅毒螺旋体感染的不同亚型密切相

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86 
 

An aquaculture business woman suffering from 
Necrotizing Fasciitis caused by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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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shenghai,Wang Shuying,Hu Wei,Xv Lihui,Wang Xianjun 

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310006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which is halophilic gram-negative bacilli and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including river, seawater and marine sediments, i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seafood.Some strains can cause human disease, 
primarily gastroenteritis and diarrhea. In addition,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can also cause 
wound infection or rare fatal sepsis in patients underlying basal diseases or impaired 
immune function.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a female patient, who suffered from 
necrotizing fasciitison her lower limbs caused by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587 
 

Long noncoding RNA RP5-833A20.1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and cell-cycle by 

suppressing NFIA expression in U251 cell 
 

kang chunmin,Hu Yan-Wei,Nie Ying,Zhao Jia-Yi,Li Shu-Fen,Chu Shuai,Li Hai-Xia, Huang Qing-Shui,Qiu Yu-
Rong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Backgrounds & Aims  Early reports suggest that nuclear factor IA (NFIA)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glioma pathogenesis. Our rec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RP5-833A20.1 suppressed the 
expression of NFIA in THP-1 macrophage–derived foam cells. However, the effect and 
possible mechanism of RP5-833A20.1 on glioma remain unclear and whether NFIA-
dependent pathway involving in this progress has not yet been explored.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RP5-833A20.1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NFIA 
in glioma.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RP5-833A20.1 and NFIA was determined from U251 cells and 
clinical samples by RT-qPCR. The effects of RP5-833A20.1 on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were evaluated by in vitro assays. The potential protein expression 
changes were investigated by Western-blotting. The methylation status of the CpG island in 
NFIA promoter was explored by bisulfite sequencing. 
Results  We found that RP5-833A20.1 expression was down-regulated, whereas NFIA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in glioma tissues compared to corresponding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from 20 glioma patients. Overexpression 
of RP5-833A20.1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and cell-cycle progression, and induced apoptosis in 
U251 cells.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NFIA were markedly inhibited by 
overexpression of RP5-833A20.1 in U251 cells. Overexpression of RP5-833A20.1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miR-382-5p in U251 cells. BSP assay revealed that over-expressing 
RP5-833A20.1 enhanced the methylation level of NFIA promoter.  
Conclu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RP5-833A20.1 inhibits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induces apoptosis, and inhibits cell-cycle progression by suppressing NFIA expression in 
U251 cell. Collectively, these results represent RP5-833A20.1 as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gl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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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13 
 

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的生殖结局-病例分析及文献复习 
 

王媛媛
1 张展

1,2 
1.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目的  评估我院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CSP)的生殖结局，并对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

娠已发表的文献及随后的生殖结局进行综述。 
方法  选取 2013 年 01 月~2013 年 05 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诊断为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

处妊娠妇女 30 例，追踪并随访其中 25 例，包括诊断为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的年龄、

采取的治疗方法及妊娠结局，且详细追踪了这些妇女随后的妊娠结局，包括之前 CSP 与随后

妊娠的间隔时间，孕妇与新生儿的结局，以及分娩方式。 
结果  25 例妇女中 12 例渴望怀孕，其中 10 例自然怀孕。7 例孕足月分娩，3 例流产，2 例再

次出现剖宫产术后瘢痕处妊娠。2 例孕妇在孕足月剖宫产时出现胎盘植入发生大出血，其余 5
例通过选择性剖宫产顺利分娩。上次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处妊娠和这次妊娠的平均间隔为

22.6 月(10-46 个月)。2 例患者出现继发性不孕，尽管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但未发现异常。1
例患者在瘢痕处妊娠后的 10 月、18 月分别行人工流产 1 次。有 5 例患者进行了子宫瘢痕修

复，其中仅有 1 例分娩，分娩时因子宫下段发生胎盘植入而遭受大出血，2 例出现子宫下段瘢

痕憩室妊娠导致流产，2 例发生不明原因的继发性不孕。 
结论  有 CSP 病史的女性大多数是可以再次怀孕的,生殖结局包括正常宫内足月妊娠、流产、

再次 CSP 和不孕。胎盘植入是 CSP 之后再次妊娠的一种严重的并发症。CSP 之后可能出现

子宫瘢痕憩室或子宫下段缺陷导致流产。即便对 CSP 的子宫瘢痕进行修复，也不能保证瘢痕

的愈合以及安全的妊娠结局。所以，从根本上降低剖宫产率是预防 CSP 的关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8636 
 

广州地区健康人群红细胞系新参数参考区间的调查 
 

张蓉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建立广州地区健康成人红细胞系新参数的参考区间，新参数包括了 RET（%），IRF
（%），HFR（%），MFR（%），LFR（%），RET-HE（g/L），MicroR（%）和

MacroR%（%）。 
方法  采用在我院门诊进行健康体检的 15000 名广州地区成人的其静脉血 2ml 置于含 EDTA-
K2 抗凝剂的试管中用于混匀，然后在已经完成校正和性能评价的 XN 血液分析系统上进行检

测。再根据筛选标准筛选出健康体验者 1573 名，对其红细胞系新参数进行统计分析。用

Shapiro – Wilk 检验来判断数据是否呈正态分布；男性组、女性组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参考区间以 95%可信区域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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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用 Shapiro – Wilk 检验（W 检验）分别对 RET（%），IRF（%），HFR（%），

MFR（%），LFR（%），RET-HE（g/L），MicroR（%）和 MacroR%（%）的结果进行统

计，P 值均小于 0.05，表明数据均为偏态分布；2）男、女组别间各参数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

示：各参数男、女组别间均无差异（P＞0.05）；各参数的参考区间设定如下：RET（%）

0.88-2.47，IRF（%）3.60-15.80，HFR（%）0.10-3.06，MFR（%）3.40-12.80，LFR
（%）84.20-96.4，RET-HE（g/L）27.20-33.60，MicroR（%）0.20-3.00，MacroR（%）

3.30-7.06。 
结论  自动化血液分析系统提供了大量临床有用的新参数，但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新参数是需要

大家深思的，我们认为应该分二步来达到这些的目的，第一步是建立起这些参数在当地人群中

的参考范围，第二是检验科的医生应该对这些新的参数的临床意义与临床医生进行宣讲和交

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37 
 

NDM-1 型碳青霉烯耐药大肠埃希菌一例报道及耐药机制研究 
 

许雨乔 孙鹏飞 夏文颖 王珏 刘根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我院发现的一株产 NDM-1 型碳青霉烯酶大肠埃希菌耐药特征。 
方法  使用 VITEK-2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鉴定菌株；AST-GN 药敏卡、微量肉汤稀释法和 E-
test 试纸条检测药物 MIC；改良 Hodge 试验、亚胺培南-EDTA 双纸片协同试验及增效试验检

测金属-β-内酰胺酶；PCR 方法进行 NDM-1 耐药基因检测及 MLST 分型研究；质粒接合试验

研究耐药基因传播机制。 
结果  在我院发现一株大肠埃希菌 NDM 基因初筛试验阳性，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和厄他培

南的 MIC≥8μg/ml，但对阿米卡星和替加环素敏感；该菌的改良 Hodge 试验、亚胺培南-EDTA
双纸片协同试验及增效试验均为阳性；PCR 产物测序结果经 BLAST 比对后与 NDM-1 基因的

相似性为 100%，MLST 序列分型为 ST131；质粒接合试验显示 NDM-1 能通过质粒转移至

E.coli J53，接合子对 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 MIC 均显示为耐药。 
结论  NDM-1 型碳青霉烯类耐药大肠埃希菌的出现及可传播性将会给临床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

用药选择带来困难。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44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Lp(a)及脂类水平检测研究 
 

杨麦贵
1 杨阳

2 杨铮
3 岳波

4 肖鹏涛
1 杨菊爱

1 郝晓柯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北京军区联勤六分部 252 医院 

3.学员旅研究生大队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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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检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HD）患者血清脂类水平研究分析其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分别检测受试者和健康正常对照者血清总

胆固醇（TC）、三酸甘油酯（TG）、脂蛋白（a）[(Lp（a）]、载脂蛋白 A-I(APOA-I)和载脂

蛋白 B(APOB)。 
结果  检测经临床依据 WHO 制定的 CAHD 诊断标准确诊的 50 例 CAHD 患者 Lp（a）为

（24.28±7.65）mg/dl、TG(1.96±0.92)mmol/L、TC(5.96±0.94) mmol/L 、APOA-
I(1.26±0.13)g/L、APOB(0.98±0.08)g/L；除 APOA-I 外均明显高于正常健康对照组 Lp（a）
（15. 85±5.81）mg/dl、TG(1.18±0.38) mmol/L、TC(4.86±0.72) 
mmol/L、APOA-I(1.46±0.12)g/L、APOB(0.76±0.05)g/L 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检测血清脂类水平对 CAHD 具有非常重要的诊断价值，由其是 Lp（a）对 CAHD 病的发

生发展起着一定的监测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46 
 

3578 例 ANA、dsDNA 和 ENA 抗体谱联合检测结果分析 
 

刘萍 孙朝晖 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探讨 ANA、dsDNA 和 ENA 抗体谱联合检测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意义。 
方法  收集 2011-2014 年在我院就诊并进行 ANA、dsDNA 和 ENA 抗体谱联合检测的患者共

3578 例，分析检测结果。 
结果  以 ANA、dsDNA 和 ENA 抗体谱中一种抗体以上检测结果阳性即为阳性标本，结果显示

女性阳性率显著高于男性(P<0.01)；ANA、dsDNA 和 ENA 抗体谱联合检测结果阳性可见于多

种临床疾病，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类风湿关节炎(RA)、混合性结缔组织病(MCTD)、
干燥综合征(SS)多见，其中系统性红斑狼疮最常见；在 SLE、RA、MCTD、SS 检测中，ANA
对抗原的检测较全面，覆盖面广，检测阳性率高，但特异性不强；dsDNA 在 SLE 的诊断中具

有重要意义，特异性高，但敏感性差；ENA 抗体谱检测阳性率低，特异性强。三者进行联合

检测，可以通过互补提高自身抗体的检出率。 
结论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体内存在多种自身抗体，联合检测 ANA、dsDNA 和 ENA 抗体谱有

助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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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法（CLEIA）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方

法学评价 
 

曹永献 刘静 张娜娜 王麟 孙桂荣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66003 

 
目的  梅毒是一种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梅毒的发病率呈

明显上升的趋势，梅毒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社会性问题。由于至今尚未建立梅毒螺

旋体的体外培养方法，故其血清学检测在梅毒的筛查、诊断及治疗效果评价中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目前常用方法分别有梅毒螺旋体微量血凝试验（TPHA）、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

（TPPA）、Western-blot，快速血浆素反应（RPR）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等,其中

TPPA 和 Western-blot 为其确证实验，近年来运用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CLEIA）定量检测梅

毒特异性抗体是一种较为新型的检测方法。我们对本科室引进的日本富士 Lumipulse G1200
全自动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仪检测梅毒螺旋体血清抗体的性能进行评价，并利用 ROC 曲线探

讨建立 CLEIA 法的临界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经 Lumipulse G1200 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为阳性

（S/CO≥1.0）的 172 例血清标本，及 30 例阴性（S/CO<1.0）标本。分别用 Lumipulse 
G1200 及 TPPA 法对血清标本中梅毒螺旋体抗体进行检测；以 TPPA 作为确证实验，运用

SPSS 17.0 软件根据检测结果制作 ROC 曲线并获得最佳临界值。同时，进行 Kappa 一致性

分析。  
结果  经 Lumipulse G1200 检测阴性（S/CO 值<1.0）的标本，TPPA 亦均为阴性；172 例阳

性（S/CO 值≥1.0）标本中，TPPA 阳性为 96.5%，CLEIA 与 TPPA 检测结果符合率为

97.0%；根据 ROC 曲线，获得 CLEIA 检测梅毒抗体的最佳临界值为 2.95，此时，二者检测结

果的符合率为 99.0%。  
结论   相比 TPPA，CLEIA 法具有非常高的敏感度及特异度且自动化程度高，适用于梅毒螺旋

体血清学筛查；Lumipulse G1200 的最佳临界值为 2.95，当 1.0≤S/C0<2.95 时，建议进行

TPPA 试验确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48 
 

过敏史、肿瘤家族史和毒物接触史与成人白血病发病的关系 
 

王洪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本研究拟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探讨生活习惯、生活环境、过敏史和肿瘤家族史等与白血病

发病间的关系，寻找白血病的致病危险因素，为进一步进行白血病的防治提供线索和理论依

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成组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来源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血液科

的住院白血病患者，骨髓学确诊为白血病（白血病诊断标准：FBA 白血病诊断标准）、18 周

岁及以上、自愿参加本次调查；伴发其他严重疾病的白血病（如心肺功能衰竭、晚期恶液质或

次发肿瘤等）、拒绝接受调查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均予以排除。对照组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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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同期入院的非肿瘤疾病、非造血系统疾病患者、18 周岁及以上、自愿参加调查；患有肿瘤

或血液系统疾病、拒绝接受调查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均予以排除。 
本研究调查了 143 名新发白血病患者及 243 名医院对照，调查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

文化程度、吸烟、饮酒、饮茶、过敏史、肿瘤家族史、毒物接触史等。利用 SPSS18.0 软件进

行非条件分析，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在 α=0.10 水平上选入有意义的变量进入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用逐步筛选变量法筛选变量，剔除标准为 α=0.05，最后把需调整的因素及

过敏史与肿瘤家族史的乘积项代入模型，进行二者间交互作用的分析。 
结果  1.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 α=0.10 水平上有意义的因素为居住地周围污染、过敏史、肿

瘤家族史、宠物、毒物接触史。2.经多因素分析排除混杂后，过敏史、肿瘤家族史、毒物接触

史与白血病有显著正关联。其中，过敏史 OR= 1.94，95%可信区间：1.15~3.28，肿瘤家族史

OR= 2.16，95%可信区间：1.06~4.42，毒物接触史 OR= 1.85，95%可信区间：1.16~2.94。
3.过敏史与肿瘤家族史间表现为协同作用，即两因素同时存在时效应增强。RERI=13.01，AP
（AB）=81.90%，S=7.96。 
结论  过敏史、肿瘤家族史和毒物接触史是成人白血病的危险因素，且过敏史和肿瘤家族史在

诱导白血病发病方面具有协同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51 
 

医院获得性和社区获得性金葡菌的毒力蛋白通路研究 
 

何磊 刘倩 李天铭 秦娟秀 王亚楠 洪旭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金葡菌，SA）是感染人类的常见细菌，通常引起皮肤损伤，严重

时危及生命。由于耐药性的产生，金葡感染难以治疗。由于蛋白组学的结果源于细菌蛋白水平

的动态变化，对应着细菌生理形态的改变，因此蛋白组学的方法对于我们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

义。本课题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医院获得性金葡菌 ST239 型和社区获得性金葡菌 ST398 型在

毒力上存在差别，因此我们进一步运用蛋白组学方法对 ST239 和 ST398 的差异蛋白和蛋白通

路进行分析，并验证 ST239 和 ST398 各自独特蛋白通路是否发挥其不同毒力的主导因子。 
方法  首先分别选取四株 ST239 和 ST398，通过上皮细胞粘附实验和小鼠持留感染实验比较

二者粘附宿主能力的不同，通过小鼠皮肤脓肿实验比较二者毒力的不同；通过二维电泳分离以

上八株菌蛋白，并通过质谱对所分离蛋白进行鉴定，得到二者差异蛋白，String 分析得到差异

蛋白通路，进一步通过 RT-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方法验证 ST239 和 ST398 各自独特蛋白

通路中蛋白的差异。 
结果  上皮细胞粘附实验发现 ST239 比 ST398 更易粘附 A549 上皮细胞；小鼠持留感染实验

发现相同剂量下，ST239 感染的小鼠存活能力显著高于 ST398 感染的小鼠，病理切片结果显

示 ST239 感染的小鼠肾脏和脾脏中存在金葡菌病灶；小鼠皮肤脓肿实验结果显示 ST398 引起

的皮肤脓肿面积显著大于 ST239 所引起的皮肤脓肿。二者的蛋白组学差异比较发现细胞表面

蛋白在 ST239 中均高表达，而外分泌毒力因子在 ST398 中均高表达，基于 String 分析我们构

建了细胞表面蛋白调控通路（FnbpA-Spa-Can-ClfA）和外分泌毒力因子调控通路（AgrA-
AgrC-SarX-ModA）。分别选取八株 ST239 和 ST398，通过 RT-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验

证发 AgrA-AgrC-SarX-ModA 通路蛋白在 ST398 中的表达均显著高于 ST239，而 FnbpA-Spa-
Can-ClfA 通路蛋白在 ST239 中的表达均显著高于 ST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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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医院获得性金葡菌 ST239 在宿主粘附能力上显著强于社区获得性金葡菌

ST398，而 ST398 在外分泌毒力能力上显著强于 ST239，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ST239 中显著高表达的细胞表面蛋白通路及 ST398 中显著高表达的外分泌毒力因子通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52 
 

VEGF 表达与 DLL4/Notch 分子通路在卵巢癌血管增生中的

作用 
 

王洪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VEGF 和 DLL4/Notch 通路在肿瘤血管增生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检测 VEGF 和

DLL4/Notch 通路分子在卵巢癌中的表达及与临床特征关系，并探讨乏氧下 DLL4/Notch 通路

在卵巢癌血管增生中的作用及其与 VEGF 反馈作用机制。 
方法  收集病理学诊断明确的卵巢癌患者 28 例、卵巢良性肿瘤 18 例以及正常卵巢组织标本 20
例，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VEGF/VEGFR 和 DLL4/Notch 通路信号分子蛋白的表达。应用 CD34
染色评价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 
结果  VEGF、VEGFR1、DLL4、Notch1、Notch3 卵巢癌组织中的蛋白表达均高于正常卵巢

组织和卵巢良性肿瘤组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0.05）。在卵巢癌组织中，VEGFR1 与

DLL4、Notch1 与 VEGFR2 及 MVD 之间分别存在显著的相关性（P <0.05）。VEGFR2 与患

者腹水及远处转移的发生正相关（R=0.401，P=0.034) 
结论  我们的研究提示 VEGF 途径和 DLL4/Notch 途径中的 DLL4 可能是卵巢癌潜在的检测标

志物或者治疗靶点，VEGFR2 与卵巢癌的转移和浸润正相关。VEGF 与 DLL4/Notch 分子通路

分子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及预后判断可能具有一定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55 
 

女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2501 例调查 
 

李林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 2013 年和 2014 年女性高危型 HPV 感染情况，对该地区宫颈癌的预防和

疫苗的开发提供指导。 
方法  采用荧光 PCR 分型定性检测方法，对 2501 例来院就诊的女性患者或体检者宫颈分泌物

中的 13 种高危型 HPV 特异性 DNA 核酸片段进行检测。 
结果  2013 年和 2014 年高危型 HPV 总感染率分别为 14.85%(146/983)、
14.56%(221/15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0.041,P=0.839)。各年内各年龄段感染率差异亦无

统计学意义(c2  =2.916，P=0.572；c2  =6.494，P=0.165)。2013 年和 2014 年 HPV 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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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  =11.872，P=0.452)，2013 年各亚型感染频次构成比从高到

低依次为 HPV52、16、58、56、39、51、68、59、31、35、18、33、45 型，而 2014 年为

HPV52、16、58、68、18、51、56、39、31、33、59、35、45 型。 
结论  广州地区女性高危型 HPV 感染率较高，各年龄段女性均应定期进行高危型 HPV 筛查，

以预防和早期发现宫颈癌。开发新的多价疫苗或通用疫苗预防 HPV 感染，从而降低宫颈癌的

发病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56 
 

血清降钙素原定量检测对血培养预测价值的研究 
 

王露霞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定量检测在血流感染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合理使用 PCT 指

标，正确解释结果提供依据。 
方法  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012 年 1－12 月同时进行血培养与降钙素原检测的 1014 例患者

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其中有效结果 979 例，应用 ROC 曲线分析 PCT 在不同分界值（cut-
off）对血培养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值（NPV），并对其假阳

性、假阴性结果可能出现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PCT 分界值为 0.5ng/ml 时，对血培养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

为 75.0%、59.0%、28.1%和 91.7%，血培养抽血不规范、患者局部感染未导致血源播散或非

感染因素诱导的 PCT 升高是导致 PCT 对血培养阳性预测值偏低的主要原因。 
结论  在缺乏患者的了解和临床关系时，PCT 水平与微生物检测证据（血培养阳性）的相关性

没有实际意义，但可以用于排除血流感染。ＰＣＴ水平必须结合临床情况进行判读，应避免脱

离患者具体病情而进行分析，并应考虑假阳性和假阴性的可能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57 
 

肝癌患者循环 DNA 不同提取方法的比较 
 

孙朝晖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应用不同的提取方法对循环 DNA 进行提取，筛选出高效且稳定的提取方法，为研究新

的肝癌诊断方法提供依据。  
方法  采集 30 例肝癌患者血浆标本，分别应用经典的酚氯仿分离法，磁珠法，离心柱法，煮

沸高温裂解法以及经过改良后的离心柱法进行循环 DNA 的提取，采用 RT-PCR 方法进行扩

增，确认提取效果。  
结果  5 种方法从 30 例血浆样本中提取循环 DNA 含量分别为（23.83±23.39）ng/ml、
（32.91±27.42）ng/ml、（50.26±36.20）ng/ml、（38.62±31.73）ng/ml、（59.57±30.53）
ng/ml，另外，5 种方法的重复性（以 CV 计）分别为 9.2%、8.9%、6.5%、12.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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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改良后离心柱法对于肝癌患者血浆中的游离 DNA 提取效率较高，重复性较好，适用于

肝癌循环 DNA 的提取以及后续实验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64 
 

miR-206 通过靶调控 NK1R-FL 表达促进乳腺癌的生长研究 
 

周云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神经肽 P 物质与其受体 NK1R 结合影响乳腺癌的发生发展。目前发现 NK1R 有两种亚

型：全长型 NK1R-FL 和截短型 NK1R-Tr。生物学信息学研究发现 miR-206 可以靶调控

NK1R-FL 基因。本研究旨在探讨乳腺癌中 miR-206 与 NK1R-FL 的表达和调控关系，及对乳

腺癌侵袭、转移和增殖等的影响。 
方法  收集 82 对乳腺癌组织及癌旁组织，用 RT-PCR 检测组织中 NK1R-FL 和 miR-206 表

达；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NK1R-FL 在乳腺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用 RT-PCR 检测乳腺癌细胞

系 MDA-MB-231、MCF-7、T47D、SK-BR-3 和非肿瘤源性的乳腺上皮系 HBL-100 中 NK1R-
FL 和 miR-206 表达水平。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 miR-206 对 NK1R-FL 表达调控作用；

在 SK-BR-3 和 HBL-100 中转染 miR-206，在 MDA-MB-231 中转染 miR-206 inhibitors，检测

NK1R-FL 的表达水平。3. 通过检测胞内 Ins(1,4,5)P3 浓度变化和 p-ERK1/2 的改变探究 miR-
206 在 NK1R-FL 依赖细胞内信号传导中的作用。在 SK-BR-3 和 MDA-MB-231 中转染 miR-
206 mimics，验证 miR-206 对乳腺癌细胞增殖、侵袭、转移及克隆形成能力的影响。 
结果  与癌旁组织相比，乳腺癌组织 NK1R-FL 蛋白水平较低，miR-206 的表达水平较高，且

均与乳腺癌的肿瘤分期分级及淋巴结的转移相关。与 HBL-100 相比，NK1R-FL 在 MDA-MB-
231、MCF-7、T47D、SK-BR-3 表达水平较低，miR-206 的表达水平则相对增高。2.荧光素

酶报告基因实验证实 miR-206 可直接与 NK1R-FL 的 3’-UTR 区结合对其进行转录调控；在

SK-BR-3 和 HBL-100 中转染 miR-206 后 NK1R-FL 的表达下降；在 MDA-MB-231 中转染

miR-206 inhibitors 后 NK1R-FL 表达升高。3. miR-206 通过下调 NK1R-FL 的表达从而使胞内

Ins(1,4,5)P3 的水平降低，胞内 ERK1/2 的激活时间延长。4. miR-206 可通过调控 NK1R-FL
表达水平，促进乳腺癌细胞侵袭、转移、克隆形成和增殖。 
结论   miR-206 通过靶抑制 NK1R-FL 表达促进乳腺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克隆形成和增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73 
 

对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法检测梅毒特异性抗体结果正确判读

的探讨 
 

谭延国 韩强 张岩 郑芳芳 田野 李佩 聂秋燕 古媛 刘晴 王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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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用一种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法（CLEIA）检测系统筛查梅毒抗体为阳性的样本，进一

步用其它检测系统以及确认方法进行了检测和分析，以便对这些筛查阳性的结果进行正确判

读。 
方法  对 TP-CLEIA 法筛查梅毒特异性抗体为阳性的样本 85 例，用免疫印迹法（TP-WB）进

行确认的同时，采用 TPHA、微粒子化学发光法（TP-CMIA)及 TP-ELISA 同时测定，对实验

结果进一步分析和总结。 
结果  ⑴以 TP-WB 法为金标准，TP-CLEIA 法真阳性率为 36.5%，假阳性率为 61.2%；⑵ 
ROC 曲线分析显示，最佳 cutoff 值为 25.655，此时的阳性预期值为 96.42%，阴性预期值

89.47%；当 TP-CLEIA 法 S/CO<7.835 时，基本可以认为梅毒抗体为阴性，而无需进一步做

确认试验；当 S/CO>49.77 时，可以认为梅毒抗体为真阳性，而无需做确认试验；⑶可使用

TP-CMIA 和 
TP-CLEIA 法同时阳性的样本，其确认试验的真阳性率为 75%，而无漏检的情况发生。 
结论  TP-CLEIA 作为梅毒的筛查方法，存在较高的筛查假阳性率，尤其是 S/CO 水平较低

时。可以用 TP-CMIA 法辅助其结果的进一步鉴定。 
  
关键词：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实验，梅毒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微粒子化学发光法，酶联免疫

吸咐试验，免疫印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82 
 

南方听神经病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王岳彤 石玉玲 曹诚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研究听神经病（autoditory neuropathy AN）在广东耳聋人群中的分子流行病学。 
方法  收集耳聋患者静脉血样标本 362 例，选取 WFS1、OTOF 两个基因上的三个位点，利用

Taqman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Real-Time PCR,QRT-PCR）方法对其上热点突变进行基因

分型分析。 
结果  共发现 39 例含有听神经病热点突变,检出率高达 10.8%。结论：遗传性听神经并在广东

耳聋患者中占有很大比例，应将高检出率位点纳入遗传性耳聋分子病因学诊断，为 AN 的临床

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86 
 

Expression of serum PAPP-A in the evaluation of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ang Lili,Wang Chuanxin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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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pregnancy-associated plasma protein A (PAPP-A)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and its clinical relevance.  
METHODS  The expressions of serum PAPP-A were detected in 135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and 50 healthy controls.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Unfavorable outcomes including stroke recurrence, myocardial infarction or death were also 
recorded after six month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rum PAPP-A and stroke outcome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median levels of serum PAPP-A in patients were higher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 <0.05). The expressions of Serum PAPP-A were showed a progressive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stroke severity (P <0.05) and also identified as usable marker for risk 
stratification in stroke patients.  .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PAPP-A could play a potential role in the 
evaluation of ischemic stroke, especially in stroke risk stratific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698 
 

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人生长激素的现状分析 
 

谭延国 刘楠 张岩 田野 刘晴 李佩 聂秋燕 王芳 古媛 郑芳芳 王晓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探讨目前较为广泛使用的三种测定血清人生长激素（hGH）水平检测系统的可比性。  
方法  自 15 名做人生长激素激发试验患儿采集 75 份静脉血非抗凝样本（分别于激发试验前、

激发试验后 30min、60min、90min 和 120min 采集），同时使用三种化学发光检测系统

（CLEIA、ECLIA 和 CMIA）测定其血清人 hGH 水平，并计算每位患儿激发试验后各时间点

hGH 水平与其基础水平的比值（hGH-R）。 
结果  ⑴ hGH 激发试验不同时间点，任意两种检测系统之间，血清 hGH 水平除 CLEIA-CMIA
和 ECLIA-CMIA 基础水平外，均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p 均为 0.000）；⑵任意两种检测系

统之间，除基础水平、激发试验后 120min 以及 ECLIA-CMIA 间激发试验后 30min 血清 hGH
水平无显著性差异外，其余各时间点、任意两种系统间均差异显著（p<0.05）；⑶不同的时间

点，原本具有显著性差异的 hGH 水平，引入新的统计量 hGH-R 后，差异显著减小、甚至消失

了（p 由<0.05 到>0.05 或接近 0.05）；⑷只有激发试验后 90min 于任意两个系统间，以及激

发试验后 60min、90min 和 120min 于 ECLIA-CMIA 间，引入新统计量 hGH-R 后，R2 较比

hGH 绝对值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外（说明可比性增高了），其余各时间点、各检测系统之间，

R2 均较比使用 hGH 绝对值时明显减低（说明可比性降低了）。 
结论  血清 hGH 水平在不同检测系统间差异很大，虽均相关性很好，但多数情况不能通用（既

显著相关、又无统计学差异时方认为能通用）；激发试验后不同时间点 hGH-R 水平也有类似

的规律，仅部分时段、部分检测系统间该比值可以互相替代，有利于不同方法学之间的比较，

但转化为 hGH-R 后，多数情况下可比性降低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700 
 



755 
 

MicroRNA-203 is a prognostic indicator in bladder 
cancer and enhances chemosensitivity to cisplatin via 

apoptosis by targeting Bcl-w and Survivin 
 

Zhang Xin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Objective  Resistance to cis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is a major cause of treatment failure 
in advanced bladder cancer (BC) patients. There is 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microRNAs ar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BC.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function of microRNAs in predicting the effect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on BC survival and 
regulating response to cisplatin.  
Methods  RT-qPCR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iR-203 
expression in 108 tissues of BC patients receiving cisplatin-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performed in vitro studies to explore chemotherapeutic sensitivity to cisplatin in miR-203 
overexpressing BC cells.  
Results  We found miR-203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BC progression group than 
non-progression group (P<0.001). ROC curve analysis illustrated miR-203 could significantly 
distinguish progressed patients from those without progression (P<0.001), yielding an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0.839 (95% CI, 0.756-0.903). Moreover, low miR-203 expression 
correlated with shortene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of BC 
patients, and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Overexpression of miR-203 in 5637 and 
T24 BC cells could decrease cell viability, enhance cisplatin cytotoxicity, and promote 
apoptosis. Western blotting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howed Bcl-w and Survivin were 
direct downstream targets of miR-203.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inverse association 
between miR-203 and Bcl-w or Survivin expression in BC tissues (r=-0.781, -0.740, both 
P<0.001).  
Conclusion  decreased miR-203 predicts progression and poor prognosis for BC patients 
treated with cis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while miR-203 overexpression can enhance 
cisplatin sensitization by promoting apoptosis via directly targeting Bcl-w and Survivi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703 
 

基于核酸等温扩增的分子诊断新方法研究 
 

程伟
1 袁睿

1,2 丁世家
2 张玉洪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目的  研发基于核酸等温扩增和信号放大的分子检测新方法，并探索其在临床分子诊断中的应

用。 
方法  整合新的核酸等温扩增技术、DNA 纳米技术建立一系列核酸检测新方法。利用靶分子诱

导等温条件下的核酸扩增、DNA walker、DNA 纳米结构形成进而将单个的靶分子结合事件转

化为大量的报告分子；通过化学发光、荧光共振能量转移等高灵敏分析手段检测待测信号，从

而实现靶分子的高灵敏、简单快速检测。 
结果  所建立的基于核酸等温扩增的分子检测新方法具有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简单实用等优

越的分析性能。能成功用于核酸类疾病标志物如 MicroRNA、融合基因、细菌致病基因等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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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检测。与目前常规分子检测方法比较，所建立的方法无需复杂的循环控温过程、在常温条

件下即可完成分析过程。 
结论 我们所建立的一系列基于核酸等温扩增的分子检测方法具有很好的灵敏度、特异性和重

复性；能够实现核酸类 biomarker 的简单、快速分子检测。这些方法有望为临床分子诊断特别

是即时分子诊断提供新的技术支持，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708 
 

Direct serum assay for cell free Bmi-1 mRNA and its 
potentia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 for colorectal 

cancer 
 

Zhang Xin,wang Chuanxin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Cell free Bmi-1 mRNA is stably detectable in the serum/plasma, and associated 
with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some tumors. Previous methods detecting extracellular 
Bmi-1 mRNA with RNA extraction are inefficient. This study developed a novel 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PCR (RT-qPCR) approach directly applied in serum (RT-qPCR-D) to quantify 
Bmi-1 mRNA, and assessed it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potential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feasibility of RT-qPCR-D method was first analyzed in 50 serum 
samples. Then, using RT-qPCR-D method, Bmi-1 mRNA expression was validated in serum 
from an independent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87 normal colonoscopy, 76 hyperplastic polyp, 
82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68 adenoma and 158 CR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d Cox analys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its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value, respectively.  
Results  In pilot study, levels of Bmi-1 mRNA were increased in CRC serum samples 
detected by RT-qPCR-D,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results obtained by RT-qPCR. In 
validation cohort, serum Bmi-1 mRNA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CRC group and 
adenoma group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distinguishing CRC from benign colorectal diseases was 0.888 with 72.2% sensitivity and 
94.9% specificity, which superior to CEA. Bmi-1 mRNA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Cox analysis indicated Bmi-1 mRNA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overall survival.  
Conclusion  Detection of cell free Bmi-1 mRNA in serum by RT-qPCR-D is a simple and 
noninvasive approach, and may be used for CRC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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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tility of β-hCG expressing SiHa Cervical Cell Line 
on Quantifying Tumor Mass in Living Animal 

 
FU shanji1,jiang yushen2,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杭州迪安医学有限公司 

 
Background  Animal model is an essential tool for cervical cancer research, esp in cancer 
therapic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re little convenient methods to quantifying tumor mass in 
living animal. Current method is introducing tumor cells through subcutaneous way.  While 
this method works well for visually evaluating tumor growth in animals over time, it is not 
efficient for internally determining tumor growth, metastasis, or treatment effects at various 
time points. 
Objectives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transfect pCIneo-βhCG vectors into SiHa cell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β-hCG expressing SiHa cell line for monitoring tumor mass in vivo by 
determination of urinaryβhCG 
Methods  The constructs pCIneo-βhCG were amplified in   DH5α(E.coli) and extracted in 
alkaline lysis way. A mixture of 0.8μg pCIneo-βhCG DNA and 2μl of lipofectamine was 
prepared for  transfection of SiHa cells in 24-cell culture plate. After transfection, the cells 
were incubated at 37℃ for 48 hours. Cells were then passaged 1:5 into the selection 
medium containing 750μg/ml G418. Cells were grown continually for 7 days, and single-cell 
colonies were picked up and cultured in selection medium containing 200 μg/ml G418 for 
20days,  The stable transfected cell line was named SiHa-hCG. βhCG in culture medium 
was detected by Electrochemi- 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method. MTT growth curve was 
observed and invasion ability was tested by animal experiment. We injected SiHa-hCG cells 
into 15 femal BALB/c mice throμgh subcutaneous way, 5×106 each mouse. Urine were 
collected every other day. βhCG were measured and creatinine was also assayed for 
reference. UrinaryβhCG/ creatinine was used to monitor tumor growth. On the 
9th,11th,13thand 15th day,3 mice were killed each time and tumor weights were measured 
and correlated with UrinaryβhCG/ creatinine of the right day. The last 3 mice were 
chemotherapid by cisplatin. 10mg/Kg each time on the 15th day and 18th day. UrinaryβhCG/ 
creatinine were also determined every other day.We also injected SiHa cells into 3 mice, and 
collected Urine every other day and measured βhCG/ creatinine for comparison. 
Result  The concentration ofβhCG of SiHa-hCG cell culture medium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SiHa cell. Growth curve test and invasion test both showed neg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SiHa-hCG cell and SiHa cell. After injection of βhCG expressing SiHa cells, the 
value of urinary β-hCG/creatinine was increased when there is no visual detection of tumor. 
urinary β-hCG/creatinine was increased continually While the comparative group which was 
inject with SiHa cells showed no increase . urinary β-hCG/creatinine in SiHa-hCG cell tumor 
mice  had a positive linear correlation to tumor weight in (r=0.9829). After therapy by cisplatin, 
the value of urinary β-hCG/creatinine declined rapidly. 
Conclusion  We set up a new β-hCG expressing siha cervical cancer cell line for quantifying 
tumor mass in living animal. Urinary β-hCG/creatinin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umor mass 
in vivo and can monitor tumor growth sensitively, conveniently and continu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cervical cancer model which an monitor tumor grow “ real time” and offered a 
new tool for cervical cancer research.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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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HBV surface antigen mu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by Elecsys® HBsAg II assay 

 
Yan cunling1,Li zhiyan1,Gencay Mikael2 

1.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2.Roche Diagnostics International Ltd 

 
INTRODUCTION  An important requirement for a state-of-the-art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assay is the reliable detection of mutated HBsAg1-3. Paucity of data exist regarding 
the detection mutated HBsAg by HBsAg screening assays used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in 
China.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mutated surface antigen 
detection performance of the Elecsys® HBsAg II Qual (qualitative) assay using mutated 
native samples of Chinese HBV-infected patients.  
MATERIAL AND METHODS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samples (n=450) obtained from 
chronic HBV infected patients in Beijing (n=300) and Guangzhou (n=150)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sequenced for HBsAg mutations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October 2015. 
RESULTS  A total of 409 out of 450 study samples could be sequenced for HBV genotypes 
and “a” determinant region mutations. Overall 664 “a” determinant region mutations were 
observed in 409 sequenced samples . The number of distinct mutations was 193. The 
Elecsys® HBsAg II Qual assay successfully detected all “a” determinant region mutations 
(n=664) located both inside (n=384) and outside the HBsAg “a” determinant region 
(n=280). The complete spectrum of 664 distinct mutations, which included common immune 
escape associated mutations (P120T, G145R, M133L, M133T, Q129H, G130N, S143L, 
T126S, D144A and T131I) was consistently detected by the Elecsys® HBsAg II Qual 
assay. The sensitivity of the Elecsys® HBsAg II Qual assay was 100%, with a lower 95% 
confidence limit of 99.18%.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apacity of the Elecsys® HBsAg II Qual assay 
to detect chronic HBV infection is not compromised by the known spectrum of naturally 
occurring HBsAg mutations and suitable for routine diagnostic us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from Chin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786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免疫固定电泳 Ig 的型别分布规律及其与血

清 Ig 水平关系的探讨 
 

李湛 张岩 谭延国 王志阳 亢涛 李慧君 张莉 曾海清 张磊 陈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目的  探讨经免疫固定电泳分型后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MM），其单克隆免疫球蛋白（M 蛋

白）的型别分布规律，及其与血清免疫球蛋白（Ig）水平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免疫固定电泳分型的 MM 患者 312 例（不包括不分泌型）,统计各型重链和

轻链的分布情况，并总结各型别血清 Ig 水平的规律。 
结果  (1)在 312 例 MM 患者中，IgG 型 196 例（62.82%）、IgA 型 48 例（15.38%）、IgM 型

4 例（1.28%）、游离轻链型 64 例（20.51%）；（2）IgG 和 IgM 重链型 MM 患者是以 κ 轻

链为主，κ/λ 的比值分别为 1.55:1 和 3：1，而 IgA 是以 λ 轻链为主（κ/λ=0.71：1），明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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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两者；(3)血清中 IgG 型游离轻链的检出率 43.88%，显著高于 IgM 型的 25%及 IgA 型的

20.83%；（4）尿液中 IgA 型游离轻链的检出率为 70%,显著高于 IgG 型的 16.28%；（5）各

种重链型 MM 血清中相应的型别的 Ig 及轻链水平显著增高。 
结论  MM 患者中重链型以 IgG 型为主，其血清中伴游离轻链的比例明显高于 IgA 和 IgM 型，

而血清中伴有游离轻链的 IgA 型 MM 患者，尿液中更容易检测出游离轻链。由于 MM 患者的

瘤细胞相关的 Ig 异常表达，导致其它种类 Ig 表达受抑。 
多发性骨髓瘤；免疫固定电泳；特种免疫球蛋白定量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794 
 

无菌体液中多重耐药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特

点和危险因素分析 
 

孙坤玲 贾晓炯 徐绣宇 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究无菌体液中多重耐药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multidrug-resistant extended-
spectrumβ-lactamase-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MDR-ESBLs-EC）的分子流行病学特点及

感染危险因素，为临床用药和预防感染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集的无菌体液标本中，选

取 50 株多重耐药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作为病例组，并选取 100 株非多重耐药产 ESBLs 菌株

为对照组。采用 PCR 方法扩增耐药基因、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进行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并

采用卡方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患者病例资料进行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  病例组菌株对氨苄西林、头孢唑啉和复方新诺明均表现耐药，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头

孢吡肟多表现敏感，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均表现敏感；耐药基因扩增结果显示 ESBLs 类基因

以 blaCTX-M 和 blaTEM 联合表达为主；PFGE 结果显示耐药菌株间不存在克隆传播现象；危

险因素结果显示尿路感染（OR＝2.812；P＝0.038）、手术史（OR＝2.863；P＝0.017）、

引流管（OR＝2.661；P＝0.026）、喹诺酮类抗生素使用（OR＝5.995；P＝0.000）是其独

立危险因素。 
结论  建议医院加强该类细菌的监管和防控，减少相关侵入性操作，避免滥用抗生素，从而减

少多重耐药菌的传播与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814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对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效率 
 

毕小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研究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 在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辅助诊断、疗效评价和预测复发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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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50 例肺部良性病变患者，68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74 例小细胞肺癌患者。收集所

有患者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

酶(NSE)、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的测定结果。同时查阅所有患者

病情变化情况，分析针对小细胞肺癌早期诊断、疗效评断以及预测复发的最佳指标。 
结果   小细胞肺癌与肺部良性疾病血清 ProGRP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小细胞肺癌

与非小细胞肺癌血清 ProGRP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ProGRP 在诊断小细胞

肺癌中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72 ，在疗效判断与预测复发方面，血清 ProGRP 水平与影像

学检查结果提示病情变化相符率为 74.29%。  
结论  血清 proGRP 水平对于小细胞肺癌辅助诊断、疗效评价和预测复发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817 
 

雅培 I-STAT 与 GEM Premier3000 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可

比性分析 
 

李德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评价全院 30 台血气分析仪，检测指标完全符合要求的血气分析仪视为合格，可用于临

床检测，不符合要求的血气分析仪查找原因，进行校准或更换，待各项目达标后方可用于临床

检测。 
方法  将仪器分为便携式干式血气分析仪（雅培 ISTAT）和 GEM Premier3000 全自动血气分

析仪两组。采用美国实验仪器公司提供的同一批号三个水平质控物 ContrIL 9 作为比对标本，

比对评价：pH、pO2 、pCO2、iCa2+四个指标。每个项目以 CLIA’88 要求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准。每台仪器每个项目高中低三个标本均在允许范围内则该仪器视为比对合格，否则比对不合

格。以常规参加卫计委室间质评检验科 GEM 3000 血气分析仪为本次比对的标准仪器，比较

两组血气分析仪均值，观察两组比对数据的偏差。 
结果  本次比对血气分析仪共 30 台，29 台合格，合格率为 96.7%。两组血气分析仪四个比对

指标中：pH 值三个水平最接近，雅培组 pH 值三个水平均比 GEM 3000 组高；三个水平的

pO2 比较相差都较大，低水平 pO2 ISTAT 组比 GEM 3000 组高，中、高水平比 GEM 3000 组

低，与上一年度比对结果相符合；低、中水平 pCO2 ISTAT 组比 GEM 3000 组低，高水平

pCO2 ISTAT 组比 GEM 3000 组高，与上一年度比对结果相符；雅培组与检验科 GEM 3000
血气分析仪比较，低、中水平 iCa2+ ISTAT 组比 GEM 3000 组均偏低，与上一年度比对结果

相符。 
结论  对检测项目偏差较大的仪器应进行校正后，各项目比对合格后方可用于临床检测。雅培

I-STAT 与 GEM Premier3000 血气分析仪检测血气分析仪检测患者样本结果具有一定的差

异，临床收到不同品牌仪器报告时需注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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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on-λ1 suppresses invasion and enhances 
autophagy in  human osteosarcoma cell 

 
Gao Dongmei1,2,Wen He1,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Hefei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type III IFN can 
modulate the autophagic response in human osteosarcoma cell. 
Methods  Human osteosarcoma cell were treated with Interferon-λ1. We investigated that 
Interferon-λ1could inhibit the invasive ability of osteosarcoma cells by Matrigel invasion 
assay. Autophagy were assessed by acridine  orange  staining, MDC staining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Interferon-λ1 could inhibit the invasive ability of 
osteosarcoma cells. Acridine orange staining and MDC staining showed that Interferon-λ1 
triggered the accumulation of acidic vesicular and autolysosomes in osteosarcoma cell. The 
acridine orange osteosarcoma cell ratios were 3.6±0.5%, 4.5±0.8%, and 
12.4±1.7%  after treatment with 1, 10, and 100 ng/mL Interferon-λ1 for 48 h. 
Osteosarcoma cell cells treated with 100 ng/mL Interferon-λ1 for 48 h 
developed autophagosome-lik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single- or double-
membrane vacuoles containing intact and degraded cellular debris.  
Conclusions  Interferon-λ1 could inhibit the invasive ability of osteosarcoma cells. 
Autophagy can be induced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by treatment with Interferon-λ1 
in osteosarcoma cel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840 
 

Υ-干扰素释放试验在综合医院中结核感染检查的临床应用价

值 
 

杨琴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检验科 257034 

 
多数非结核杆菌中普遍缺失的 RD1 区编码的 ESAT-6 和 CFP-10 蛋白作为特异性刺激剂,通过

体外刺激特异性淋巴细胞后释放的特异性细胞因子进行定量检测。试剂：海口 VTI 生物研究院

基于 γ 干扰素释放分析技术研发出的国内首款体外细胞免疫诊断试剂.  
结果  本研究总结了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应用?-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s）对临床

可疑患者进行 A.TB 检测。通过诊断结核感染的数据,分析并比较不同科室的阳性率，评价

A.TB 的临床应用。2015 年 2 月-2016 年 5 月共检测病例 1236 例，其中呼吸科患者 695 例，

重症医学科患者 151 例，风湿免疫科患者 124 例，感染科患者 120 例，其他科室患者 138
例，本院人员 8 例。在 1236 例患者中，A.TB 检测阳性 347 例，阳性率 28.4%，各科的阳性

患者分布为感染科患者阳性 121 例，阳性率 35.0%；其它科室患者阳性 34 例，阳性率 10%；

呼吸科阳性 142 例，阳性率 41%；风湿免疫科患者阳目的：在综合医院门诊或住院的结核病

疑似患者中诊断结核感染，对于控制和消除结核病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应用新的方法即

A.TB 检测法（?-干扰素释放试验）进行对患者检测，发现该方法特异性强，简单、快捷，对

排除结核病及结核感染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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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干扰素释放试验（Interferon gamma release assays，IGRAs）。该方法选用在卡介苗

和大性 35 例，阳性率 10%；重症病房科患者阳性 15 例，阳性率 4%。  
结论  干扰素释放试验是近年来结核诊断最重大的进步之一，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制定了

IGRAs 诊断结核感染的应用指南。2010 年以来，IGRAs 产品逐渐在我国应用与临床，也有一

定数量的研究发表。但是，当前的研究都专注于报道 IGRAs 的准确性，缺乏综合医院的临床

应用总结。使用 A.TB 进行结核感染检测，阳性率显著低于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uberculin 
skin test，TST）结果，显示了 IGRAs 较高的特异性。比较不同科室的阳性率，感染科和呼吸

科显著高于其他科室，这与结核感染病例选择就医的科室一致，显示了 A.TB 阳性率与结核接

触程度的相关性。A.TB 检测是一种简便，准确性高的结核感染检测方法，对于临床结核病辅

助诊断、结核感染筛查等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849 
 

Cella Vision DM96 全自动阅片机白细胞分类的肿瘤临床应用

研究 
 

王晓燕 王旭 张鹏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 Cella Vision DM96 全自动阅片机在肿瘤专科医院应用的价值。 
方法  在常规检测标本中随机选择推片镜检的 299 例抗凝血标本，采集 Sysmex XE-5000 全自

动血液分析仪检测的白细胞五分类结果，运用线性回归方法与 DM96 自动阅片后人工审核的五

分类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以人工分类法作为参考方法对 DM96 分类数据进行评价。 
结果  在各类推片复检规则中，标本白细胞数越低，XE-5000 和 DM96 两种方法的相关性越

低；有白细胞异常直方图和原始细胞出现时，两者的相关性较低，但此时人工镜检分类结果与

DM96 的相关性很好；未成熟粒细胞的出现对二者相关性无明显影响。 
结论  肿瘤医院血常规检测标本普遍异常，常见白细胞数升高或降低，而且异常细胞多见，干

扰 XE-5000 等自动血液分析仪的检测，经验证 DM96 可以纠正这些错误，让检测结果更清

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852 
 

Elevated Interleukin-35 in colorectal cancer correlated 
with tumor metastasis 

 
Ma Yanhui,Xie Guohua,Zhou Yuanlan,Yue Chaoyan,Shen Liso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Xinhu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092 

 
        IL-35 is a novel heterodimeric and inhibitory cytokine belonging to the IL-12 family, 
comprised of an Interleukin-12 subunit (p35) alpha and an EBV-induced gene 3 (EBI3). IL-35 
was reported to be produced from a wide range of cell types, especially by regulatory T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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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 exert immunosuppression via downstream STATx signaling pathway.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that IL-35 expression elevated both in serum and tumor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Increased IL-35 expressions in tumor adjacent tissu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umor metastasis significantly 
and IL-35 mainly expressed in CD4+T cell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and adjacent tissues. 
To determine the roles of IL-35 on immune response, we purified CD4+ CD25-T and 
incubated with IL-35. Results showed IL-35 inhibited the CD4+CD25- T effector proliferation 
in vitro, and the suppression could be restored using IL-35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hus, our 
study indicates high IL-35 level in colorectal cancer promoted its production to suppress the 
T cell proliferation in the tumor immunit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856 
 

应用 Cleanert PAX96 孔板快速萃取血清中叶酸及 5-甲基四

氢叶酸 
 

覃素姿 王宛 陈小华 
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 300462 

 
目的  叶酸是具有喋酰古氨酸分子结构的一类化合物的总称。叶酸除了与巨幼红细胞性贫血有

关以外，还与神经管畸形、某些癌症(如结肠癌)、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儿童智力低下有关。因此

快速、准确地测定人组织中的叶酸，对于预防、诊断和治疗由叶酸引起的疾病都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本文应用 CleanertPAX 96 孔板对血清样品进行快速萃取净化并用 LC-MS/MS 进行定量

分析。 
方法  试验中检测仪器为 LC-MS/MS，API4000+。目标物在 Venusil MP C18(2)进行分离分

析，流动相为 0.1%甲酸水，0.1%甲酸甲醇，采用梯度洗脱。叶酸离子对为 442.4/295.1（定

量离子对），442.4/175.9；5-甲基四氢叶酸离子对为 460.3/313.2（定量离子对），

460.3/193.6。样品处理方法采用固相萃取技术（SPE），SPE 净化柱为 Cleanert PAX 96 孔

板。试验中取 400 μL 血清至 2 mL 离心管中，加入 400 μL 水溶液，振荡混匀 2min，待用

Cleanert PAX 进行净化；依次采用 1mL 甲醇，500μL 水，500μL 水（含抗氧化剂）活化 SPE
柱；再将预混合好的 800 μL 溶液上样，流出液弃去； 再依次用 500μL 0.1%甲酸水溶液（含

抗氧化剂），250 μL 甲醇（含抗氧化剂）淋洗 SPE 柱，淋洗液弃去；最后，使用 500ul 2% 
甲酸甲醇进行 SPE 柱洗脱，收集洗脱液；将洗脱液在 37℃下温和氮吹干，使用 100μL 水再溶

解，检测。  
结果  血清样品中大量蛋白质与磷脂等内源性物质的基质效应对 LC-MS/MS 分析会产生干扰，

因此需对血清样品进行萃取净化。经过 Cleanert PAX 处理后，蛋白质和磷脂的干扰基本消

除，分别对浓度为 1ng/mL、5ng/mL、20ng/mL 的血清加标样品进行检测，加标回收率范围为

89.6%-105.8%，RSD＜10.2%；在本实验进行后加标检测，结果表明基质效应因子＜9%；叶

酸、5-甲基四氢叶酸的最低定量浓度分别为 0.05ng/mL、0.08ng/mL。 
结论  本文采用 Cleanert PAX 96 孔板对血清中叶酸及 5-甲基四氢叶酸进行预萃取净化，并用

LC-MS/MS 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Cleanert PAX 板可有效消除基质效应，实验方法具有良

好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可应用于血清中叶酸及其代谢物的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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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887 
 

The change of IL-11 expressions in breast cancer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tumor hypoxia 

microenvironment 
 

ren li,liu yahu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300060 

 
Objective  Interleukin-11(IL-11), a member of the IL-6 family of cytokines, is found 
expressed abnormal in human 
cancer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oxia and IL-11 and the functional role of IL-
11 in human breast cancer are little understood.  So we want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L-11 
and hypoxic microenvironment in breast cancer and IL-11 in human breast cancer,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 of IL-11mRNA and IL-11 protein 
i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s in culture normoxic and hypoxic conditions; 66 cases serum and 
clinical data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IL-11 protein were determined; HIF-1α,IL-11 and CA-IX expression were measured in 
breast cancer tissue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HIF-
1α was downregulated by siRNA in MDA-MB-231 cells, IL-11mRNA was detected by qRT-
PCR assay   
Results  we found the level of IL-11 mRNA and the secretion protein level of IL-11 were 
increased in hypoxic 
condition groups compared with normoxic condition groups in MCF-7(non-metastatic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DA-MB-453(low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and MDA-MB-231(hig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especially in MDA-MB-231. Meanwhile, the expression of 
IL-11 was induced by hypoxia in a time-dependent pattern. We also found the mRNA levels 
of hypoxia-inducable factor-1α(HIF-1α) and IL-11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MDA-MB-
231 cells incubated in hypoxia condition for 24 hours compared to normoxia condition. 
Additionally, silencing 
of HIF-1α dramatically abrogated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IL-11 mediated by hypoxia. 
The serum level of IL-11 in advanced tumors(stage: III-IV)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early 
tumors(stage: I-II)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increased level of IL-11 was 
demonstrated in the serum of patients with node-positive, high-grade and elevated level of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breast cancer. In paraffin-embedded specimens with breast 
cancer, we discovered IL-11 expression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HIF-1α expression and 
the coexpression and colocalization of CA-IX and IL-11. 
Conclusion   IL-11 is a novel hypoxia-inducible and HIF-1α-regulated gene i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elevated IL-11 level may contribute to the potential malignant features 
in hypoxic breast cancer cell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912 
 

血标本保存时间和温度对 γ-干扰素释放试验结果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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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全血标本采集后放置不同时间和温度对 γ-干扰素释放实验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疑似肺结核患者 60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其中 30 例患者的全

血标本放置于常温（22℃-25℃）下 4 h、8 h、12 h、24 h 后血浆中 γ-干扰素释放量，并检测

另 30 例疑似肺结核患者的全血标本在常温（22℃-25℃）放置 4h 和在 4℃放置 4h 后 γ-干扰

素的释放量，各组间差异的比较应用 Mann – Whitney U 检验进行统计，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标本常温（22℃-25℃）放置 8 h 血浆中 γ-干扰素释放量(67.705 ± 88.581 pg/ml)与放置

4 h(69.979 ± 96.425 pg/ml)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 0.05），阳性率无明显变化（46.7% vs 
46.7%）；标本常温（22℃-25℃）放置 12 h 血浆中 γ-干扰素释放量(61.791 ± 85.997 pg/ml)
与放置 4 h (69.979 ± 96.425 pg/ml)比较明显降低并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阳性率明显

下降（40.0% vs 46.7%）；标本常温（22℃-25℃）放置 24 h 血浆中 γ-干扰素释放量(50.847 
± 70.910 pg/ml)与放置 4 h(69.979 ± 96.425 pg/ml)比较明显降低并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阳性率明显下降（33.3% vs 46.7%）；标本 4℃放置 4 h 血浆中 γ-干扰素释放

量(32.064 ± 77.077 pg/ml)和常温（22℃-25℃）放置 4 h(71.410 ± 84.397 pg/ml)比较明显降

低并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阳性率明显下降（26.7% vs 40.0%）。 
结论 标本采集后放置不同时间和温度是影响 γ-干扰素释放释放实验结果的两个重要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931 
 

高尿酸血症及合并高脂血症者颈动脉 
 

李慧 韩璐 申黎艳 吴国才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通过探讨高尿酸血症及合并高脂血症对动脉硬化中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的影响，

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为早期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寻找更为积极有效的方法。 
方法 选择年龄＞40 岁的高尿酸血症患者 78 例(男 52 例，女 26 例)，其中单纯高尿酸血症患者

50 例为 UA-1 组，高尿酸血症合并高脂血症病患者 28 例为 UA-2 组；同时选择同期来我院的

健康体检者(无高脂血症、血尿酸正常) 30 例为正常对照组(CON 组)，其中男 21 例，女 9 例。

观察各组间体重指数(BMI)、腰臀比(WHR)、收缩压(SBP)、舒张压(DBP)情况；采用尿酸酶-
过氧化酶法测定血尿酸(UA)；测定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
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等指标。应用 HP5500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测定 CIMT。 
结果 单纯高尿酸血症患者的 CIMT 增厚，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尿酸

血症合并高脂血症时 CIMT 明显增厚，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1)；高尿酸血症

组内比较，UA-2 组的 CIMT 明显高于 UA-1 组(p＜0.05)；偏相关分析表明，在校正了年龄、

性别、SBP、DBP 后，高尿酸血症患者 UA 水平与 CIMT 呈正相关；在逐步回归分析中，或以

UA 为因变量， BMI、CIMT 进入方程，或以 CIMT 为因变量，年龄、SBP、UA 进入方程，均

表明 UA 与 CIMT 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结论 单纯高尿酸血症患者 CIMT 增加，提示血尿酸升高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

素；高尿酸血症合并高脂血症时 CIMT 进一步增加，提示当高尿酸血症伴高脂血症存在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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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可进一步加快、加重；降低血尿酸水平有望使 CIMT 减小，从而减少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对早期动脉粥样硬化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954 
 

常见临床标本的病原菌谱变化及耐药趋势分析 
 

王淑玉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了解抗生素使用逐步规范后病原菌谱及耐药性的变化，为临床选用抗生素提供更合理的

依据。  
方法 由 VITEK-2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对临床阳性标本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采用

WHONET5.6 和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在 13576 份临床标本中，革兰氏阴性杆菌占 70.4%，革兰氏阳性菌占 24.4%。两年间革

兰阴性菌有下降趋势（p<0.05)，革兰阳性菌无显著差异（p>0.05）。排名前五位细菌分别为

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其中铜绿假单

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对妥布霉素、头孢曲松、庆大霉素、环丙沙星、妥布霉素、左氟沙星、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硫霉素等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升高明显（p<0.05)。大肠埃希菌、肺炎克

雷伯菌对妥布霉素、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等的敏感性增高明显（p<0.05)。金黄色葡萄球菌对

各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无明显变化（p>0.05)。 
结论 本院部分病原菌谱及对部分抗生素的耐药性发生改变，临床应根据菌谱及细菌对抗生素

的敏感性的变化，合理选用抗生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8978 
 

血清 NGAL、CysC、Cr 和 BUN 检测对高血压肾病的 早期

诊断价值 
 

孙树凯 翟玉娥 马金龙 岳康 赵鹏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555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胱抑素 C（CysC）、肌酐（Cr）
和尿素氮（BUN）联合检测对高血压肾病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189 例高血压肾病患者均来自我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根据肾小球滤过率(eGFR)分成

三组：高血压Ⅰ组、高血压Ⅱ组和高血压Ⅲ组。另从健康查体中心随机选取 107 例健康人作为

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空腹采血，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中 NGAL 水平，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其血清中 CysC、Cr 和 BUN 水平，绘制 ROC 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curve，AUC)，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各指标与 eGFR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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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高血压Ⅱ组和高血压Ⅲ组肾损伤患者血清 NGAL、CysC、Cr 和 BUN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

对照组(P<0.05 或 P<0.01)。NGAL、CysC、Cr 和 BUN 诊断高血压肾病 AUC 分别为 0.873、
0.857、0.824 和 0.791。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 NGAL、CysC、Cr 和 BUN 水平

与 eGFR 均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836、-0.793、-0.762 和-0.683，均 P<0.01）。NGAL、
CysC、Cr 和 BUN 检测诊断高血压肾病的阳性率分别为 69.8%、65.6%、52.3%和 54.4%，

联合检测 NGAL、CysC、Cr 和 BUN 诊断高血压肾病的阳性率可达 80.9%。 
结论 血清 NGAL 和 CysC 检测对高血压肾早期损伤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血清 NGAL、
CysC、Cr 和 BUN 联合检测有助于高血压肾病的早期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14 
 

731 例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瘤状病毒基因分型及其感染部位

的相关性研究 
 

孙孟炎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探讨尖锐湿疣（CA）患者人乳头瘤状病毒（HPV）基因分型及其与感染部位的相关性。 
方法  对 731 例 CA 患者病损组织或宫颈脱落细胞提取 HPVDNA，应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其基

因型别，并分析患者临床感染部位资料。 
结果  731 例尖锐湿疣患者的组织或分泌物标本，HPV 总阳性率为 89.19％。HPV 亚型：379
例低危型构成中，HPV6、11、42、43、44 型依次为 49.60％、47.76％、1.85％、0.53％、

0.26％。273 例高危亚型构成中， HPV16、18、31、33、35、45、51、58 型依次为

32.60％、35.53％、8.42％、4.39％、7.32％、6.59％、2.94％、2.20％。HPV 多重感染：

652 例阳性标本中，单一基因型感染占 70.40％，二重感染占 18.10％,三重感染占 5.85％，四

重感染占 3.83％,五重感染及以上占 1.84％。HPV 感染部位：感染冠状沟的 HPV 亚型依次是

HPV6、11、18、16 型；感染尿道口的 HPV 亚型依次是 HPV11、6、16、18 型；感染肛周部

位的 HPV 亚型依次为 HPV11、6、16、18 型；感染外阴部位的 HPV 亚型依次为 HPV6、
11、16、18 型；感染宫颈部位的 HPV 亚型依次为 HPV16、18、6、11 型。 
结论  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以单一 6、11 型为主,16、18 高危亚型在官颈处感染率

高于其它处，并且表现为多重感染；HPV 基因亚型与感染部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20 
 

胸腺五肽联合替比夫定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 
 

孙孟炎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研究胸腺五肽联合替比夫定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及患者血清 IL-10、IFN-γ 水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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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9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服用替比夫定治疗,观察组在

替比夫定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用胸腺五肽治疗。疗程均为 24 周。分别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4 周、

12 周、24 周时 ALT、HBVDNA、IL-10、IFN-γ 的变化。 
结果治疗 12 周、24 周时观察组患者 ALT、HBVDNA 的复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IFN-γ
含量从第 4 周开始出现明显上升,而 IL-10 表现为从第 4 周起持续下降。 
结论 胸腺五肽联合替比夫定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近期疗效显著,主要作用机制为抑制 HBV 复

制,改善肝功能和改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IFN-γ、IL-10 水平失衡,有助于慢性乙型肝炎感染

者免疫力的恢复。 更多还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22 
 

联合检测 DD、FIB 和随机尿蛋白/肌酐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

的意义 
 

孙岩 艾静 
天津公安医院 300042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 DD、FIB 和随机尿蛋白/肌酐在糖尿病肾病早 
期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选择 2 型糖尿病患者 113 例，根据 24h 尿蛋白排泄率(UAER)分为单纯糖尿病组(单纯 
DM 组)39 例，早期糖尿病肾病组(DN1 组)37 例，临床糖尿病肾病组(DN2 组)37 例，另选健康

体检者 34 例做为对照组。检测各组的血浆 FIB、DD 及随机尿蛋白/肌酐，并进行组间比

较;24hUAER 与 Up/Ugcr、FIB、DD 做直线相关分析。 
结果 三组 DN 患者 24hUAER 、Up/Ugcr、FIB 及 DD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水平升高，差别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5);DN1 组、DN2 组显著高于 DM 组(P ＜0.05)，DN2 组与 DN1 组相比

亦明显升高(P ＜0.05)。直线相关分析显示 UP/Ugcr、FIB 及 DD 与 UAER 均呈正相关(r 分别

为 0.8729，0.6785，0.8453，P 均 ＜0.05),且 3 项联合检测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单项检测。 
结论 联合检测血 DD、FIB、UP/Ugcr 水平对糖尿病微血管病的发展及糖尿病肾病有早期诊断

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32 
 

四种肿瘤标志物诊断乳腺癌的价值探讨 
 

王淑玉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比较并评价多项肿瘤标志物在乳腺癌诊断中的敏感性,提高乳腺癌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  200 例受试者中查体健康者 50 例(正常组),乳腺增生患者 50 例(增生组),乳腺癌患者 100
例(乳腺癌组)。均行组织特异性多肽抗原(TPS)、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25(CA125)和糖

类抗原 153(CA153)水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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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乳腺癌组四项标志物水平均明显高于增生组和正常组,P 均<0.05;增生组与正常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TPS 对乳腺癌诊断的敏感度为 80.0%,特异性为 88.0%;CEA 敏感度为

40.7%,特异性为 86.0%;CA125 敏感度为 15.3%,特异性为 80.0%;CA153 敏感度为 64.7%,特异

性为 94.0%。 
结论 在乳腺癌的诊断中 TPS 和 CA153 的价值较大;且两者在敏感度和特异性方面有一定互补

性。 更多还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52 
 

实时荧光 PCR 法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检验中的诊断价值研

究 
 

古旭东 薛春玲 汪云霞 徐少恋 
河源市人民医院 517000 

 
目的 探讨实时荧光 PCR 法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检验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96 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者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通过实

时荧光 PCR 及二代杂交式捕获法（HCⅡ）检测患者样本，分析患者临床病理结果，比较两组

方法不同宫颈病变 HPV 检出率及 HPV 阳性检出率分差异； 
结果 PCR 对宫颈上皮内瘤变 HPV 检出率为 93.8%稍高于 HC II87.5%，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PCR 对慢性宫颈炎及鳞状上皮病变 HPV 检出率为 64.3%显著高于 HC II35.7%，

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PCR 对 HPV 阳性检出率为 71.9%(69/96)高于 HC II62.5%
（60/96），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PCR、HC II 检测方法总符合率为 82.3%
（79/96),在（CIN II 级及 III 级患者中上述两种方法与病理结果相关性较好（r2=0.953),同时

PCR 检测的特异性与灵敏性显著高于 HC II，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实时荧光 PCR 法对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诊断效果好，其对 HPV 特异性及灵敏性均较

高，与病理结果的相关性较好，值得临床选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56 
 

不同年龄段儿童手足口发病免疫细胞变化特点的研究 
 

蒋玉红 迟昆 
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探索不同年龄段儿童手足口发病的免疫细胞变化的特点。 
方法 收集 1090 名不同年龄段手足口病（HFMD）患儿 EDTA 抗凝外周血，经破红处理后分别

加入 CD3、CD4、CD8、CD19 及 CD16/CD56 五种荧光单抗对细胞进行标记，流式细胞仪对

CD3+、CD4+、CD8+、CD19+及 CD16+CD56+细胞含量进行分析。将患儿分为 0-0.5y、
0.5-5y、5-12y 三组，使用 SPSS 19.0 分析软件对三组患儿 5 种细胞含量不同范围的构成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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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对细胞含量的升降幅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确定不同年龄组患儿的免疫细胞变化特

点。 
结果 0.5-5y 组患儿的比例为 89.08%，为 HFMD 高发组；该年龄段患儿 CD3+、CD4+及 NK
细胞含量降低比例、CD19+细胞含量增高比例较其他年龄组患儿更为显著（p<0.0167），且

该年龄段患儿 CD3+细胞含量降低的幅度及 CD19+细胞含量增高的幅度较其他年龄段也有明

显差异（p<0.05）。 
结论 0.5-5yHFMD 患儿免疫细胞含量升降比例和幅度的变化更为显著，该变化是病情严重程

度的免疫指标；提示临床加强该年龄段患者的免疫功能监控，调节免疫平衡，及早加强预防，

从而改善患儿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60 
 

ELISA 方法检测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 的临床价值 
 

杨雪芳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HER2 基因扩增和 HER2 蛋白过表达是乳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分子标志，是临床指导靶

向 HER2 治疗的标准。肿瘤细胞中 HER2 蛋白胞外域经蛋白酶裂解脱落入血，血清中 HER2
水平改变可以用于监测乳腺癌的进展和治疗疗效。本研究旨在分析血清 HER2 水平与乳腺癌组

织 HER2 表达状态的相关性，并探讨血清 HER2 水平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以评价其潜在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分别采用 ELISA 和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70 例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 水平和肿瘤组织

HER2 表达状态，Spearmen 秩相关分析二者的相关性，X2 检验分析血清 HER2 与临床病理

因素的关系。 
结果  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 水平和组织 HER2 表达呈正相关（r =0.686，P <0.001）；肿瘤

直径大于 2 cm 患者血清 HER2 水平高于小于等于 2 cm 患者（X2=9.071，P =0.030）；临床

II~III 期患者血清 HER2 水平高于 I 期患者（X2=9.001，P=0.030）；ER 阴性患者血清 HER2
水平高于 ER 阳性患者（X2=16.307，P<0.001）；PR 阴性患者血清 HER2 水平高于 PR 阳性

患者（X2=16.164，P<0.001），而血清 HER2 水平在不同患者年龄、组织学分级和淋巴结状

态等临床病理因素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 水平可以反应肿瘤组织 HER2 表达状态，其水平升高提示乳腺癌

恶性程度高、预后差，是潜在的乳腺癌预后预测和疗效监测的血清学标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71 
 

The Relative Counts of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 
Subsets in Breast Cancer 

 
Han Yueti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3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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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counts of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 
subsets/the immunohistochemical molecular subtyping and the clinical pathologic finding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Method  The relative counts of T, B, and NK cells were performed by flow cytometry in 247 
patients with breast tumors. The level of ER, Ki67 and Her-2 via expression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Th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s were found to have lower CD3 and CD4, while 
higher CD19 expression than patients with benign breast tumors. No difference in 
CD4+/CD8+ ratios was found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beast neoplasm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CD4/CD8 ratio include age more than 50, menopause or not, and giving birth 
more than twice or not. Patients with invasive carcinoma and over the age of 50, in 
menopause, or with invasive cancers larger than 2cm, were found to have higher NK levels 
than patients younger than 50, not in menopause, or with invasive cancers smaller than 2 cm. 
Fewer CD3+ T cells were seen in patients with Ki-67 >=14% or TNBC than in patient with 
<14% Ki-67 or with luminal B. The CD3+ T cells were 1.5 fold higher in Her-2 positive 
patients than in Her-2 negative patients. Lower CD4+ count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seen in 
patients ER+, Her-2+ with Ki-67>14%, or with TNBCN subtypes, than patients that were ER-, 
Her-2-, with Ki-67 <14%, or with luminal B subtypes. On the contrary, higher CD8+ counts 
was more often seen in patients that were ER-, Her-2-, or with TNBC subtypes, than in 
patients that were ER+, Her-2+, or with luminal B subtypes. Finally, higher CD19+ counts 
were more common in patients that were ER- or with TNBC subtypes than patients that were 
ER+ or with luminal B subtypes.    
Conclusion  The relative counts of lymphocytes subtypes are different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ER, Her-2 level or pathologic subtypes. ER- and triple negative 
patients tend to show more malignant cancer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72 
 

儿科细菌感染性疾病检测血清前白蛋白水平分析 
 

李桂霞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分析前白蛋白(PA)在儿科细菌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检测 90 例细菌感染性疾病患儿和 86 例健康体检儿童的血清标

本中 PA 含量,同时对全血样本中的白细胞(WBC)进行计数,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实验组 WBC 结果高于正常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或高度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血清 PA 水平低于正常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验组经 1 个疗程治疗

后 PA 明显升高,WBC 降低明显。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或高度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 
结论  血清 PA 检测有助于儿科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疗效观察,对炎症和组织损伤的鉴别诊

断、疗效观察、病情监测和预后判断等方面均有重要临床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更多还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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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al BRCA1 rs799917 genetic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gastric cancer risk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li guixia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BRCA1 is a crucial tumor suppressor which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maintaining genomic 
stability and integrity. Accumulated evidence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is frequent 
chromosome loss of BRCA1 or significant BRCA1 down-regulation via hypermethylation of 
its promoter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specimens, highlighting the tumor-suppressing function 
of BRCA1 in gastric carcinogenesis. There is anrs799917 T>C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located in the BRCA1 coding sequence (CDS). This SNP can disturb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RCA1 mRNA and miR-638 and result i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RCA1 expression among carriers of rs799917C allele.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s799917 and gastric cancer risk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using a 
case-control design. A total of 660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nd 800 controls were enrolled 
and genotyped. Odds ratios (ORs) and 95 %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were calculat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We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ith the rs799917 CT genotyp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gastriccancer risk (OR?=?1.81, 95 % CI?=?1.28-2.56; 
P?=?0.001). Individuals having the rs799917 CC genotype had an OR of 1.40 (95 % 
CI?=?1.17-1.68; P?=?2.2?×?10(-4)) for developing gastric cancer,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 
having the rs799917 TT genotype. However, stratified analyses did not find any evident 
gene-covariates interaction. Our results for the first time indicate that the functional BRCA1 
rs799917polymorphism contributes to gastric cancer susceptibilit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83 
 

859 株血液感染革兰阴性杆菌耐药性分析 
 

李娟 郭淑丽 西丽娜依 祁晓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血流感染患者常见的革兰阴性杆菌分布及耐药特点，为临床治疗提供参

考。 
方法  采用 Bact/Alert3D 及 BST/MDS100 全自动血培养仪及其配套的血培养瓶；微生物分析

仪 VITEK  2 Compact 进行细菌鉴定，药敏试验采用 VITEK-GNS 药敏卡及 Kirby-Bauer 法。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药敏试验采用 2013 年 CLSI[2]。 
结果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血培养标本 11200 份，分离病原菌 1 430 株，培养阳性率为

12.8%，革兰阴性杆菌 859 株（60.1%），真菌 48 株（3.4%）；859 株革兰阴性杆菌中大肠

埃希菌 365 株（25.5%）、克雷伯菌属 158 株（11.0%）检出率最高,发现对碳青霉烯类（亚

胺培南和美罗培南）2 株耐药、2 株中介的肺炎克雷伯菌；未发现对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株。检

出马尔他布鲁氏菌 110 株（7.7%）；检出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此菌是生物危害极强的高致

病性病原体，也要引起临床医师的高度重视。鲍曼不动杆菌对多数抗菌药物耐药率均〉70%，

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已超过 85%。沙门氏菌 26 株，除氨苄西林，其他抗菌药物耐药率都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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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院住院患者血流感染主要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出现多耐药乃至泛耐药的特点，因而

应及时了解血培养结果，缩短诊断时间，提高菌血症的诊断率，合理用药，同时加强医院的感

染监控，动态监测耐药菌的变迁尤为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094 
 

Human serum albumin variants in China：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Lin Min1,Zheng Xiangbin1,Wu Jiao-ren 1,Han Zhi-jun 2,Lin Fen 1,Zhong Tian-yu3,Zhan Xiao-fen1,Wang Jun-
li4,Yang Hui1,5,Wang Yan2,Ma Zhan-zhong6,Zhang Qin 7,Wang Chun-fang 4,Wen Ying-Fang 8,Liu Gui-rong 

8,Luo Zhao-yun1,Pan Mei-chen 9,Cai Ying-mu9,Yang Hui-Tian 1,Hu Rong 3,Yang Li-ye1 
1.Chaozhou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Wuxi No.2 People’s Hospital 
3.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annan Medical University 

4.Hospital of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5.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6.Yuebei People's Hospital 
7.People’s Hospital of Yunan Province 

8.Meixian People’s Hospital 
9.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Background  Bisalbuminemia can be a hereditary or acquired abnormality, characterized by 
the double band of albumin (ALB) compositions on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SPE). The 
research interest of inherited bisalbuminemia has centered mainly on human genetics and 
anthropology studies. Its frequency and type changes considerably among different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ethnic groups.  
Objective  To study 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ALB variants in Chinese. 
Methods  71,053 unrelated subjects from five provinces in southern China were enrolled in 
our ALB variants screening. The screening was performed by cellulose acetate 
electrophoresis at pH 8.6. The mutations of the ALB variants were confirmed by PCR-DNA 
sequencing.  
Results  The average incidence of inherited bisalbuminemia in southern Chinese population 
was 0.0267% (19/71,053). 13 cases showed slow genetic variants and 6 cases showed fast 
genetic variants by cellulose acetate electrophoresis. Four types of ALB variant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proalbumin Lille (p.Arg23His), albumin Castel di Sangro 
(p.Lys560Glu), albumin Fukuoka-1 (p.Asp587Asn) and a novel ALB Wuxi (p.Lys562Glu). 
The gene frequency in Wuxi region (1.263%, 13/10297)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regions investigated. 90.9% (10/11) of proalbumin Lille was also found in Wuxi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Conclusions  Our study was the first report to describe a detailed prevalenc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ALB variants in China. Comparison with other areas of China, 
Wuxi had a unique and novel pattern of ALB variant, and it also has the highest prevalence 
of proalbumin Lill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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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resisntance mechanisms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NDM-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An Jingna1,2,Guo Ling1,Zhou Lin1,Ma Yanning1,Luo Yanping1,Tao chuanmin2,Yang Jiyong1 

1.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produce NDM is a major mechanism of resistance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to β-lactam antibiotics, including the carbapenem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sisntance mechanisms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NDM-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isolated from the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Material and methods All clinical Enterobacteriaceae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4000-
bed tertiary-care hospital and identified by VITEK® MS (bioMérieux SA, Marcy-l'Etoile, 
France). The isolates that exhibited non-susceptibility to carbapenems were screened for 
blaNDM by PCR and sequencing. The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including cefotaxime, cefepime, piperacillin-tazobactam, imipenem, 
meropenem, ertapenem, amikacin and levofloxacin were determined by E-
test (AB bioMérieux, Solna, Sweden). Pulse-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genetic relatedness and sequence 
types (STs). Conjugation experiment, sequencing, S1-PFGE and Southern blot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blaNDM-carrying plasmids. E. coli ATCC 25922 was used as the quality control 
strain for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The Salmonella ser. Braenderup strain H9812 
was used as a reference standard for PFGE. Sodium azide resistant E.coli J53 was used as 
the recipient for conjugation experiment. 
Results  From 2014 to 2015, 7064 Enterobacteriaceae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with 397 
resistant to carbapenems. Among these, a total of 51 non-duplicated Enterobacteriaceae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to produce NDM, including 22 Escherichia coli, 10 Klebsiella 
pneumoniae, 9 Enterobacter cloacae, 2 E. aerogenes, 3 Providencia rettgeri, 1 K. oxytoca, 1 
Proteus mirabilis, 1 Citrobacter freundii, 1 C.widmanstaten and 1 Raoultella planticola. All the 
NDM-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patients coming from 14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Hebei, Beijing, Henan, Shandong, Jilin, Zhejiang, 
Shanxi, Heilongjiang, Inner Mongolia, Anhui, Liaoning, Gansu, Hunan and Shaanxi Province. 
7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patients within 48 hours of admission, which were associated 
with community-acquired infections. An E. coli strain was found acquiring a blaNDM-1-
carrying IncFrep plasmid in vivo during infection. Most strains exhibited high clonal diversity 
with various PFGE types and STs identified. All the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to cefotaxime, 
cefepime, piperacillin-tazobactam, imipenem and ertapenem, while a variety of situations 
occurred to meropenem, including resistance, indetermination and reduced 
susceptibility. 37.3% and 74.5% of the isolates exhibited resistance to amikacin and 
levofloxacin, respectively. PCR and sequencing revealed that NDM-1 was the predominant 
variant, accounting for 56.9%, followed by NDM-5, accounting for 39.2%. The NDM-4 and 
NDM-9- producing E. coli strains were also detec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sistance 
gene localization and plasmid typing, the blaNDM were located on plasmids various from 30 
kb to 300 kb, including IncX3, IncA/C, IncB/O, IncFrep and IncN, with the IncX3 and IncA/C 
plasmids accounting for 90.2%. 4 isolates were found harbouring multiple blaNDM-carrying 
plasmids with different sizes or incompatibility types.  
Conclusion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NDM-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strains were 
isolated with high clonal diversity. A NDM-1-producing isolate of C. widmanstaten 
was  identified. An E. coli strain acquired a blaNDM-1-carrying plasmid in vivo. The IncX3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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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A/C plasmids might have emerged as the main vectors mediating the spread of blaNDM in 
Chin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05 
 

心肌肌钙蛋白 I 联合超敏 C-反应蛋白检测诊断急性心肌梗死

的应用与临床研究 
 

李淑敏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探讨心肌肌钙蛋白 I(cTnI)联合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检测诊断急性心梗死(AMI)的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09 年 2 月-2012 年 12 月笔者所在医院确诊的 AMI 患者 134 例(AMI 组),同期健康

体检正常成人 120 例(对照组),比较两组 cTnI、hs-CRP 水平。 
结果  AMI 组发作不同时段的 cTnI、hs-CRP 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其中,cTnI 检
出率在发作 12~24h 检出率达到峰值(100%);hs-CRP 在发作 8~12h 检出率达到峰值(100%)。
AMI 的 cTnI、hs-CRP 诊断特异度分别为 98.51%、87.31%。 
结论  血清 cTnI 联合 hs-CRP 检测可作为 AMI 早期诊断和预测的一个敏感、特异指标。 更多

还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10 
 

肠球菌 185 株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淑敏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了解肠球菌属的分布及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情况。 
方法   2008 年 8 月-2011 年 6 月从临床标本中常规培养检出 185 株肠球菌,细菌鉴定应用

Microscan  Walkaway40 全自动分析仪,采用纸片扩散法进行耐药性分析。 
结果   185 株肠球菌中,主要于尿液、分泌物、痰液和引流物等标本中分离,分别占 43.56%、

11.65%、7.48%、4.32%。其中粪肠球菌 134 株(72.43%),屎肠球菌 28 株(15.14%),其他种类

肠球菌 23 株(12.43%)。药敏结果显示对肠球菌最敏感的是万古霉素,其次是利奈唑烷、呋喃妥

因、氨苄西林、青霉素和氯霉素。 
结论  临床上在治疗肠球菌属感染时其耐药性明显不同,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敏感的抗菌药

物,以提高疗效、减少医院感染。 更多还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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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维生素 D 水平与颈动脉硬化关系的 Meta 分析 
 

吴丽美
1 陈菲

2 刘雪辉
1 朱金妹

1 伍绍国
1 李志海

1 
1.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应用 Meta 分析评价血维生素 D 水平与颈动脉硬化关系。 
方法  检索收集 2016 年 4 月之前国内外发表的有关血维生素 D 水平与颈动脉硬化关系的文

章。应用 Stata 12.0 进行分析，Q 检验和 I2 检验反应异质性大小，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探

讨异质性来源，采用漏斗图法、Begg 秩相关识别发表偏倚。 
结果  最后纳入 3 篇文献。纳入研究的总样本量为 730 例，对照组 267 例，病例组 463 例。颈

动脉硬化组血维生素 D 水平合并标准化均数差和 95%可信区间为（-1.94，-2.15～-1.74），

说明颈动脉硬化组血维生素 D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 18.24 p = 
0.000）。 
结论  颈动脉硬化组血维生素 D 水平低于对照组，说明血维生素 D 水平与颈动脉硬化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15 
 

脑钠素与肌钙蛋白 I 在小儿心力衰竭诊断中的应用 
 

唐玉蓉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34 

 
目的  探讨脑钠素（BNP）与肌钙蛋白 I（CTnI）在小儿心力衰竭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收集我院 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入院的 40 例小儿心力衰竭心衰早期患者作为观察

组；并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体检的 40 例健康受试者作为对照组。对所有人员均进行心力衰竭

脑钠素与肌钙蛋白 I 的指标检查，比较观察组各个分期患者于对照组 BNP 及 CTnI 水平。 
结果  观察组患者各个分期 BNP 及 CTnI 水平均显著性高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在高于正常值的情况下观察组患者心衰期 BNP 及 CTnI 水平最高、心

衰恢复期 BNP 及 CTnI 水平次之、心衰前期 BNP 及 CTnI 水平最低，且每两个心衰进展期

BNP 及 CTnI 水平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患者各个分期

BNP 及 CTnI 阳性率均显著性高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观察组心衰早期组及恢复期组 BNP 阳性率与 CTnI 阳性率组内比较均有显著性改变，存在显

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心衰期组 BNP 阳性率与 CTnI 阳性率组内比

较均有明显性改变，存在明显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钠素与肌钙蛋白 I 检测可为小儿心力衰竭诊断提供充分依据，具有临床诊断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24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与血小板功能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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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章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34 
 

目的 探讨２型糖尿病患者（T2DM）血糖控制对血小板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２型糖尿病患者 70 例和年龄、性别相匹配的的健康对照 40 例。根据糖化血红蛋白

（HbA1c）的测定值将糖尿病患者分为２组：HbA1c＜6.5%（A 组，n=35）， HbA1c≥6.5%
（B 组，n=35）。分别测定 2 型糖尿病以及健康对照组血小板内 α 颗粒蛋白（CD62P）、血

小板平均体积（MPV）、大血小板比率（LGPLT）及二磷酸腺苷（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率。 
结果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CD62P、HbA1c、MPV 以及大血小板比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 B 组（HbA1c≥6.5%）患者 CD62P、MPV 以及大血小板比率较 A 组（HbA1c
＜6.5%）显著升高（P＜0.01）。ADP（5μmol/L, 20μmol/L）诱导血小板聚集水平高于正常

对照组，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1），T2DM 中，B 组（HbA1c≥6.5%）患者血小板聚集

率高于 A 组（HbA1c＜6.5%）患者，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1）。相关性分析显示 T2DM
的 HbA1c 与 CD62P 呈正相关（r=0.365，P<0.05）,与 MPV 呈正相关（r=0.37，P<0.05）、

与 ADP（5μmol/L, 20μmol/L）诱导的聚集率呈正相关（r=0.35，r=0.40，P<0.05，
P<0.01）。 
结论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中，血糖控制与血小板功能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重要的关系，控

制血糖可降低血小板活性和聚集力，对防治糖尿病血管病变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30 
 

MPV、CD62P、HbA1c 以及 Hs-CRP 的联合检测在 2 型糖

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临床意义的探讨 
 

唐玉蓉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34 

 
目的  探讨血小板平均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血小板内 α 颗粒蛋白(cluster 
differentiation 62P, CD62P)、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 HbA1c)以及超敏 C 反

应蛋白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 Hs-CRP)在 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微血管病变时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根据糖尿病微血管病变诊断标准，将 119 例 T2DM 患者分为糖尿病伴微血管病变组（视

网膜病变 20 例，肾脏病变 24 例，周围神经病变 19 例）和无微血管病变组，同时选择健康体

检人员 78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分别采用全自动血球计数仪 SYSMESX XN-100、FACScalibur
型流式细胞仪、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 HLC-723G8、全自动生化仪 AU5400 测定 MPV、
CD62P、HbA1c 以 Hs-CRP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T2DM 组 MPV、CD62P、HbA1c 以 Hs-CRP 水平均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P<0.01，P<0.01， P<0.01）。糖尿病伴微血管病变组 MPV、CD62P、
HbA1c 以及 Hs-CRP 水平均高于无微血管病变组，且具有显著性差异（均 P<0.01）。直线相

关性显示，MPV 与 CD62P、HbA1c、Hs-CRP 均呈正相关（r=0.497， r=0.271，r=0.229，
P<0.01， P<0.0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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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bA1c、CD62P、MPV 以及 Hs-CRP 的联合检测对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及预

后判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47 
 

慢性蛋白尿患者血清 ANCA 测定在 SLE 诊断中的价值 
 

刘长生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探讨慢性蛋白尿患者血清 ANCA 测定在 SLE 诊断价值。 
方法  对 SLE 慢性蛋白尿患者 40 例(分为 ANCA 阳性组和 ANCA 阴性组)和非结缔组织病 30
例慢性蛋白尿患者,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检测和 ELISA 检测其血清 ANCA 及尿常规检测。所获数

据采用 χ2 检验。 
结果  原发性小血管炎组 ANCA 阳性率 55.56%。SLE 患者 ANCA 阳性检率 57.50%。对照组

均未检出。SLE 患者 ANCA 检测阳性与阴性组尿常规比较 P<0.05,有显著性差异。SLE 患者

ANCA 阳性与阴性组抗核抗体、抗 ds-DNA 抗体、血沉与补体比较,P<0.05,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ANCA 阳性程度与 SLE 的进展和复杂程度呈正相关,慢性蛋白尿患者测定血清 ANCA 对

诊断和鉴别系统性血管炎有其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48 
 

DI-60 型全自动数字化细胞形态识别分析系统的临床应用 
 

曾素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评估全自动数字化细胞形态识别系统对外周血细胞的认知和分辨能力。 
方法  对随机选取 322 份血液标本进行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进行检测后，使用 SP-10 仪进行自动

推片、染色后，使用 DI-60 型全自动数字化细胞形态分析系统对已经染色好的血涂片进行血细

胞预分析识别，再由有丰富形态学经验的主管技师对预分类的细胞进行复核。 
结果  DI-60 全自动数字化细胞形态分析系统对 322 份临床标本进行白细胞预分类，共扫描记

录了 56728 个细胞及杂质，正确数为 51704 个，正确率占总数的 91.14%，错误数为 5024，
错误率占总数 8.86%；正确率杆状核中性粒细胞为 66.81%、分叶中性粒细胞 95.16%、嗜酸

粒细胞 95.82%、嗜碱粒细胞 38.32%、淋巴细胞 98.54%、单核细胞 95.85%、早幼粒细胞

30.49%、中性中幼粒细胞 51.05%、中性晚幼粒细胞 35.63%、原始细胞 76.39%、变异淋巴

3.4%、浆细胞 4.58%、有核红细胞 23.29%、大血小板 99.92%、血小板聚集 99.02%、涂抹

细胞 99.02%、人造细胞（杂质）99.83  6%。 
结论  DI-60 全自动数字化细胞形态分析系统只能对白细胞进行预分类，识别白细胞的正确率

分叶中性粒细胞、嗜酸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大血小板、血小板聚集、涂抹细胞及人

造细胞（杂质）等识别的正确率较高均在 95%以上，而对变异淋巴、浆细胞等的识别正确率

低，均在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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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50 
 

异常妊娠史孕妇弓形虫感染情况调查  
 

刘长生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调查了 419 例有异常妊娠史孕妇和 178 例无异常妊娠史孕妇(对照

组)弓形虫感染情况,结果两组孕妇弓形虫感染率分别为 22.20%(93/419)和 4.49%(8/178),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23.44,P<0.05)。419 例孕妇中怀孕早期、中期和晚期孕妇弓形虫感染率分

别为 22.84%(53/232)、21.56%(22/102)和 21.18%(18/85),各期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101 例弓形虫感染者经药物治疗后转阴率为 85.14%(86/101)。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53 
 

血清胃蛋白酶原、胃癌相关抗原及癌胚抗原对胃癌早期诊断

的应用价值 
 

王文国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探讨胃蛋白酶原 I、胃蛋白酶原Ⅱ、MG7-Ag 及 CEA 与胃癌发生的关系,探讨检验血清胃

蛋白酶原 I、胃蛋白酶原Ⅱ、MG7-Ag、CEA 对胃癌早期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免疫放射分析法(IRMA)检测 PGI、PGⅡ;ELISA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MG7-Ag;化学发

光法(CLIA)检测 CEA 对 62 例胃癌患者,75 例胃炎患者和 43 例正常人进行上述四项水平检测

并比较。 
结果  胃癌患者 PGI,PGⅡ的水平显著低于胃炎患者和正常人(P<0.05);胃癌患者 MG7-Ag 的阳

性率明显高于胃炎患者和正常人(P<0.05);胃癌患者 CEA 的阳性率也明显高于胃炎患者和正常

人(P<0.05)。 
结论  检测血清 PGI、PGⅡ对胃癌的诊断及区别胃良性病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血清 MG7-Ag
对胃癌诊断有特异性,可作为胃癌早期诊断的有效指标。CEA 对胃癌诊断也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但特异性低于 MG7-Ag。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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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白蛋白、总胆汁酸和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在慢性肝病中的

临床应用研究 
 

陈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前白蛋白（PA）、总胆汁酸（TBA）和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在慢性肝病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收治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 393 例慢性肝病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根据临床诊断将研究对象分为慢性肝炎组、肝硬化代偿期组、肝硬化失代偿期组和原

发性肝癌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20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集研究对象及正常对照组空腹血

清，分别检测 PA，TBA 和 RDW。采用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绘制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研究指标诊断慢性肝病严重程度的价值，并研究其联合检

测价值。 
结果  研究对象组的 PA 明显低于对照组，TBA 与 RDW 明显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有统计学

差异。以临床诊断为金标准，PA 分别以 244.7mg/l、238.5mg/l 和 132.8mg/l 为界诊断原发性

肝癌、慢性肝炎+肝硬化代偿期和肝硬化失代偿期性能最高，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73、0.909
和 0.879，灵敏度分别为 92.3%、95.1%和 85.6%，特异度分别为 95.8%、72.8%和 79.7%。

RDW 分别以 13.2%、13.8%和 14.3%为界诊断原发性肝癌、慢性肝炎和肝硬化性能最高，曲

线下面积分别为 0.816、0.827 和 0.818，灵敏度分别为 66.7%、77.4%和 72.2%，特异度分

别为 79.5%、73.8%和 77.3%。当联合检测 PA 和 RDW 时，其诊断性能明显提高。 
结论  PA，TBA 以及 RDW 对于慢性肝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可作为慢性肝病早期诊断的指

标，且联合检测 PA、RDW 对其严重程度的诊断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诊断慢性肝

病严重程度有重要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56 
 

哮喘儿童过敏原调查 
 

王文国 
菏泽市立医院 274031 

 
目的  探讨儿童哮喘的过敏原。 
方法  对我院诊治的哮喘患儿 205 例和支气管肺炎儿童 102 例采用国际标准方法的皮肤点刺试

验,按操作规程进行,用生理盐水作阴性对照,组胺作阳性对照,对过敏原状况进行分析。 
结果  205 例支气管哮喘患儿过敏原皮肤试验总阳性率 90%,其中尘螨阳性率最高,占 78.5%。 
结论  尘螨是儿童最常见的过敏原,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可以协助诊断,并对哮喘的防治及免疫治

疗提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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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合血仪应用于不规则抗体筛查可靠性探讨 
 

李慧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300060 

 
目的  探讨使用戴安娜合血仪筛查肿瘤患者不规则抗体的可靠性。 
方法  采用戴安娜合血仪对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就诊并进行手术前备血的 7920 例肿瘤患者血清标本作不规则抗体初筛，其中男 4649 例

(58.7%), 女 3271 例(41.3%)，机器判读为阳性者均采用手工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法作比对实

验，观察有凝集者送上级实验室（天津市血液中心合血室）进行抗体特异性鉴定。 
结果  机器自动判读血型不规则抗体筛查实验结果为阳性，而经手工微柱凝胶抗人球蛋白法复

检为阴性者 4 例，机器的一次正确判读率为 90.3%。在 7920 例被检者中检出血型不规则抗体

37 例, 阳性率为 0.47%。其中男 16 例（43.2%），女 21 例(56.8%)。血型不规则抗体先按

Rh、MNSs、Lew is 血型系统分类,再按单一抗体、混合抗体进行排例，结果在 37 例血型不规

则抗体中,Rh 血型系统抗体 29 例(78.4%),MNSs 血型系统抗体 3 例(8.1%),Lew is 血型系统抗

体 5 例(13.5%),Rh 血型系统单一抗体 19 例(51.3%),Rh 血型系统混合抗体 10 例(27.1%),最易

产生血型不规则抗体的为 Rh 血型系统,其次为 Lew is 血型系统。Rh 血型系统不规则抗体产生

的频率依次为抗 E>抗 D>抗 Ce>抗 cE, 其他血型系统产生血型不规则抗体的频率低。  
结论  使用戴安娜合血仪可用于肿瘤患者进行不规则抗体的筛查, 具有全自动化、操作规范化、

标准化等优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73 
 

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的体外免疫抑制作用研究 
 

李芳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及多向分化

潜能的非造血干细胞。近年来，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抑制功能备受关注。国内外众多研究表

明，间充质干细胞在体外可通过抑制 B 细胞和 T 细胞增殖和分化，抑制 DC 细胞成熟，抑制

NK 细胞活性等发挥其免疫抑制功能；在体内，MSCs 对 GVHD 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都具有显著

的治疗作用。探讨脂肪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为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

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提供新的参考方法。 
方法  取健康者脂肪组织，剪碎脂肪组织，加入胶原酶 I 消化，贴壁常规培养，并从细胞形

态、细胞表面分子标志及成骨成脂分化潜能方面对分离的细胞进行鉴定；采用 MSC/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PBMC）共培养体系，CFSE 法检测 PBMC 的增殖，ELISA 法及 RT-PCR 检测炎

性细胞因子的蛋白分泌水平及 mRNA 表达水平；利用 RT-PCR 检测该体系中间充质干细胞共

培养前后，多种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分泌水平的变化。 
结果  成功地分离出了脂肪间充质干细胞；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对 PBMC 的增殖和炎性因子

IFN-γ 和 TNF-α 分泌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共培养后，脂肪间充质干细胞表达 IDO、TSG-6
和 TGF-β 的水平明显提升。 
结论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在体外对 PBMC 具有显著的免疫抑制作用，其分泌的抑制性细胞因子

IDO、TSG-6 和 TGF-β 可能在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介导的免疫抑制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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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77 
 

IL-17F 对胃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王浩 李巧霞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检测外源性 IL-17F 对胃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探讨 IL-17F 促进胃癌进展的作用机

制。 
方法  采用 MTT 法，检测不同浓度外源性 IL-17F 对 SGC7901 细胞的增殖活性的影响。采用

western-blot 检测：阻断 TPL2 活性后，IL-17F 作用 SGC7901 细胞后，细胞 STAT3 表达的情

况。采用细胞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侵袭实验分别检测，TPL2 抑制剂 TKI 处理前后，IL-17F
对 SGC7901 细胞迁移能力和侵袭能力的影响。采用 ELISA 法检测， TPL2 抑制剂 TKI 处理前

后，IL-17F 对 SGC7901 细胞分泌 IL-6、IL-8 和 VEGF 的影响。 
结果  IL-17F 对 SGC7901 细胞增殖的影响不同浓度 IL-17F 作用 SGC7901 细胞 24h 后，细胞

增殖活性未发生明显变化，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阻断 TPL2 活性后，IL-17F 对 SGC7901 细

胞迁移能力的影响。采用 TKI 处理 SGC7901 细胞后，细胞划痕实验检测 IL-17F 对 SGC7901
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TKI 处理组细胞经 IL-17F 作用后向划痕中央

迁移的距离明显缩小。  采用 TKI 处理 SGC7901 细胞后。与对照组相比，TKI 处理组细胞经

IL-17F 作用后 SGC7901 细胞穿膜细胞数明显减少。阻断 TPL2 活性后 IL-17F 对 SGC7901 细

胞 STAT3 表达的影响采用 TKI 处理 SGC7901 细胞后，western-blot 实验检测 IL-17F 对

SGC7901 细胞 STAT3 表达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TKI 处理组细胞经 IL-17F 作

用后，磷酸化 STAT3 表达水平明显 阻断 TPL2 活性后 IL-17F 对 SGC7901 细胞分泌细胞因子

的影响采用 TKI 处理 SGC7901 细胞后，ELISA 实验检测 IL-17F 对 SGC7901 细胞分泌细胞

因子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TKI 处理组细胞经 IL-17F 作用后，SGC7901 细胞培养

上清中 IL-6、IL-8、VEGF 的分泌水平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外源性 IL-17F 作用 SGC7901 细胞后，对细胞增值活性无显著影响，但可明显促进其迁

移、侵袭和分泌细胞因子 IL-6、IL-8 和 VEGF。外源性 IL-17F 可能通过 TPL2-STAT3 信号通

路，诱导胃癌细胞迁移、侵袭和分泌 IL-6、IL-8 和 VEGF。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78 
 

新生儿溶血病患儿血清胆红素水平与致敏红细胞比率关系的

研究 
 

卜祥茂 蒋玉红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目的  研究新生儿溶血病患儿血清胆红素水平与致敏红细胞比率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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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105 例新生儿溶血病患儿血液标本，其中 ABO 溶血 99 例，非 ABO 溶血 6 例，采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儿体内被相应抗体致敏的阳性红细胞比率，同时检测其血清胆红素水平并

分析比较。 
结果  ABO 溶血组致敏红细胞比率在 8.2%～35.6%之间，中位数为 20.5%，平均 22.9%；其

血清胆红素水平在 251.2 μmol/L～451.1 μmol/L 之间，中位数为 341.5μmol/L，平均 352.2 
μmol/L。非 ABO 系统溶血组致敏红细胞比率在 66.1%～99.5%之间，中位数为 89.5%，平均

88.3%；其血清胆红素水平为在 385.5 umol/L～668.9 umol/L 之间，中位数为 510.6μmol/L，
平均 527.2 μmol/L。患儿血清胆红素水平随致敏红细胞比率的增高而增高。  
结论  新生儿溶血病患儿血清胆红素水平与致敏红细胞比率具有正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88 
 

金黄色葡萄球菌 Ess 系统膜蛋白功能研究 
 

戴颖欣 王亚楠 洪旭芬 刘倩 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检验科 200127 

 
目的  研究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HA-SA）流行株 ST398 Ess 系统中三个膜蛋白的功

能，探究其影响金黄色葡萄球菌毒力的机制。 
方法  选取一株典型的 ST398 临床分离株作为野生株，采用以 PKOR1 质粒作为载体介导的基

因敲除方法，分别敲除 Ess 系统中的三个膜蛋白编码基因 essA, esaA, essC，得到相应的敲

除株 ΔessA, ΔesaA, ΔessC；同时以 POS1 作为回补载体，分别得到三个基因的回补株 p-
essA，p-esaA，p-essC。进行生长曲线测定、半定量溶血实验、半定量生物膜形成实验等研

究野生株，敲除株及回补株的表型变化；进行中性粒细胞杀伤实验，从细胞水平研究野生株和

敲除株细菌的毒力差异；采用裸鼠皮肤脓肿模型和小鼠菌血症模型等体内实验验证野生株和敲

除株细菌的毒力差异；同时用 western blot 的方法检测野生株和敲除株中 Ess 系统重要毒力蛋

白 EsxA 的表达情况，进一步探究三个膜蛋白影响细菌毒力的机制。 
结果  在表型方面，与野生株相比，基因敲除及回补后，细菌的生长并没有受到影响，溶血能

力和生物膜形成能力也没有明显差异；而在中性粒细胞杀伤实验中，敲除株引起的中性粒细胞

死亡百分比明显低于野生株，说明敲除株毒力降低；裸鼠皮肤脓肿模型中，敲除株作用的裸鼠

所形成的皮肤脓肿面积明显小于野生株作用的裸鼠，验证了基因敲除后细菌毒力的减弱，而小

鼠菌血症模型中，靶器官肾脏研磨后铺板菌落计数敲除株明显少于野生株，也进一步证实了敲

除株的毒力明显弱于野生株；此外，western blot 的结果显示，三个膜蛋白基因敲除后，其分

泌上清中不能检测到 EsxA 蛋白。 
结论  1.金黄色葡萄球菌 Ess 系统膜蛋白影响细菌的毒力；2.金黄色葡萄球菌 Ess 系统膜蛋白

通过控制毒力蛋白 EsxA 的分泌在细菌毒力中发挥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90 
 

尿常规检测方法对肾脏疾病诊断的影响分析 
 



784 
 

杨麦贵
1 杨阳

2 杨铮
3 岳波

4 郑善銮
1 何娟

1 樊爱琳
1 郝晓柯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北京军区联勤六分部 252 医院 

3.学员旅研究生大队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探讨尿液常规检测对肾脏疾病的诊断及影响因素研究。 
方法  采用尿液常规自动化分析仪及显微镜分别对经临床及病理确诊的 1 968 例尿液标本进行

检测。 
结果  肾小球性和非肾小球性疾病组红细胞（RBC）均升高，蛋白定性在 2+～4+时前者占

93.3%，以变形 RBC 为主高于后者的 18.8%，以均一形 RBC 为主（p<0.05）。干化学隐血

检测与镜检 RBC 符合率达 91.7%，假阳性率为 1.8%，假阴性率 0.78%，白细胞（WBC）检

测结果偏低或为阴性。肾小球性组肾小管上皮细胞（REP）检出率为 46.8%明显高于非肾小球

性疾病组的 9.7%和正常组。 
结论  尿液自动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应结合尿沉渣金标准手工显微镜检查，才能确保尿液

常规检测结果的准确性，REP 可作为肾小球性疾病的诊断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91 
 

视黄醇结合蛋白 4 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探讨 
 

刘宗英 
平邑县人民医院 273300 

 
目的  探讨视黄醇结合蛋白 4(RBP4)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1 月我院收治伴 2 型糖尿病的 113 例代谢综合征患者作为

研究组，同期抽取 113 例正常体检者作为对照组，观察两组体检者的 RBP4 血清水平。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 BMI、WHR、FINS、HOMA-IR 及 RBP4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RBP4 与血糖、血脂、血压及胰岛素抵抗有关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通过检测

RBP4 能反应代谢综合征，可作为检测代谢综合征的一项血清学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193 
 

选择对体液细胞染色最佳的快速方法学研究 
 

杨麦贵
1 杨阳

2 杨铮
3 岳波

4 郑善銮
1 何娟

1 樊爱琳
1 郝晓柯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北京军区联勤六分部 252 医院 

3.学员旅研究生大队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选择操作既简单快速又能反应体液细胞原有结构特征的染色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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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临床较为常用的苏木精-伊红（HE）染色法、巴氏及瑞-姬（WG）混合染色法对

650 份不同体液标本进行细胞染色效果及阳性检出率观察比较选择最优方法。 
结果  WG 染色法操作简便快速，能使体液细胞结构最大限度鲜艳清晰的保持原有状态及特

征，是细胞质、细胞核及核仁之间的色差大，易于区分辨认，阳性准确率为 99.7%、灵敏度为

79%、总有效率达 94%。 
结论  经对各种体液细胞染色观察分析 WG 染色法效果优于 HE 和巴氏染色法，也是检验专业

最为常用的方法特适用于各级检验单位体液细胞的开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00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中 ICAM-1 和细胞凋亡的相互

关系 
 

安翠 王健 
山东省莱芜市中医医院 271100 

 
目的  脑血管痉挛是神经外科疾病致死致残的的主要原因，导致脑血管痉挛的因素有很多，其

中细胞凋亡和 ICAM-1（细胞间黏附分子-1）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引起的脑血管痉挛中起主要

的作用。 通过 HE 染色、免疫组化等实验研究来探讨 ICAM-1 和细胞凋亡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

的相互关系。 
结论  本研究显示在 SAH 后脑的大动脉上存在着 ICAM-1 表达的上调，其时间发展过程与动脉

官腔的狭窄度有关，所以 CVS 可能是由 SAH 引起的局部炎症反应所致的一种结构性狭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01 
 

基于实时荧光 PCR 技术进行人类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

分型的方法学评价 
 

徐婷 戎国栋 赵鸿 王芳 黄珮珺 陈丹 张洁心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评价实时荧光 PCR 技术用于人类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分型检测的性能验证。 
方法  采用盲法对 20 例已通过测序确定分型的临床样本进行实时荧光 PCR 检测，评价其准确

性；对样本进行梯度稀释，稀释后样本进行分析检测，评价最低检测限；对不同基因型样本测

量 10 次，评价其批内精密度。临床样本应覆盖 CYP2C9*3 位点和 VKORC11639G>A 位点的

各种基因型。 
结果  实时荧光 PCR 方法与测序结果对比分析，分型全部一致，准确性 100%。不同基因型批

内精密度均≤2%；DNA 浓度在 0.964ug/ul 仍可检测标本的基因型。 
结论  实时荧光 PCR 技术对人类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分型检测在方法学上稳定可靠，此

评价模式可适用于基于荧光 PCR 技术的其他基因多态性试剂盒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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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06 
 

ICU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特征及碳青霉烯酶基因型的研究 
 

宋晓萍
1 陈佳红

2 翟军清
1 李程

3 
1.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检验科 

2.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3.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   对 ICU 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特征及碳青霉烯酶基因型进行研究，为临床防治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青岛地区 3 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临床

分离的非重复鲍曼不动杆菌共 90 株。VITEK2-compact 微生物 鉴定系统 GNI 卡进行细菌鉴定

试验；K-B 琼脂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对筛选出的 32 株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聚合

酶链反应（PCR）检测 OXA-23、OXA-24、OXA-51、OXA-58、IMP、VIM6 种碳青霉烯酶基

因，并对 PCR 产物进行测序。 
结果  三家医院 ICU 分离的 90 株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离株中共鉴定出 MDRAB 55 株，

PDRAB16 株，检出率分别为 61.11%和 17.78%；32 株亚胺培南耐   药鲍曼不动杆菌除对头

孢哌酮/舒巴坦、多黏菌素 B 的耐药率较低外，对其他药物的耐药率均在 85%以上；PCR 扩增

结果显示 32 株扩增出 OXA-51 基因,28 株扩增出 OXA-23 基因，3 株扩增出 VIM 基因，检出

率分别为 100%、87.50%和 9.38%，OXA-24、OXA-58 及 IMP 均未检出；PCR 产物测序表

明与 Genbank 相关基因同源性为 100%。 
结论  本地区重症监护病房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情况严重，尤其是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几乎对绝大多数临床常用药都不敏感。碳青霉烯酶基因的存在和其产生的碳青霉烯酶是本地区

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其基因型主要为 OXA-
23。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12 
 

梅里埃 API20NE 生化鉴定系统在布鲁氏菌鉴定中的局限性 
 

苍金荣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对梅里埃 API 20NE 生化鉴定系统在布鲁氏菌菌鉴定中出现的错误 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并探索相应的改正措施，提醒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不能过分依赖生化鉴定结果。 
方法  对 2011.1-2016.3 陕西省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病 人血液、脓液、关节腔积液分离的 33 
株氧化酶阳性、泥沙样、疑似布鲁氏菌的 G-细小杆菌，采用梅里埃 API 20NE 快速生化鉴定

板条进行鉴定，对得到的错误 结果进行分析，并结合布鲁氏菌的生物学特征进行补充试验，

以得到正确的鉴定结果。 
结果  API 20NE 生化鉴定板条，误将上述 33 株菌，2 株鉴定为人苍白杆菌，其余 31 株均鉴

定为苯丙酮酸嗜冷杆菌，且 ID 值=91.5% , T 值=1。对这 种看似可信度很高的鉴定结果，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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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菌落细小、48 小时后产生橘红色色素、菌体为 G-泥沙样、快速脲酶试验阳性特征，和病人

临床症状、接触史及血清学鉴定也证实，上述 33 株菌均为布鲁氏菌。 
结论  API20 NE 生化鉴定系统，不适合对布鲁氏菌进行鉴定，对疑似错误的鉴定结果，要结

合菌落、菌体特点及其它生物学特征和病人的临床表现、接触史及一些辅助实验来确定细菌，

过分依赖生化生化鉴定，会得出错误结果。另外，商家也应补充和完善该鉴定系统，进一步提

高 API 快速鉴定系统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17 
 

联合检测胃蛋白酶原和胃泌素用于筛查胃癌的临床应用价值 
 

彭婉婵
1 杨伦宇

2 汪维
1 张运丽

1 李艳明
1 刘文恩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探讨血清胃蛋白酶原 I（PGI）、胃蛋白酶原 II（PGII）、胃泌素-17（G-17）以及 PGI/II
比值（PGR）对诊断胃癌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某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 196 例。依据胃镜和病理结果

将研究对象分为 5 组，包括对照组（胃粘膜未发生病变）、浅表性胃炎组、萎缩性胃炎组、十

二指肠溃疡组、胃癌组（包括胃体癌、胃窦癌及胃底癌）。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受试者

空腹血清 PGI、PGII 和 G-17，统计分析各检测指标在 5 组人群中的差异，并采用 ROC 曲线

分析各指标对胃癌的诊断和预测价值。 
结果  萎缩性胃炎组和胃癌组血清 PGI 和 PGR 水平显著低于浅表性胃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组

(P<0.05)。胃癌组的血清 G-17 水平显著低于其余四组（P<0.05），不同部位的胃癌未发现血

清 G-17 含量有显著差异（P>0.05）。各组血清 PGⅡ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PGI 和 PGR 诊断萎缩性胃炎的最适分界值分别为 109.00μg/L 和 7.0，PGI、PGR 和 G-17 诊

断胃癌的最适分界值分别为 78.96μg/L、7.15 和 6.8pmol/L。PGR 联合 G-17 诊断胃癌的临床

价值显著高于 PGI 联合 G-17 以及三者联合诊断胃癌的临床价值（P<0.05）。  
结论  血清 PGI、PGR 和 G-17 水平可以预测胃粘膜病变。低血清 PGI、PGR 和 G-17 有可能

成为筛查胃癌的生物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21 
 

河南地区 4033 例宫颈脱落细胞 HPV 分型分析对宫颈癌筛查

和疫苗研发的启示 
 

赵俊伟 孙晓旭 时光 贺付成 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河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郑州大学医学检验系，郑州 450052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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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河南省 4033 例门诊女性宫颈脱落细胞进行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基因分型检测，了解 HPV 基因各亚型感染现状，为宫颈癌的筛查及早期宫颈癌疫苗的

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深圳亚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 PCR-反向斑点杂交分型技术，对女性宫颈脱落

细胞进行核酸提取和 HPV 基因分型检测。 
结果  在 4033 例女性宫颈脱落细胞中，试剂盒所涵盖的 23 种 HPV 基因亚型均被检出，HPV 
DNA 阳性 1536 例，阳性率为 38.1%（1536/4033）；≤30 岁人群 HPV 感染率较高，与其他

年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一亚型感染 977 例，感染率为 24.2%，多种

亚型感染 559 例，感染率为 13.9%。高危型 HPV 总感染率为 32.4%，其中，单纯高危型

HPV 感染 1026 例，感染率为 25.4%，高危型和低危型 HPV 合并感染 282 例，感染率为

7.0%。检出率较高的 3 种 HPV 亚型是（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HPV-16 型（8.9%，

357/4033），HPV-52 型（5.8%，235/4033），HPV-58 型（4.4%，176/4033）。 
结论  河南地区应重视≤30 岁妇女 HPV 感染的筛查，HPV-16 型、HPV-52 型、HPV-58 型为

该地区 HPV 感染常见亚型。包含 HPV-16 型、HPV-52 型和 HPV-58 型的新型多价宫颈癌疫

苗能够为该地区宫颈癌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更高的保护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29 
 

重庆地区 2 型糖尿病与肝细胞肝癌危险的相关性研究 
 

唐翌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HBV 与 HCV 感染是肝细胞肝癌(HCC)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其它的因素,例如：2 型糖尿

病、嗜酒等,在 HCC 的发生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调查了 2 型糖尿病与

HCC 发生的相关性。大多西方国家的研究提示,2 型糖尿病是 HCC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但亚

洲地区的研究结论尚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重庆市 HCC 患者中，2 型糖尿

病和 HCC 发生的相关性，以及 2 型糖尿病合并其他危险因素和 HCC 发生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对 921 名患有肝脏疾病的患者进行 2 型糖尿病和其他危险因素与 HCC
的关系分析研究。其中包括 412 名 HCC 患者和 509 名肝良性疾病患者（年龄小于 75 岁）。

本研究分析以下指标：2 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肝硬化，胆石症，HBV 感染，HCV 感

染。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研究表明在 HCC 患者中，2 型糖尿病，肝硬化，男性，HCV 感染或是 HBV 感染的流行

率普遍高于肝脏良性疾病对照组。但是胆石症的流行是与 HCC 负相关的。在 HCC 中，2 型糖

尿病发生于老年男性,并合并 HBV 感染。双边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 2 型糖尿病协同 HBV 感染

增加 HCC 发生的几率。 
结论  2 型糖尿病与 HCC 的发生有很强的相关性，无论是否老年男性，有无 HBV 的感染，

HCV 的感染和肝硬化，2 型糖尿病均能增强 HCC 的发生风险。2 型糖尿病和 HBV 的感染在

HCC 的发生过程中的协同作用是明显的，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 2 型糖尿病合并 HBV 感染是

HCC 发生的高危人群之一，应该在 HCC 的筛检中予以密切关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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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236 
 

基因芯片技术在乙肝病毒分型和耐药突变检测中的应用 
 

武睿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基因芯片技术在乙肝病毒（HBV）基因分型和耐药突变检测中的应用，分析重庆地

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HBV 基因分型与 HBV-DNA 水平及耐药基因突变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50 例慢性乙肝患者的血清标本，采用基因芯片法检测 HBV 基因型及耐药位点突

变（包括与常用的 6 种核苷类药物相关的 8 个突变位点），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HBV DNA 水平。 
结果  216 例(86.4%)慢性乙肝患者能检出 HBV 基因型,其中 B 基因型有 159 例(63.6%),C 基因

型有 46 例(18.4%)，D 基因型有 2 例(0.8%)，B+C 混合型有 4 例(1.6%)，B+D 混合型有 2 例

(0.8%)，C+D 混合型有 3 例(1.2%)。250 例慢性乙肝患者中，共检出拉米夫定耐药患者 99 例

(39.6%)，替比夫定耐药患者 85 例(34.0%)，阿德福韦酯耐药患者 45 例(18.0%)，恩替卡韦耐

药患者 4 例(1.6%)恩曲他滨耐药患者 3 例(1.2%)，替诺卡韦耐药患者无。耐药患者大多数为多

药耐药。耐药患者以 B 基因型为主。B、C 型的 HBV-DNA 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重庆地区慢性乙肝患者的 HBV 基因型以 B 基因型及 C 基因型为主，同时存在少数的 D
型以及 B+C、B+D、C+D 混合型。存在耐药位点突变的患者也以 B 基因型及 C 基因型为主。

发生耐药的患者较多，以拉米夫定和替比夫定耐药较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39 
 

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危险因素分析：case-case-
control 

 
孔海芳 胡志东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探讨影响碳青霉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CRAB）感染的危险因素，为临床 CRAB 的诊疗

和预防提供有力的依据。 
方法  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204 例临床感染患者的病例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设立 1:1:1 病例-病例-对照研究，三组患者在入住科室及分离菌株的时间（一周

内）上进行成组匹配，CRAB 感染组：68 例无菌体液中 CRAB 培养阳性的患者；碳青霉烯敏

感鲍曼不动杆菌(CSAB)感染组：68 例同期无菌体液中 CSAB 培养阳性的患者；对照组：在匹

配患者中随机选取 68 例无菌体液中培养非鲍曼不动杆菌阳性患者。对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危

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结果  单因素分析中，CRAB 感染组与对照组比较，菌血症/脓毒血症、使用碳青霉烯类抗生

素、使用 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制剂、使用替加环素、联合使用抗生素、使用糖皮质激素，1
个月内进行过手术、机械通气、中央静脉插管、动脉穿刺、留置导尿管≥3d、留置胃管均为

CRAB 感染的危险因素（χ2=4.96，χ2=15.56，χ2=7.64，χ2=9.22，χ2=5.89，χ2=6.80，
χ2=17.00，χ2=11.83，χ2=18.22，χ2=8.24，χ2=25.24，χ2=7.70；P＜0.05）；CSAB 感染

组与对照组比较，使用三代头孢菌素、中央静脉插管、分离菌株前总的住院时间为碳青霉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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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χ2=11.93，χ2=6.94，U=1555；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菌血症/脓毒血症（OR=4.01，95%CI：1.13~14.20）、使用碳青霉烯类

抗生素（OR= 4.17，95%CI：1.79~9.73）、中央静脉插管（OR =2.93，95%CI：
1.22~7.08）、留置导尿管≥3d（OR =6.08，95%CI：2.39~15.46)为 CRAB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

素；使用三代头孢菌素（OR=3.98，95%CI：1.88~8.43)、中央静脉插管（OR =3.40，
95%CI：1.48~7.81)为碳青霉烯敏感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长期使用抗生素及侵袭性操作是导致 CRAB 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上应合理使用抗生

素，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的有创操作，以降低 CRAB 的感染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86 
 

阴道乳酸杆菌种属分布与细胞溶解性阴道病的相关性研究 
 

杨淑华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300100 

 
目的 细胞溶解性阴道病（CV）是女性常见阴道疾病，但目前临床对此病重视程度不足，误诊

漏诊率较高，国内外对于其发病机制的研究尚处空白。本研究分析细胞溶解性阴道病与健康育

龄妇女阴道乳杆菌种属分布有无差异，对该病的发病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方法 选取 CV 患者 79 例及健康育龄妇女 70 例，采集其阴道分泌物，经过乳酸杆菌选择性培

养基分离培养、纯化后，提取细菌染色体 DNA，PCR 扩增细菌的 16S rRNA 基因, 测定 16S 
rRNA 核苷酸序列，与基因库(GenBank) 中的数据进行比对，确定乳酸杆菌分型，并统计分析

两组间乳杆菌种属分布差异。 
结果 健康育龄妇女乳酸杆菌分离率为 70%（49/70），其中 12.2%(6/49)受试者阴道内分离出

两种乳酸杆菌，79 例 CV 患者均分离到乳酸杆菌，其中 1.3%(1/79)患者阴道内分离出两种乳

酸杆菌，两组间乳酸杆菌种属多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健康女性阴道内各乳酸杆菌分离率为

卷曲乳酸杆菌 56.4% (31/55)、格氏乳酸杆菌 21.8% (12/55)、詹氏乳酸杆菌 14.6% (8/55)、嗜

酸乳酸杆菌 3.6%（2/55）、发酵乳酸杆菌 1.8%（1/55）及阴道乳酸杆菌 1.8%（1/55），而

CV 组各乳酸杆菌分离率为卷曲乳酸杆菌 88.7% (71/80)、格氏乳酸杆菌 7.5% (6/80)、詹氏乳

酸杆菌 3.8% (3/80)，其他种类未检出，两组间乳酸杆菌种属存在统计学差异。CV 组卷曲乳酸

杆菌的检出率高达 88.7%，占绝对优势。 
结论 CV 患者的阴道乳酸杆菌分离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其乳酸杆菌种属分布与正常妇女不同，

乳酸杆菌种类相对较少，其中产酸能力较强的卷曲乳酸杆菌占绝对优势，提示阴道乳酸杆菌的

种属差异与可能与 CV 的发病机制存在相关，CV 患者阴道内高产酸能力的卷曲乳酸杆菌过度

生长，可能是 CV 的发病机制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9290 
 

新鲜血标本用于血细胞分析仪日常质控监测的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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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利明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 015000 

 
目的  探讨一种用于中小医学实验室血细胞分析仪日常质量控制的经济适用的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1-2013 年使用新鲜血标本用于血细胞分析仪日常质控监测的记录，

利用 EXCEL 表格对数据处理。  
结果  血常规检测中常用的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血小板等 5 个参数的最

大偏差分别为：<8%、<3.6%、<2%、<3.1%和<15%，偏差值均在 WS/T406-2012《临床血

液学检测常规项目分析质量要求》的总误差允许范围内。  
结论  在当日室内质控在控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新鲜血的参考标本，日常质控监测是一种简

单、经济、可行的，尤其适合中小实验室使用的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91 
 

自贡地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分析研究 
 

章梁君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643000 

 
目的  评价缺铁性贫血（IDA）和 β 地中海贫血（β-TT）的鉴别诊断公式在自贡地区人群中的

应用。 
方法  选取 760 例来自自贡地区患者，其中 β-TT 255 例，IDA505 例，应用红细胞参数计算出

10 个鉴别公式（分别为 Shine and Lal 公式、Green and King 公式、Mentzer 公式、RDWI 公
式、Srivastava 公式、Ricerca 公式、England and Fraser 公式、Ehsani 公式、Sirdah 公式和

Huber-Herklotz 公式）的敏感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约登指数，并绘制

ROC 曲线。 
结果  Mentzer 公式是诊断价值最高的指标，其约登指数最高（80.1%），诊断 IDA 的灵敏度

为 97%，特异度为 83.1%，AUC 为 0.971；其次为 RDWI 公式（值分别为 72.8%，95.2%，

77.6%，0.961）。 
结论  在自贡地区人群中 Mentzer 公式和 RDWI 公式具有较好的鉴别诊断 IDA 和 β-TT 的能

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299 
 

RASAL2 在卵巢癌中高表达促进细胞 EMT 与转移 
 

赵猛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卵巢癌是最致命的妇科恶性肿瘤。RASAL2，作为一种新发现的 Ras-GAP，其表达以及

功能异常在前列腺癌，乳腺癌以及肺癌中都有报道。然而其在卵巢癌的作用还未有报道。本研

究旨在探索其在卵巢癌中生物学功能及其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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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57 例卵巢癌患者标本以及 8 例正常卵巢组织，检测 RASAL2 在标本中的表达。同

时在人乳腺癌细胞系敲低 RASAL2 后，利用体外克隆形成实验，侵袭与迁移实验，划痕实

验，体内裸鼠成瘤实验分析 RASAL2 在卵巢癌中的生物功能。同时对信号通路以及 EMT 标志

蛋白分析，确认 RASAL2 发挥生物做用的分子机制。 
结果  相比正常卵巢组织，RASAL2 在卵巢癌中的表达显著下调。并且，RASAL2 的表达与卵

巢癌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的进展呈现负相关。同时软琼脂集落形成实验，体外迁移与侵袭实

验，划痕实验以及裸鼠体内成瘤实验显示，敲低了 RASAL2 的表达后，在体外，RASAL2 敲

低显著增强了卵巢癌细胞系集落形成能力，侵袭与迁移能力。在体内，裸鼠成瘤能力增强而裸

鼠存活能力下降。利用免疫荧光，免疫组化以及免疫印记技术对 RASAL2 敲低细胞进行了检

测，发现在体外，感染了两种 RASAL2-shRNA 的卵巢癌细胞都发生上皮标志蛋白下调，如 E-
cadherin，claudin-1 和 ZO-1 等，而间质标志蛋白则出现了上调，如 vimentin 和 N-cadherin
等。此外促进 EMT 的关键转录因子 snail 与 slug 在 RASAL2 敲低后也发生上调。我们又对

SKOV3 异种移植模型中 EMT 的标志蛋白进行了检测。得出了与体外结果同样的结论。

RASAL2 依然可以调控 EMT 标志的表达。而后，我们又对卵巢癌患者肿瘤标本的 cDNA 进行

分析，发现 RASAL2 的表达与 E-cadherin 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结论  我们的研究显示 RASAL2 在卵巢癌中是一种抑癌基因，其主要通过调控细胞侵袭与迁移

能力发挥作用。同时 RASAL2 还是 EMT 调控因子参与 EMT 的负向调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300 
 

妊娠晚期妇女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情况及其耐药性分析 
 

魏寒松 马春红 李立旻 李会敏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医学检验科 301500 

 
目的  观察妊娠晚期妇女假丝酵母菌感染的病原菌类型分布及其对抗真菌药的敏感性。为阴道

假丝酵母菌病（VVC）的流行病学研究和临床医师抗感染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产科住院患者阴道拭子，所有标本同时接种哥伦比亚血琼

脂平板和沙保罗葡萄糖琼脂平板，35℃有氧环境培养 24-72 小时。使用 VITEK 2 Compact 全
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YST 鉴定卡对纯培养菌落进行鉴定。使用梅里埃 ATB-FUNGUS 3 药敏

试剂盒进行药敏试验。结果判断参照试剂盒说明书。所有数据采用 WHONET5.6 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从 2627 份产科住院患者阴道拭子中分离到假丝酵母菌 489 株，分离率 18.61%。其中白

假丝酵母菌 407 株占 83.23%，光滑假丝酵母菌 73 株占 14.93%，其它假丝酵母菌 9 株占

1.84%，以白假丝酵母菌为主，其次为光滑假丝酵母菌。从年龄分布来看，感染人群以 21-30
岁（77.10%）为主，其次为 31-40 岁（13.10%），其它年龄段占 9.8%。本研究中发现有 2
例（0.5%）白假丝酵母菌对两性霉素 B 耐药；有 3 例（0.7%）白假丝酵母菌，1 例光滑假丝

酵母菌对 5-氟胞嘧啶呈现剂量依赖性敏感（SDD）。未发现其它酵母菌对上述两种药呈现耐

药。所分离到的酵母菌对唑类抗真菌药物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耐药性，光滑假丝酵母菌要略高

于白假丝酵母菌，但二者要明显低于其它假丝酵母菌。 
结论  妊娠晚期妇女阴道假丝酵母菌以白假丝酵母菌为主，其次为光滑假丝酵母菌和克柔假丝

酵母菌。白假丝酵母菌对常见抗真菌药有非常高的敏感性，其它假丝酵母菌对唑类抗真菌药物

的耐药性要高于白假丝酵母菌。治疗假丝酵母菌感染时应结合菌种鉴定及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

择抗真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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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316 
 

CEA、CYFRA21-1、SCC 在肺癌、胃癌、结直肠癌患者外周

血中的表达 
 

周洪兴 杨其贤 王硕 殷旭薇 徐哲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研究 CEA、CYFRA21-1、SCC 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胃癌、肠癌患者外周血中

的表达情况，判断三项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对三种肿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5 例 NSCLC、59 例胃癌、69 例肠癌以及 116 例健康体检者外周血 CEA、
CYFRA21-1、SCC 含量，用 ROC 曲线的方法分析三项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对 NSCLC、胃

癌、肠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CEA 在 NSCLC、胃癌、肠癌患者外周血含量均高于健康人，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1、0.754、0.746，其对 NSCLC 诊断价值显著高于胃癌、肠癌。CYFRA21-1 曲线下面积

分别为 0.715、0.741、0.538，其对 NSCLC 和胃癌有类似的诊断价值，对肠癌诊断几乎无价

值。SCC 对三种肿瘤均无诊断价值。CEA 与 CYFRA21-1 联合检测显著提高了 NSCLC、肠癌

的诊断价值，对胃癌诊断影响不大。 
结论  可以将 SCC 从经典的肺癌联合检测组合中除去，仅用 CEA+CYFRA21-1 组合就能达到

较高的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326 
 

外周血异常糖链糖蛋白检测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监测的

意义 
 

周洪兴 蒋丽佳 徐美玲 李光宇 蒋鹏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观察肿瘤异常糖链糖蛋白(TAP)对肺癌患者治疗监测的意义。 
方法  收集临床确诊为 NSCLC 的患者，随访其治疗前、治疗后半个月、一个月、三个月、六

个月外周血 TAP 浓度，评估 TAP 对 NSCLC 治疗监测的意义。 
结果  治疗前 NSCLC 阳性率显著高于健康人（χ2=140.3，P<0.01）；Ⅲ~Ⅳ期 NSCLC 患者

TAP 含量显著高于Ⅰ~Ⅱ期患者（H=18.91，P 
<0.05）；Ⅰ~Ⅱ期患者治疗后外周血 TAP 下降幅度高于Ⅲ~Ⅳ期患者（χ2=6.22，P<0.05）。 
结论  外周血 TAP 检测可用于 NSCLC 患者的疗效监测，评估治疗效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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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327 
 

β-内酰胺酶基因表达与膜孔蛋白缺失在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

烯耐药中的作用研究 
 

张传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初步研究我院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探讨 β-内酰胺酶基因

表达与膜孔蛋白缺失在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耐药中的作用，以期为医院感染的控制提供新的

策略和方向。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分离的 2 株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大肠埃希菌，采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和药敏检测系统及配套鉴定卡、药敏卡对 2 株大肠埃希菌进行细菌

鉴定和药敏试验，并用 K-B 纸片扩散法和琼脂稀释法进行确认，对照菌株选用 ATCC 
25922。利用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其基因组 DNA，并通过 PCR 方法检测碳青霉烯耐药相关

β-内酰胺酶基因，包括 blaKPC、blaIMP、blaVIM 、blaSME、blaTEM、blaSHV、blaCTX-M-3和 blaCTX-

M-14，目的条带阳性的基因通过双向测序的方法进行验证；此外，通过超声破碎法提取细菌的

外膜蛋白成分，并利用聚丙烯酰氨凝胶电泳（SDS-PAGE）技术检测 2 株大肠埃希菌有无膜

孔蛋白 OmpF、OmpC 的缺失或改变。 
结果  PCR 结果显示，2 株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大肠埃希菌均表达耐药基因 blaCTX-M-3，而其

他 β-内酰胺酶基因的表达均为阴性；SDS-PAGE 电泳显示，2 株碳青霉烯耐药大肠埃希菌的

膜孔蛋白 OmpF 均已缺失，但膜孔蛋白 OmpC 均未缺失。 
结论  β-内酰胺酶的产生联合单个膜孔蛋白的缺失可能是 2 株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耐药的主要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373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induced by 
cholecystitis: A case report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in Chengqiang1,Dong Haixin1,Zhou Jianwei1,Jia Yanxia2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In this report, we present a patient with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 
induced by cholecystitis that was confirmed by standard laboratory tests. A four-year-old girl 
with cholecystitis was admitted to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at Jining Medical College.The patient 
was then diagnosed with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n 
ultrasonogram as well as laboratory tests showing hypofibrinogenemia,hypertriglyceridemia, 
thrombocytopenia, anemia and leukopenia three days after admission. Bone marrow 
aspirations showed that platelets, red blood cells and white blood cells were phagocytosed 
by phagocytes.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cholecystitis-induced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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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378 
 

FIB，hs-CRP 联合 D-D 检测在肺癌发生发展中的变化研究 
 

季明德 张宪波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在肺癌病人的不同临床阶段血浆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imer,D-D）及

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的含量变化，研究三个指标在病情转归及临床预后中的价值。 
方法  60 例确诊为肺癌的病人，与正常人群比较三个指标的变化，并且在初诊组、手术治疗或

化疗后仍发生转移、治疗后缓解间进行比较，探究其变化的规律。 
结果  肺癌病人在发病初期 FIB，hs-CRP 及 D-D 均比正常人群有显著升高，在手术治疗或化

疗后仍发生转移组 hs-CRP 及 D-D 有进一步升高的趋势，FIB 无显著变化；在治疗后缓解组

FIB，hs-CRP 及 D-D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且初诊病人中 D-D 的高低与治疗后是否发生转移有

一定的相关性。 
结论  在肺癌病人中，hs-CRP 及 D-D 在病情的不同阶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且初诊病人中

D-D 的高低也间接反应了病人病程的可控性，对预后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382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on ITP mice via inhibition of oxidative 

stress 
 

Jin Chengqiang1,Dong Haixin1,Zhou Jianwei1,Jia Yanxia2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Purpos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LBP) on the treatment of ITP mice and to explore its mechanism.   
Methods  Forty ITP mice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a model control group and LBP 
groups  I, II, III and  IV. ITP mice in LBP groups  I, II, III, and  IV were administered LBP at 
four different doses (50,100, 200 and 400 mg.kg-1.d-1,respectively) for 7 days by 
gavage.Platelet counts were detected, and TAS and TOS were measured with ELISA kits.  
Results  The platelet count in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platelets in all LBP 
group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The platelet count increased in LBP 
group  I; the platelet counts in the other three grou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LBP group I, and they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TAS concentrations in the LBP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whereas TOS concentr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BP was effective at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LT, and LBP may treat ITP mice via suppressing oxidat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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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390 
 

PINK1/Parkin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的研究进展 
 

金呈强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线粒体自噬作为自噬的一种形式，是近年来被发现的细胞在多种应激刺激下的一种适应

性代谢反应，能通过自噬-溶酶体途径特异性地降解受损的线粒体，维持细胞中活性氧的水

平，防止因为活性氧（ROS）、MMP（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等造成线粒体内

容物的释放和线粒体途径的细胞凋亡或坏死因此，线粒体自噬被认为在多种应激条件下发挥着

重要的促存活作用。线粒体自噬受多种信号途径的调控，如 PINK1/Parkin 途径。本文综述了

目前 PINK1/Parkin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 PINK1 和 Parkin 的生物学特性及

PINK1/Parkin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的生物学作用，希望对将来人类通过线粒体自噬的调控来治

疗临床疾病有所提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397 
 

肾损伤检验项目的研究进展 
 

董海新
1 王玉平

2 金呈强
1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济宁医学院生物科学学院 

 
目的  本文就肾损伤（AKI）检验项目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方法  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进行综述。 
结果  目前主要检测项目有尿蛋白电泳、尿微量白蛋白、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尿蛋白定性，尿

素、尿酸、肌酐、β2 微球蛋白、胱抑素 c（CYS-C）、视黄醇结合蛋白（RBP）、补体 C1q
等。肾损伤一般是指各种致病因素造成的肾小球或肾小管功能障碍，也是许多疾病发展到一定

阶段所带来的严重并发症，早期症状隐匿，临床体征与常规检测指标多不典型，因早期难于发

现而贻误病情，所以找到更优越更先进的检测方法尤为重要。 
结论  尿蛋白电泳、尿微量白蛋白、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尿蛋白定性，尿素、尿酸、肌酐、β2
微球蛋白、胱抑素 c（CYS-C）等已经在临床检验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 AKI 早期诊断标

记物，如 KIM-1、NGAL、IL-18、Cyr61 等，目前尚属于研究阶段，临床应用尚不成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03 
 

肿瘤患者细胞因子水平的研究 
 

茅挺 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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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 215004 
 

目的  通过研究肿瘤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外周血 T 细胞亚群和相关细胞因子的水平变化，来探讨

肿瘤患者机体的免疫水平。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122 例肿瘤患者及 20 例健康体检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NK 细

胞，运用 CBA 技术检测血清细胞因子 IL-2、IL-4、IL-6、IL-10、IFN-γ、TNF 水平。 
结果  肿瘤患者治疗前与对照组相比，IL-4、IL-6、IL-10 均显著升高(P<0.05)，IFN-γ 显著低于

正常对照组(P<0.05),CD4+T 细胞、CD4+T 细胞/CD8+T 细胞数值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P<0.05)，CD8+T 细胞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NK 细胞显著降低(P<0.05)；治疗后与治疗

前相比，泌尿系统和消化系统患者治疗后 IFN-γ、IFN-r/IL-4 显著升高(P<0.05)，泌尿系统和生

殖系统 CD8+T 细胞明显降低，CD4+T 细胞/CD8+T 细胞显著升高。 
结论  恶性肿瘤患者体内存在免疫紊乱：Th1/Th2 漂移和 T 淋巴细胞亚群改变，通过对其进行

监测对患者的疗效观察和判断预后具有一定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58 
 

Association between CD14 gene promoter 
polymorphisms with serum total-IgE and eosinophil 
levels in atopic and non-atopic asthma patient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Feng Jian kai,Su zhen-guo 
Yan 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6410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D14 gene 
promoter SNPs with serum total-IgE and eosinophil levels in atopic asthma and non-atopic 
asthma in Chinese Han.  
Methods  A total of 152 patients with asthma were divided into atopic asthma (n=100) and 
non-atopic asthma (n=52) groups for this study. Six CD14 gene SNPs were analyzed using 
PCR and gene sequencing. Serum total-IgE and eosinophil levels were measur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otype frequencies of the CD14 gene loci with total-IgE and 
eosinophil levels in atopic asthma and non-atopic asthma was evaluated by the ANOVA test 
method. Hundred and sixteen healthy subjects constitute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We found that serum total-IgE and eosinophil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individuals with atopic asthma when compared to individuals with non-atopic asthma 
(p<0.01). For non-atopic asthma, the total-IgE levels of the heterozygous genotyp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levels for the homozygous genotypes in CD14-
260C>T, CD-651>T, CD-911A>C and CD-1247A>G (p<0.01). In atopic asthma,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or either serum total-IgE or eosinophil levels among the genotypes 
of the CD14 gene SNPs. In addition, allele A frequency of CD14-1247A4G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atopic asthma and non-atopic asthma groups (p=0.025).  
Conclusion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erum total-IgE level and the 
CD14 gene promoter SNPs in the non-atopic asthma group. The eosinophil level was not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CD14 gene promoter SNPs in either the atopic 
asthma or non-atopic asthma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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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61 
 

Upregulation of salivary α2 macroglobuli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feng jiankai,Su zhen-guo 

Yan 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64100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of salivary α2-macroglobulin (α2-MG)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to investigate its value for predicting damage to the 
salivary glands.  
Methods  A total of 116 patients with T2DM and 60 patients with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IFG)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Sixty health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as a control group. 
Unstimulated saliva was collected at 8 a.m. prior to breakfast. Expression of α2-MG was 
determined using an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alivary 
α2-MG, serum α2-MG, and concentration of fasting glucose was analyzed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α2-MG in the 
T2DM group, IFG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IFG group,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salivary α2-MG in the T2DM group (P 
< 0.01).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salivary α2-MG in the IFG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In the patients with T2DM, a close correlation 
was identified in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α2-MG and salivary α2-MG (r = 0.52, P < 0.01). A 
poor correlation was identified between salivary α2-MG and blood sugar level (r = -0.12, P = 
0.199).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salivary α2-MG showed a remarkable increase in T2DM 
patients,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alivary glan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63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neuregulin-1β (NRG-1) on the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apoptotic  changes of rats 
suffering spinal cord injury 

 
zhang yuqiang,Zhou Yu-ming 

Yan 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64100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Neuregulin-
1β (NRG-1) in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Rats underwent complete spinal cord transection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NS group 
and NRG-1 group.  
Results  Therapy with NRG-1 after rat spinal cord injury, th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interleukin (IL)-1β, IL-6 and the cell apoptosis caspase-3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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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reduced. Meanwhile the levels of the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0, anti-
apoptosis Bcl-2, the survival rate of neurons and fiber length in the injury site were increased.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NRG-1 is a potential strategy for reducing 
secondary damage and promoting functional recovery by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
apoptotic following spinal cord injur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66 
 

Metabolomics to Analyze the Therapy and Adverse 
Effect of Glycyrrhizin Capsules Towards Liver Cancer 

 
yang ruifang 

Yan 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64100 
 

Objective  The 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liver carcinoma remain to be very challenging. 
Metabolomics technology was employed to search the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liver 
carcinoma, and used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iciency and adverse effects of 
glycyrrhizin capsules.  
Methods  Blood was taken from 20 healthy volunteers and 40 patients with liver carcinoma. 
Among them, 20 patients have been given one glycyrrhizin capsule one day. In vitro 
incubation system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hibition of glycyrrhizin towards the 
metabolism of clopidogrel. 
Results  The level of amino acid Asparagine (As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blood 
obtained from the patients with liver carcinoma. The treatment with glycyrrhizin capsule 
significantly prevented the elevation of Asn in the blood. The adverse effect of glycyrrhizin 
capsule was determined through evaluating the inhibition of glycyrrhizin towards human liver 
microsomes (HLMs)-catalyzed clopidogrel metabolism. Glycyrrhizin inhibited about 40% 
activity of clopidogrel metabolism (p<0.05).  
Conclusions  Metabolomics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find the clinical biomarkers for 
the therapy of glycyrrhizin capsules towards liver carcinoma, and explain the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of glycyrrhizin capsul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73 
 

The effect of human placenta-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n cord blood CD8(+);T cells activation, 

cellcycle and secretion of IL-17 
 

wang guoyan 
Yan 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64100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uman placenta-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PMSCs) 
on cord blood CD8(+);T cell activation, cell cycle and secretion of IL-17, and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 application in the cell-based thera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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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hPMSCs were isolated from mature placenta by the method of digestion. Then 
hPMSCs were cultured, expanded in vitro, and were used in test after the third 
passage. CD8(+);T cells were sorted from cord blood with immunomagetic beads. FC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early activation phenotype, cell cycle of cord blood 
CD8(+);T cells and cytokine secretion. 
RESULTS  CD8(+);T cells stimulated by PHA in the presence of hPMSCs were arrested at 
G0/G1 phase. The expression of the early activation marker CD25 and CD69 of cord blood 
CD8(+);T cells was inhibited in the presence of hPMSCs. While, IL-17secretion of cord blood 
CD8(+);T cells stimulated by PMA was increased. 
CONCLUSION  hPMSCs can suppress the activation of cord blood CD8(+);T cells by 
altering T cell cycle; up-regulate the level of IL-17 secreted by cord blood CD8(+);T cell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91 
 

2014 年天津市血流感染细菌耐药监测 
 

刘萍 张坚磊 杨彬 穆红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研究天津市血流感染细菌感染分布及耐药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度天津市 45 家医院，血标本来源细菌药敏结果用 CLSI 2015 年标准判读，

WHONET 5.6 软件进行药物敏感性分析。 
结果  分离共计 4772 株细菌，其中革兰阳性菌 2038 株，占 42.7%，革兰阴性菌 2734 株，占

57.3%，葡萄球菌属 1409 株，占 29.5%，肠球菌属 335 株占 7.0%，肠杆菌科细菌 2248 株占

47.1%，非发酵菌 438 株占 9.2%， 肺炎链球菌 35 株占 0.7%。 最常见细菌依次为大肠埃希

菌（27.3%）、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23.8%）、肺炎克雷伯菌（12.1%）、金黄色葡萄球菌

（5.6%）、铜绿假单胞菌（4.1%）。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和耐甲氧

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检出率分别为 78.5％和 25.3％。MRSA 和 MRCNS 的耐药

率明显高于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MSSA)和甲氧西林敏感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SCNS)。未发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敏感率为别

为 100%％和 98.1％，共检出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VRE）3 株。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的

敏感率可达 98.7％，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的敏感率仅有 95.3％。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

伯菌中产 ESBLs 株分别占 60.1%和 33.3%。铜绿假单孢菌对碳青霉烯类的亚胺培南和美罗培

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21.6%和 17.5。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高达 39.6%
和 49.3%。 
结论  本年度所分离血培养细菌的耐药较为普遍，加强耐药性监测，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十分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92 
 

狂犬病病毒糖蛋白膜外区基因的重组、表达与鉴定 
 

路静
1 付玉荣

2 伊正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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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 
2.潍坊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目的  构建狂犬病毒糖蛋白外膜区基因质粒并在大肠杆菌中表达，为研制狂犬病毒抗原诊断试

剂盒奠定基础。 
方法  将狂犬病病毒 CTN 株糖蛋白膜外区基因进行 RT-PCR 扩增，目的片段与表达载体

PET32a(+)分别双酶切、胶回收后连接并转化至 E. coli BL21（DE3）菌株。挑取阳性重组表

达菌经 IPTG 诱导表达后，进行 SDS-PAGE 分析并纯化，用 Western blot 分析其反应原性。

同时对最佳诱导表达条件进行了研究，重组菌在 37℃，IPTG 终浓度为 1mmol/L,诱导 4h 时蛋

白表达量最高。 
结果  以狂犬病病毒 CTN 株为模板扩增糖蛋白膜外区基因片段，产物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鉴

定显示为 1323bp，与理论值相符；重组质粒经酶切鉴定构建成功；重组质粒转化入 E. coli 
BL21（DE3）经 IPTG 诱导后表达的融合蛋白分子质量单位约为 66.6ku，与理论分子质量相

符；该融合蛋白主要以包涵体形式存在，可被 His 标签抗体识别。 
结论  成功表达了狂犬病病毒糖蛋白外膜区蛋白，并具有良好的反应原性，为后续研制狂犬病

病毒抗原诊断试剂盒奠定了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96 
 

小鼠 IL-27 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其在 RAW264.7 细胞中的

表达 
 

路晓红
1 付玉荣

2 伊正君
1 路静

1 张德峰
1 

1.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 
2.潍坊医学院病原生物学 教研室 

 
目的  构建小鼠白介素 27(Interleukin 27, IL-27)单链融合基因的真核表达载体并检验其在

RAW264.7 细胞中的表达情况。  
方法  提取小鼠脾细胞总 RNA，通过 RT-PCR 扩增出小鼠 EBI3 和 p28 cDNA。采用重叠延伸 
PCR (splicing by overlap extension PCR, SOE PCR)通过编码疏水性多肽接头(Gly4Ser)3 的
DNA 序列连接小鼠 EBI3 和 p28 基因片段，构建小鼠 IL-27 单链融合基因（mouse single 
chain IL-27, mscIL-27），并将其克隆至 pcDNA3.1(+)载体。通过酶切和测序鉴定阳性重组载

体，将重组质粒 pcDNA3.1-IL-27 通过脂质体转染法转染小鼠巨噬细胞株 RAW264.7，通过 
RT-PCR 方法检测目的基因的表达。  
结果  测序分析表明，小鼠 IL-27 单链融合基因中 EBI3、linker 和 p28 的连接顺序、方向及碱

基序列与预期相符。在转染后的 RAW264.7 细胞中检测到了小鼠 IL-27 mRNA 的表达。  
结论  成功构建了小鼠 IL-27 单链融合基因及其真核表达载体，并在 RAW264.7 细胞中实现表

达，为进一步探讨 IL-27 的生物学功能奠定了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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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妇科细胞学标本检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叶圆圆 王薇 赵海建 王治国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非妇科细胞学标本检查的主要目的是检测其是否为恶性，同时也能检出炎性病变、传染性

病变和其它改变。可靠的非妇科细胞学标本的细胞学检查依赖于详细的病历资料和高质量制

片。非妇科细胞学标本检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包括从标本采集、运输、接收、处理到检测和报

告等一系列过程。实验室应根据实验室自身情况制定标本采集、运输和接收的具体要求，并严

格执行。标本附着于载玻片表面是标本评价的关键，附着程度受玻片、标本采集部位和细胞状

态等的影响。细胞悬液在染色或检测前通常需要浓缩或稀释，主要通过各种离心技术和液基技

术实现。细胞固定和保存的目的是重复实验时优化细胞形态学和生物学特性，细胞固定技术包

括玻片固定、浸没式固定和涂层固定，不同的染色技术适用于不同的固定标本，应监控和记录

准备和染色的质量，评估细胞学染色以确保其可适当保存且具有可接受的质量。非妇科细胞学

标本检测的报告包括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某些情况下还有附加报告，实验室应建立报告选择

或报告修正及给已存在报告添加附加报告的机制，并明确各种不同类型报告的定义。本文以

GP23-A2 指南为基础，对非妇科细胞学标本检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进行了具体描述，希望能

为临床和实验室进行非妇科细胞学标本的采集、处理、显微镜检查和检验后管理等提供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499 
 

结核分枝杆菌 Rv0867c 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路晓红
1 付玉荣

2 伊正君
1 

1.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 
2.潍坊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目的  应用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结核分枝杆菌 Rv0867c 及其编码的复苏促进因子 A 
(resuscitation-promoting factor A，Rpf A)的结构功能及抗原表位。 
方法  从 NCBI 数据库获取 Rv0867c 的基因信息；应用 ProParam 预测 Rpf A 蛋白的理化性

质；采用 SignalP 4.0 及 TMHMM 分析其信号肽及跨膜区；利用在线分析 Expasy 工具分析蛋

白二级结构，建立蛋白的三级结构模型；利用 ABCpred、BepiPred 1.0 Server 以及

SYFPEITHI、NetMHCIIpan 3.1 Server 分析蛋白的 B 细胞及 T 细胞抗原表位。 
结果  Rpf A 蛋白具有 407 个氨基酸残基，该蛋白 N 端存在信号肽序列，具有跨膜结构。二级

结构中无规卷曲约占 63.14 %，结构疏松。三级结构同源建模与 Rpf B 具有高度相似的序列。

Rv0867c 具有潜在的 B 细胞抗原表位 46-57、61-74、108-123、307-320 及 85-98 等，T 细胞

抗原表位 82-90、337-345、167-175、207-215 及 263-271 等。 
结论  生物信息学预测 Rpf A 具有良好的抗原表位，是诊断及治疗结核的潜在候选因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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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方法比对研究中 Bland-Altman 一致性分析方法的

调查 
 

叶圆圆 王薇 赵海建 王治国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目的  对 2012 年以后发表的实验室研究论文就使用 Bland-Altman 分析进行方法比对的统计报

告的质量进行横断面调查。 
方法  最终确定 50 篇使用 Bland-Altman 分析进行实验室分析物方法比对的临床研究。Bland-
Altman 分析报告使用包含以下 6 项的预先设计的检查表进行评价：（1）在 Bland-Altman 分

析图上正确表示 X 轴，（2）正确表示和定义一致性限（LOA），（3）报告 LOA 的置信区

间，（4）LOA 与事先确定的临床标准进行比对，（5）差值（y 轴）和平均值（x 轴）间关系

模式的评价，（6）重复性测量。 
结果  在最终确定的 50 篇文献中，94%正确表示 x 轴和 LOA，74%与事先确定的临床标准进

行了比对，6%报告了置信区间，28%有关系模式评价，38%有重复性评价。 
结论  已发表的临床研究中 Bland-Altman 分析报告不完整。虽然 Bland-Altman 分析很简单，

但研究人员、审稿人和杂志编辑对其并不完全理解。Bland-Altman 分析报告在实验医学杂志

和其它临床杂志中有一定差异。统一 Bland-Altman 分析的报告方式将提高 Bland-Altman 分析

结果的普遍适用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03 
 

结核分枝杆菌 MT3876 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路晓红
1 付玉荣

2 伊正君
1 

1.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 
2.潍坊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目的  应用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分析结核分枝杆菌 MT3876 基因其编码的蛋白质结构和功能。 
方法  从 NCBI 数据库获取 MT3876 基本的基因信息；应用 ProParam 预测 MT3876 蛋白的理

化性质；SignalP 4.0 及 TMHMM 分析其信号肽及跨膜区；利用在线分析 Expasy 工具分析蛋

白二级结构、建立蛋白的三级结构模型；利用 ABCpred 及 BepiPred 1.0 Server 分析蛋白抗原

表位，寻找最佳 B 细胞及 T 细胞抗原位点。 
结果  MT3876 编码结核分枝杆菌假想蛋白 MT3876，具有 172 个氨基酸残基。该蛋白无信号

肽，位于胞壁，无明显跨膜结构。二级结构中无规卷曲约占 1.89%，结构疏松。MT3876 具有

潜在的 B 细胞抗原表位及 T 细胞抗原表位。 
结论  生物信息学预测提示 MT3876 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可作为研发免疫诊断方法潜在的侯选分

子靶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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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对人类乳头瘤病毒分型检测的干扰研究 
 

高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探讨不同浓度的血红蛋白对人类乳头瘤病毒（HPV）分型检测的干扰，为更好的开展

HPV 分型检测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取 10mL 血常规检测用血，分两组进行。第一组加入溶血素充分破坏红细胞，离心收集

上清液，用 PBS 将血红蛋白浓度调至 100 g/L；第二组不破坏红细胞，直接用 PBS 将血红蛋

白浓度调至 100 g/L。两组试验各取 11 支 EP 管，分别加入 0 μL，20 μL，40 μL，60 μL，80 
μL，100 μL，120 μL，140 μL，160 μL，180μL，200 μL 的血红蛋白液或全血。然后依次加

入 200 μL，180 μL，160 μL，140 μL，120 μL，100 μL，80 μL，60μL，40 μL，20 μL，0 
μL 的 PBS，每管再分别加入分型为 16 型的宫颈细胞标本 200μL，使血红蛋白的终浓度分别

为 0 g/L，5 g/L，10 g/L，15 g/L，20 g/L，25 g/L，30 g/L，35 g/L，40 g/L，45 g/L，50 
g/L。用透景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的 HPV DNA 分型测定试剂盒，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检测。 
结果  第一组血红蛋白浓度在 0~50 g/L 时，均成功检测出 HPV 16 型，对 HPV 的分型检测没

有明显影响。第二组血红蛋白浓度在 0~10 g/L 时检测出 HPV 16 型，大于 15g/L 时，HPV 分

型失败。 
结论  红细胞虽然通过血红蛋白干扰 HPV 的分型检测，但是相对于单纯的血红蛋白，完整的红

细胞是临床检测更主要的干扰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15 
 

本院 4 种主要治病性阴性菌耐药率相关性分析 
 

郑远明 韩晓云 周杰 
大连市友谊医院 116001 

 
目的  分析近 4 年本院 4 种主要阴性菌耐药率，研究四者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回顾性统计分析，利用 WHONET 5.6 和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回顾本院

2012-2015 年住院患者中分离的 4 种阴性菌每半年的耐药率，运用双变量相关分析相关性。 
结果  4 种主要致病菌的耐药率 4 年变化相关性，保持一致具有显著相关性（P＜0.05）的有大

肠埃希菌与肺炎克雷伯菌的头孢哌酮/舒巴坦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大肠埃希菌与铜绿假单胞

菌的氨曲南和环丙沙星，肺炎克雷伯菌与鲍曼不动杆菌的头孢哌酮/舒巴坦。保持相反显著相

关性（P＜0.05）的有大肠埃希菌与鲍曼不动杆菌的哌拉西林,肺炎克雷伯菌与铜绿假单胞菌的

哌拉西林、头孢吡肟和阿米卡星，鲍曼不动杆菌与铜绿假单胞菌的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其中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和环丙沙星波动较大，鲍曼不动杆菌的环丙沙星上升，其它三种细菌的环

丙沙星都程下降变化；鲍曼不动杆菌的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和阿米卡星逐渐上升，鲍曼不动杆

菌的氨曲南有下降趋势。 
结论  肠杆科细菌与非发酵细菌耐药率低且一致的为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高且程负相关的

是哌拉西林；同时鲍曼不动杆菌的抗生素耐药率逐年上升，其变化与其它细菌具有负显著性相

关，与其独特耐药机制有关，本院需要加强鲍曼不动杆菌临床用药的合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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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43 
 

儿童腹泻沙门菌和志贺菌的分布及耐药分析 
 

孙佰秀 阮田田 田园园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11 

 
目的  儿童腹泻沙门菌和志贺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我院 112 例腹泻门诊 1-8 岁患儿粪便标本，用诊

断血清和 VITEK 2 系统进行鉴定并行药敏试验。 
结果  112 例患儿粪便标本检出沙门菌 78 株，志贺菌 34 株。沙门菌血清型分布主要为 B 群鼠

伤寒沙门菌 34（43.6%）株及德尔卑沙门菌 11（14.1%）株；D 群 20（25.6%）株肠炎沙门

菌。志贺菌血清型分布主要为 31（91.2%）株弗氏志贺菌。78 株沙门菌的药敏实验敏感率较

高的药物依次为亚胺培南，厄他培南，头孢吡肟，头孢他啶，头孢曲松，左氧氟沙星，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34 株志贺菌的药敏实验敏感率较高的药物依次为亚胺培南，厄他培南，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头孢吡肟，呋喃妥因，头孢他啶。 
结论  儿童腹泻沙门菌检出率最高依次为鼠伤寒、肠炎及德尔卑沙门菌，志贺菌以弗氏志贺菌

为主。沙门志贺菌属引起的儿童腹泻抗菌药物敏感率较高的药物为亚胺培南，厄他培南，头孢

吡肟，头孢他啶，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较高依次为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第

三、四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可以作为临床经验用药的首选药物，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效果

好，值得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74 
 

冠心病患者血浆肌钙蛋白 I，N 末端脑利钠肽前体和心脏型脂

肪酸结合蛋白的检测及意义 
 

陈贞
1 何依

2 易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目的  本文探讨不同临床类型及心功能分级的冠心病患者血浆肌钙蛋白 I（cTnI），N 末端脑利

钠肽前体（NT-pro BNP）和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到 2016 年 5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确诊的冠心病患者 100 例，其中

按临床类型分为心肌梗死组(MI)28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P）组 48 例，稳定型心绞痛

（SAP）组 24 例。心功能按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对其心脏功能进行分级：心功能Ⅱ级 33
例，心功能Ⅲ级 51 例，心功能Ⅳ级 16 例，同时选择同期在湘雅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者 30 例作

为健康对照组，检测各组血浆 cTnI、NT-pro BNP,H-FABP 水平。 
结果  ①冠心病组患者 cTnI、NT-pro BNP, H-FABP 平均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②MI 组 cTnI, 
NT-pro BNP 和 H-FABP 水平明显高于 UAP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UAP 组与

SAP 组血浆 cTnI 和 H-FABP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UAP 组 NT-pro BNP 水

平明显高于 SA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 N-pro BNP 水平 MI 组高于 U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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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UAP 组高于 SAP 组，随着病情程度的增加而逐渐升高，可以很好地预测冠心病的病变程

度，指导临床治疗。 ③心功能Ⅱ级和Ⅲ级患者相比较，cTnI, NT-pro BNP 和 H-FABP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心功能 IV 级患者 cTnI, NT-pro BNP 和 H-FABP 水平显著高于 II
级和 III 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血浆 cTnI，NT-pro BNP，H-FABP 水平与

心功能分级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且三者相互之间呈正相关。 
结论  冠心病患者血浆 cTnI，NT-pro BNP 和 H-FABP 水平与冠心病临床分型及 NYHA 心功能

分级有一个较好关联，可用来预测心肌受损程度，以便能更好的指导临床诊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89 
 

华支睾吸虫抗体检测试剂盒的性能评价 
 

曾小琪
1 刘荣静

1 黄欢欢
2 邓小燕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 

2.广州金域检验学院 
 

目的  评价华支睾吸虫抗体 ELISA 检测试剂盒的性能。 
方法  收集粪便镜检发现虫卵的病人血清 34 例与健康人血清 30 例，检测特异性抗体，分析试

剂盒的灵敏度、特异度、重复性、批间差异性及试剂盒稳定性。  
结果  34 例阳性标本抗体阳性率为 85.3%；30 例阴性标本抗体阴性符合率为 86.7%；批内变

异系数为 5.8%；批间差异性显著（p<0.05）；试剂盒开封六个月后检测结果与之前无变化。 
结论  该华支睾吸虫抗体检测试剂盒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度，且重复性好，稳定性较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93 
 

骨髓转移癌细胞学形态与原发灶的相关性分析 
 

彭莉 李春岚 王爱兰 刘敏 宋冬 陆作伟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探讨骨髓转移癌的的临床表现、细胞形态与原发灶关系，为骨髓转移癌早期诊断和治疗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我院细胞室 2922 例骨髓穿刺标本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有典型转移癌细胞明确诊断

为骨髓转移癌的患者 45 例，分析转移癌患者的临床表现、血象、骨髓象、预后，分析癌细胞

形态与原发灶关系。 
结果  骨髓转移癌最常见的症状为骨痛、发热、消瘦；常见的血象异常包括贫血、白细胞减

低、血小板减少；血生化表现为碱性磷酸酶升高、血钙降低，乳酸脱氢酶升高；外周血多出现

幼红细胞、幼粒细胞；骨髓象大部分患者增生活跃，少数患者增生明显减低；患者预后较差，

生存期短。骨髓转移癌细胞形态保持原发灶的细胞学特征。 
结论  患者不明原因的骨痛、乏力并伴血象异常，尤其是外周血出现幼红、幼粒细胞时应考虑

是否有骨髓转移癌。根据骨髓转移癌的细胞学形态特征寻找原发灶，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807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96 
 

江西地区儿童非综合征型耳聋基因突变筛查分析 
 

胡妮娅
1 邹俊

2 熊优娟
2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西省儿童医院 

 
目的  儿童非综合征型耳聋基因突变位点的筛查，初步了解江西地区耳聋基因热点突变谱系及

发生频率。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期间，在江西省儿童医院就诊的非综合征型耳聋儿童 100
例，在获得本人或家长知情同意后，抽取外周静脉血，应用 Sequenom MassArray iPLEX 检
测系统检测中国人群中常见的 4 个耳聋相关基因的 20 个突变位点，包括 GJB2（35delG、

176_191del16、235delC、299_300delAT、167delT）、SLC26A4（IVS7-2A>G、

2168A>G、1229C>T、2027T>A、589G>A、2162C>T、IVS15+5G>A、1975G>C、

1174A>T、281C>T、1226G>A）、GJB3（538C→T、547G→A）、12S rRNA
（m.1555A>G、m.1494C>T），并对阳性结果进行测序验证。 
结果  100 例样本中检测出 GJB2 基因突变 5 例，其中 176_191del16 杂合突变 1 例，235delC
突变 4 例，含 3 例杂合突变和 1 例纯合突变。SLC26A4 突变 5 例，皆为 IVS7-2A>G 突变，

其中 3 例杂合突变，2 例纯合突变。其他基因均未发现突变，测序结果与本实验结果一致。 
结论  本次研究的江西样本中，耳聋患儿热点突变基因以 GJB2 基因和 SLC26A4 基因为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97 
 

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3 例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章黎华 王维维 袁向亮 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应用流式细胞术进行血细胞分群与免疫表型分析，为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的临床诊断提

供依据。 
方法  于 2012 年 8 月、2016 年 1 月和 2016 年 5 月外周全血细胞分析时，发现 3 例嗜酸性粒

细胞绝对值≥1.5 x 109/L 的患者，分别采集其骨髓标本，用 Beckman FC500 流式细胞仪检测

血细胞分群及其免疫表型。采用 5 色流式细胞术，CD45/SSC 设门，检测细胞膜表面 CD7、
CD33、CD19、CD13、CD117、CD34、CD15、CD14、CD11b、HLA-DR 等分子及胞浆内

cMPO、cCD79a 和 cCD3 的表达水平。将患者血细胞与上述相应分子的荧光标记单克隆抗体

共同孵育，对于细胞膜表面分子直接孵育后裂解红细胞上机检测，而胞浆内分子的检测需要将

细胞依次固定、破膜后再与抗体孵育，用 PBS 稀释后检测。结果采用 Beckman CXP 软件分

析患者标本中各细胞群所占百分比和嗜酸性粒细胞免疫表型。 
结果  3 例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患者的骨髓象均表现为嗜酸性粒细胞的百分比和绝对值的显著

增高，而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的百分比相应降低，与外周血象基本一致。患者的粒细胞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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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群，其中嗜酸性粒细胞群的特点为主要表达髓系细胞标志

（CD33+cMPO+CD13+CD15+CD11b+），且 CD45 高表达并伴随 cCD79a 的表达。 
结论  应用流式细胞术能够检测嗜酸性粒细胞的特征性免疫表型，结合外周全血细胞分析，有

助于临床对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进行辅助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599 
 

湘雅医院临床分离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特点和耐药性研究分

析 
 

孙谦 刘培 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5.1-2015.8 月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特点及耐药性进

行回顾性分析，为指导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及有效预防和控制感染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收集 2015.1-2015.8 湘雅医院痰、创面分泌物及尿液等各类标本中分离得到的鲍曼不动

杆菌 534 株，用回顾性的方法对其耐药性进行分析。同时收集感染患者相关临床资料，对鲍曼

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  鲍曼不动杆菌标本的主要来源是痰及支气管分泌物（410/534、76.78%），主要分布与

重症监护病房（ICU）、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及神经外科科室，感染患者主要为 50 岁以上

(304/534)。鲍曼不动杆菌对环丙沙星、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庆大霉素、亚胺培南、左氧氟

沙星、复方新诺明、妥布霉素及哌拉西林/舒巴坦等 9 种抗生素有不同程度的耐药，耐药率

50%-85%，其中环丙沙星、头孢曲松、头孢吡肟及亚胺培南的耐药率高达 80%以上，分别为

80.90%、82.96%、82.58%和 80.53%。与其他科室相比，ICU 分离得到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

的耐药率明显升高。10 种抗生素中抗菌活性最好的是头胞哌酮/舒巴坦，耐药率为 3.02%。 
结论  临床分离鲍曼不动杆菌主要来源于呼吸道标本，主要分布在 ICU、呼吸内科、神经内科

和神经外科，且对多种抗菌药物有不同程度耐药；随着泛耐药及多重耐药菌株逐渐增多，应加

强对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监测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21 
 

医护人员 MRSA 定值与 MecA 基因携带的危险因素分析 
 

汪永强 李传达 袁平宗 蒋云惠 李长英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641000 

 
目的  探讨医护人员 MRSA 定值及鼻腔 mecA 基因携带情况，总结 mecA 携带的相关危险因

素。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外科、内科系统医护人员共 200 名，采集鼻试子，双靶点基因扩增技术进

行 NUC 与 mecA 基因检测，对携带 mecA 的职工先进行单因 素检验；然后对单因素分析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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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鼻腔 MRSA 定值 4 例，占 2.0%（4.0/200）；mecA 检出 19 例，占 9.5%（19/200）；

内科系统 MRSA 与 mecA 基因阳性分别为 3 例与 11 例，分别占 2.6%（3/114）与 9.6%
（11/114），外科系统 MRSA 与 mecA 基因阳性分别为 1 例与 8 例，分别占 1.2%（1/86）与

9.3%（8/86），P= 0.64，χ2= 
0.007，P=0.93；医生组 mecA 携带 11 人[17.5%（11/63）],护理组 mecA 检出 8 人

[5.8%(8/137), χ2= 6.78，P=0.01。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 mecA 定值的独立危险因素，按

OR 值大小，依次为未严格个人防护、未严格执行手卫生、未执行定值菌筛查。 
结论  医护人员鼻腔存在 MRSA 定值，鼻腔 mecA 耐药基因检出率较高， mecA 基因携带存在

独立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25 
 

SHP2 调控肺癌上皮间质转化的研究 
 

李硕敏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上皮间质转化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必要步骤，同时，它在肿瘤转移起始过程中也发挥重

要作用。上皮间质转化是细胞分化的一种重要形式。酪氨酸磷酸酶 SHP2 是一种广泛表达的磷

酸酶，研究表明它调控各种生物学功能包括细胞分化。SHP2 在各种实体肿瘤中存在点突变，

提示 SHP2 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和进展。SHP2 在上皮间质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仍未有报道。我们

的研究目的是探讨 SHP2 在肿瘤相关的上皮间质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为了探讨 SHP2 在上皮间质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使用 TGFβ1 诱导的非小细胞肺癌

细胞系 A549 发生上皮间质转化作为模型。使用过表达或基因沉默的方法从 SHP2 表达水平研

究其对上皮间质转化作用的影响。并过表达 SHP2 活性增强突变（SHP2E76V）或抑制性点突

变 （SHP2C459S）及使用 SHP2 酶活性抑制剂（PHPS1）进一步研究 SHP2 活性对上皮间

质转化作用的影响。同时使用酵母双杂交系统对 SHP2 相互作用的蛋白进行筛选。进一步研究

SHP2 参与调控上皮间质转化的分子机制。 
结果  SHP2 表达下调可以抑制 TGFβ1 诱导的 A549 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表型。SHP2 活性与

EMT 呈正相关。SHP2 失活突变（SHP2C459S）和 SHP2 抑制剂（PHPS1）可以下调 EMT
相关间质标记分子。活化型 SHP2 点突变（SHP2E76V）可以促进 TGFβ1 诱导的 EMT 表

型。同时使用酵母双杂交系统筛选到 SHP2 PTP 结构域相互作用蛋白—Hook1。在 A549 细胞

中，TGFβ1 可以下调 Hook1 的表达，使用 Hook1siRNA 沉默 Hook1 基因表达可以促进 EMT
表型。过表达 Hook1 负向调控 EMT。通过相互作用片段分析，发现 Hook1 的 C 端既可以和

SHP2 PTP 结构域结合也可以和 SHP2 NSH2 结构域结合。Hook1 表达下调之后，SHP2 酶活

性升高。提示 Hook1 可能参与了 SHP2 自抑制状态的维持，对 SHP2 活化起负向调控的作

用。 
结论  1.    SHP2 正向调控了 TGFβ1 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 2.    Hook1 是 SHP2 新的结合蛋

白，可以同 SHP2 NSH2 和 PTP 结构域结合。 3.    TGFβ1 下调 Hook1 表达，Hook1 负向调

控了 TGFβ1 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 4.    Hook1 可能是内源性的 SHP2 活化的负向调控因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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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肿瘤标志物 CYFRA21-1 在肾脏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凌芸 谢而付 杨瑞霞 张伟 潘世扬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 CYFRA21-1 的检测在肾脏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应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对 2107 例肾脏疾病患者和 1697 例

健康对照者进行血清中 CYFRA21-1 水平检测，CYFRA21-1 水平呈偏态分布，用秩和检验分

析两组之间的差异，并绘制 ROC 曲线分析。 
结果  肾脏疾病患者血清中的 CYFRA21-1 水平为 3.5（0.4~267.3）ng/mL，高于健康对照者

的 1.9（0.5~8.6）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8.721，P<0.05），肾脏疾病患者的

CYFRA21-1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70，最佳诊断临界值为 2.8ng/mL，相对应的敏感度为

61.7%，特异度为 81.2%。 
结论  CYFRA21-1 对于肾脏疾病的临床诊断具有较好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可以成为肾脏疾病诊

断的辅助指标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69640 
 

Nuclear PKM2 contributes to acquired resistance to 
cetuximab via upregulation of STAT3 in colorectal 

cancer 
 

Li Qiong,Zhao Rongping,Li Mi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outh Campus，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1112 
 

OBJECTIVE  Cetuximab is an anti-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nti-EGFR) monoclonal 
antibody used as therapy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CRC) patient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etuximab is limi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cquired resistance, which typically 
occurs within 3-12 months from the start of therapy. In our previous study, we show that 
nuclear PKM2 protein levels correlate with gefitinib resistance in CRC cells, which is 
mediated by the STAT3 pathway. Hence, efforts are ongoing for illustrating the mechanisms 
mediating acquired resistance to cetuximab in CRC. 
METHODS  To select suitable cell lines for subsequent studies, we first evaluated the 
sensitivity to the cell growth inhibiting effects of cetuximab in a panel of 8 human CRC (GEO, 
SW48, HT29, LOVO, HCT116, HT15, SW620 and SW480) cell lines. The cell lines models of 
acquired resistance were obtained following continuous in vitro exposure to cetuximab. To 
determine whether nuclear PKM2/STAT3 pathway correlates with cetuximab resistance in 
CRC cells, we analyzed nuclear PKM2 and phosphorylated STAT3 by western blotting in 
cancer cells treated with cetuximab. To further verify the role of nuclear PKM2 in cetuximab 
resistance, nuclear PKM2 was overexpressed in sensitive cells or knocked down in resistant 
cells by vector-mediated transfection. And the viability of cancer cells after cetuximab 
treatment was measured by the MTS assay. We next analyzed whether a functional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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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between nuclear PKM2 and STAT3 in sensitive cells could be induced by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  
RESULTS  There was a differential sensitivity to cetuximab-induced cell growth inhibition. 2 
CRC cell lines (GEO and SW48) were primarily sensitive to cetuximab. MTS assay showed 
that cetuximab was not effective in GEO-CR and SW48-CR cell lines. Nuclear PKM2 
increased in GEO-CR and SW48-CR cells compared with the parental cell lines. Cetuximab 
treatment suppressed STAT3 activation only in 2 sensitive cell lines, whereas it had no effect 
on the levels of phosphorylated STAT3 in cetuximab-resistant cell lines. The overexpression 
of nuclear PKM2 in sensitive cells attenuated the effect of cetuximab treatment, and actived 
STAT3 pathwa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PKM2 knockingdown improved 
the effect of cetuximab treatment, and reduced STAT3 phosphorylation. IGF-1 treatment 
induced nuclear PKM2-STAT3 interaction in GEO and SW48 cells and increased  the 
interaction GEO-CR and SW48-CR cells.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 that nuclear PKM2 is upregulated in the 
cetuximab-resistant CRC cells. The resistance mechanism might be mediated through the 
STAT3 pathway. These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nuclear PKM2 is a potential molecular 
target for sensitizing anti-EGFR-based therapy in CR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87 
 

颅内感染的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与生物膜相关性分析 
 

商安全
1,3 魏军

1,2 
1.宁夏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检验医学系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3.江苏省盐城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医学科 
 

目的  分析盐城某医院颅内感染的患者中鲍曼不动杆菌（AB）的耐药性与生物膜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医院神经外科 2016 年 1 月至 3 月从颅内感染患者脑脊液中分离出的 162 株 AB，采

用梅里埃公司全自动微生物 VITEK-2 分析仪分离鉴定；体外药敏试验采用 K-B 纸片法；以 96
孔微孔板半定量法测定其生物膜形成能力，对比各类菌株的生物膜阳性率及生物表型分布情

况；运用多重 PCR 技术对亚胺培南敏感和耐药的 AB 的相关特异基因进行分析。 
结果  临床分离的 162 株 AB 中耐药率高达 75.31%（122/162）；敏感组、多重耐药组、泛耐

药组的生物膜阳性率依次为 24.70%、35.19%、40.12%，多重耐药组与泛耐药组对比，无统

计学差异（P＞0.05），敏感组分别与多重耐药组和泛耐药组对比，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产生物膜能力的且对亚胺培南敏感和耐药的 AB 的 OXA-23、OXA-51 基

因、CarO 基因、及 AdeABC 外排泵相关基因中，OXA-51 基因、CarO 基因在全部被检测菌

株中被检出，其表达无明显差异（P＞0.05），其余基因均具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OXA-23 型 AB 已成为我院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之一，其生物膜的形成是 AB 对常用抗

菌药物产生耐药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影响着临床对颅内感染 AB 患者的治疗效果，临床

应提高重视，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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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急诊中血气分析仪检测静脉血电解质和葡萄糖的可行性 
 

商安全
1,3 王春雷

3 王微微
3 陆文英

3 魏军
1,2 

1.宁夏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检验医学系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3.盐城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医学科 

 
目的  探讨西门子 RP405 血气分析仪用于检测血清中的电解质（K+、Na+、CL-）、葡萄糖的

可行性。 
方法  以日立 7180 生化分析仪作为参比系统（X），西门子 RP405 血气分析仪作为待评系统

（Y），分别检测 40 例患者血清中的 K+、Na+、CL-、GLU，其结果以 SPSS17.0 进行统计

分析，得到相关系数和回归方程，并计算各项目在不同医学决定水平处的系统偏差和相对偏

倚，并以美国临床医学检验部门修正法规（CLIA＇88）允许总误差(TEa)的 1/2 为标准，评价

二者的可比性，并判断西门子 RP405 血气分析仪用于检测血清中的 K+、Na+、CL-、GLU 是

否具有临床可接受性。 
结果  两种检测系统对 K+、Na+、CL-、GLU 的检测结果相关性良好（r≥0.975, r2≥0.95, 
P<0.01），K+、Na+、CL-在不同的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差均小于 1/2 CLIA＇88 规定的允许

总误差，而 GLU 在不同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差均大于 1/2 CLIA＇88 规定的允许总误差。 
结论  西门子 RP405 血气分析仪用于检测血清中的 K+、Na+、CL-，其结果可以被临床接受，

而检测血清中的 GLU 结果不可被临床接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781 
 

GRO-β 在肝细胞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李悦国 张鹏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通过测定肝细胞癌患者血清中生长调节致癌基因产物 β（GROβ）的表达水平，探讨血

清 GROβ 表达水平的高低与肝细胞癌患者临床参数之间的关系。 
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对 80 例肝细胞癌患者、65 例良性疾病患者和 60 例

正常人血清标本中的 GROβ 的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分析血清 GROβ 的表达水平与肝细胞癌的

临床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肝细胞癌患者血清 GROβ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良性疾病患者和正常人。血清中 GROβ
的表达水平与肝细胞癌患者的 TNM 分期、肿瘤大小、血管栓塞、包膜、Edmondson 分级有

相关性（P<0.05），但是与肝细胞癌患者的性别、年龄、肝硬化的程度和 AFP 的表达水平无

相关性（P>0.05）。 
结论  提示 GROβ 可能是反映肝细胞癌肿瘤发生和转移的一种致癌基因产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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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分析 
 

慕莹 牟晓峰 王晔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目的  本研究通过流式细胞术，以正常人参考值做对照，对不同种类的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前后

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找到不同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是否存

在差异性以及探讨淋巴细胞亚群变化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美国 Becton Dickinson 公司 FACS Calibur 流式细胞仪和配套的淋巴

细胞亚群检测试剂盒（Smultest IMK-Lymphocyte），通过白细胞表面抗原（clusters of 
differentiation, CD）将淋巴细胞亚群简单分为总 T 细胞(CD3+)、辅助/诱导 T 细胞

（CD3+CD4+）、抑制/杀伤 T 细胞（CD3+CD8+）、B 细胞(CD3-CD19+)、NK 细胞(CD3-
CD16+CD56+)5 类。从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5 月对收集到的 128 例标本（其中其中肺癌

25 例；肝癌 19 例；胃癌 21 例；结直肠癌 20 例；乳腺癌 20 例；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

5 例；妇科恶性肿瘤 18 例，其中经治疗后复查患者 93 例）以及正常对照组 20 例进行淋巴细

胞亚群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 CD3+、CD3+CD4+、CD19+CD3－以及

CD16+CD56+CD3-四类细胞百分数均降低 (P＜0.05) ，CD8+CD3+细胞百分比升高(P ＜
0.05)，CD4/CD8 比值下降(P ＜0.05)。另外，不同类型恶性肿瘤患者之间的 T 淋巴细胞亚群

数目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P<0.05)。同治疗前相比，治疗后（手术切除、放疗、化疗、生物治

疗）预后良好的患者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可接近正常对照组，而预后不良组的淋巴细胞亚群数目

较治疗前没有显著升高。 
讨论  机体的免疫功能异常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淋巴细胞的数量与功能变化与肿瘤

的发生、进展、扩散有一定的相关性。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前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结果提示恶性

肿瘤患者存在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应加强免疫功能监测，提高患者免疫功能。不同类型恶心肿

瘤患者由于其发病位置、机理的差异性，患者自身的免疫功能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在恶

性肿瘤患者治疗期间以及治疗后对其进行淋巴细胞亚群的监测,及时发现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

淋巴细胞亚群的细胞数及比值的变化，对指导恶性肿瘤的治疗和疗效观察有一定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08 
 

酚红比色法与电极法、酶法测定血清碳酸氢根的实验对比 
 

李和楼 郭英艾 刘庆华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271000 

 
目的  比较酚红比色法（自建方法）、离子选择电极法、酶法三种全自动测定血清碳酸氢根方

法的可靠性及临床应用，为临床方法的选择和实验结果的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依据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NCCLS）有关文件对三种方法的线性、精密度、

回收试验、对照试验、干扰试验、试剂稳定性方面进行比较。 
结果  酚红比色法与离子选择性电极法、酶法比较，相关系数分别为 0.9822 和 0.9813，碳酸

氢根测定浓度在 15~45mmol/L 时的预期相对偏差均值分别为 1.64%和 1.59%。在 11.0~50.3 
mmol/L 实验范围内，三种方法线性关系良好，酚红比色法线性回归方程为 y=0.014x- 0.078，
r=1.001；酶法线性回归方程为 y=0.012x+0.015，r= 0.9995；电极法线性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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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9869x-0.5876，r= 0.9997。三种方法批内及批间不精密度均小于 3.4%，平均回收率酚红

比色法为 99.2%，酶法 99.1%，电极法 100.1%。 
结论  酚红比色法与电极法、酶法比较在线性、精密度、结果相关性方面均很好，具有可比

性，且试剂稳定性和经济实用性明显优于酶法和电极法，是适合常规和急诊测定血清碳酸氢根

的理想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15 
 

基于基因组学对肺炎克雷伯噬菌体安全性的评估 
 

崔泽林
1 郭晓奎

2 汤荣
1 陈雯静

1 俞琦
1 洪庆

1 李莉
1 

1.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部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系 

 
背景  多重耐药和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的出现和流行，使得对于该类菌引起的感染的治疗面临

无药可用，近年来报道了越来越多的肺炎克雷伯菌噬菌体，并在动物模型中证明了噬菌体用于

防控该类菌感染的有效性。然而，噬菌体作为病毒的一类，不同于传统的抗菌药物，在临床应

用之前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 
方法及目的  本研究就目前已报道肺炎克雷伯菌噬菌体从基因组水平对其进行评估，通过生物

信息学方法评估其基因组稳定性，是否携带有害基因，是否属于溶原性噬菌体等方面进行全面

分析研究。 
结果  目前已报道了 22 株肺炎克雷伯菌噬菌体的全基因组，7 株属于肌尾科，12 株属于短尾

科，3 株属于长尾科；然而基于噬菌体全基因组同源性分析发现肌尾科和长尾科归为一类，定

义为 Kp_Phage I；短尾科分别分为 Kp_phageIIa 和 Kp_PhageIIb 两类。噬菌体基因组上含有

肺炎克雷伯菌限制性内切酶不等数目的识别位点，不携带有毒力基因和耐药基因。5 株属于温

和噬菌体，15 株属于烈性噬菌体。 
结论  研究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噬菌体在基因组水平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但是基因组上较多的肺

炎克雷伯菌限制性内切酶识别位点，使其用于抗菌治疗应用范围可能较窄。通过基因组同源性

分析可将肌尾科和长尾科噬菌体归为一类，而短尾科噬菌体可以分为两类。有部分数量的温和

噬菌体，在使用该类噬菌体用于防控细菌感染时需要谨慎排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18 
 

子宫颈部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及基因亚型分析 
 

李和楼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调查泰安地区妇女宫颈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及基因亚型的分布情况，为该地区

HPV 亚型流行病学研究及宫颈癌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门诊及住院疑似 HPV 感染的宫颈炎患者 675 例，用专用宫颈刷采取妇女宫颈的脱落

细胞，提取 DNA，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 HPV23 种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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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PV 感染阳性者 189 例，感染率为 28.0%。HPV 阳性患者中高危亚型感染 145 例，占

76.72%，低危亚型感染 44 例，感染率为 23.28%。高危亚型感染率排在前 6 位的依次是 16
型（57 例次，占 21.96%）、52 型（27 例，占 9.93%）、66 型（18 例次，占 6.62%）、33
型（17 例次，占 6.25%）、58 型（16 例次，占 5.88%）、18 型（12 例次，占 4.41%）；低

危亚型以 43 型（44 例次，占 16.18%）、11 型（33 例次，占 12.13%）为主。单一基因型感

染 129 例，占感染人数的 68.25%；双重感染 42 例，占感染人数的 22.22%；多重感染 18
例，占感染人数的 9.52%。 
结论  泰安地区妇女宫颈 HPV 感染率较高，以单一亚型感染为主，HPV16、43、11、52、66
是泰安地区 HPV 感染的主要亚型。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对育龄女性进行 HPV 感染筛查及早治

疗，并对持续高危亚型感染和混合亚型感染患者进行重点跟踪是防治宫颈癌的关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23 
 

几种抗-HCV CLIA 试剂 S/CO 值的临床意义 
 

王立水 王玎 邢培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通过对在国内获批的四种抗-HCV 化学发光法筛查试剂，其中包括三种国产试剂（试剂

A、B 为双抗原夹心法, 试剂 C 为间接法）和一种进口试剂(试剂 D 为间接法)进行初步比较，

探讨三种国产化学发光法试剂 S/CO 值与阳性预测值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临床指导意义，并对四

种抗-HCV 化学发光法筛查试剂假阳性及假阴性做了初步分析。 
方法  应用四种试剂对 2616 例医院住院和门诊患者的血清样本进行抗-HCV 筛查，反应性标本

再通过 RIBA 进一步确证。结果统计后，对阳性预测值与抗-HCV S/CO 值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比较。 
结果  四种试剂抗-HCV 筛查反应性样本占总样本比例，试剂 A7.2%（189/2616）和试剂 B 
7.3%（191/2616）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试剂 C13.4%（351/2616）与试剂 D 
13.6%（356/2616）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前两者远低于后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P<0.05)。试剂 A 1≤S/CO<26.8 时，阳性预测值为 33.3%，S/CO≥26.8 时，阳性预测值

为 97.8%；试剂 B1≤S/CO<16.6 时，阳性预测值为 20%，S/CO≥16.6 时，阳性预测值为

96.7%；试剂 C 1≤S/CO<16.7 时，阳性预测值为 9.8%，S/CO≥16.7 时，阳性预测值为

97.0%；试剂 D 1≤S/CO<5 时，阳性预测值为 12.8%，S/CO≥5 时，阳性预测值为 96.9%。  
结论  抗-HCV 化学发光法筛查试剂筛查反应性样本占总样本比例及真阳性率差异可能与试剂

采用的方法学不同有关，双抗原夹心法相比间接法可能有更高的特异性。国产抗-HCV 化学发

光筛查试剂阳性检出率与 S/CO 值呈正相关性，S/CO 值越大，该样本真阳性可能性越高，但

各试剂间对应相同阳性预测值的 S/CO 值差别较大。四种抗-HCV 筛查试剂假阳性样本虽多集

中于低 S/CO 值区，但在高 S/CO 值区反应性样本仍存在约 3%的假阳性，临床应用时应加以

重视，必要时用 RIBA 法或者 HCV-RNA PCR 法进一步验证，以尽量减少假阳性。对于筛查

非反应性样本，无法排除漏检的可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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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血脂水平及肾功能的相

关性分析 
 

李甲勇 彭霞 李莉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通过分析肾移植术后患者同型半胱氨酸（Hcy）与血脂相关指标如胆固醇（TC）、甘油

三酯（TG）、高密度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和 LDL-C）的关系，探讨高血脂对肾移

植术后或者肾功能的影响和血脂监测对评价肾功能的价值。 
方法  选取肾移植后随访的患者 492 例，健康体检者 221 例作为正常对照。测定各组 Hcy、
TC、TG、HDL-C 和 LDL-C，根据 Hcy 参考范围分为正常组和异常组。同时测定半胱氨酸蛋

白酶抑制剂 C（CysC）水平，并通过 CysC 估算肾小球率过滤（eGFR），根据 KDOQI 的
CKD 分期标准分组。［1-3］进一步依据《2007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4］标准比较

各组 TC、TG、HDL-C、LDL-C 水平及心血管高危因素比例，分析 Hcy 与血脂四项及肾功能

的关系。 
结果  肾移植组 TC、TG、HDL-C、LDL-C、Hcy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患者

Hcy 与 eGFR、HDL-C 值呈负相关(r= -0.565、-0.197，P<0.01)，与 TG 呈正相关(r=0.107，
P<0.05)； Hcy 异常患者组 HDL-C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组（P<0.01），LDL-C 水平高于正常组

（P<0.05）。患者 Hcy 异常组血脂高危因素计数比例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将 Hcy 同

列为心血管危险因素后，eGFR 45-59 组高危因素计数各水平比例也高于 eGFR 60-89 组

（P<0.05）。分别对危险因素 TG、LDL-C、Hcy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 Hcy 是并发高

脂血症引起肾功能受损的危险因素。 
结论  肾移植患者 Hcy 水平与 TG，LDL-C 升高一致性升高，并伴随肾功能下降；肾移植患者

Hcy 水平升高可能是移植后并发高脂血症引起肾功能受损的危险因素之一；监测患者 Hcy 及血

脂水平有助于临床预估肾功能受损的可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30 
 

血清 CK18、CEA、CA19-9 在胃癌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杨洪云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测定胃癌患者血清中 CK18、CEA 和 CA19-9 水平并探讨其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为胃癌的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1.采用微粒子化学发光法和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 20 例健康体检者、20 例胃良性

病变患者和 40 例胃癌患者血清中的 CK18、CEA、CA19-9 水平，比较三种指标在血清中的变

化，分析其在胃癌诊断评估中的价值。2.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1．CK18、CEA 和 CA19-9 浓度在胃癌组中显著大于其在正常组和胃良性病变组中的浓

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2. CK18 在腺癌组表达高于非腺癌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而 CEA、CA199 在腺癌组与非腺癌组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1. 血清 CK18、CEA 和 CA19-9 的浓度测定对胃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监测 CK18、
CEA 和 CA19-9 的动态变化，对胃癌患者的疗效观察、预后评估有重要的价值。2.CK18 在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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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组表达高于胃非腺癌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3.在联合检测中显示

CK18、CEA 和 CA19-9 三个指标联合相对于单一指标效果更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31 
 

Prognostic role of PIK3CA exon 9 mutation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HER2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a 

meta-analysis 
 

liang yuting,Li Li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00000 

 
Background  The 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PIK3CA) gene mutations occur frequently in breast cancer, predominantly in exons 9 and 20.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HER2) overexpression/amplification frequently 
co-occurs with the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 pathway activat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This meta-analys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prognostic role of PIK3CA mutation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HER2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 performed a 
systematic electronic search in PubMed and EMBASE databases for eligible studies of 
PIK3CA mutations and HER2 over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ER2 expression status and PIK3CA mutations was expressed by odds ratio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CIs). The primary end points were OS. We evaluated the 
impact of PIK3CA mutations on overall survival (OS) by examining the hazard ratios (HRs ) 
and corresponding 95% CIs. 
Results  The 25 studies were examined involving 10334 participants from database 
search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HER2 expression and PIK3CA gene 
mutations [OR=0.74; (95%CI, 0.56–0.99); P=0.04]. Mutation in exon 9 [OR = 0.49 (95% CI, 
0.30–0.78); P=0.003]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le exon 20 [OR=0.84 (95% 
CI, 0.60–1.19); P=0.33] did not. PIK3CA mutation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OS [HR=1.07 
(95% CI, 0. 78–1.45)].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utation in exon 20[HR=1.23 (95% 
CI, 0.88–1.73)] did not show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nevertheless, exon 9 mutation [HR=1.62 
(95% CI, 1.04–2.52)] was poor prognostic factor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addition, meta-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ographic area and publication year were the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Conclusions  PIK3CA exon 9 mut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HER2 expression and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exon 9 mutation indicated that it was a poor prognostic factor in 
breast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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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mutations in quinolone resistance determining 
regions in clinical isolates of Shigella flexneri in Eastern 

China between 2001 and 2011 
 

Qin Tingting1,Gu Bing1,2 
1.Medical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revalence of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t and selected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ce mechanisms in Shigella flexneri isolates. 
Methods  The 624 strains of Shigella flexneri isolated from 2001 to 2011 in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 were analysed for their fluoroquinolone susceptibility. The quinolone resistance 
determining region genes gyrA, gyrB, parC and parE were amplified and sequenced.  
Results  In general, 90.5% of the S. flexneri exhibited resistance to nalidixic acid, according 
to norfloxacin, 22.4% of the S. flexneri isolates were resistant, and the resistance rate was 
6.4% during 2001–2005, which sharply increased to 36.8% during 2006–2011. Sequencing 
of gyrA, gyrB, parC and parE genes of all the S. flexneri isolates showed the mutation rate 
reached up to 93.9% for the S. flexneri, furthermore, 91.8% and 92.3% of S. flexneri 
harbored mutations in gyrA and parC, respectively. Even 35.2% of the nalidixic acid 
susceptible ones contained mutations, meanwhile,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91.2% of the 
norfloxacin susceptible strains while almost the whole S. flexneri isolates that showed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t contained mutations. To our knowledge, for S. flexneri,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occurrence of point mutations Asn57Lys, His80Pro in gyrA and Ala85Thr, 
Asp111His, and Ser129Pro in parC.  
Conclusions  The emergence of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t and the significant high mutation 
rate of the gyrA and parC genes in S. flexneri in Jiangsu Province deserves attention, and 
monitoring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is important for efficiently managing cases of Shigella 
infectio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37 
 

肥大细胞稳态与自身免疫病 
 

林堃 李莉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摘要 自身免疫病是机体针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导致自身组织损伤所引起的疾病。其

发病原因是免疫耐受的破坏。遗传、激素水平和环境因素都与自身免疫病密切相关。肥大细胞

（Mast cells, MCs)是参与固有免疫应答的重要细胞，主要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粘

膜或结缔组织中，临近血管、淋巴管和神经纤维，被认为是人体的第一级防御细胞。近年来

MCs 在适应性免疫及免疫耐受中的作用也获得了广泛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 MCs 数量或活化

异常在早期自身免疫病中的关键角色，尤其是包含自身抗体的自身免疫病，如自身免疫性关节

炎、多发性硬化等。研究发现自身免疫损伤部位有 MCs 数量、脱颗粒的增加，MCs 缺陷小鼠

较野生型小鼠发生自身免疫病的几率和严重度低。MCs 能释放与 Treg 细胞相同的细胞因子

IL-10 和 TGFβ，这些介质参与外周耐受的调控。然而，MCs 如何影响自身免疫反应的具体原

因至今仍是个未知数。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性疾病具有很多共同特性，二者都是针对本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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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抗原产生“超敏”免疫反应。因此，MCs 参与过敏性疾病的炎症损伤机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MCs 与自身免疫损伤的关系。本文对目前关于 MCs 在自身免疫反应中的相关研究进展作一总

结。首先回顾 MCs 的生物学特性以及影响 MCs 稳态的因素；进而聚焦 MCs 及其活化相关抗

体参与自身免疫病可能的致病机制；最后举例阐明 MCs 与临床常见自身免疫病的关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38 
 

肿瘤标志物 CEA、CA-199、CA-72-4 对胃癌诊断的诊断分析 
 

杨洪云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研究与胃癌相关的血清癌胚抗原（CEA）、糖链抗原 19-9（CA-199）、糖链抗原 72-4
（CA-72-4）3 种肿瘤标志物在胃癌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对 76 例胃癌患者、28 例健康人血清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CEA 值，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

CA-199、CA-72-4 值。 
结果  胃癌患者血清中 CEA、CA-199、CA-72-4 与正常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CEA、CA-199、CA-72-4 单独检测时敏感性分别为 59.2%，44.7%，46.1%，

联合检测 CA-199 及 CA-72-4 特异性为 63.15%,3 项联合检测的特异性高达 71.1%。 
结论  3 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提高胃癌诊断的特异性和有效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39 
 

急性髓系白血病免疫分型特点与预后相关性分析 
 

蔺丽慧 李莉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探讨成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免疫分型特点与临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1 年 6 月至 2014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成人 AML 初发患者 127 例，采用五色流式

细胞术进行免疫表型检测，CD45/SSC 双参数散点图设门分析。全部患者给予常规方案化疗，

连续随访，比较不同结局患者间免疫表型的差异。 
结果  ①化疗后缓解患者 54 例，未缓解患者 37 例，病情进展、不耐受化疗及死亡病例 35
例；②三组间 CD117、CD11B、cMPO 抗原表达存在显著差异（P 值分别为 0.019，0.024，
0.01），其他抗原：CD34、HLA-DR、CD15、CD16、CD14、CD13、CD33、CD7、CD2、
CD5、CD4、CD8、CD3、CD19、CD20、CD10、CD38 等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对于急性初发 AML 的预后判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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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and polymorphism of 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 in clinical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olates from different 

Infections in China 
 

liu qingzhong1,zhang chuanshong2,zhao huanqiangg1,shu wen1 
1.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浙江萧山医院 
 

Objective The amount and the isoform of 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 (PVL) are diverse 
among isolates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their importance in severity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infections is controversial. We aim to 
measure PVL production and variant in MRSA isolates, and the both factors were analysed 
correlation with the severity of infections.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fifty nine clinical MRSA isolates were gathered from patients with 
varying severity of infections. Isolates were detected for the presence and the H or R isoform 
of lukSF-PV genes by PCR and sequencing, and genotyped by PFGE, SCCmec and MLST. 
PVL generation in lukSF-PV positive isolates was detected by ELISA. The production and 
the isoform of PVL were analysed association with seriousness of infections, respectively.  
Results Fifty-one (19.7%, 51/259) isolates possessed the lukSF-PV genes and 68.6% 
(35/51) were CC59-SCCmecIII or IV (43.1% vs 25.5%). Forty-six (90.2%) of 51 isolates 
harbored the H variant of PVL. PVL was generated by all lukSF-PV positive isolates, and a 
striking inter-isolate difference was found. Thirty-five (64.7%, 33/ 51) isolates generated 50-
300 μg/mL of PVL; two (3.9%) isolates generated PVL more than 300 μg/mL, the rest of 
isolates (31.4%) generated PVL less than 50 μg/mL. The quantity or isoform of PVL did not 
relate to severity of infectio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PVL production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clinical 
MRSA isolates. The seriousness of lukSF-PV positive MRSA infection is likely to be 
determined by multi-factoral but not a solitary putative virulence factor PV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43 
 

Novel mutations in gyrA and parC among Shigella 
sonnei strains from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 during 

the 10-year period 2002 to 2010 
 

Qin Tingting1,Bing Gu1,2 
1.Medical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described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ce and associated mechanism of 
Shigella sonnei isolates isolated in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 between 2002-2011. 
Methods  All the S. sonnei isolates were characterized for fluoroquinolone susceptibility and 
direct nucleotide sequencing of genes of the quinolone resistance determining regions were 
conducted after amplification. 



821 
 

Results  Among 950 Shigella isolates, 337 (35.5%) were identified as S. sonnei, 76.6% of 
the S. sonnei strains displayed nalidixic acid resistant and norfloxacin resistant strains 
appeared in 2005-2009, with an average resistance rate of 21.8%. Besides the three 
common point mutations Ser83Leu, Asp87Asn/Gly in gyrA and Ser80Ile in parC detected, 
His211Tyr mutation in gyrA was first reported in S. sonnei and two novel mutations of 
Met86Trp and Ser129Pro in parC were found. 
Conclusions  Studies on S. sonnei have become very important due to the increase of 
epidemic frequency and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t strain emergence, thus, further detection 
on resistant genes would be usefulness in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of Shigella infec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44 
 

临床常见血小板减少的原因分析 
 

韩燕燕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总结分析 4410 例血小板症减少的原因；总结分析临床检验工作中遇到的假性血小板减

少的原因。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 4410 例血小板减少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减少原因进行汇总分析；对

临床检验工作中遇到的假性血小板减低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4410 例血小板减少患者中，血液系统疾病占 39%，药物性血小板减少占 18%，脓毒症

占 13%，肝病、脾功能亢进占 7%，心脑血管疾病占 4%，妊娠占 2%，风湿免疫性疾病占

1%，糖尿病占 1%；引起血小板假性减低的原因主要是血液凝集，另外还有 EDTA 依赖性血

小板减少、大血小板、冷凝集等。 
结论  引起血小板减少的原因主要是血液系统疾病，其次为药物因素和脓毒症；引起血小板计

数假性减低的原因主要是血液凝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45 
 

上海市某教学医院 2010-2014 年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变迁分

析 
 

舒文 钱颖 刘庆中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01620 

 
目的  了解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E）的耐药性变迁，分析其耐药性

与抗菌药物使用量的关系，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从各种临床样本中分离的 PAE790 株，纸片扩散法检

测其对 12 种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并统计抗菌药物的使用强度（antibiotics use density，
AUD），SPSS16.0 软件分析数据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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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近 5 年，PAE 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从 2010 年的 33.1%下降到 2014 年的 16.5%
（P<0.05）、美罗培南/亚胺培南从 2010 年的 42.3%/39.6%下降到 2014 年的 17.2%/19.0%
（P<0.05）、阿米卡星/庆大霉素从 2010 年的 13.8%/39.9%下降到 2014 年的 6.8%/17.1%
（P<0.05）。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multi-drug resistance Pseudomonas aeruginosa，
MDRP）检出率呈下降趋势，以 2011 年的 7.5%为最高。耐碳青霉烯组 PAE 对其他多种抗菌

药物的耐药性均高于碳青霉烯敏感组，且 MDRP 检出率也明显高于敏感组（P<0.05）。普通

病房与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MDRP 的检出率无明显差异。MDRP 对于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39.5%）明显低于亚胺培南（63.2%）及美罗培南（68.4%）

（P<0.05）。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性与其使用强度存在相关性（P<0.05）。  
结论  PAE 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亚胺培南、阿米卡星/庆大霉素耐药率 5 年间呈下

降趋势；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可作为治疗 MDRP 的首选药物；碳青霉烯类药物使用量与 PAE
的耐药性存显著相关性。加强院感的防控以及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是减少多重耐药 PAE 产生

的有效手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46 
 

ANP32E, a Novel Target of miRNA-141, Promotes 
Migration and Invasiveness of Breast Cancer 

 
Li Ping1,2,Xie xiaobing1,Zhou xin2,Pang guolian3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3.First People Hospital of Qujing 
 

OBJECTS  MicroRNAs can regulate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function of miR-141 in breast cancer (BC) cells and identify its 
potential clinical values.  
METHOD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were executed by miRNA microarray in breast 
carcinoma tissues and nonmalignant (Para-carcinoma) paired with carcinoma, and the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real-time PC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was analyzed. Target gene of miR-141 vas verified 
by 3’UTR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and western blotting. MiR-141 mimics and negative 
control (NC) mimics were transfected respectively into MDA-MB-231 cells at 100 nM by 
Lipofectamine 2000. Forty eight hours after transfection, MDA-MB-231 cells were harvested 
and cell function assay such as CCK-8, cell viability and cell apoptosis analysis, transw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 were executed respectively. 
RESULTS  MiR-141 expression was down-regulated in BC tissues compared to matched 
nonmalignant tissues, and miR-141 can inhibit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 well as induce cell apoptosis.ANP32E was confirmed as a direct target of miR-141 b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Down-regulation of miR-141 was associated with tumor stage, 
lymph node status, PCNA status, Ki67 index, and HER2 status in 106 BC patients. 
Furthermore, multivariate analyse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down-
regulation miR-141 and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CONCLUSIONS  miR-141 may serve as prognosis predictive factor and foster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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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48 
 

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及抗体与慢性荨麻疹及湿疹的相关性

研究 
 

许雯
1 郝婷婷

2 李佳
1 李钦峰

1 李甲勇
1 张汝霖

1 王玉萍
1 李莉

1 
1.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与分析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 IgE、IgE 高亲和力受体 α 链（FcεRⅠα）及相应的抗

体抗 IgE（anti-IgE）、和抗 FcεRⅠα（anti-FcεRⅠα）在慢性荨麻疹及湿疹中的表达水平，探

讨其在这两种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57 例慢性荨麻疹、70 例湿疹及 75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及临床资料，并将慢性荨

麻疹组及湿疹组结果合并作为过敏性皮肤病组。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检测分别采用速率散射

比浊法检测血清 IgE，ELISA 法检测 anti-IgE、FcεRⅠα、anti-FcεRⅠα；水平。比较不同组

间这四种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及抗体表达水平的差异，并探讨其与疾病的相关性。 
结果  过敏性皮肤病组及慢性荨麻疹组患者血清中 IgE 和 FcεRⅠα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而 anti-IgE 却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p<0.01）；anti-FcεRⅠ水平无统计学意义

（p>0.05）；湿疹患者血清中 IgE 及 FcεRⅠα 较健康者显著升高（p＜0.01），anti-FcεRⅠ亦

有统计学差异（p=0.013,＜0.05），而 anti-IgE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荨麻疹组

与湿疹组血清中两种抗体水平存在统计学差异，anti-IgE（p＜0.01）及 anti-FcεRⅠ（p=0.01,
＜0.05）。经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分析，过敏性皮肤病组及湿疹组中 IgE、FcεRⅠα 两者检测

指标性能相近，而慢性荨麻疹中 FcεRⅠα 的检测性能要优于 IgE。 
结论  过敏性皮肤病患者 IgE、anti-IgE 及 FcεRⅠα 水平与健康者之间有显著差异，IgE、FcεR
Ⅰα 可作为诊断慢性荨麻疹的实验室依据，检测 IgE、FcεRⅠα 的抗体可能有助于慢性荨麻疹

和湿疹的鉴别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50 
 

ADA、LP(a)联合 hs－CRP 检测在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诊

断中的价值探讨 
 

李清红 吕海光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探讨血清腺苷脱氨酶(ADA)、脂蛋白 a[Lp（a)]和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检测在儿童原

发性肾病综合征（PNS）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在日立 7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 31 例单纯型 NS 患儿（单纯型 NS 组）、29 例肾

炎型 NS 患儿（肾炎型 NS 组）和 65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血清标本中的白蛋白

（ALB）、ADA、Lp(a)、hs-CRP、肌酐（Crea）和尿素（Urea），用 SPSS 统计学软件对

检出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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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疾病组血清 ADA、Lp(a)、hs-CRP、Crea 和 Urea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ALB 水平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DA、Lp(a)和 hs-CRP 与 ALB 分别呈显著负相关，与 Crea 和 Urea 分别呈显著

正相关。ADA、Lp(a)和 hs-CR 三项指标联检在单纯型 NS 组和肾炎型 NS 组的阳性检出率

（87.10%，89.66%）明显高于三项单独在各组的阳性检出率（45.16%，61.29%，67.74%；

72.14%，62.07%，75.86%），各组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DA、Lp(a)、hs-CRP 可作为儿童 PNS 诊断的常规生化指标，联合检测可提高疾病的

阳性检出率，其浓度水平变化对疾病诊断、病情监测和判断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53 
 

肥大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殷亚男
1 Ganesh Vilas Shelke2 Jan Lötvall2 李莉

1 
1.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瑞典哥德堡大学 

 
目的  间充质干细胞是来源于中胚层的具有高度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多能干细胞，

具有向炎症区域定向迁移的能力，这些特性使之成为过敏性哮喘治疗相关研究的一个热点。外

泌体是由体内多种细胞分泌的纳米级双层膜结构小囊泡，可运载蛋白质、核酸等生物信息物

质，在细胞间信息传递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肥大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人骨髓来源的间质干细胞，选取第 3-4 代用于实验；分步高速离心法提取人肥

大细胞（HMC-1）来源的外泌体。纳米微粒追踪分析术检测外泌体大小及浓度；流式细胞术

检测外泌体表面的共有标志；共聚焦显微镜检测上皮细胞对外泌体的摄取。采用细胞划痕实验

和 Borden 小室实验检测肥大细胞外泌体对骨髓间质干细胞迁移的影响；应用明胶酶谱实验检

测培养液中金属基质蛋白酶 MMP2 的活性；荧光定量 PCR 检测该酶的基因表达。  
结果  肥大细胞外泌体表达外泌体通用标志 CD9、CD63 和 CD81，能够被间充质干细胞所摄

取，肥大细胞外泌体能够促进间质干细胞向划痕部位迁移，其诱导间质干细胞通过明胶预处理

的膜向对侧迁移的作用具有浓度依赖性，外泌体浓度越高，诱导迁移的能力越强。进一步分析

发现与细胞迁移密切相关的金属基质蛋白酶的活性以及该酶的基因表达也显著增高。  
结论  过敏性哮喘中，肥大细胞活化分泌的外泌体能够促进间充质干细胞向炎症部位迁移，协

助间充质干细胞在过敏性哮喘中的治疗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69854 
 

通用型“危急值”软件报告系统的研发应用 
 

叶昌远 陈伟君 程晓玲 
河源市中医院 5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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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管理临床危急值，提高患者安全管理水平，降低医疗风险；通用型应

用，减少各种系统接口的重复开发。 
方法  研发通用型“危急值”软件报告系统，链接于现有医院信息系统（HIS、LIS、PACS）的独

立式服务器、客户端程序，开发危急值收集、警示提醒、短信发送、邮件发送等模块。实行临

床危急值即时监控管理。 
结果  通过使用该系统，保证临床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得危急值信息，缩短了临床危急值的

通知时间，扩大了通知范围，增加临床危急值的通知途径；高度通用性，轻松实现在不同医院

信息系统中的移植应用。 
结论  通用型“危急值”软件报告系统的应用加强了危急值的管理，保障了患者安全，提高了临

床医疗质量，提升了医院的管理水平，预测会是今后新型医院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56 
 

抗菌药物管理与重症监护病房中致病菌耐药率的变迁 
 

李晋 王婧 侯大鹏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分析抗菌药物管理前后重症监护病房（ICU）中致病菌耐药率的变化趋势，以及抗菌药

物使用强度与致病菌耐药率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0 至 2014 年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和致病菌的耐药率。

利用 ARIMA 模型进行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和细菌耐药率的互相关分析。 
结果  ICU 总体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呈下降趋势，从 2010 年的 163.46 DDDs/100 人-1·d-1 和

2011 年的 190.01 DDDs/100 人-1·d-1 逐年下降至 2014 年的 68.20 DDDs/100 人-1·d-1。喹诺

酮类、咪唑类、碳青霉烯类、氨基甙类、其他 β-内酰胺类、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使用强度下

降明显。与之相伴随的是，2010 至 2014 年主要致病菌对主要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存在较大范围

的改善，并与抗菌药物使用量减少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但 2014 年与 2013 年相比较，主要致

病菌耐药状况的改善并不显著。反而出现细菌耐药率的增长，包括铜绿假单胞菌对环丙沙星以

及鲍曼不动杆菌对阿米卡星、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 
结论  抗菌药物管理实施前后的 5 年，ICU 中抗菌药物消耗明显下降，主要致病菌的耐药性得

到一定程度改善。但 2014 年耐药性的改善有放缓甚至反弹的趋势，应当引起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57 
 

编码 pvl 基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溶源性噬菌体分型 
 

赵焕强 何春燕 刘庆中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201620 

 
目的 了解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S. aureus)基因组中编码杀白细胞素(pvl)基
因的溶源性噬菌体类型及分析 pvl 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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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上海市及浙江省共七家医院的 1175 株 S. aureus，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 pvl、
mecA 和 mecC 基因，对 pvl 基因阳性菌株作 agr，SCCmec，spa，PFGE 及 MLST 遗传学分

型；“三步”PCR 方法鉴定携带 pvl 基因的溶源性噬菌体类型；PCR 方法扩增 pvl 基因全长并测

序，以分析 SNP。 
结果 1175 株 S. aureus 中 pvl 阳性 88 株（MRSA 62 株，MSSA16 株），阳性率 7.5%；pvl
基因阳性菌株遗传学分型以 agr I（75%）、CC59（55.7%）、SCCmec III（53.2%，针对

MRSA）、t437（38.6%）为主。携带 pvl 基因的溶源性噬菌体型别以 ΦST59（13.8%），

ΦPVL（13.8%），ΦSa119（6.8%），ΦSa2958（6.8%）为主，另外有 15 例未能分型。

SNP 以突变型 H2 为主，占 75%。其次为突变型 H1（16.0%）。 
结论 pvl 基因在 S. aureus 有一定程度的流行， 携带 pvl 基因的溶源性噬菌体的获得可能与

S.aureus 的遗传学特征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58 
 

创伤后深静脉血栓患者 D-二聚体的水平变化及意义 
 

冯倩 刘紫茜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探讨血浆 D-二聚体在创伤后深静脉血栓(DVT)患者的水平变化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以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查结果为诊断依据，以同期创伤后深静脉血栓患者 40 例为深静脉

血栓组、创伤后未患深静脉血栓患者 40 例为非深静脉血栓           组、体检健康者 20 例为对

照组，回顾分析两组患者入院及入院一周左右 D-二聚体水平变化及相关临床资料。 
结果  经 B 超确诊为 DVT 时的血浆 D-二聚体水平均显著高于非 DVT 组入院一周左右 D-二聚

体水平（P＜0.05），且都高于对照组（P＜0.05）；非 DVT 组         入院时的血浆 D-二聚体

水平高于该组患者入院一周左右时 D-二聚体水平（P＜0.05）。 
结论  血浆 D-二聚体检测对创伤后 DVT 的诊断有重要作用，且动态监测 D-二聚体可以作为筛

查试验来辅助临床诊治 DV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60 
 

2 型糖尿病患者肾小管损伤及肾小球滤过率降低的影响因素分

析 
 

姜旭
1,2 刘蕊

1 陈辉辉
1,2 张茜

1,2 崔小璠
1 

1.天津市人民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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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肾小管损伤及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情况，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

素。 
方法  选取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 149 例，检测尿 α1-微球蛋白(α1-microglobulin, α1-MG)、尿肌

酐、尿白蛋白(albuminuria,ALB)以及血肌酐浓度，并计算 α1-微球蛋白尿肌酐比值(α1-
microglobulin to creatinine ratio, α1CR)，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尿白蛋白肌酐比值（a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 ACR），统计分析住院 2 型糖

尿病患者肾小管功能损伤及肾小球滤过率降低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的危险比(odd ratio, OR)。 
结果  149 例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α1CR 升高者占 62.42%，eGFR 降低者占 10.74%，ACR
升高者占 53.02%。α1CR 升高组患者的年龄、糖尿病病程、空腹血糖、胱抑素 C 及 ACR 均

高于 α1CR 相对正常组，同时 α1CR 升高组患者伴有较低的 eGFR，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二元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性别（OR=2.395，P= 0.034）、糖尿病病程

（OR=1.088，P= 0.007）、空腹血糖（OR=1.155，P= 0.015）以及 ACR（OR=1.007，P= 
0.034）均是引起尿 α1-微球蛋白排泄率升高的危险因素。相较于 eGFR 正常组患者，eGFR
降低组的患者伴有较长的糖尿病病程、血胱抑素 C、α1CR 值以及较低的 BMI 值，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二元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α1CR（OR=1.024，P=0.023）是导

致 eGFR 降低的危险因素。  
结论  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肾小管损伤发生率高于白蛋白尿发生率。导致肾小管损伤和肾功能

下降的危险因素各不相同，男性是引起肾小管损伤的主要危险因素，而 α1CR 是引起肾功能下

降的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61 
 

回顾性分析比较不同临床标本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 
 

赵大鹏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分析不同的对临床标准微生物检验的阳性率，以促进医务人员对于流行病学情况的掌

握，最终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的进行。 
方法 选取本院在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 月，以及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两个时

间段共 25812 例标本进行临床检验，记录其数据和结果，并根据标准类型对其进行分组，采

取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作为操作工具，按照标准化流程确认其阳性率，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 月的 9975 例微生物标本中的呼吸道标本、血培养和胸腹水

及脑脊液标本、粪便标本、伤口分泌物和尿液及穿刺液标本的阳性率分别为 36.02%、

8.11%。32.02%、23.35%。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的 10137 例的呼吸道标本、血培

养和胸腹水及脑脊液标本、粪便标本、伤口分泌物和尿液及穿刺液标本的阳性率分别为

41.73%、11.38%、32.37%、26.02%，。粪便检验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 
结论 对于不同时间内的临床标本微生物阳性率进行分析，以更为准确的为院内科室提供准确

的流行病学信息，促进临床诊断水平的提高，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最终有利于临床治疗的进行

和结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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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66 
 

Microtest 1 全自动血沉仪应用评价 
 

朱洁 朱小明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评价 Microtest 1 自动血沉仪检测红细胞沉降率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方法 随机抽取门诊患者 100 例，分别应用 Microtest 1 自动血沉仪及魏氏法同时检测红细胞沉

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比较两种方法的相关性，以及 Microtest 1 仪

的精密度和准确度。 
结果  Microtest 1 与魏氏法有良好的相关性（r=0.9872；y＝1.0051x+1.1361），精密度好

（CV＜8%）； 样本在 4℃冰箱保存 24 小时后再检测稳定性仍然良好（r＝0.9877；y＝
1.0022x+1.6643）。 
结论  Microtest 1 自动血沉仪检测 ESR 与魏氏法相比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是一种检测 ESR 较

快速、准确、可靠的新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70 
 

Helicobacter pylori CagA upregulates CIP2A 
dependently on Src and MEK/ERK pathway 

 
zhao dapeng,Liu Zhifang,Ding Jian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Helicobacter pylori was classified as class I carcinogenic factors and its persistent 
colonization in stomach induced gastric cancer. Cancerous Inhibitor of PP2A (CIP2A) was a 
newfound oncoprotein which overexpressed in gastric cancer. Served as a key oncoprotein, 
CIP2A also participated in regulation of senescence and proliferation of gastric cells. 
Aberrant expression of CIP2A caused unlimited cellular proliferation and then gastric tumor. 
H. pylori infection elicited aberrant expression of some key proteins, thereafter induced 
gastric tumorigenesi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 pylori infection and CIP2A 
expression still remained undefined.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H. pylori 
infection on CIP2A expression level and figure out which constituent of H. pylori participated 
in this effect and which signal pathway was involved in this effect. Following infection and 
transfection of gastric cells by H. pylori strains and CagA expressing plasmid, CIP2A 
expression level was examined by immunoblotting. Signal inhibitors were also used to verify 
which signal pathway was involved in this effect. H. pylori infection-induced CIP2A 
expression was dependent on its cagA gene status. Only phosphorylated CagA increased 
CIP2A expression level. The effect of CagA induced-CIP2A upregulation was attenuated by 
blocking Src or MEK/ERK pathway. Bacterial oncoprotein CagA upregulated CIP2A 
expression in addition to its own carcinogenic effect in gastric cells, and this upregulation 
effect was dependent on Src and MEK/ERK pathway.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provided a 
further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H. pylori carcin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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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72 
 
Apolipoprotein E polymorphism determined by a novel 

pyrosequencing and effect on lipid parameter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based on a normal aging Han 

Chinese population 
 

Xie Guohua,Ma Yanhui,Yuan Xiangliang,Zheng YIngxia,Shen LIso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Purpose  To design a novel pyrosequencing assay for APOE genotyping and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apolipoprotein E (APOE) genotypes and serum levels of glucose, total 
cholesterol (T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LDL-C),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triglycerides (TG), apolipoprotein AI (ApoAI), apolipoprotein B (ApoB) 
and lipoprotein (a) (Lp(a)) in a cognitively normal aging Ha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There were 652 cognitively normal aging subjec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mean age was 76 years (range from 65 to 101 years). APOE genotypes were analyzed 
precisely by our designed pyrosequencing with a novel dispensation order and the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tested. All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APOE genotypes: (1) APOE e2 (e2/2 and e2/3); (2) APOE e3 (e3/3); and (3) 
APOE e4 (e2/4, e3/4, and e4/4). Correlations of serum levels of glucose, TC, LDL 
cholesterol, HDL cholesterol, TG, ApoAI, ApoB and Lp(a) with APOE genotypes were 
assess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genotypes e2/3, e3/3, and e3/4 was found to be 12.5, 70.7, and 
15.0 %, respectively, and 0.6, 1.2, and 0.6% for e2/2, e2/4, and e4/4. The effects of ApoE 
genotypes and alleles on lipid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Serum levels of TC, LDL-C and 
ApoB were statistically higher in the APOE e4 group (P<0.05). However, no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POE status and serum levels of glucose (OR=0.976, 95% CI=0.680-1.245, 
P=0.914)，HDL-C (OR=0.881, 95% CI=0.820-1.636, P=0.952), ApoAI (OR=0.925, 95% 
CI=0.714-1.325, P=0.932), Lp(a) (OR=0.931, 95% CI=0.697-1.416, P=0.924) or total TG 
(OR=1.022, 95% CI=0.749-1.426, P=0.805).  
Conclusions  A higher serum level of TC, LDL-C and ApoB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POE e4 status in a cognitively normal, non-diabetic aging population, indicating that ApoE 
polymorphism is an independent genetic factor on individual serum levels of lipids and 
apolipoprotei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76 
 
Comparison of circulating free DNA for the detection of 

KRAS mutation status in colorectal cancer: a me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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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 Wenli,Xie Li,Yan Meng,Geng Xinran,Wang Xiangyu,Song Xianrang 
Clinical laboratory of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ion 250017 

 
Objective  KRAS mutations have been reported as a reliable biomarker fo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targeted therapy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patients. Patients with 
CRC bearing KRAS mutations, are unlikely to derive benefit from the targeted therapy, 
showing lower response rates, decrease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KRAS wild-type (WTKRAS) tumor. However, limitations of 
detecting KRAS mutations in tissues are obvious. KRAS mutations detected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can be as an alternative to tissue analys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utilizing 
cfDNA for the detection of KRAS mutation have been reported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results 
turn out to be variable even with some encouraging information. Thus, we,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performed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aiming to integrate the results of 
these published studi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cfDNA as a biomarker 
for KRAS mutation determination in CRC, compared with the "gold standard"- tumor tissues.  
Methods  Searches were performed in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for 
published studies. We extracted true-positive (TP), false-positive (FP), false-negative (FN), 
and true-negative (TN) values and calculated accuracy measures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positive/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s [PLRs/NLRs], diagnostic odds ratios [DORs], 
and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CIs]). We also generate a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SROC) curve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diagnostic value. 
Additionally, we used Chi square-based Q statistic test and the inconsistency index (I2) to 
verify heterogeneity among these studies. Heterogeneity was considered significantly 
prominent when I2 value ≥50% and P value ≤ 0.05. Subgroup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or 
sample size, countries, detection methods, TNM stages, format of blood sample, storage 
method of tumor tissues. By virtue of Deek’s funnel plot asymmetry test, publication bias was 
examined. In addition,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Fagan plot and the likelihood ratio scatter matrix were also performed to 
present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fDNA visually. 
Results  In all, 22 relevant studies were recruited and these were used for the meta-analysis 
on the efficacy of cfDNA testing in detecting KRAS mutation.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LR, NLR, and DOR were 0.782 (95%CI: 0.753–0.805), 0.821 (95%CI: 0.795–
0.846), 7.728 (95%CI: 4.436–13.464), 0.293 (95%CI: 0.220–0.388), and 31.107 (95%CI: 
17.498–55.299),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the SROC curve was 0.8972. Compared with 
prior probability (20%), the positive posttest probability (75%) is much higher and the 
negative posttest probability is quite lower (<0.1), indicating a high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fDNA in detecting KRAS status among CRC patients. In the likelihood ratio scatter matrix, 
cfDNA is situated in the right upper quadrant (PLR>10, NLR>0.1), demonstrating that cfDNA 
could act as a test to confirm KRAS mutation. Our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at plasma can act 
as a more promising matrix for detecting KRAS mutation status than serum. As for detection 
assays, method with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and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among all the assays 
assessed was PNA-PCR and ARMS, respectively. What is more, ARMS was the one with 
the highest overal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The AUSROC and the DOR value were higher in 
frozen tissues than FFPE. In addition, cfDNA had higher diagnostic accuracy among CRC 
individuals with metastasis. A P value of 0.37（>0.05) suggested no obvious publication bias. 
Sensitivit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n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pooled 
estimates was robust.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detecting KRAS mutations in cfDNA has adequat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and could serve 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detect KRAS mutation 
status in CRC. Due to its high specificity and non-invasive nature, cfDNA might be a 
promising screening tool for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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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82 
 

Calycosin induces apoptosis in human ovarian cancer 
SKOV3 cells by activating caspases and Bcl-2 family 

proteins 
 

Liu Qinghua,Zhou Yan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Calycosin is widely used as a natural active compound for its anti-oxidative and anti-
inflammation activity.  
Recently, sever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alycosin can inhibit growth and induce apoptosis 
in human cancer cell line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are not completely clarified ye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calycosin on human ovarian carcinoma SKOV3 cells,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SKOV3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calycosin at a series of concentrations for 
different times. In vitro, the MTTassay showed that calycosin had obvious anti-proliferation 
effects on  
SKOV3 cells in a dose-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Cell morphological changes which 
expressed by Hoechst 33258  
staining were compared with apoptotic changes detected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group treated with calycosin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apoptosis rate. Expression of 
apoptosis related Bax/Bcl-2 and  
caspases protein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calycosin up-regulated the Bax/Bcl-2  
ratio and cleaved caspase-3, cleaved caspase-9 expression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In 
summary, calycosin might exert  anti-growth and induce-apoptosis activity against ovarian 
cancerSKOV3 cells through activating caspases and Bcl-2 family  proteins, therefore 
presenting a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ag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ovarian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83 
 
Defective proliferative potential of MSCs from pediatric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patients is associated with 

cell senescence 
 

Liu Qinghua,Zhu Hongbo ,Dong Jing,Li Helou,Zhang Hong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Objectives  Aberrant MSC function was shown to contribute to the pathophysiology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Se (MDS). In comparison to adult MDS, pediatric MDS displayed 
different features both in biologically and clinically. The mechanisms for adult MDS may not 
be applicable in pediatric MDS. Howev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SCs in pediatric MDS is 
lacking.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proliferation capacity of MSCs from pediatric 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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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at clone cell level. Material and methods   Clone bone marrow MSCs were isolated 
from pediatric MDS patients and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ellular Therapy for MSCs. The proliferation capacity of pediatric MDS-derived 
MSCs wa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Cell cycle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following 
PI staining, as well as cell senescence was evaluated by β-galactosidase staining and 
telomere length.  
Results  Pediatric MDS-derived MSCs displayed similar basic biology characters as MSCs 
from healthy controls, including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and surface markers. However, 
defective proliferative was displayed by pediatric MDS-derived MSCs. Pediatric MDS-derived 
MSCs were more prone to cellular senescence than healthy controls, and showed a 
decrease in the S phase.  
Conclusion  Pediatric MDS-derived MSCs posses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l 
MSCs, but display defective proliferation, whic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cell senescenc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895 
 

肠杆菌属细菌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分型及同源性分析 
 

王洪刚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了解分离自我院住院病人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属细菌的耐药基因型及其同源性，为

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用 Vitek-2 compact 检测细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用 PCR 方法检测 30 株碳青

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的 6 种耐药基因 blaKPC、blaNDM-1 、blaIMI-1 、blaGES、blaSME、
和 blaSHV 。以 Eric-PCR 对 5 株 blaNDM-1 阳性株进行同源性检测。 
结果  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属细菌 30 株，其中阴沟肠杆菌 17 株，产气肠杆菌 10 株，坂崎

肠杆菌 2 株，生癌肠杆菌 1 株。检出的阳性基因分别为 blaSHV 6 株(20%)、blaNDM-1 5 株

(16.7%)、blaKPC 2 株（6.7%）和 blaGES 1 株 3.3%)。5 株 blaNDM-1 阳性株可以分为 3 个

型。 
结论  本院主要的耐碳青霉烯类的肠杆均属细菌的耐药基因为 blaSHV，其次为 blaNDM-1，另

有 blaKPC、blaGES 的检出；本次实验所检测基因存在病房内的克隆传播，甚至是整个医院

的克隆传播。肠杆菌属细菌在耐药性上在不断的增强，甚至超越了其他常见肠杆菌科细菌。在

耐药基因上，肠杆菌属的细菌所携带的耐药基因与其他肠杆菌科细菌有所不同，具有阳性率

高、耐药性强等特点。肠杆菌属细菌所致感染可能会造成科室内部甚至院内的暴发流行。肠杆

菌属细菌所具有的碳青霉烯类耐药性需要我们提高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900 
 

PAX1 甲基化检测对宫颈细胞学诊断为 ASCUS 的分流作用 
 

李世荣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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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对宫颈细胞学诊断为无明确意义的非典型鳞状细胞

（ASCUS）的分流作用。 
方法  建立检测 PAX1 甲基化的甲基化敏感的高分辨率熔解曲线分析（MS-HRM）方法，并进

行方法学评价。对行 TCT 液基超薄细胞学检查，且诊断结果为 ASCUS 的 160 例患者行

PAX1 甲基化检测、高危型 HPV-DNA 检测及阴道镜下活检。比较分析 PAX1 甲基化检测、高

危型 HPV-DNA 检测与病理组织学诊断结果的关系，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60 例 ASCUS 患者中，病理组织学结果为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以下的患者（包括 
CIN I、慢性宫颈炎）检出率为 91.25％（146/160）。MS-HRM 法 PAX1 甲基化测定检测高级

别鳞状上皮内病变（CIN II +）的特异性，敏感性和准确度分别为 95.2％，78.6％和 93.8％，

高危型 HPV-DNA 检测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CIN II +）的特异性，敏感性和准确度分别为

59.6％，64.3％和 60.0％。 
结论  MS-HRM 法 PAX1 甲基化分析检测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CIN II +）较高危型 HPV-
DNA 检测有更好的表现。可以筛选出 ASCUS 中的大多数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减少阴道

镜活检的转诊率，可有效地对 ASCUS 患者进行分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902 
 

血清铁蛋白联合其他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刘艳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地上升。早期诊断及高灵

敏度的诊断指标，对于临床诊断肺癌至关重要。本文主要探讨血清铁蛋白（SF）和胚胎性癌

抗原( CEA) 、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抗原 21-1( CYFRA21-1) 、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在肺

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2015 年 6 月潍坊市人民医院 100 例肺癌患者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采

用罗氏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患者和对照者血清中 SF 和 CEA、CYFRA21-1、NSE 的含

量，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肺癌组 SF、CEA、CYFRA21-1、NSE 的含量分别为[（456.39±612.43）ug/L、
（45.94±135.20）ug/L、（15.02±38.60）ug/L、（35.61±60.55）ug/L]，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组[（171.15±79.18）ug/L、（3.26±2.22）ug/L、（1.92±0.72）ug/L、（13.47±3.45）
u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34 P=0.003）、（t=3.514  p=0.002）、（t=3.502 
P=0.001）、（t= 3.614  p=0.000）]。SF 与 CEA、CYFRA21-1、NSE 联合检测比 CEA、
CYFRA21-1、NSE 三项联合及各单项检测能够提高肺癌诊断的敏感度

（92%>90%>78%>54%>52%>22%）;肺癌组 SF 的水平与 CEA、YFRA21-1、NSE 的水平

没有显著的相关性（r=0.186  p=0.196>0.05；r=0.234  p=0.101>0.05；
r=0.316  p=0.025<0.05）。 
结论  通过本次实验我们发现，肺癌患者中血清铁蛋白高度表达，其检测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

比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虽然 SF 单独在诊断恶性肿瘤时缺乏特异性，单项检测阳性率低，

但和其他标志物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检测的阳性率和敏感性。因此可以将 SF 作为一种辅助的

肿瘤血清标志物用于肺癌的早期诊断中，为临床诊断肺癌提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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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938 
 

苏州地区耐碳青霉烯类药物肠杆菌科细菌耐药基因调查研究 
 

钟桥 陆文香 高晶晶 张宇蔺 张宇琼 徐卫东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15002 

 
目的  近年来的耐药监测数据显示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菌株不断增多，并且具有从非发酵菌

属、不动杆菌属已经过渡到肠杆菌科的趋势，即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鉴此，本研究拟调查

本地区临床分离的 37 株耐碳青霉烯类药物肠杆菌科常见耐药基因型及其表型。 
方法  收集我院 2012 年-2014 年临床分离碳青霉烯类药物不敏感菌株 37 株，采用改良 Hodge
试验、EDTA 双纸片协同试验筛查 CRE 菌株产碳青霉烯酶及金属 β-内酰胺酶等表型，MIC 及

K-B 法检测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南耐药情况；采用普通 PCR 法检测 CRE 常见耐药基

因：KPC, VIM, IMP, NDM-1, OXA-23 及 OXA-48 等基因携带情况。 
结果  本地区分离获得耐碳青霉烯类药物肠杆菌科菌株主要是肺炎克雷伯菌（43.2%, 16
株），大肠埃希菌（16.2%, 6 株），粘质沙雷菌（16.2%, 6 株）、阴沟肠杆菌（10.8%, 4
株）。经改良 Hodge 实验筛选 33 株 CRE 菌株阳性，占 89.2%；而金属酶阳性菌株为 8 株，

占 21.6%，其中同时产碳青霉烯酶及金属酶的菌株有 7 株。耐药基因分析可知，KPC 基因阳

性为 21 株，占 56.8%，IMP 阳性为 6 株，占 16.2%；OXA-48 阳性 3 株，占 8.1%；NDM-1 
阳性 3 株，占 8.1%；VIM 阳性 2 株，占 5.4%；未检测到 OXA-23 阳性菌株。 
结论  本地区临床分离的 CRE 菌株主要是呈现为产碳青霉烯类酶表型，其中以 KPC 为主要耐

药基因，而产金属酶菌株中，IMP 为主要耐药基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941 
 

硫化氢在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翟晓芸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NLRP3（nucleotide-binging domain-like receptor protein 3）炎症小体是由 NLRP3、
ASC 和 caspase-1 组成的分子平台，能够识别来自病原微生物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和胞内自

身危险信号--损伤相关分子模式后活化组装。NLRP3 炎症小体作为目前研究最为广泛、深入的

炎症小体，其活化强度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因此，NLRP3 炎症小体活化调控

机制研究对于阐明机体免疫反应产生及调控的机理、寻找相关疾病的免疫调节疗法新途径具有

重要意义。硫化氢(Hydrogen sulfide, H2S)是继 NO 和 CO 之后的第三种重要的气体信号分子,
可由机体内源性产生，参与多种生理、病理过程的调节。我们前期研究发现 H2S 合成过程中

的关键酶：胱硫醚-γ-裂解酶的抑制剂炔丙基甘氨酸(PAG)处理，可明显促进小鼠巨噬细胞中

NLRP3 的表达，提示 H2S 可能通过影响 NLRP3 表达参与 NLRP3 炎症小体的活化调控。然

而，H2S 是否可调控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尚有待进一步实验验证；具体的分子机制，有待

于进一步阐明。本研究拟利用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方法(ELISA、Western Blot)、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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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以及 NLRP3 炎症小体相关的疾病模型探讨 H2S 在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中的调控作用，

为 NLRP3 相关疾病的免疫调节疗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PAG 对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的影响 用 H2S 特异性抑制剂 PAG 处理小鼠原代腹腔

巨噬细胞 2h 后，LPS 刺激 7h，最后分别用 ATP、Nig、Flagellin、poly（dA:dT）处理 1h，
收集细胞培养上清。用 ELISA 方法检测上清中 IL-1β 的分泌情况，用 PCR 方法检测 NLRP3、
IL-1β 等细胞因子在 mRNA 水平的表达情况。 2、PAG 调控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的分子机制 
用 PAG 处理小鼠原代腹腔巨噬细胞 2h 后，LPS 刺激 7h，再用 ATP 处理 1h，裂解细胞。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裂解液中 NLRP3、ASC 和 caspase-1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PAG 促进 NLRP3 炎症小体的活化。 2、PAG 促进 NLRP3、ASC 在蛋白水平的表

达。3、PAG 抑制 LPS 诱导的 IL-1β 的分泌。  
结论  H2S 可通过其特异性抑制剂 PAG 影响 NLRP3 表达参与 NLRP3 炎症小体的活化调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943 
 

肝硬化患者腹水中检出非 O1 群非 O139 群霍乱弧菌 
 

姜飞 王莹宇 康海全 张丽 杨荣胜 顾兵 邓丽华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 分析非 O1 群非 O139 群霍乱弧菌感染的肝硬化患者临床特点和实验室检测过程。 
方法 分析患者的临床特征、原发病及治疗情况；采用 BACTEC FX 全自动血培养仪进行腹水

培养，VITEK-2-compact 和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鉴定细菌，VITEK MS 质谱仪对

细菌进行质谱分析，药敏试验采用 K-B 法。 
结果 肝硬化患者腹水中检出一株非 O1 群非 O139 群霍乱弧菌。 
结论 非 O1 群非 O139 群霍乱弧菌可引起肠道外感染，特别是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当仪器报告

为霍乱弧菌，应进行 O1 群和 O139 群血清凝集试验，避免误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978 
 

LIAISON 全自动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的性能验证 
 

陈兰兰 邵婧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验证 LIAISON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产前筛查 TORCH 的分析性能。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NCCLS)系列文件和相关文献,结合工作实际,设计验

证方案,并对 LIAISON 化学发光免疫检测系统测定 ToxIgG、ToxIgM、RubIgG RubIgM、

CMVIgG、CMVIgM、HSVIgG、HSVIgM 的精密度、准确度、分析线性范围、临床可报告范

围和生物参考区间等进行验证和评价,并将实验结果与厂家(意大利索灵)提供的分析性能或公认

的质量指标进行比较。 



836 
 

结果  批内不精密度 CV 值在 3.58%-7.03%之间，均小于规定的范围；批间不精密度 CV 值在

3.13%-10.73%之间。线性范围验证回归系数 a 值在 0.97-1.03 之间，r2 值均大于 0.95，线性

均符合要求。生物参考区间及可报告范围均符合要求。 
结论  LIAISON 化学发光免疫检测系统检测分析性能符合临床要求,测定结果灵敏度高,特异性

好,稳定性强,检测范围宽,有良好的准确性和重复性,适合应用于临床。验证方案和实验方法简便

易行.本研究对规范医学实验室建设和实验室认可,提高化学发光免疫检验质量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979 
 

SOD 和 8-OHdG 子痫前期患者胎盘组织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庄学伟 张义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测定子痫前期患者胎盘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及 DNA 氧

化损伤产物 8-羟基脱氧鸟苷(8-hydroxy-2-deoxyguanosine,8-OHdG)的表达，探讨其在子痫前

期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实时定量 PCR 检测 SOD1 和 SOD2 mRNA,免疫组化法检测 SOD1，SOD2 和 8-
OHdG 在正常第三期和子痫前期胎盘组织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正常胎盘组织相比，子痫前期胎盘组织中 SOD1 和 SOD2 mRNA 和蛋白表达降低

（P<0.05），而 DNA 氧化损伤产物 8-OHdG 升高。 
结论  子痫前期患者抗氧化应激能力下降，氧化损伤产物增加，氧化应激是子痫前期病因之

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69983 
 

H2O2 对 BeWo 细胞 syncytin-1 表达的影响 
 

庄学伟 张义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采用过氧化氢（hydrogen peroxide，H2O2）作为外源性自由基生成系统，观察其对

BeWo 细胞 syncytin-1 基因表达的影响，从细胞及分子水平探讨氧化应激在子痫前期发病中作

用及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实时定量 PCR 法检测不同浓度（50μmol/L、100μmol/L 和 200μmol/L）外源性 H2O2对

培养的 BeWo 细胞 syncytin-1 表达的影响。 
结果  50μmol/L、100μmol/L 和 200μmol/L H2O2三组中 100μmol/L 的 H2O2对 syncytin-1 基因

表达影响最大，外源性 100μmol/L H2O2组与对照组相比，syncytin-1 表达 24h 升高，48 小时

达峰值，72 小时降低。 
结论  H2O2可影响 syncytin-1 基因的表达，可能是子痫前期发病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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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03 
 

联合检测抗双链 DNA 抗体 IgG、抗心磷脂抗体 IgG 、IgM、

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 IgG 对不孕不育患者的检测价值讨论 
 

顾昊宇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抗心磷脂抗体 IgG 、IgM、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 IgG、抗双链 DNA 抗体 IgG 对不孕

不育患者的检测价值，是否有其必要性，特异性及其对不孕不育原因的查找是否具有帮助 
方法  选取 112 例不孕不育患者作为患者组运用间接酶联免疫法联合测定患者外周血血清中抗

双链 DNA 抗体 IgG、抗心磷脂抗体 IgG 、IgM、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 IgG 的含量，同时，选取

39 位正常生育女性作为对照组进行测定 
结果  患者组中 抗双链 DNA 抗体的阳性率为 16%（18/112）,对照组为 2.5%（1/39）;抗心磷

脂抗体 IgG 阳性率为 24.1%（27/112），对照组为 5.1%（2/39）;IgM 阳性率为 25%
（28/112），对照组为 2.5%（1/39）;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 IgG 阳性率为 19.6%（22/112），

对照组 2.5%（1/39），两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抗心磷脂抗体 IgG 
IgM 同时阳性的比率为 16.1%（18/112）对照组为 0%;抗心磷脂抗体 IgG IgM 与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均为阳性的数量占抗心磷脂抗体阳性数量的 72%（13/18） 
结论  联合检测抗双链 DNA 抗体 IgG、抗心磷脂抗体 IgG 、IgM、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 IgG 对

不孕不育患者有重要的价值，其在血清中的含量与不孕不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考虑到这三种抗

体本身的相关性，联合检测也有助于自身免疫性不孕不育的病因查找和提高临床诊断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06 
 

157 例 Elecsys HBsAg 临界及弱反应性标本确认试验结果分

析 
 

姚家奎 成红霞 钱小丽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HBsAgCOI 临界及弱反应性标本进行确认试验结果分析的临

床应用。  
方法  所有被检血清标本均来自本院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本院就诊的门诊和住院病人，

对其中 195 例 Roche cobas e 601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检出 HBsAg COI 临界及弱反应性标本进

行了确认试验，并对其两对半模式作了统计分析。  
结果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HBsAgCOI 结果 0.70－0.99 之间标本共 26 例、1.0－1.99 之间

标本共 73 例、2.0－5.99 之间标本共 58 例，经 Elecsys HBsAg 确证试验检测各区域阳性例数

分别为 1 例、71 例、58 例，阳性率分别为 3.85%（1/26）、97.26%（71/73）、100%
（58/58）。157 例经 ElecsysHBsAg 确认试验检测标本中，阴性结果 27 例，检出两对半模式



838 
 

5 种，HBeAb、HBcAb 结果有反应性 13 例，检出率 8.28%（13/157）；单 HBsAb 结果有反

应性 2 例，检出率 1.27%（2/157）； HBsAb、HBeAb、HBcAb 结果有反应性 4 例，检出率

2.55%（4/157）； HBsAb、HBcAb 结果有反应性 2 例，检出率 1.27%（2/157）；单 HBcAb
结果有反应性 6 例，检出率 3.82%（6/157）；157 例经 Elecsys HBsAg 确认试验检测标本

中，阳性结果 130 例，检出两对半模式 4 种，HBsAg、HBeAb、HBcAb 结果有反应性 117
例，检出率 74.52%（117/157）； HBsAg、HBsAb、HBeAb、HBcAb 结果有反应性 6 例，

检出率 3.82%（6/157）；HBsAg、HBcAb 结果有反应性 4 例，检出率 2.55%（4/157）；

HBsAg、HBeAg、HBcAb 结果有反应性 3 例，检出率 1.91%（3/157）。 
结论  Roche cobas e 601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的 HBsAg 临界或较低

含量的弱反应性标本以及检出可疑、不常见乙肝两对半模式的标本时，需经敏感性更高的方法

复检或到有条件的实验室经 Elecsys HBsAg 确证试验进一步确认，以防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

的出现，为乙型肝炎临床诊断及病情的治疗监测提供科学的实验室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13 
 

Sysmex XN3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血小板常见影响因

素分析及解决方法的探讨 
 

戴晓莉 李晓晨 范银银 茅挺 张宏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分析 Sysmex XN3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简称 XN3000)计数血小板时的常见影响因素

并寻求解决方案。 
方法  利用 XN3000 的三种血小板计数方法(PLT-I、PLT-O 和 PLT-F)，在不同条件下(使用三

种不同的抗凝剂 EDTA-K2、肝素和枸橼酸钠；不同的储存温度 4℃，22℃和 37℃；不同的储

存时间 15min，2 h，6 h 和 24h)，对 13 名健康志愿者进行血小板计数。同时，对低值血小板

标本(PLT<50)(n=40)、烧伤病人标本(n=10)、小红细胞标本(MCV<70fL) (n=16)、EDTA 依赖

的假性血小板减少(EDTA-PTCP)病人标本(n=5)的进行血小板计数。以流式细胞术和手工计数

法为参考方法，比较计数结果。应用镜检血涂片法观察细胞状态和血小板聚集情况。 
结果  PLT-I、PLT-O 和 PLT-F 对 EDTA-K2 抗凝的全血样本的血小板计数值在 24 小时内不同

的储存温度下，仅 37℃24 小时标本结果偏差较大(P=0.1572,0.1025,0.0898)，其余仅均无统

计学差异，而肝素和枸橼酸钠抗凝标本由于引起血小板不同程度的聚集，导致计数结果明显降

低，具有统计学意义。血片分析显示，37℃24 小时条件下，血细胞形态发生变化，部分细胞

死亡溶解。在低值血小板标本、烧伤病人标本及小红细胞标本中，PLT-F 法与参考方法的相关

性均明显高于 PLT-I 和 PLT-O 法。对于血小板聚集标本，PLT-F 方法的 flag 报警功能虽具有

较高的特异性(99.8%)，但敏感性(25%)明显低于 PLT-I 法。此外，对于 EDTA-PTCP 标本，

更换抗凝剂仍无法准确计数血小板，利用仪器的预稀释模式检测不加抗凝剂的标本，其结果与

参考方法更接近。 
结论  确保血小板计数结果准确的最佳条件为利用 PLT-F 的方法对 EDTA-K2 抗凝全血立即检

测，并应避免高温储存。PLT-F 法对计数正常与异常标本血小板的准确性均高于 PLT-I 和
PLT-O。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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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14 
 

缺氧诱导因子 1α 通过 p27-E2F1 通路调控细胞自噬 
 

王攀 张世杰 程振云 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细胞自噬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生理过程，是细胞自身的一种降解过程，其主要通过清除和

降解大分子化合物如蛋白质及自身受损或老化的细胞器，以维持内环境稳定。细胞自噬水平在

受到如下刺激时而增强，如营养缺乏、缺氧、内质网应激等。研究表明，肿瘤细胞在缺氧情况

下可以诱导缺氧诱导因子 1α 表达来适应低氧状态，缺氧诱导因子 1α 可以通过转录调控众多

基因表达来维持营养及及氧化还原平衡。 
方法  为了研究缺氧诱导因子 1α 是否调控细胞自噬，我们将人类食管癌细胞 EC109 以及人二

倍体成纤维细胞 IMR90 培养在正常氧压和缺氧条件下，然后检测相关蛋白表达水平。同时，

我们通过 siRNA 将 p27 沉默，来研究 p27-E2F1 信号通路在缺氧诱导因子调控的自噬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 
结果  缺氧诱导因子 1α 可以诱导 IMR90 细胞发生自噬，同时年前 IMR90 细胞与年老 IMR90
细胞相比呈现较强自噬现象。同时，缺氧诱导因子 1α 可以在 EC109 细胞中通过正调控 p27
分子诱导细胞自噬，沉默 p27 可以抑制缺氧诱导因子 1α 诱导的细胞自噬。过表达持续具有活

性的缺氧诱导因子 1α 可以促进 EC109 细胞在裸鼠体内的荷瘤能力。 
结论  综上所知，我们确认缺氧诱导因子 1α 可以通过 p27-E2F1 信号通路调控细胞自噬。该研

究首次揭示了癌细胞在低氧情况下可以通过 p27-E2F1 信号通路获得能量及小分子化合物而维

持生存，这对于癌症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16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男性患者糖脂代谢分析 
 

居峰 
建湖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224700 

 
目的  探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男性患者的糖脂代谢特征。 
方法  125 例经采用血浆醛固酮／肾素活性比值(ARR)联合血浆醛固酮水平筛查的原发性醛固

酮增多症男性患者，同时入选与血压水平及高血压病程相似的同期门诊及住院原发性高血压

(EH)男性患者 127 例为对照组。收集各组的临床资料和生化指标，分析男性原发性醛固酮增

多症糖脂代谢特点。 
结果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检出率为 11.98％(125／1043)；血钾水平 PA 组较 EH 组低,PA 组
较 EH 组更早出现高血压，甘油三酯 PA 组高于 EH 组,HDL-C PA 组较 EH 组低, OGTT 两小时

后血糖 PA 组高于 EH 组，腰围 PA 组高于 EH 组。 
结论  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相比，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男性患者糖脂代谢异常程度重，主要为

腹型肥胖及糖耐量异常。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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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18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检测在冠状动脉性心脏病风险评估中价

值的初步研究 
 

刘连庚 郑兴忠 
盐城市中医院 224002 

 
目的  探讨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水平和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相

关性和临床意义。 
方法  243 例冠心病和疑似冠心病患者根据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分为高危风险组（至少 1 支

冠状动脉狭窄程度>50%，n=102）和低危风险组（单支冠状动脉狭窄程度≤50%，n=141），

收集临床资料，ELISA 方法检测受试者 Lp-PLA-2 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高危风险组受试者血清 Lp-PLA-2 水平显著高于低危风险组（P<0.01），Lp-PLA2 判断

冠心病高危患者的灵敏度为 86.3%，特异度为 96.6%，总诊断准确度为 98.0%。 
结论  Lp-PLA2 可较好地评估冠心病患者风险，血清 Lp-PLA2 水平可反映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

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21 
 

2013-2014 年上海地区血流感染大肠埃希菌耐药性与分子流

行病学研究 
 

王粟
1 赵声远

2 肖淑珍
1 顾飞飞

1 郭晓奎
3 倪语星

1 韩立中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微生物科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寄生虫学研究所 
 

目的  探索 2013-2014 年上海地区血流感染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和同源性，为临床治疗和预防

控制提供更全面的针对性指导意见。  
方法  收集上海市 3 家三甲医院 2013 年 9 月~2014 年 9 月血流感染患者血培养标本中首次检

出的大肠埃希菌，每家医院随机抽取 30 株，采用纸片法进行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试验，

PCR 扩增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基因、碳青霉烯酶基因和系统发生群基因，并用

eBURST 软件对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进行菌株同源性分析。  
结果  纳入研究的 90 株大肠埃希菌对青霉素类、二代头孢类、氟喹诺酮类和四环素类抗菌药

物的耐药率较高(>60%)，对碳青霉烯类、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保持低水平耐药

(<10%)。61(67.8%)株 ESBLs 阳性菌株，未检出碳青霉烯酶阳性菌株。CTX-M-15(25/61)是
最常见的 ESBLs 基因，其次为 CTX-M-14(18/61)和 CTX-M-55(9/61)。系统发生群显示 B2 群

是最主要的进化群(43.3%),其中 ESBLs 阳性菌株占比最高。MLST 显示 ST131 是最常见的序

列型(20/90)，其次为 ST405(8/90)和 ST69(5/90)，共有 46 种不同的序列型。在 61 株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中，B2-ST131(29.51%)也是最常见的克隆型。eBURST 软件分析结果显示

这 90 株大肠埃希菌的基因同源性低。  



841 
 

结论  血流感染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强，但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碳青霉烯类可作为

经验用药的良好替代选择；遗传多样性表明菌株间同源性低，未发现院内感染暴发流行的直接

证据；不同医院间流行的 ESBLs 构成不同提示组织多家医院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地连续监测是

非常必要的，可提供更全面可靠的流行病学资料。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27 
 

上海七家养老院居住者粪便中携带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肠杆

菌科细菌(ESBL-E)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分析 
 

赵声远
1 张骥

2 肖淑珍
3 顾飞飞

3 郭晓奎
4 倪语星

3 韩立中
3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2.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微生物科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寄生虫研究所 

 
目的  探究上海市养老院居住者粪便中 ESBL-E 的检出率、分子流行病学和风险因素，为临床

治疗和预防控制提供更全面的针对性指导意见。  
方法  收集上海市七家养老院居住者 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5 月的粪便标本，进行细菌培养鉴

定和药敏试验，PCR 扩增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基因和碳青霉烯酶基因。并记录培养

阳性居住者的居住水平和所在养老院设施水平，采用 SAS 9.3 和 SPSS 19.0 软件进行危险因

素的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 457 株肠杆菌科细菌，其中 183 株(46.92%)产 ESBLs。CTX-M 酶（198/200，
99%）检出率最高，其中 CTX-M-14(84/200,42%)是最常见的类型。两株产碳青霉烯酶的菌株

携带 KPC-2 基因。所有菌株对碳青霉烯类、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磷霉素、氯霉素

和替加环素的耐药率较低。侵入性治疗史[比值比(OR)：2.384；95%置信区间(CI)：1.318-
4.310；P=0.004]，窄谱头孢菌素使用史[OR：1.635；95％CI：1.045-2.558；P=0.031]和广

谱头孢菌素使用史[OR：3.276，95%CI：1.278-8.398；P=0.014]，分别作为独立的危险因

素，与携带 ESBL-E 相关。  
结论  养老院居住者粪便中 ESBL-E 携带率较高。对该人群连续主动的筛查极为必要的感控措

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34 
 

糖化血红蛋白 A1c 诊断妊娠糖尿病标准的初步探讨 
 

胡艳军 
南京明基医院 2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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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A1c（HbA1c）在妊娠糖尿病（GDM）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初步评估

使用糖化血红蛋白 A1c 诊断妊娠糖尿病的最佳切点。  
方法  2013 年 6 月～2014 年 12 月在南京明基医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孕 24～28 周孕妇中，选择

其中 156 例妊娠糖尿病患者作为试验组，同时选择 150 例健康妊娠者作为对照组，同时测定

其 HbA1c。以 2011 年国际糖尿病与妊娠研究组(IADPSG)推荐的标准诊断 GDM，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HbA1c 诊断 GDM 的效能。  
结果  HbA1c 结果在 GDM 组和正常组之间有显著差异性。以健康妊娠组为对照组，用 HbA1c
来诊断 GDM 时，ROC 曲线下面积（AUCROC）为 0.837，最佳切点为 5.5%，敏感性为

83.1%，特异性为 81.0%。 
结论  HbA1c 对 GDM 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本次研究中 HbA1c 诊断 GDM 的最佳切点为

5.5%。若向临床广泛推广，诊断的最佳切点仍有待加大范围研究后进一步加以确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42 
 

TDR-300B 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对临床常见氧化酶阴性革兰

阴性杆菌鉴定和药敏测试的评估 
 

王粟 韩立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微生物科 200025 

 
目的  评价 TDR-300B 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与目前临床常用微生物分析系统对常见氧化酶阴性

革兰阴性杆菌（ONGNB）鉴定和药敏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分别以临床常用的 MALDI-TOF MS 鉴定和 VITEK 2 compact AST-GN13 药敏卡作为对

照方法，采用 TDR-300B 肠杆菌卡对临床标本中常见 ONGNB 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计算

Kappa 值并进行 McNemar 检验，分析这一系统与对照方法的一致性并评估可靠性；两者药敏

结果的比对还需计算完全一致率（CA，药敏结果完全一致）、基本一致率（AA，药敏结果只

差一级，即 S/I、I/S、R/I 或 I/R）、重大不一致率（MD，R/S）、严重不一致率（VMD，

S/R）。两种方法鉴定不一致的菌株采用 16S rRNA 测序作为最终鉴定结果。两种方法出现

MD 和 VMD 药敏结果（R/S 或 S/R）的菌株采用 CLSI 推荐微量肉汤稀释法作为最终药敏结

果。 
结果  通过对 17 个属 32 个种 209 株 ONGNB 鉴定结果的分析表明，TDR-300B 对各种常见

ONGNB 鉴定的 Kappa 值均>0.90，McNemar 检验 P 值均>0.05。200 株 ONGNB 对 14 种抗

菌药物的药敏比对中发现除 ATM（86.02%）、CAZ（85.79%）、FEP（82.63%）、TGC
（82.76%）外，其他 10 种药物的 CA 均>90%；所有药物的 AA 均>90%；除 TGC
（Kappa=0.7048）外，其余 12 种药物 Kappa 均>0.80，其中只有 ATM、CAZ 和 FEP 三种药

物的 P <0.05。总体 MD 为 3.16%，出现 MD 最多的是大肠埃希菌（29/48），最常出现的类

型为 R/S/R（36/48），以 CAZ 和 FEP 最为常见；总体 VMD 为 2.87%，最常出现的类型为

S/R/S（14/21），以 MEM 和 SXT 最为常见。 
结论  TDR-300B 对常见 ONGNB 的鉴定及药敏与目前临床常用系统一致性较高，结果准确可

靠，可作为补充系统确保常规临床工作顺利进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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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48 
 

临床常用指标在冠心病中的实际应用分析 
 

王堃
1 陈雪梅

2 易斌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检验系 

 
目的  分析临床常见检测指标在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诊断和心肌梗死 killip
分级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 1 号至 2016 年 4 月 30 号湘雅医院住院患者 209 例，分为动脉粥样硬

化组、稳定性心绞痛组、不稳定性心绞痛组、心肌梗死组。比较各种临床常用检测指标在各组

间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logistic 回归、ROC 曲线分析、判别分析等探索临床常见的检测指

标在 CHD 中的应用。 
结果  LDH、CK、CK-MB、Mb、AST、ApoA1/ApoB、hsCRP 和 N/L 在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LDH、Cys C、LDL、ApoA1、ApoB、FFA、hsCRP、PT、PTA、
INR、D-D 在心肌梗死组 Killip 分期有统计学差异（P<0.05）。相关分析显示 LDH、CK、CK-
MB、Mb、CysC、AST、ApoA1/ApoB、hsCRP、N/L、APTT 和 ATⅢ等指标与疾病分组具有

相关性（P<0.05）；LDH、FFA、hsCRP、N/L、PT、PTA、INR 和 D-D 等指标与心肌梗死

组分期具有相关性（P<0.05），logisitc 回归分析显示 FFA 、hsCRP、D-D（OR=4.818、
2.655、7.267，P<0.05）对分期更有临床意义；ROC 曲线分析显示 LDH、AST、N/L 和 Mb
联合对分组具有较大诊断价值（AUC=0.899)；D-D、hsCRP、PT 和 PTA 联合诊断对分期价

值较高（AUC=0.866）。运用逐步判别以 Mb、hsCRP、ATⅢ为筛选后指标，对心肌梗死组

和非心肌梗死组分类正确率为 81.9%；LDH、LDL、D-D 为筛选后指标，对心梗 killip 分期分

类正确率为 55.8%。 
结论  LDH、AST、Mb、N/L、hs-CRP 和 ATⅢ联合诊断对不同类型的冠心病具有较大的诊断

价值。联合 FFA、hsCRP、LDL、PT、PTA、D-D 检测对心梗分期更有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50 
 

上海地区养老院居住者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的危险因素与分

子特征 
 

顾飞飞
1 张骥

2 赵声远
3 肖淑珍

1 郭晓奎
4 倪语星

1 韩立中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3.湖南省长沙市湘雅医院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皮肤和黏膜部位的常见定植菌，本研究以养老院居住者为研究对象，

探讨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的危险因素和分子特征。 
方法  研究共纳入上海地区 7 家养老院的居住者，筛选其鼻腔、腋下和皮肤部位定植的金黄色

葡萄球菌，收集养老院居住者的个人信息和养老院的信息并分析，以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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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因素和菌株的分子特征，对分离得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进行抗菌药物敏感试验、毒

力因子检测和分子分型（包括 ST 分型、spa 分型、agr 分群和 SCCmec 分型）。 
结果  养老院居住者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研究分为危险因素分析和菌株特征研究两个部分，总

共有 491 位居住者纳入研究，因各种因素剔除 48 位居住者后，443 位居住者纳入危险因素研

究，其中 99 位（22.3%）和 45 位（10.2%）分别定植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

葡萄球菌（met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MRSA 定植的独立危险因

素有住院史、侵袭性装置、氯霉素用药史和大环内酯类用药史，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的独立危

险因素有住院史、侵袭性装置和氯霉素用药史。养老院的较低月均花费和较差卫生水平也可能

增加 MRSA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定植危险。菌株特征方面，491 位居住者采集了样本（鼻拭

子、腋下拭子和皮肤拭子），共分离得 141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自 109 位居住者）和 68
株 MRSA（分离自 52 位居住者）。有 10 位居住者三个样本同时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12 位

居住者三个样本中有两个样本同时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子分型方面，CC1（41/141，
29.1%）是最常见的克隆复合体，其次是 CC398（28/141， 19.9%），CC188（19/141，
13.5%）和 CC5（18/141，12.8%）。 
结论  上海地区养老院居住者有着较高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MRSA 定植率，CC1 是金黄色葡

萄球菌定植最常见的克隆。这些数据表明养老院的主动筛查在上海等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乃至全

中国应给予高度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52 
 

烧伤创面分泌物病原菌分布特征及耐药性回顾性分析 
 

何薇 袁丽君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了解烧伤患者创面分泌物检出菌株的分布特点及其耐药情况，了解烧伤创面分泌物中常

见菌株和药物敏感情况，对耐药菌株进行耐药监测，了解耐药谱的变化。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12 月本院烧伤科患者创面分泌物检出菌株的分布特点及耐药

情况。 
结果  共检出 380 株病原菌，检出率较高的前 10 种细菌为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肺炎

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奇异变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粪

肠球菌、屎肠球菌；占总检出菌的 88.42%。其中革兰阴性菌占总检出菌的 56.05%，革兰阳

性菌占总检出菌的 32.37%，革兰阴性菌数量明显多于革兰阳性菌，就单种菌株的分离率而

言， 以铜绿假单胞菌为最高占 28.95%，其中多重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占 22.37%；金黄色葡

萄球菌次之占 18.16%，其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15.53%，在金黄色葡萄球

菌中占 82.61%。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E）在表皮葡萄球菌中占 88.89% 
结论 由于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 革兰阴性细菌和革兰阳性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度逐

年下降,鉴于此, 应根据药敏结果，在保证临床疗效的基础上, 科学合理地用药, 最大限度地延长

抗菌药物的使用寿命,避免因广谱抗菌药物的滥用造成耐药菌种的流行，降低细菌耐药性的产

生和发展。同时应加强耐药菌株的耐药监测，注意耐药谱变化，了解病区常见的菌种和药物敏

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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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54 
 

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技术（SAT）在快速检测无菌体

液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中的研究 
 

赵欣
1 王瑞靖

2 方艳平
1 林丽娟

1 龙军
1 

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科 
2.上海仁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近年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在世界各地的分离率不断升高，在中国虽然其整体阳性检出率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

40%，因其表现出多重耐药性，因此一直成为临床治疗的一大难题。在痰标本和鼻咽拭子中检

出 MRSA，经常难以判断是定植还是感染，因此我们更关注无菌体液中 MRSA 的早期非培养

的检测。目前检测 MRSA 的方法有很多，但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如检测时间长、影响临床早

期诊断和治疗、结果不具有肯定性等，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技术即

SAT 技术在快速检测无菌体液 MRSA 中的研究与应用，希望能找到一种新的、能够快速准确

地检测无菌体液中 MRSA 的手段。 
方法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收集临床无菌体液标本 168 例，利用法国梅里埃公司细菌

鉴定及药敏分析仪（VITEK 2）鉴定，同时应用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 7500 实时定量 PCR 仪

（ABI7500）等仪器，采用 SAT 技术对以上无菌体液标本进行检测。 
结果  结果显示：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22 例，通过头孢西丁纸片法筛选出 MRSA 12 例，其与

仪器药敏检测结果相同，收集的 168 例无菌体液标本中，通过微生物分离培养鉴定得知，其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 22 例，除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外的细菌有 146 例，其中包括头部葡萄球菌、表

皮葡萄球菌、大肠埃希氏菌等等。168 例标本中，利用 SAT 技术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22 例，

其中检出 MRSA 4 例，其余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敏感性为 33.3％，特异性为 100.0％，阳性

率为 18.2％，准确度为 63.6％。 
结论  SAT 技术作为一种新型检测技术，将 RNA 恒温扩增检测与实时荧光检测相结合，无论

是在扩增效率方面还是在实验操作方面均具有很大优势，但由于无菌体液中细菌载量较少、部

分标本过于黏稠会黏附磁性颗粒从而导致靶标核酸提取失败、特异性磁性颗粒捕获技术导致部

分靶标核酸丢失等多种可能因素影响，虽然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率较高，但是对无菌体

液中 MRSA 的检测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处于研究阶段。通过进一步探讨与完善，相信

通过优化，SAT 技术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的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测无菌体液中 MRSA 的技术手

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055 
 

医院 POCT 血糖仪质量控制的实践与探讨 
 

郭书忍 毛红丽 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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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加强 POCT 血糖仪的质量控制。  
方法  采用毛细血管血与静脉血比对方案。选取高中低三个浓度的标本，每个标本重复测定三

次，取均值。  
结果  136 台血糖仪中 22 台需要维护，2 台需要更换。112 台血糖仪血糖监测值大于

4.2mmol/L 时，偏倚为-13.26%-17.55%，监测值低于 4.2mmol/L，偏倚为-0.68-
0.475mmol/L。三个型号的血糖仪监测值的偏倚、餐前与餐后 3hPOCT 血糖仪监测值的偏倚没

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112 台 POCT 血糖仪偏差符合国家对 POCT 血糖仪的准确度要求。人员培训是保证血糖

仪质量的重要措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0056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 is not associated with 

breast cancer in Chinese 
 

Guo Shuren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Abstract  Background: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XRCC1 polymorphisms with Breast cancer (BC) risk in Asians, but the results have been 
inconsistent. We therefore performed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in 
detail.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ported studies were searched from 1990 to October 15, 2014 in 
PubMed and Wan fang Med Online.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13 published case-
control studies fiting our eligibility criteria. These studies involved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s in 4984 BC cases and 5744 controls in dominant (ArgArg vs. 
GlnGln+ArgGln), recessive (ArgGln+ArgArg vs. GlnGln), and co-dominant (ArgArg vs. 
GlnGln) inheritance models. The total odds Ratio (OR) and 95% CI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by Review Manager 5.2 and STATE 12.  
Results  Overall, signifiantly increased BC risk was observed in any genetic model 
(dominant model: odds ration [OR] = 1.31, 95% confience interval [CI] = [1.08, 1.58]; 
recessive model：OR = 0.63, 95% CI = [0.50, 0.81]; codominant model: OR = 2.52, 95% CI: 
[1.38, 4.60]) when all eligible studies were pooled into the meta-analysis. In further stratifid 
analyses, no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rg399Gln 
polymorphism and BC risk in Chinese fewer than three hereditary mode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Breast cancer risk among Asians, except Chinese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61 
 

类风湿因子联合抗环瓜氨酸肽抗体与抗角蛋白抗体检测在不

同年龄段类风湿性关节炎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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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锦骠 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类风湿因子（RF），抗环瓜氨酸肽抗体（ACPAs）和抗角蛋白抗体（AKA）在不同

年龄段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分析 3725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 RF，ACPAs 和 AKA 的检测结果，其中 RF 采

用免疫散射比浊方法测定，ACPAs 和 AKA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 
结果  RF, ACPAs 和 AKA 在 RA 患者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79.2%, 77.5%和 21.4%。按照性别分

组后，RF, ACPAs 和 AKA 阳性率在男性和女性 RA 中均无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34，
0.71 和 0.10。按照年龄段分组后，RF, ACPAs 和 AKA 阳性率在 16~40 年龄段与 40~60 年龄

段间无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33，0.76 和 0.15；在 40~60 年龄段与大于 60 年龄段间也

无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22，0.36 和 0.79。然而，RF, ACPAs 和 AKA 在小于 16 岁的

RA 患者中的阳性率却显著低于大于 16 岁的 RA 患者，P 值分别为 0.000，0.000 和 0.08。 
结论  类风湿因子联合抗环瓜氨酸肽抗体与抗角蛋白抗体检测，有助于成人 RA 患者的临床诊

断，其诊断价值显著优于在青少年 RA 中的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70 
 

Significance of TLR4 signaling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of pre-eclamptic patients 

 
qian lei 

滨海县人民医院 224500 
 

        Preeclampsia (PE) is a serious condition affecting pregnant women and placing both 
the mother and fetus at risk. Whil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pathogenesis of PE, there is 
evidence for involvement from the maternal innate immune system, specifically, signaling 
arising from monocytes. We chose to explore a role for toll-like receptor (TLR) 4, which is 
highly expressed in placenta of PE patients,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by analyzing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a PE patient cohort. The expression of TLR4 and cytokine 
secretion (IL-6, IL-12P70, IL-10, and TNFα) was compared between women with PE and 
healthy pregnant women. Compared to controls, the percentage of TLR4+ monocyt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E patients. Collected monocytes stimulated with lipopolysaccharide 
(LPS) to induce inflammation had increased cytokine production, and monocytes from PE 
patients produced more IL-6 and TNF-α, and less IL-10 than cells from healthy participants. 
PE patients also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TLR4+ monocytes 
and serum levels of IL-6 and TNFα.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LR4 signaling may play a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reeclampsia, and that blocking monocyte cell 
surface TLR4 could be a new form of treatment for P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071 
 



848 
 

尿液标本采集与仪器自动分析之间的适宜的时间间隔研究  
 

毕重秀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尿液标本分析前的质量控制至关重要。本研究主要探讨分析前的质量因素--尿液标本的

采集与仪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间隔对尿沉渣及尿干化学稳定性的影响是否显著。  
 
方法  收集本院 402 份病理性尿标本，分别在尿标本收集后的 60min、120min 及 240 min 进

行尿沉渣与尿干化学检测。  
结果  尿沉渣检测结果显示：随着尿液标本采集与仪器自动化检测时间间隔的增加，尿沉渣中

的电导率显著增加(120min vs 60min P<0.001;240min vs 60min P<0.001）；而白细胞、红细

胞、管型和上皮细胞均显著减少(120min vs 60min P<0.001; 240min vs 60min P<0.001)；细

菌无显著变化。干化学检测结果显示：随着尿标本采集与仪器自动化检测时间间隔的增加，尿

干化学模块中的 pH、白细胞酯酶、亚硝酸盐、蛋白、酮体、潜血、 比重及尿胆原变化均显著

（120min vs 60min P<0.001; 240min vs 60min P<0.001）；而尿糖和胆红素变化不显著。  
结论  尿液标本的采集与仪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间隔对尿液的干化学与沉渣检测的大部分参数

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尿液标本早期检测的重要性（60min 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72 
 

108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HbA1c 和尿 ACR 结果分析 
 

王盛华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检验医学部 250021 

 
目的  探讨检测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和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ACR) 对糖尿

病肾病( DN) 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108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男 64 例，女 44 例，年龄 34~89 岁，病程 3 个月~26
年），并根据尿白蛋白排泄率分为糖尿病无肾病组、早期糖尿病肾病组和临床糖尿病肾病组，

95 例健康人员（男 44 例，女 51 例，年龄 31~62 岁）为正常对照组。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法和免疫比浊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HbA1c) 和尿微量白蛋白及肌酐，计算微量白蛋白／肌酐比

值(ACR)。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糖尿病无肾病组的 HbA1c 和尿 ACR 比正常对照组略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糖尿病早期肾病组 HbA1c 和尿 ACR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无肾病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均＜0.05) ；糖尿病临床肾病组 HbA1c 和尿 ACR 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糖尿病

无肾病组和糖尿病早期肾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HbA1c 和尿 ACR 与糖尿病肾病的病程变化有较好的相关性，从糖尿病无肾病组、糖尿

病早期肾病组到糖尿病临床肾病组 HbA1c 和尿 ACR 水平随病程的变化而呈逐步上升趋势； 
HbA1c 和尿 ACR 水平升高是糖尿病并发肾病的危险因素；检测 HbA1c 和尿 ACR 对糖尿病肾

病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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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0073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allowable total error and 
allowable imprecision about specific proteins tests in 

China 
 

Zhang Shishi1,2,Wang Wei2,Zhao Haijian2,Zhang Chuanbao2,Zhong Kun2,He Falin2,Yuan Shuai2,Wang 
Zhiguo1,2 

1.Graduate School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2.National Cen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Beijing Hospital 

 
Objective A preliminary study was made about how to recommend allowable total error 
(TEa%) and allowable imprecision (CV%) to each item of specific proteins tests in China by 
the data of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EQA) and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IQC), as well as 
the newest setting models of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s provided in 2014 Milan 
Conference.  
Methods The data of 925 laboratories participating in 2015 1st national EQA scheme of 
specific proteins and 742 laboratories submitting results of IQC in the same month was 
collected by an EQA network platform. Excel 2010 and SPSS 19.0 softwa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10th percentile (P10)、the 90th percentile (P90) and the median of ‘percentage 
difference’in EQA and the 80th percentile (P80) of ‘curren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in IQC 
for each lot of 11 items, including IgA, IgG, IgM, C3, C4, CRP, RF, transferrin, pre-albumin, 
IgE and ASO. For the front 9 items which had biological variations (BV), their‘percentage 
difference’ in EQA and the‘current CV’in IQC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TEa% and 
CV% specifica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derived from BV. For an item, if each lot all had more 
than 80% laboratories possessing‘percentage difference’and ‘current CV’respectively 
achieving the TEa% and CV% specifications of certain levels derived from BV, the TEa% 
and CV% specifications should be the recommended allowable TEa% and CV%. If not, 
calculated allowable TEa% and CV% for each lot based on the state-of-the-art by formulas 
±TEa%=±1/2*(P90-P10) and CV%= P80 and chose the maximum TEa% and CV% as 
recommended specifications ensuring at least 80% laboratories met specifications. For IgE 
and ASO, without BV, their recommended allowable TEa% and CV%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tate-of-the-art.  
Results The results of EQA indicated that more than 80% laboratories in each lot 
achieved the desirable TEa% specification (56.6%) derived from BV for CRP. But other items 
all had less than 80% laboratories in each lot achieving the minimum TEa% specifications 
derived from BV. Except that CRP could use 56.6% as recommended allowable TEa%, other 
items should establish allowable TEa% based on the state-of-the-art. The results of IQC 
showed only CRP had more than 80% laboratories in each lot achieving the optimal CV% 
specification (10.55%) derived from BV, whereas each lot of pre-albumin had more than 80% 
laboratories achieving the desirable CV% specification (5.5%) derived from BV. The 
proportion of laboratories meeting the minimum CV% specifications derived from BV in each 
lot of other items all did not pass 80%. Except that CRP and pre-albumin could use 10.55% 
and 5.5% as recommended allowable CV% respectively, other items should establish 
allowable CV% based on the state-of-the-art.   
Conclusions This preliminary research reflected the status in quo of the performance levels 
for each item of specific proteins and recommended allowable TEa% and allowable 
CV% accordingly. It is also expecte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to other quantitative testing 
items which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allowable TEa% and allowable CV%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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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76 
 

长沙地区 G 试验在侵袭性真菌感染中临床应用分析 
 

章迪 黄素明 唐慧 袁千钦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探讨 G 试验真菌检测在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中临床应用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湖南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2014 年 7 月

至 2015 年 12 月间进行 G 试验检测的 2588 例标本的阳性率、阴性率、阳性似然比及阴性似

然病，分析其临床相关因素。 
结果  存在高危因素者 1678 例，不存在高危因素者 910 例。在存在高危因素患者中真阳性

169 例，假阳性 420 例，真阴性 904 性，假阴性 185 例。阳性似然比为 1.51，阴性似然比为

0.76。G 试验应用于存在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移植状态、重症感染、自身免疫病、肾功能不全

等基础疾病的患者检测时阳性似然比分别为 1.23、1.77、1.21、1.55、1.31；阴性似然比分别

为 0.91、0.64、0.86、0.66、0.75。 
结论  G 试验临床应用价值有待考证，尤其是在患有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及重症感染的患者，G
试验应用价值较低，需改良其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79 
 

Vitamin D3 alters TLR4 signaling in monocytes of 
pregnant women at risk for preeclampsia 

 
qian lei,wang hongyou,wu fenghui,li ming,chen wei 

滨海县人民医院 224500 
 

Vitamin D deficiency during pregnancy is thought to play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eclampsia;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In this study,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was performed among 60 pregnant 
women at risk for pre-eclampsia according to abnormal uterine artery Doppler waveform. 
Subjec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to receive a daily dose of 2000 IU vitamin D3 
supplements (n=30) or receive placebo (n=30) between gestational weeks 20-32 for a total 
of 12 consecutive weeks. Because vitamin D3 supplementation can induce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 signaling,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were investigated by flow cytometry for 
expression of toll-like receptor 4 (TLR4), an important mediator of innate immune response. 
Th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secret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interleukin (IL) -
6, and IL-1 from monocytes , which are typically upregulated in preeclampsia, was also 
assessed. The incidence of preeclampsi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vitamin D3 compared to the placebo group. Both the 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and the 
positive percentage of monocytes TLR4 in the vitamin 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ared to the placebo group, as well as the concentrations of secreted TNF-α, IL-6, and 
IL-1, while the concentration of IL-10 was higher. In the placebo group, the positive 
frequency of monocytes TLR4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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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xyvitamin D in preeclampsia patient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conclude that vitamin 
D3 supplementation for patients at risk of preeclampsia leads to a de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TLR4 and a subsequent decrease in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secretion. Therefore,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monocytes TLR4 through vitamin 
D3 supplement may be a new approach to preeclampsia preven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87 
 

异常凝血酶原和唾液酸在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血清中的表达

及临床意义 
 

公帅
1,1 孙桂荣

2,2 
1.青岛大学医学院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慢性肾功能不全对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Ⅱ，PIVKA-Ⅱ）和唾液酸（sialic acid，SA）水平的影响。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和酶法分别检测 127 例慢性肾功能不全、32 例肾功能正常肾脏疾病患

者、57 例体检健康者和 120 例肝细胞癌(HCC )患者血清 PIVKA-Ⅱ和 SA 水平。 
结果  （1）经非参数 Kruskal-Wallis H 检验，健康对照组、肾功能正常疾病组和肾功能不全疾

病组三组间血清 PIVKA-Ⅱ水平无统计学差异(H=2.902, P ＞0.05)，肾功能不全疾病组中各期

之间血清 PIVKA-Ⅱ水平也无统计学差异（H=3.991,P＞0.05 )。HCC 组血清 PIVKA-Ⅱ水平较

上述三组均明显升高（U 值分别为 319.50、203.00、665.50，P 均＜ 0.001 )。而三组间血清

SA 水平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H= 63.685, P＜0.001 )，肾功能不全疾病组血清 SA 水平明显高

于肾功能正常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U 值分别为 769.50、1278.50，P 均＜0.001) 。其中，

CKD4 期血清 SA 水平明显高于 CKD2 和 CKD3 期(U 值分别为 172.00、265.00，P 均＜

0.001)，明显低于 CKD5 期(U=240.50，P＜0.001)；CKD3 期血清 SA 水平明显高于肾功能正

常疾病组（CDK1 期）（U=298.50，P＜0.001）和健康对照组（U=492.00，P＜0.001），与

CKD2 期比较无统计学差异（U=436.00, P＞0.05)；CKD2 期血清 SA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U=584.50，P＜0.001 )，但与 CDK1 期比较(U=365.50,P＞0.05)无统计学差异；肾功能

正常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比较也无统计学差异(U=834.50,P＞0.05 )。（2）血清 SA 水平与

eGFR 呈负相关（P＜0.01），与血清 Urea、Cr 水平呈正相关(P 均＜0.01)。HCC 组血清 SA
水平较 CKD1～4 期均明显升高（P 均＜0.001), 较 CKD5 期无明显变化（U=419.00，P＞
0.05）。 
结论  肾功能不全对血清 PIVKA-Ⅱ表达无明显影响，但可明显提高血清 SA 的表达水平，并与

肾功能损害程度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91 
 

鲍曼不动杆菌毒力因子荚膜快速检测方法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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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晴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12001 
 

目的  鲍曼不动杆菌是造成目前医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体，在医院 ICU、脑外科等病房内广泛

流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表明，该菌耐药性与毒力并不完全相关，存在低耐药性高毒

力菌株。荚膜是鲍曼不动杆菌的重要毒力因子，本研究拟建立该菌荚膜快速检测方法，以用于

指导临床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治疗。 
方法  建立刚果红染色法直接染色鲍曼不动杆菌荚膜，显微镜下观察细菌荚膜厚度，分析荚膜

生成量。建立 SDS-PAGE 电泳法分离鲍曼不动杆菌荚膜，电泳完毕后聚丙烯酰胺凝胶采用阿

尔新蓝染液染色，在凝胶成像系统下比较各菌株荚膜生成量。 
结果  刚果红染色法和 SDS-PAGE 电泳+阿尔新蓝染色法结果相一致。刚果红染色法染色后在

显微镜下可见细菌荚膜不被着色，细菌染色成紫色，背景染成红色，荚膜易于辨别。细菌经

SDS-PAGE 电泳+阿尔新蓝染色法染色后，在聚丙烯凝胶上可见分子量小于 170 kDa 的明显

荚膜条带，可以通过条带的深浅评估荚膜生成量。不同株鲍曼不动杆菌荚膜生成量不尽相同。 
结论  刚果红染色法和 SDS-PAGE 电泳+阿尔新蓝染色法均可用于临床鲍曼不动杆菌荚膜分

析，可以根据临床需要选择，为该菌感染的治疗提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093 
 

日本血吸虫 3 种组分抗原的制备及其免疫原性研究 
 

苏春康
1 江秀连

1 李素文
1 李煌元

2 李跃平
2 

1.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医院检验科 
2.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比较日本血吸虫雌虫、雄虫、虫卵 3 种组分抗原的敏感性。 
方法  ⑴用阳性钉螺逸出的尾蚴感染新西兰家免，制作日本血吸虫病动物模型。（2）于感染后

42d 分别收集雌、雄虫和虫卵，并制作各组分抗原。（3）采用 ELISA 法检测抗原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并以 x2 检验作统计学处理和分析。  
结果  血吸虫组分抗原包含了血吸虫的主要特异抗原成分，而一些特异性成分却被去除了。所

以，它们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又具有较高的特异性。 
结论  除雌虫组分抗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抗原分离、纯化方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07 
 

中性红水试验检测精子膜功能 
 

张进稳 
1.菏泽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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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县中医院 
 

目的  试图为精子膜功能的检测提供一种新的试验方法。 
方法  对 30 例（正常组）和 75 例（异常组）精液标本分别进行中性红水试验、低渗肿胀试验

和伊红 Y 试验，并比较观察。 
结果  中性红水试验与精子尾部低渗肿胀试验、伊红 Y 水试验检测结果呈显著相关性（正常组

P 均＞0.05；异常组 P 均＞0.2）。 
结论  中性红水试验可用于检测精子膜功能，且便于观察精子形态。 
材料与方法 
1．试剂 中性红、伊红 Y 均产自上海试剂三厂 AR，枸椽酸钠、果糖均产自济南佳圆化工 
AR。 
2.2 操作 
中性红水试验：取液化精液 10μL 等量中性红水溶液混匀加盖片，10 分钟后明视野 40×物镜下

观察，活精子头部被染成橘红色，尾部肿胀。每份标本计数 200 个精子，计算 a 型精子、精

子尾部总肿胀率、g 型精子百分率。并对中性红水试验做重复性试验。 
精子尾部低渗肿胀试验按 Jeyendran 等[3]的方法进行。伊红 Y 水试验按查树伟等[4]“伊红 Y 水

试验法检测精子膜功能”的方法操作。 
精子尾部低渗肿胀类型图（深蓝色代表尾部肿胀非着色，头部着橘红色） 
3．统计方法  计算数据分为正常组（30 例）和异常组（75 例），以  
讨论 
精子膜不仅是精子新陈代谢的基础，而且与精子获能、顶体反应及精卵融合密切相关，可以准

确反映精子功能并预测精子的受精能力[5] ，为不育症的治疗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是精液常

规检查项目的重要补充。中性红是水溶性染料，可通过精子的细胞膜贮存于细胞内，使其着

色；当精子细胞膜与溶酶体破坏后，不能摄取中性红因此不着色[6]。精子在低渗溶液中必须重

新建立内外液体间的平衡，水分子通过精子膜进入精子，使精子体积增大而肿胀，且精子尾部

膜较其它部位柔韧疏松，进入的水分更多，外形变化更大，呈现出各种易于观察的肿胀现象。

而膜功能不全的精子则不肿胀。所以精子经中性红着色后，尾部肿胀，易于观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09 
 

肾小球滤过率估计公式的评价 
 

卢英 马建锋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评价公式 2009CKD-EPI Scr、2012CKD-EPI Scys 和 2012CKD-EPI Scr-Scys 在肾小球

滤过率应用价值。 
方法  以核素肾显像 ECT 滤过率为金标准，分成正常组（≥90 ml/min）、轻度损害组[60～90 
ml/min）、中度损害组[30～60 ml/min）和重度损害组中（＜30 ml/min），检测同一天患者样

本的血清肌酐和胱抑素 C 浓度，通过不同公式计算各自的肾小球滤过率估计值，在不同组内

三个公式下评估结果与“金标准”结果的符合性。 
结果  公式 2009CKD-EPI Scr 与核素肾显像 ECT 相比（n=280）;四组的符合率分别是

84.75%、48.87%、30.95%和 50%，其中高估滤过率值为 37.14%，低估滤过率值为

11.07%；公式 2012CKD-EPI Scys 与核素肾显像 ECT 相比（n=248）：四组的符合率分别是

58.82%、39.50%、56.58%和 100%，其中高估滤过率值为 14.11%，低估滤过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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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0%；公式 2012CKD-EPI Scr-Scys 与核素肾显像 ECT 相比（n=245）：四组的符合率分

别是 58.82%、52.99%、60.00%和 50.00%，其中高估滤过率值为 16.73%，低估滤过率值为

26.53%。 
结论  公式 2009CKD-EPI Scr 对于正常或接近正常患者的估计值较一致，结果相对偏低；公式

2012CKD-EPI Scys 对于重度患者一致性高，结果相对偏高；公式 2012CKD-EPI Scr-Scys 通

过血清肌酐和胱抑素 C 两指标评估肾小球滤过率结果与核素显像结果总体一致高 ，有条件的

建议血清肌酐和胱抑素 C 都检测。三公式都可用于评估，但在使用中需要考虑其局限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22 
 

浅谈老年糖尿病低血糖症的临床探讨 
 

潘爱平 杨云霞 徐洪磊 唐春雨 朱习海 
江苏省响水县人民医院 224600 

 
目的  老年糖尿病过程中，常有低血糖发生，65 岁以上兼有心、肾功能不全患者，低血糖发生

率占 20%，在所有发生低血糖的老年患者中只有 25%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症状，因此早期正

确诊断对治疗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拟探讨老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症的发生并兼有心、

肾功能不全患者频率及特点。 
方法  选取 2007-2011 年共诊治 48 例，符合 1999 年 WHO 诊断标准，男 26 例，女 22 例，

年龄 60-93 岁，病程半个月-16 年，初诊断糖尿病 5 例，合并糖尿病肾病 20 例其中肾功能不

全（血肌酐>133mmol/L)11 例,合并高血压 10 例,冠心病、心衰 4 例,肝硬化 3 例,单纯谷丙转氨

酶增高(65-238u/L,平均 102u/L)3 例,急性胃肠炎 3 例。 
结果  血糖在 2.8～3.9 mmol/L 之间，老年糖尿病称为无症状低血糖症，有症状性低血糖症血

糖常在 0.9-2.9mmol/L 之间。 
结论  低血糖指血糖果低于 2.5mmol/L ，老年人血糖低于 3.0mmol/L 时，出现的交感神经兴奋

及中枢神经损害的临床综合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24 
 

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多发性硬化症）与 EB 病毒及 IL-
17/IL-23 关联性分析 

 
孟俊 彭奕冰 王学锋 陈呢喃 张冬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0 
 

目的  探讨抗 EB 病毒抗体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MS））

患者脑脊液中的表达情况以及细胞因子 IL-17、IL-23 与其发病关联性，借以对多发性硬化症发

病机制的临床和实验室检验提供进一步诊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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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38 例中枢神经系统炎性疾病患者（研究组）和 43 例同期非中枢神经系统患者（对

照组），采用 Elisa 分别检测研究组和对照组脑脊液中 EBV-VCA IgM、EBV-EBNA-1IgG、IL-
17、IL-23 的表达水平。 
结果  研究组患者脑脊液 EBV-EBNA-1IgG，EBV-VCA IgM 和 IL-23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非中

枢神经系统疾病组患者(P<0.01)。其中与对照组相比，MS 组，MS/NMO 组，GBS 组 IL-23 表

达显著增高（p<0.05）。研究组 IL-17 的表达水平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MS 组差异

显著增高（p<0.05）。 
结论  抗 EBV 病毒抗体的表达预示 MS 患者发病可能与 EBV 病毒感染相关，可能是 MS 的发

病机制之一。同时，IL-17/IL-23 轴的异常也可能是 MS 发病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研究提示中枢

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发病不仅与病毒感染有关且与患者的免疫紊乱存在密切

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31 
 

新型肿瘤相关抗原 OVA12 在临床乳腺癌诊断中的应用 
 

张仁峰
1 公蕾

2 王月玲
1 张炳昌

1 
1.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检验医学部 

2.山东省济南市槐荫人民医院 
 

目的  肿瘤抗原 OVA12(Ovarian tumor antigen, molecular weight 12KD)是应用重组 cDNA 表

达文库血清学分析技术(SEREX)筛选得到的一个新的肿瘤相关抗原。前期研究证实，该抗原在

多种肿瘤细胞及组织中高表达,同时发现多种肿瘤患者血清中 OVA12 抗体滴度高于正常人。本

研究拟通过 ELISA 及免疫组化技术检测乳腺癌患者血清 OVA12 抗体和乳腺癌组织 OVA12 抗

原表达水平，探讨肿瘤抗原 OVA12 在临床乳腺癌辅助诊断中的临床应用前景。 
方法  制备纯化 OVA12 抗原和 OVA12 单克隆抗体；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及 ELISA 方法筛选

OVA12 抗原 B 细胞优势表位，合成相应片段；建立标准 ELISA 方法，用 OVA12 完整抗原及

抗原多肽片段检测乳腺癌患者血清 OVA12 抗体含量；免疫组化技术检测不同病理分期乳腺癌

OVA12 抗原表达差异。 
结果  纯化获得 OVA12 完整抗原及单克隆抗体（B11F8 和 B10B9），成功筛选 B 细胞优势线

性表位肽段 OVA12(101-114)；ELISA 结果显示，应用 OVA12 完整抗原检测，乳腺癌患者血

清组 OD450 值为 0.2950±0.0072，高于正常人血清组 OD450 值(0.2271±0.0081)( p<0.05)；
应用 OVA12(101-114)检测，乳腺癌患者血清组 OD450 值为 0.4607±0.1225，显著高于对照

组(0.2842±0.1254)(p<0.001)，提示该片段较于完整抗原具有更佳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免疫组

化结果显示，与癌旁组织相比，肿瘤抗原 OVA12 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水平较高，且与肿瘤病

理分期明显相关，即肿瘤恶性程度越高，OVA12 表达量越高。 
结论  肿瘤抗原 OVA12 作为潜在肿瘤标志物在临床乳腺癌检测中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尤其是 OVA12(101-114)片段。通过建立标准化 ELISA 方法，可为研发新的临床乳腺癌检测试

剂盒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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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尿液不同保存方法对尿液生化检测项目的影响 
 

徐华建 黎冬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了解临床上不同尿液的保存方法对尿生化常见项目的影响，探讨患者留取 24h 尿液用作

生化检测的适宜保存方法。 
方法  收集我院 55 例肾脏内科住院患者的 24h 尿液，其中男性 29 例，女性 26 例，年龄

14~80 岁。24h 小时尿液收集方法：早上 7:00 患者排空膀胱后的各次尿液，至次日 7:00 排出

的最后一次尿液。将患者的每次尿液平均分为三份，三份尿液分别置于防腐剂(二甲苯）、常

温（18-28℃）、冷藏（2-8℃）三种不同条件下保存，收集完毕的患者每份标本于当天上午完

成所有项目的检测。检测项目包括总蛋白（TP）、微量白蛋白（mAlb/Cr）、尿免疫球蛋白 G
（IgG）、转铁蛋白（TRF）、α1 微球蛋白（α1-MG）、（K）、钠(Na)、氯（Cl）、钙

（Ca）、镁（Mg）、磷（P）、尿酸（UA）、肌酐（Cr）及尿常规。根据尿常规的白细胞数

量及尿液中细菌含量将 55 例标本分为感染性尿液组（20 例）和非感染性尿液组（35 例），

尿常规白细胞数>200/μL 以及细菌数>1000/μL 为感染性尿液组。分别统计感染组和非感染组

的三种保存方法对尿蛋白、尿电解质等 13 个生化项目的影响。  
结果  非感染性 24h 尿液在二甲苯、冷藏、常温三种条件下，尿蛋白、尿电解质、尿 Cr、尿

UA 生化指标测定结果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细菌感染情况下，二甲苯、冷藏、常温条

件下以上生化指标测定值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无论患者尿液是否被细菌感染，常温保存对 24h 尿生化（UTP、mALB、IgG、TRF、
α1-MG、K、Na、CL、Ca、Mg、P、UA、Cr）测定均无影响，因此，留取 24h 尿液做常规

生化项目检测时无需添加防腐剂或冷藏条件保存，常温放置（18-28℃）就能满足检测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66 
 

Dihydrocapsaicin suppresses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expression by enhancing nuclear factor IA in 

a NF-κB-dependent manner 
 

Zhao Jingjing 
南方医院 510515 

 
Backgrounds &Aims   Atherosclerosis is a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 and represents 
the leading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throughout the world. Accumulating evidences 
have showed that Dihydrocapsaicin (DHC) has been found to exert multiple pharmac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effects. In this research,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and possible 
mechanism of DHC on proinflammatory response.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DHC could upregulate NFIA 
expression and suppress NF-κB as well as inflammatory cytokines express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We performed lentivirus infection to overexpress NFIA both in THP-1 macrophages and 
apoE-/- mice. SiRNA was also transfected to suppress NF-κB expression. The expression of 
NFIA and NF-κB were measured by qPCR and the potential protein expression changes 
were investigated by western-blotting. NF-κB activity detection and the level of cytok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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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measured by ELISA. Paraffin sections of aortic valves from apoE-/-mice were 
immunohistochemically stained for NF-κB and NF-κB.  
Results  We found that DHC markedly upregulated NFIA and suppressed NF-κB expression 
in THP-1 macrophages. Up-regula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duced by LPS 
including TNF-α, IL-1β and IL-6 were markedly suppressed by DHC treatment. We also 
observed that protein level of NFI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NF-κB 
an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were decreased by DHC treatment in apoE-/- mice. 
Lentivirus-mediated overexpression of NFIA suppressed NF-κB an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expression both in THP-1 macrophages and plaque tissues of apoE-/-mice. 
Moreover, treatment with lentivirus-mediated overexpression of NFIA made the down-
regulation of DHC on NF-κB and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expression notably accentuated 
in THP-1 macrophages and apoE-/- mice. In addition, treatment with siRNA targeting NF-
κB accentuated the sup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by lentivirus-
mediated overexpression of NFIA.  
Conclusion  These observations demonstrated that DHC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through enhancing NFIA and inhibiting NF-κB expression and 
thus DHC may be a promising candidate as an anti-inflammatory drug for atherosclerosis as 
well as other disorder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71 
 

嵌合体现象导致 B 血型鉴定混合视野原因初探 
 

蔡晓红 
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一例献血者标本 ABO 血清学正反定型不符的形成原因。 
方法  对献血者及其儿子进行 ABO 血清学定型，红细胞 H 抗原测定，血浆中 B 酶活性测定。

ABO 基因分型采用 SSP 方法。对 ABO 基因第 6-7 号外显子进行 PCR 扩增、基因克隆和测序

分析。 
结果  血清学鉴定献血者血型疑似 AB3 表型，红细胞上 B 和 H 抗原凝胶卡检测呈现分群现

象，试管法呈现混合外观，血浆中检出正常的 B 酶活性。测序分析显示儿子的 ABO 基因为

O01/O02 基因型，母亲为 A102/O02 基因型，同时还检出 B101 等位基因微弱的信号峰。母亲

外显子 7 挑取 50 个克隆，检出 1 个 B101 等位基因。分子检测结果提示母亲为

A102/O02/B101 等位基因嵌合体，嵌合率约 2%。 
结论  除了 ABO 亚型，嵌合体现象也是导致非疾病性血型鉴定困难的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之一。下一步拟采用核型分析、二代测序技术等方法对导致该例献血者嵌合体现象的机制进行

进一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85 
 

TB-IGRA 在结核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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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甲甲 张玲英 洪华 谭泰昌 王智斌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评价 γ-干扰素释放试验(TB-IGRA)对结核病的诊断价值，以及与 TB-DNA、TB-IgG、结

核杆菌培养与涂片实验的一致性。 
方法  采用 TB-IGRA 体外诊断试剂盒分别检测 111 例结核病患者（包括 97 例肺结核和 14 例

肺外结核）和 100 例排除结核病的患者，并以临床诊断为标准，评价 TB-IGRA 诊断结核病

（以及涂阴肺结核和肺外结核）的敏感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诊断准确度；

同时对上述病例中的部分患者进行 TB-DNA、TB-IgG、结核杆菌培养实验，评价几种实验间

的一致性。 
结果  TB-IGRA 诊断结核病的敏感度为 89.2%，显著高于 TB-IgG（35.6%，P=0.000）、结核

杆菌培养（40.6%，P=0.000）与涂片（18.3%，P=0.000）实验；而 TB-IGRA 诊断结核病的

特异度低于 TB-IgG、结核杆菌培养与涂片实验；TB-IGRA 与 TB-IgG、结核杆菌培养实验的

诊断结果有差异，一致性强度轻；TB-IGRA 与 TB-DNA 诊断结果的差异可能由取样误差造

成，一致性强度尚可。 
结论  TB-IGRA 具有很高的敏感度和较高的特异度，阴性预测值显著高于 TB-IgG、结核培养

和涂片，对结核病的诊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191 
 
Clinical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sCD14-ST in neonatal 

sepsis 
 

Chen Liping,Xiao Ting,Wu Dingchang,Liu Hui,Luo Yan,Qiu Qunfeng,Que Rongliang 
Fujian Longyan First Hospital， Longya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64000 

 
Objective  Soluble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14 subtype (sCD14-ST) can assist early 
diagnosis of sepsis in adults.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sCD14-ST could diagnose early 
sepsis and its prognosis in neonates.  
Methods  Ninety-six patients with neonatal sepsis, hospitalized in the Neonatology 
Department of Longyan First Hospital between Aug. 2013 and Mar. 2015 (42 bacterial and 
54 non-bacterial SIRS cases), 44 non-infective SIRS patients and 53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sCD14-ST levels in whole blood were compared, and sCD14-ST, procalcitonin, C-
reactive protein (CRP), white blood cell (WBC) and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 (APACHE-II)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rapy in the sepsis group were 
analyz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rea under curve (ROC-AU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CD14-ST diagnosing neonatal sepsis were analyzed.  
Results  sCD14-ST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neonatal sepsis than that in non-
infective SIRS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U=88.0, 10.0, P<0.001)an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non-infective SIRS and healthy controls (U=44.5, P<0.001). Therapy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CD14-ST, APACHE-II, procalcitonin, CRP and WBC (X2=127.409, 125.991, 
79.622, 76.641, 26.058, P<0.01). sCD14-ST correlated with APACHE-II before and after 
therapy (R=0.239, 0.363, 0.478, P<0.01), and sCD14-ST correlated with procalcitonin only 
before therapy (R=0.201, P=0.05). The max AUCROC of sCD14-ST was 0.958, followed by 
procalcitonin. The best critical value was 304.5 pg/mL, and the corresponding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5.8% and 84.9%,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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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CD14-ST in neonatal sepsis was superior to 
other indicators.sCD14-ST was a good indicator for early diagnosisand efficacy of therapy in 
neonatal sep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01 
 

Associations of ADRB1 and CYP2D6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hypertension risk and metoprolol 

efficacy  
 

Wu Dingchang,Chen Liping,Liu Hui,Chen Liling,Li Ganyan,Deng Maoqing 
Fujian Longyan First Hospital， Longya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64000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s of β1-adrenergic receptor (ADRB1) and cytochrome 
P450 2D6 (CYP2D6) gene polymorphisms with the risk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 and 
antihypertensive effect of metoprolol.  
Metho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93 consecutive EH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with 
metoprolol for 12 weeks were enrolled, alongside 92 healthy individuals,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xTAG® liquid chip technolog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ADRB1 and CYP2D6 genotype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ssess hypertension related risk factors, and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s of ADRB1 and 
CYP2D6 genotypes and the antihypertensive effect of metoprolol in a 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  
Results  Significantly higher values were obtained for age, body mass index(BMI), 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 triglycerides(TG), total cholesterol(TC),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fasting plasma glucose(FBG), and uric acid(UA) in the EH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individuals (P<0.05). Allele mutation frequencies of ADRB1 and CYP2D6 in the EH group 
were 61.29% and 58.60%,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ir interaction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 
Interestingly, the homozygous ADRB1 mutation Gly389Gly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EH (P<0.05), and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response to metoprolol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heterozygous ADRB1 mutation (Arg389Gly) (P<0.05).  
Conclusions  The homozygous ADRB1 mutation Gly389Gly is an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 for EH risk and antihypertensive effect of metoprolol. Therefore,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ADRB1 and CYP2D6 provide an important genetic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hypertension risk and individualized metoprolol efficac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11 
 

封闭腔标本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肠杆菌感染危险因素相关调

查 
 

陈瑞春
1 李双梅

2 邵天波
1 杜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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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保山市隆阳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了解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封闭腔标本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肠杆菌（CRE）感染的

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7 月入住该院封闭腔感染 CRE 的患者 20 例（同一患者剔除重复菌

株），对同期入院患者感染 CRE 和未感染 CRE 的患者进行 1∶2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结果  ?20 株 CRE 主要分布在急诊监护室和移植中心。19 株 CRE 菌株 Hodge 试验阳性。

CRE 菌株对头孢曲松、环丙沙星、头孢唑林、头孢他啶、左氧氟沙星、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哌拉西林、氨苄西林耐药率均为 100%；仅对替加环素、复方新诺明、四环素敏感性高于其他

抗生素。感染 CRE 的独立危险因素是气管插管、留置胃管、使用呼吸机、联合应用抗生素，

其中气管插管和使用呼吸机是感染 CRE 的极高危因素。 
结论  优化广谱抗生素或联合应用抗生素的使用，尽可能减少使用呼吸机和进行气管插管或许

能够降低 CRE 的感染，加强院内感染控制工作，重在预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19 
 

肝癌组织 AKR1B10 表达与乙肝病毒感染的相关性分析 
 

郭旺源
1,2,3 郭远薇

1,2,3 贺荣章
2 林应标

1,3 何准发
1,3 罗迪贤

1,2,3 
1.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2.南华大学转化医学研究所 
3.郴州市检验病理医学中心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比较分析肝癌组织 AKR1B10 蛋白的表达与肝癌患者术前血清乙肝病毒免

疫标志物和乙肝病毒 DNA 拷贝数间的相关性，初步探讨肝癌组织 AKR1B10 蛋白表达与乙肝

病毒感染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临床确诊的肝癌住院病人 93 例，采集患者肝癌组织样本和术前血清样本。采用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肝癌组织中 AKR1B10 蛋白的表达水平，用染色程度与着色面积的乘积

表示蛋白表达水平；分别采用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法、PCR-荧光探针法和直接化学发光法

检测患者术前血清中乙肝病毒免疫标志物（HBV-M）、乙肝病毒 DNA（HBV-DNA）和甲胎蛋

白（AFP）的含量；HBV-DNA 定量以 10 为底数的对数【LG(HBV-DNA)】进行表示。比较乙

肝感染组和非乙肝感染组之间肝癌组织 AKR1B10 表达水平的差异；分析肝癌组织 AKR1B10
蛋白表达水平与乙肝病毒 DNA 拷贝数的相关性。 
结果  93 例肝癌组织中 AKR1B10 蛋白高表达（占 67.7%），肝癌患者术前血清 AFP 阳性率

为 48.4%，血清 AFP 阴性与阳性组之间肝癌组织 AKR1B10 蛋白表达水平有统计学差异（χ2 = 
3.961， p < 0.05）。乙肝感染组肝癌组织 AKR1B10 蛋白高表达率为 72.4%（55/76），显著

高于非乙肝感染组的 47.1%（8/17）（χ2 = 4.072， p < 0.05）。76 例乙肝病毒感染的肝癌患

者中以感染乙肝“小三阳”为主（82.9%， 63/76）。乙肝感染组肝癌患者的 LG（HBV-DNA）
水平为 4.66 ± 1.21 IU/ml，肝癌组织中 AKR1B10 蛋白表达水平与乙肝病毒 DNA 拷贝数呈正

相关（r = 0.332， p < 0.01）。 
结论  肝癌组织中 AKR1B10 的表达水平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肝癌组织中 AKR1B10 的表达

水平与乙肝病毒的复制活跃程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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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21 
 

济南市女性 HPV 流行及感染型别分布的调查 
 

王鑫 李娟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250012 

 
目的  检测宫颈上皮脱落细胞中人乳头瘤病毒（HPV），调查济南市及周边地区女性 HPV 感

染状况和亚型分布特点。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12 月来我院妇科门诊就诊并申请 HPV 分型检测的女性患者（除外

健康体检者），共 993 例，年龄范围 16-83 岁。采集患者宫颈脱落细胞，应用凯普 HPV 分型

检测试剂盒（PCR+膜杂交法）检测 HPV 感染及分型。 
结果  妇科门诊患者中 HPV 总阳性率 34.44%，高危型（15 种）感染率为 31.42%。按照占

HPV 阳性患者的百分比排列，感染率排前五位的分别为 HPV16（18.08%）、52
（16.38%）、58（14.12%）、HPV39（9.89%）和 HPV51（9.60%）。按年龄段分组统计

（阳性数/患者数），<25 岁：18/46，25-35 岁：131/335，36-45 岁 120/335，46-60 岁

68/242，>61 岁 5/35。按照感染 HPV 型别的数量统计，单一型别感染率 26.08%，多重感染

（两型及以上）率 8.36%，其中占多重感染前三位的分别为 HPV52（31.33%）、HPV16
（30.12%）、HPV51（20.48%）。 
结论  济南市 HPV 感染以 HPV16、52、58 最为常见；<60 岁的各年龄段 HPV 感染相近，主

要感染者年龄分布在 25-45 岁；多重感染存在型别偏好，以 HPV52 和 HPV16 参与的多重感

染最多见，可能与这两个型别的感染率最高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32 
 

723 例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结果分析 
 

李凤 唐雪梅 蒲泽晏 李祥坤 梁艳丽 冯簏洁 魏佳希 
四川省遂宁市中心医院 629000 

 
目的  了解遂宁地区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类型及其构成比例 。 
方法   收集遂宁市中心医院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门诊就诊小细胞贫血患者、

孕产妇、婚检人群及住院病人中疑似地中海贫血患者或基因携带者 723 例，采集静脉血 3ML
注入含 EDTA-K2 真空抗凝管内，采用跨越断裂点聚合酶链反应（GAP-PCR）法检测 α-地中

海贫血-α3.7/αα，-α4.2/αα，--SEA/αα 三种常见 α 珠蛋白基因缺失型。采用 PCR 结合反向斑

点杂交法检测 β 地中海贫血基因 17 个常见突变位点。 
结果   723 例检测结果中 157 例（21.72%）地贫基因阳性，其中 α 地中海贫血 60 例，β 地中

海贫血 97 例，α 复合 β 地中海贫血 9 例，阳性率分别为 8.30%（60/723）、13.42%
（97/723）、1.24%（9/723）。α 地中海贫血 60 例中，-α3.7/αα 型缺失 14 例，-α4.2/αα 型

缺失 2 例，--SEA/αα 型缺失 44 例，构成比分别为 23.33%（14/60）、3.33%（2/60）、

73.33%（44/60）。β 地贫 97 例中发现有 9 种基因突变型，分别为 CD41-42 位点突变 34
例、CD17 位点突变 24 例、IVS-II-654 位点突变 18 例、BE 位点突变 3 例、CD71-72 位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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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6 例、CD43 位点突变 4 例、-28 位点突变 3 例、CD27/28 位点突变 4 例、CAP 位点突变 1
例。构成比分别为 35.05%（34/97）、24.74%（24/97）、18.56%（18/97）、3.09%
（3/97）、6.18%（6/97）、4.12%（4/97）、3.09%（3/97）、4.12%（4/97）、1.03%
（1/97）。 
结论   四川遂宁地区是地中海贫血患者中 α 地中海贫血基因以 Sea 缺失最为常见，β 地中海贫

血基因以 CD41-42 位点突变最为常见，CD17 位点突变仅次之。遂宁地区是地中海贫血高发

区域之一，孕前夫妇及孕妇进行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对预防中、重型地中海贫血儿出生提高

人口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47 
 

miR-92b 在 huc-MSC 分泌的 exosomes 中以及 exosomes
治疗心肌梗死大鼠血浆中的含量检测 

 
曹文明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检测 miR-92b 在 exosomes 中的含量以及 exosomes 治疗心肌梗死大鼠血浆中含量检测

为干细胞成分治疗心肌梗死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应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exosomes 及大鼠血浆提取的 microRNA。 
结果  exosomes 中 miR-92b 相对其他被检测的 microRNAs 含量丰富，心肌梗死大鼠血浆含量

降低 exosomes 治疗后升高。 
结论  miR-92b 可能在 exosomes 干细胞成分治疗心肌损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contents of miR - 92b in exosomes and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rat plasma of exosomes treatment .This work will provide the basis for 
clinical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reatment.  
Methods  Using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to detect microRNAs in exosomes and rats 
plasma. 
Results  MiR-92b in exosomes relative to other tested microRNAs content is rich,.MiR-92b 
which reduces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rat plasma increased after exosomes 
treatment. 
Conclusion  miR-92b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yocardial injury exosomes-
treatmen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52 
 

The Study of Immune Response In PBMC of CHB 
Patients treated with IFN-α and 3-TC in vitro 

 
Yang kai,Guan shihe,Zhang hao,Pan Ying,Wu Yuan-Yuan,Wang Ai-Hua,Sun Bei-Bei,Hou Jie,Mu Xuan-xu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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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bjective The primary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measure the Jak-Stat signaling in 
HBV infecte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stimulated by IFN-α and 3-TC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HBV to the 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s. Methods PBMC were 
separated from healthy volunteers and patients which had not received any treatment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PBMC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IFN-α stimulation 
group,Lamivudine stimulation group and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separately. The 
expression of moleculars of JAK-STAT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TAT1,STAT2,IRF9)and 
the antiviral protein (MxA) were detected by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method. Results 
The majority of IFN-α inducible genes were expressed.The moleculars of JAK-STAT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TAT1,STAT2,IRF9)and the antiviral protein (MxA) were highly 
expressed in IFN-α stimulation group and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oleculars (STAT1,IRF9)and the antiviral protein 
(MxA)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control group, IFN-α stimulation group and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of the CHB patients.Conclusions IFN-α could activate JAK-STAT signaling 
transduction pathway in PBMCs of HBV-infected patients and HBV might process the activity 
to antagonise the antiviral activity in HBV infected PBMC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56 
 

近 3 年综合性医院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表型 
 

高世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检验科 353000 

 
目的  分析铜绿假单胞菌（PAE）、耐亚胺培南铜绿假单胞菌（IRPA）临床分布特征及耐药表

型，为临床经验用药、制定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调查某三甲综合性医院 2013-2015 年 853 例 PAE 感染患者（其中 IRPA 感染

132 例）：所在病区、感染标本类型、感染患者年龄，等因素；分析比较 PAE、IRPA 的耐药

性，用 iLabDataForMDR-1.03 软件对 PAE 的耐药表型研究。 
结果  157208 例出院患者检测出 PAE 853 株，其中 IRPA 132 株；PAE 及 IRPA 感染率前几

位的病区为 ICU（13.08%、3.95%）、烧伤科（5.96%、0.78%）、神经外科（4.69%、

0.99%）；PAE 常见于耳拭子（9.26%）、伤口（3.61%）、脓液（3.09%）等感染标本；两

者感染标本构成比前几位的是：痰液（71.63%、84.09%）、伤口（12.66%、6.06%）、尿液

（5.86%、3.79%）；随着患者年龄越大 PAE、IRPA 感染率越高，71 岁-80 岁组两者感染率

达 21.57%、27.27%；MDR 株 197 株占 23.1%、XDR 株 17 株占 2.0%；IRPA 较 PAE 对 5
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著增高。 
结论  加强 ICU、烧伤科、神经外科等院感监测；加强伤口、呼吸道等易感途径的管理，可减

少 PAE 及 IRPA 感染发生和传播；老年患者是 PAE 的易感人群应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可减

少 PAE 感染发生和传播；IRPA 对多种抗菌药物交叉耐药严重，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抗

假单胞菌青霉素类药物可做为经验用药选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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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综合性医院多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现状及临床

分布 
 

池细俤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检验科 353000 

 
目的  了解综合性医院多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耐药性现状及临床分布特征，为临

床成功治疗 MDRAB 感染，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回顾性调查某三甲综合性医院 2014 全年 275 例鲍曼不动杆菌（AB）感染患者（其

中 MDRAB 感染 123 例）：所在病区、感染标本类型、感染发生月份、性别、年龄，等有关

因素；统计分析 MDRAB 耐药率。 
结果  2014 年综合性医院的 AB 中 MDRAB 检出率为 44.7%；123 株 MDRAB 对 15 种常用抗

菌药物中 12 个种耐药率达 90%以上,仅对米诺环素(MH)耐药率较低为 19.23%；AB 及

MDRAB 呈现病区集中分布趋势，ICU（26.91%、38.21%)、呼吸内科（18.91%、

21.95%）、神经外科（17.82%、22.76%）为主要感染病区；痰标本来源的 AB 及 MDRAB 占

84.00%、93.50%；MDRAB 感染率在全年 12 个月中无显著变化；MDRAB 与 非 MDRAB 患

者性别(X2=1.083、p=0.298)、年龄分组无显著差异(X2=0.722、p=0.395)。 
结论  MDRAB 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严重，MH 仍可做为临床治疗 MDRAB 的重要抗菌

药物，综合性医院加强 ICU、呼吸内科、神经外科等重点病区，以及呼吸道、创口等 MDRAB
重点感染门户的感控管理，对降低 MDRAB 感染风险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66 
 

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检测在恶性肿瘤化疗中的临床意义 
 

林建阳 肖玉鹏 
莆田市第一医院 351100 

 
目的  通过对恶性肿瘤患者的外周血细胞参数在化疗前后的变化对比，来确定反映恶性肿瘤患

者中更能体现骨髓抑制和恢复的早期敏感指标。 
方法  选取 76 例临床已经确诊为恶性肿瘤的患者，采用 Sysmex 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其化疗前后进行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IRF)、网织红细胞百分数(Ret%)?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WBC）及中性粒细胞（NEU）动态的检测。 
结果  发现化疗后恶性肿瘤患者的骨髓造血功能受到明显的抑制,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IRF)和
网织红细胞百分数(Ret%)从化疗后第 3 天起即开始明显下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中仅有 IRF 在化疗后的第 14 天即出现明显回升，与第 9 天结果相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白细胞计数与中性粒细胞在化疗的第 6 天后，也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在化疗的第 20 天后，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网织红细胞百分数均

开始明显回升,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出现时间较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要晚 6 天。 
结论  在对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化疗过程中, 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比率（IRF）可以作为评价骨髓造

血功能抑制和恢复都比较敏感的早期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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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71 
 

多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耐药基因与其耐药表型关系的分析 
 

池细俤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检验科 353000 

 
目的  研究多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的耐药机制，为临床有效治疗该菌感染提供依

据。 
方法  对某综合性三甲医院 2013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间感染患者的 94MDRAB 菌株，应用

PCR 技术对 94 株 MDRAB 进行 VIM、SIM、TEM 、OXA-23、OXA-24、SHV、PER-1、IMP
等 8 个常用耐药基因检测，比较 8 种耐药基因阳性组与阴性组菌株的耐药性、耐药基因阳性组

与全部 MDRAB 耐药性。 
结果  MDRAB 耐药基因检出率：VIM 35.1%、SIM 55.0%、TEM 59.6%、OXA-23  93.6%、

OXA-24 52.1%、SHV 52.1%、PER-1 83.0%、IMP 2.1%；分组比较 ESBLs、OXA 酶、金属

酶基因耐药基因阳性组和阴性组 MDRAB 的耐药性相差无显著差异；IPM、MEM、SAM 在

OXA-23 基因阳性组与阴性组间，和 SAM 在 SIM 基因阳性组与阴性组间的耐药性有显著差

异；多粘菌素 B 的 MIC：0.38～1 ng/ml、米诺环素的耐药率 7.4％。 
结论  MDRAB 的耐药基因携带率高，同时携带多种耐药基因的情况也较普遍(同时携带 2 种

4.3%、3 种 19.1%、4 种高达 30.9%、5 种高达 30.9%、6 种 9.6%、7 种 4.3%。)；MDRAB
菌株耐药基因阳性组与阴性组的耐药率、以及耐药基因阳性组与全部 MDRAB 总耐药率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提示 MDRAB 耐药基因检测不能代替常规药敏试验，无法预测临床治疗效果；

MH、PO 仍为治疗 MDRAB 的较好选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81 
 

丙肝患者 NK 细胞亚群分布、病毒载量、细胞因子及肝功能

指标的相关性 
 

肖玉鹏 杨季萍 罗志粦 曾奋 许黎娟 
莆田市第一医院 351100 

 
目的  研究丙肝(HCV)患者 NK 细胞亚群分布、病毒载量、细胞因子及肝功能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 HCV 患者 76 例、急性 HCV 自愈的

病患 43 例和健康体检的志愿者 55 例。 
结果  （1）与健康对照组比，急性 HCV 自愈组和慢性 HCV 组的病毒载量、ALT、IL-4、IL-
6、IL-8 和 IL-10 较高(P<0.05)；（2）与急性 HCV 自愈组比，慢性 HCV 组的病毒载量、

ALT、IL-4、IL-6、IL-8、IL-10 和 TNF-α 较高(P<0.05)，而 IL-2 和 IFN-γ 较低(P<0.05)，且

NK 细胞亚群与病毒载量和肝功能无相关性(P>0.05)，病毒载量与细胞因子亦无相关性

(P>0.05)；（3）ALT 与 IL-4、IL-6、IL-8、IL-10 和 TNF-α 呈正相关性(P<0.05)，与 IL-2 和

IFN-γ 呈负相关性(P<0.05)；（4）健康对照组和急性 HCV 自愈组的 NK 细胞亚群和 TNF-α 无

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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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K 细胞受抑及 Thl/Th2 细胞的失衡状态与慢性 HCV 的发生发展有关，但 NK 细胞亚群

与 ALT 和病毒载量无显著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88 
 

综合性医院多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荣生 
福建省南平人民医院检验科 353000 

 
目的  了解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定植的危险因素，为临床控制 MDRAB 感染、

制定合适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调查分析某三甲综合性医院 2011 年 4 月~2012 年 9 月期间 236 例鲍曼不动杆菌

医院感染患者的 15 个相关因素：年龄、住 ICU 天数、血白蛋白、入院到检出 AB 天数、昏迷

天数、抗菌药物使用天数、肺基础疾病、纤支镜术、输血、气管切开、呼吸机使用、切口引流

管、留置导尿管、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用 logistic 统计学方法

回归分析。 
结果  MDRAB 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中呼吸机应用（OR 3.111，95% CI：1.263~7.664）、气

切（OR 2.877，95% CI：1.152~7.187）、使用碳青霉烯类药（OR 2.718，95% CI：
0.825~8.949），等为 MDRAB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住院天数、肺基础疾病、输血、

激素等变量两组相差无显著性。 
结论  抗菌药物选择性压力是 MDRAB 内源性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外源性感染途径如呼吸机

应用在 MDRAB 的产生和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加强 ICU 管理对减少 MDRAB 感染具有重要

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289 
 

131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抗核抗体谱特征分析 
 

汪维
1 陈奥龙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病因未明的系统性自身免

疫病。患者体内通常存在一系列针对自身细胞成分的自身抗体。本文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

收集了 131 例 SLE 患者的自身抗体谱型及临床和实验室资料，并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患者

的自身抗体谱特征及其与其他疾病指标的联系，以期发现 SLE 患者自身抗体谱的分布特征和

产生规律，为实验室工作者解读实验结果，为临床医生诊断疾病和判断病情提供有利的思路和

线索。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抗 Sm 抗体和抗核糖体 P 蛋白抗体阳性的患者年龄显著小于抗体

阴性患者（p 分别为 0.025 和 0.002）。在病程≤1 年的患者中，抗 dsDNA 抗体、抗核小体抗

体和抗核糖体 P 蛋白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 68.4%、57.9%和 52.6%，显著高于病程大于 1 年

的患者（p 分别为 0.034、0.010 和 0.047）。另外，抗 nRNP 抗体、抗 Sm 抗体和抗 SSA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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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均与血沉（ESR）存在一定的联系。就自身抗体的阳性个数而言，ESR 升高的患者显著高

于正常患者（p=0.032）。相关性分析表明，自身抗体阳性个数与补体 C3、C4 和患者年龄呈

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r=-0.379，p<0.001；r=-0.370，p<0.001 和 r=-0.286，p=0.001），

与 ESR 和 IgG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r=0.193，p=0.034 和 r=0.351，p<0.001）。进一

步分析表明，抗核抗体的滴度越高，自身抗体的阳性个数越高，免疫球蛋白水平越高，而补体

水平则越低。以上分析结果提示，SLE 患者的自身抗体谱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和特征，并与多

个疾病相关指标存在关联性。这些特征和关联为实验室工作者和临床医生更好地解读抗核抗体

谱结果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方向，并为进一步了解自身抗体参与 SLE 的发病机制奠定了基

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03 
 

高血压中同型半胱氨酸与载脂蛋白 B/A1、叶酸、尿蛋白肌酐

比相互关系的研究 
 

叶桂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 353000 

 
目的  探讨高血压中同型半胱氨酸（Hcy）与血清载脂蛋白 B/A1（ApoB/ApoA1）、叶酸、尿

蛋白肌酐比（TPCR）的相互关系。 
方法  2014 年 8 月至 12 月，入选南平市第一医院健康体检科无高血压健康体检人员 246 名。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月，入选南平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高血压患者 351 例。检测

受试者 Hcy、叶酸、尿总蛋白、尿肌酐和空腹血清脂类项目，计算出 TPCR 和 ApoB/ApoA1。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Hcy 与叶酸、ApoB/ApoA1、TPCR 等的关

系。 
结果  按年龄段分为＜40、40～＜60 和≥60 岁三组，三组间的 Hcy 随年龄增大而升高

［（9.91±3.09）、（10.57±3.03）、（11.59±3.71）umol/l，均 p＜0.05］；与男性组比较，

女性组 Hcy 降低［（10.22±3.66）比（11.13±3.16）umol/l，p=0.040］，叶酸升高

［（11.04±4.73）比（8.16±3.69）μg/L，p=0.000］，TPCR 升高［（66.99±33.34）比

（47.05±26.59）mg/g cr，p=0.000］；与体检组比较，高血压组 Hcy 升高［（15.81±9.34）
比（11.59±3.71）umol/l，p=0.000］，ApoB/ApoA1、TPCR 与 Hcy 相似，叶酸降低

［（7.33±3.84）比（10.82±4.76）μg/L，p=0.000］；高血压 1 级、2 级、3 级比较，Hcy、
ApoB/ApoA1 呈增高趋势（均 p＜0.05），叶酸呈下降趋势（p＜0.05）；与 ApoB/ApoA1＜
0.9 组比较，ApoB/ApoA1≥0.9 组收缩压升高［（150.92±24.15）比（143.32±21.97）mm 
Hg，p=0.005］，Hcy 升高［（16.21±11.62）比（15.65±8.27）umol/l，p=0.035］；相关性

分析显示：Hcy 与叶酸呈负相关（r=-0.27, p=0.000），与 ApoB/ApoA1 呈正相关

（r=0.189,p=0.009）；多元逐步回归显示：叶酸、ApoB/ApoA1 与 Hcy 独立相关。 
结论  高血压疾病中 Hcy 与 ApoB/ApoA1、叶酸、TPCR 等项目存在紧密的相互关系，常规检

测上述项目对高血压的诊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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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304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与病变程度、病

毒学指标、抗病毒治疗应答效果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杨季萍 肖玉鹏 罗志粦 曾奋 许黎娟 
莆田市第一医院 351100 

 
目的  探讨慢性丙肝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 水平与病变程度病毒学指标、抗病毒治疗应答效

果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50 例慢性丙肝患者和 50 例健康对照者，分别于干扰素治疗前后进行 TNF-α、ALT
水平和 HCV-RNA 定量的测定，并进行统计学比较分析； 
结果  各组 ALT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0.975，P<0.01）;各组 TNF-α 水平差异比较具

有统计学差异（F=14.69，P<0.01）；各组 HCV-RNA 对数值比较无著统计学差异

（P>0.05）。观察组各组 TNF-α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t=6.596,9.857,6.673,8.358；
P<0.01）；观察组各组 ALT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t=12.031,6.61,3.971,6.857，
P<0.01）；观察组各组 HCV-RNA 水平与轻度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5）；HCV-RNA
含量对数值与 ALT 水平和 TNF-α 含量无显著相关性，但 ALT 水平与 TNF-α 含量城正相关

（r=0.342，P<0.05）。 
结论  HCV 患者 TNF-α 和 ALT 水平存在差异，ALT 水平与 TNF-α 含量呈正相关，TNF-α 水平

可用于评价干扰素治疗对集团免疫状态的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10 
 

胃蛋白酶原等四项指标在胃部疾病的应用探讨 
 

张忠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 10088840 

 
目的  通过测定血浆胃泌素 17( G-17)、胃蛋白酶原Ⅰ( PGⅠ)、胃蛋白酶原Ⅱ（PGⅡ）、和

H.pylori IgG （Hp）抗体来探讨其在胃部疾病中的联合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8 月—2015 年 12 月在南平市第一医院 216 例住院患者，根据胃镜和组织

病理学检查结果将受检者分为胃癌组( 74 例) 、慢性萎缩性胃炎组(22 例)、慢性浅表性胃炎组

（70 例）、正常对照组(50 例)。每一例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定量测定空腹血浆 PG
Ⅰ、PGⅡ和 G17 水平, 定性测定 H.pylori IgG 抗体。   
结果  ①PGⅠ、PGⅡ和 G-17 水平在慢性浅表性胃炎（176.50±128.55μg/L、
17.77±15.75μg/L、12.54±16.39pmol/L）明显高于正常组（107.78±25.48μg/L、
8.13±2.79μg/L、4.34±3.33pmol/L）和胃癌组（79.59±83.37μg/L、9.42±10.83μg/L、
5.20±9.91pmol/L），组间 t 检验具有显著性差异（均 P＜0.01）；②PGR （PGⅠ/ PGⅡ比

值）水平在慢性浅表性胃炎（12.90±6.50）高于慢性萎缩性胃炎（9.29±5.80）,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③PGⅠ水平在胃癌（79.59±83.37μg/L）明显低于正常组

（107.78±25.48μg/L），组间 t 检验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PGⅠ和 PGⅡ水平在胃癌

（79.59±83.37μg/L、9.42±10.83μg/L）低于慢性萎缩性胃炎（165.40±144.77μg/L、
23.40±28.89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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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浆 PGⅠ、PGⅡ与胃黏膜炎性病变密切相关，可作为慢性浅表性胃炎初步筛查和动态

疗效评价的重要辅助诊断手段；PGR 可用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筛查；PGⅠ水平显著低下可做

胃镜进行胃癌筛查, 有助于提高胃癌的早期诊断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12 
 

探索白色念珠菌总 RNA 提取的最高效实验方法 
 

商安全
1,2 王微微

2 潘红超
1 刘晓明

1 魏军
1 陆文英

2 
1.宁夏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2.盐城市第六人民医院检验医学科 
 

目的  探索提取白色念珠菌总 RNA 最高效的实验方法。 
方法  选取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微生物实验室 2016 年 3 月份分离鉴定的致病性

白色念珠菌 4 株（命名为 NX1、NX2、NX3、NX4），ATCCSC5314 为质控菌株，选用改良

Trizol 法（Trizol 加钢珠匀浆震荡混匀破壁法）及溶壁酶（Lyticase）破壁法（试剂盒法）提取

白色念珠菌的总 RNA，并采用荧光定量 PCR（qPCR）技术验证 RNA 的浓度及纯度，并以

18sRNA 作为管家基因进行检测。 
结果  改良 Trizol 法提取的 RNA 浓度高于 Lyticase 破壁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管家基因 18sRNA 的引物扩增的产物大小为 144bp。 
结论  以改良 Trizol 法提取白色念珠菌具有最高效及 RNA 纯度好、质量高的优点，值得临床及

科研推广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13 
 

维生素 D3 水平及总抗氧化能力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研

究 
 

肖玉鹏 杨季萍 胡桑 陈金灶 
莆田市第一医院 351100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3（VitD3）水平及总抗氧化能力（total antioxidative capacity，TAOC）与

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80 例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并选择 50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比较两组

VitD3、TAOC 水平。然后分别按照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颈动脉狭窄程度进行分组，比较不同颈动脉 IMT、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之

间 VitD3、TAOC 水平。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颈动脉粥样硬化组患者 VitD3、TAOC 水平显著降低，比较都有统

计学差异（P 均＜0.05）。进行分组后，随着颈动脉 IMT 增厚及狭窄程度的加重，VitD3、
TAOC 水平显著降低，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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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VitD3、TAOC 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与健康人群相比，颈动脉粥样

硬化患者 VitD3、TAOC 水平显著降低，且随着颈动脉 IMT 增厚及狭窄程度加重而明显下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22 
 

氧化应激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关系探讨 
 

梁涛 胡丽华 王琳 张德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生化室 430022 

 
目的 探讨氧化应激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Hcy）的关联性，浅析 HHcy 可能致病机制。  
方法 于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5 月连续收集 67 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另筛选 34 例

健康体检者（对照组）。分别进行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总抗氧化能力（T-
AOC）、丙二醛（MDA）水平检测，并进一步分析 SOD、T-AOC、MDA 与 HCY 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HHcy 患者血清 MDA、T-AOC 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U=471.5， P＜0.001；
U=186， P＜0.001），而 SOD 含量低于正常对照组（U=194，P＜0.001）。高同型半胱氨

酸血症病情中度组相比轻度组间，仅 MDA 水平升高（U=245，P=0.006），其它指标在两组

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此外，研究结果表明 Hcy 水平与 MDA、T-AOC 呈正相关性，

与 SOD 呈负相关性。 
结论  HHcy 患者体内氧化作用与抗氧化作用失衡，导致清除自由基能力明显降低，致使自由

基在体内大量蓄积，进一步促进细胞或组织的损伤，通过对 SOD、T-AOC、MDA 氧化应激指

标的检测，可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的致病机制、预防及抗氧化治疗奠定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29 
 

RNA 干扰沉默 TGFBR1 基因对人结肠癌 Lovo 细胞 EMT 的

影响 
 

张玲 刘兴田 赵书平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研究 siRNA 沉默转化生长因子 β 受体 1 型（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receptor1，TGFBR1）基因表达对人结肠癌 Lovo 细胞株增殖、凋亡及其上皮间质转化

（epithelial-mesenehymal transition，EMT）的影响，初步探讨 TGFBR1 在结肠癌细胞浸润

转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实验分为三组：Silencer 组、阴性对照 Vector 组及空白对照 Normal 组；在转染效率达

到 70%以上之后，对三组细胞分别提取总 RNA，利用逆转录 PCR 法对各组细胞中的目的基

因 TGFBR1、转录因子 Twist、Snail、上皮细胞标记基因 E-cadherin（CDH1）、Vimentin
（VIM）的基因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同时提取总蛋白，利用 Western-blot 法对以上基因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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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进行检测；CCK-8 法检测沉默 TGFBR1 基因之后对 Lovo 细胞株增殖所产生影响；通

过流式细胞术对瞬时转染之后 Lovo 细胞株的凋亡和细胞周期进行检测。 
结果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显示，Silencer 组 TGFBR1 表达较阴性对照组和空白

组明显被抑制；Twist、Snail、VIM 的表达也明显受到抑制；CDH1 的表达则明显升高

(P<0.05）。CCK-8 法结果发现，Silence 组 Lovo 细胞增殖活性显著低于阴性和空白对照组

（P<0.05)。利用流式细胞仪结果发现，Silencer 组细胞周期被阻滞于 G1/G0 期，S 期细胞数

明显降低，而 G1 期细胞数明显增加；AnnexinV-PI 双染色检测发现，Silencer 组早期凋亡百

分数较阴性和空白对照组显著增高（P<0.05）；DAPI 染色发现，与 Vector 组和 Normal 组相

比，Silencer 组的细胞核浓缩且染色加深，染色质碎裂呈块状，整体细胞体积变小，提示细胞

出现凋亡。 
结论  小干扰 TGFBR1siRNA 沉默 TGFBR1 基因后，可抑制人结肠癌 Lovo 细胞的增殖并促进

其细胞凋亡；抑制 Twist、Snail、VIM 表达，促进 CDH1 表达，在上皮-间质细胞转化过程中

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31 
 

D-二聚体升高患者血浆循环线粒体 DNA 拷贝数的研究 
 

杨泽华 周双艳 杜怡青 赵克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人类线粒体 DNA 从进化上来说起源于细菌，因而其具备一些细菌 DNA 的特征，例如其

结构为环状，CpG 没有甲基化。当人体受到损伤时，细胞破裂释放出线粒体中 DNA。血液中

循环的游离的线粒体 DNA 能够识别中性粒细胞表面的 Toll 样受体，引发中性粒细胞钙离子内

流和丝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的磷酸化，进一步使得中性粒细胞发生迁移和脱颗粒化。由此引发

全身性的炎症反应综合征，导致人体重要器官的损伤。本研究拟测定 D-二聚体升高的患者血

浆中游离的的线粒体 DNA 的拷贝数，并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观察其是否有显著性的升高，为

栓塞性疾病引发的细胞损伤，其所释放的线粒体 DNA 导致全身性炎症反应的治疗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首先从 Genbank 中获取人类线粒体全基因组序列，使用 Oligo 6.0 软件设计荧光定量

PCR 的引物。从人全血中提取基因组 DNA，使用 PCR 扩增目的基因。对 PCR 产物进行琼脂

糖凝胶电泳，将目的条带切胶纯化。纯化的产物连接 pMD19T 载体，转化 JM109 感受态细

胞。铺含有氨苄青霉素琼脂平板，37 度过夜培养，挑选克隆用 PCR 法鉴定阳性克隆。提取质

粒，使用测序的方法进一步确认扩增的目的基因。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该提取质粒的浓度，根据

质粒的分子量，计算出质粒的拷贝数浓度，10 倍稀释，作为标准品。使用荧光定量 PCR 法，

利用该标准品制备标准曲线。收集 50 名健康人的血浆标本，利用超速离心法提取血浆中游离

线粒体 DNA，利用荧光定量 PCR 法测定其的拷贝数。同理收集 50 名 D-二聚体升高的患者，

测定其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的拷贝数。 
结果  50 例健康人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的中位数为 40，四分位数间距为 70。50 例 D-
二聚体升高患者的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的中位数为 202，四分位数间距为 534。 
结论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D-二聚体升高的患者的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的拷贝数明显升高，

可能引发人体的无菌性炎症反应，为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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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48 
 

探讨血清 CA125 和 HE4 在不同阶段卵巢癌及术后浓度变化 
 

陈江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回顾性分析血清 CA125 和 HE4 在不同阶段卵巢癌以及术后变化，探讨其在不同阶段卵

巢癌以及术后的价值。  
方法  统计分析 2013 年 5 月到 2014 年 6 月在我院入院治疗的 75 例不同阶段卵巢癌的患者及

术后血清 CA125 和 HE4 浓度，其中 I 期 20 例，II 期 25 例，III 期 15 例，IV 期 15 例。血清

HE4，CA125 测定采用化学发光法，仪器为美国 Abbott ARCHITECT i2000SR 全自动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仪。数据使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表

示。60 例治疗后的患者检测的 HE4 及 CA125 数值以中位数表示。各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
验。各组间阳性率比较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经 X2 两两检验后，FIGO I 期的 HE4 与 CA125 阳性率相比，P<0.01，二者的诊断阳性

率随着分期的增高逐渐增加，但是 I 期患者术后的存活率远远大于 II,III 及 IV 期患者；75 例患

者在接受术后的 4 个疗程中，HE4 浓度迅速下降，在第 2 个疗程中就已恢复到正常水平，

CA125 在术后第 3 个疗程才降为正常水平。  
结论  血清 CA125 和 HE4 在不同分期的卵巢癌及术后表达有差异，且 HE4 比 CA125 差异更

加显著。在指导临床对卵巢癌患者的分型以及预后判断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52 
 

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肿瘤白血病骨髓细胞形态学分析  
 

裴强 蒋显勇 葛昌文 周道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 100730 

 
目的  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肿瘤（BPDCN）是一种以皮肤受累为主要表现的罕见高度侵

袭性恶性血液系统肿瘤，骨髓和淋巴结是其皮肤外常见受累器官，淋巴瘤白血病可作为部分患

者起病表现。目前多认为肿瘤细胞起源于树突细胞，免疫表型为 CD4+CD56+CD123+，其余

系列标记均为阴性，确诊依赖于病理或流式细胞检查。骨髓形态学检查作为血液系统疾病诊断

的基本检查手段，具有快速、经济的优势，在我国各级别医院检验科室均可开展。既往国内外

对受累骨髓肿瘤细胞形态缺乏系统研究，多认为其无特异性，难以鉴别，导致此类患者极易误

诊误治。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试图总结该类细胞形态学特点，以指导临床检验工作。 
方法  回顾分析北京协和医院 5 例确诊 BPDCN 白血病患者所有瑞氏染色骨髓涂片，高倍镜下

观察其骨髓细胞形态学特点，记录其各自肿瘤细胞大小、胞浆、胞核、染色质、核仁等形态学

并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BPDCN 白血病肿瘤细胞根据形态学可进一步归为 3 种类型，单核细胞型、急淋型及淋

巴瘤型。单核细胞型类似于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胞体大小不等，染色质粗糙疏松，核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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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椭圆形，核仁多为 1 个，胞浆量中等，灰蓝色，可见拖尾细胞；急淋型类似淋系原始细

胞，核仁 1-2 个，胞浆量中等，无颗粒，灰蓝色；淋巴瘤型细胞胞体大小不等，核畸形明显，

可见双核、三核，染色质聚集，核仁多为 1 个，胞浆量少或中等，灰蓝色，可见伪足，胞浆无

颗粒。此分类亦适用于 BPDCN 骨髓侵犯。 
结论  BPDCN 白血病患者骨髓细胞形态学具有一定的特点及可鉴别性，有助于筛查相关可疑

患者，减少患者经济负担同时避免误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56 
 

脂肪干细胞的诱导分化及其来源的研究 
 

王三虎 满荣勇 高细强 杨长顺 邓欢 朱琳 郑小飞 周细国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418000 

 
目的  探讨组织块培养法得到的脂肪干细胞（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ADSCs）的诱导分

化潜能，并初步研究 ADSCs 的来源。 
方法  用脂肪组织块培养法培养原代人 ADSCs。第三代 ADSCs 进行成脂和成骨方向的诱导分

化，并分别用油红 O 和茜素红 S 染色。脂肪组织块培养七天后取脂肪组织进行 Hematoxylin-
eosin Staining（HE）染色。 
结果  用脂肪组织块培养法成功培养出原代人 ADSCs。ADSCs 传代到第 8 代，依然保持着良

好的增值能力和细胞形态。ADSCs 通过成脂诱导分化和成骨诱导分化成脂肪细胞和成骨细

胞。通过对培养七天后的脂肪组织块进行 HE 染色，发现 ADSCs 主要分布在脂肪组织的间质

血管和结缔组织周围。 
结论  用脂肪组织块培养出来的 ADSCs 具有成脂和成骨分化的潜能。ADSCs 主要定位于间质

血管和结缔组织周围，ADSCs 可能本身就是血管内皮祖细胞。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58 
 

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检测在心肌梗死中的应用 
 

周双艳 杨泽华 杜怡青 赵克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心肌梗死可导致心肌缺血坏死，线粒体随心肌细胞凋亡、崩解释放入血形成游离线粒体

DNA，血浆中游离线粒体 DNA 可诱发全身无菌性炎症反应综合征。本次实验主要探究心肌梗

死后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水平变化、与传统心肌酶标志物的联系，为心肌梗死后无菌炎症的

诊断、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采集 50 名健康体检者标本为健康对照组，113 名心肌梗死患者标本为心肌梗死组，心肌

梗死组又细分为肌红蛋白升高组，肌钙蛋白升高组，肌红蛋白和肌钙蛋白同时升高组。所有标

本均通过两步离心进行分离，即先 3000g 离心 10min 再通过 18000g 离心 10min，应用荧光

定量 PCR 法测定其线粒体 DNA 拷贝数，并检测心肌梗死组肌红蛋白和肌钙蛋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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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健康对照组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中位数为 40copies/μl,四分位数间距为

70 copies/μl；心肌梗死组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中位数为 92 copies/μl,，四分位数间距

为 183 copies/μl.心肌梗死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水平升高，秩和检验 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肌红蛋白升高组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中位数为 176，四分

位数间距 336；肌钙蛋白升高组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为 92，四分位数间距 169；肌红

蛋白肌钙蛋白同时升高组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 拷贝数中位数 158，四分位数间距 192. 散点图

显示肌红蛋白、肌钙蛋白水平与血浆游离线粒体水平并无线性关系。 
结论  心肌梗死患者血浆游离线粒体水平升高可能会诱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并且血浆游离

线粒体 DNA 水平与心肌酶标志物存在着的释放顺序关系、量变联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61 
 

生化检验项目在肝硬化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宋志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生化检验项目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γ-谷氨

酰转肽酶（γ-GT）、直接胆红素（DBiL）、总胆红素（TBiL）、碱性磷酸酶（ALP）、白蛋

白（ALB）、总蛋白（TP）及胆碱酯酶（CHE）在肝硬化疾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 800 例肝硬化患者作为本研究的疾病组，其中男

性 471 例，女性 329 例，年龄 24~80 岁，平均（37±7.3）岁，病程 2 个月~8 年，平均

（2.9±0.5）年。病毒性肝炎肝硬化 503 例，胆汁淤积性肝硬化 131 例，胆汁淤积性肝硬化

166 例，肝功能 A 级 228 例，肝功能 B 级 241 例，肝功能 C 级 331 例；800 例体检正常者作

为本研究的健康对照组，其中男性 433 例，女性 367 例，年龄 21~73 岁，平均（36±8.1）
岁；对两组患者的上述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并比较两组的差异，应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

计，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取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疾病组的 ALT、AST、γ-GT、DBiL、TBiL 及 ALP 水平明显增高

（P<0.05），而 ALB、TP 及 CHE 明显降低（P<0.05）。 
结论  肝硬化患者生化指标异常变化，可作为疾病诊断的依据，检验这些生化项目具有较高的

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73 
 

沉默驱动蛋白 KIF4A 增加 H1299 细胞对顺铂药物敏感性 
 

万青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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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沉默驱动蛋白 KIF4A（kinesin family member 4A）基因对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

H1299 对顺铂敏感性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方法  将 H1299 细胞接种于六孔板，分为 2 组：以 shRNA-KIF4A 重组慢病毒颗粒（Lv-
shRNA-KIF4A）感染 H1299，作为 shRNA-KIF4A-H1299 组；以阴性对照慢病毒颗粒（Lv-
shRNA-NC）感染 H1299，作为 shRNA-NC-H1299 组。采用 AnnexinV-PI 双染色流式细胞术

检测各组细胞凋亡率。应用 Western-blot 对各组细胞中 KIF4A、PARP-1、PAR 蛋白水平进行

检测。 
结果  与 shRNA-NC 组相比，shRNA-KIF4A 组细胞凋亡率显著增加了一倍，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P<0.01）；shRNA-KIF4A 组 KIF4A 基因沉默效果好，KIF4A 蛋白表达减少 90%
（P<0.01）；shRNA-KIF4A 组和 PAR 蛋白表达较 shRNA-NC 组减少 34.3%（P<0.05）；

shRNA-KIF4A 组 PARP-1 蛋白表达较 shRNA-NC 组有减少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沉默 KIF4A 基因可有效提高人 H1299 细胞系对顺铂的敏感性，其机制可能与 PAR 活性

下降有关，提示 KIF4A 可能成为肺癌药物治疗的新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77 
 

血清铁蛋白、叶酸和维生素 B12 检测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中的临床意义 
 

牟晓峰 毕庆庆 田可港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目的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是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一组高

度异质性克隆性疾病，以一系或多系血细胞病态造血及无效造血，高风险向急性白血病转化为

特征。MDS 具有现多样，转归不一等特点，因此多手段观察和评价 MDS 患者的指标变化对该

病的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检测 MDS 患者的血清铁蛋白、叶酸

和维生素 B12 水平改变，探讨其在 MDS 诊疗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MDS 患者标本 87 例，以健康体检者 5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

测样本的铁蛋白、叶酸和维生素 B12 水平。对三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差异性分析，并计算联合

检测各项指标的阳性预测率。以血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B12 为检验变量，诊断结果为状态变量

进行 ROC 曲线分析。 
结果  MDS 组血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B12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MDS 患者血清

叶酸水平与正常对照组差异不显著。铁蛋白和维生素 B12 联合检测对 MDS 的阳性预测率为

77.0%，高于各项单独检测。此外，血清铁蛋白和维生素 B12 检测辅助诊断 MDS 的 ROC 曲

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98 和 0.893。 
结论  血清铁蛋白、叶酸、维生素 B12 三种血清指标与 MDS 密切相关，结合常规实验室检查

以及联合检测铁蛋白和维生素 B12 可以提高 MDS 的阳性预测率，对 MDS 的辅助诊断有一定

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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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叶酸代谢相关基因与胎儿先天缺陷的相关性分析 
 

肖鸽飞 孟小军 胡玲玲 邓海云 赵艳玲 吴洪秋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519000 

 
目的 分析叶酸代谢相关基因的多态性与胎儿先天缺陷的相互关系，探讨遗传性因素对胎儿先

天缺陷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2 例不良妊娠孕妇 MTHFR 基因的 C677T、A1298C 位点和 MTRR 基因 
A66G 位点的基因型和基因频率，及其血清叶酸、维生素 B12（Vit B12）和同型半胱胺氨酸

（HCY）浓度之间的差异。  
结果 病例组的血清叶酸与 Vit B12 呈正相关，与 HCY 呈负相关，与对照组比较仅有胎儿骨骼

系统缺陷孕妇的 HCY 高于对照组（t=3.409，P＜0.05）。病例组与对照组比较，MTHFR 基

因 C677T 位点的 CC/CT/TT 基因型 c2=1.501，A1298C 位点的 AA/AC/CC 基因型

c2=0.579；MTRR 基因 A66G 位点的 AA/AG/GG 基因型 c2=1.901，P 均＞0.05。三个位点的

C/T、A/C、A/G 基因频率 c2 值分别为 0.036、0.559 和 0.006，P＞0.05，结果无统计学差

异。病例组 MTHFR 基因 A1298C 位点与 C667T 位点的 AC/CT 基因型组合未见有协同作用，

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c2=2.331，P＞0.05）。 
结论 孕妇的叶酸代谢相关 MTHFR 和 MTRR 基因的多态性会影响母体相应的代谢产物水平变

化，但其与胎儿先天缺陷发生的遗传学机制的相关性仍需更多的研究结果予以支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83 
 

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的鉴定及其多位点序列分型 
 

陈建国 孔枕枕 王金富 刘海冰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分离鉴定源于一位急性感染患者血液中的未知细菌并行 MLST 分型。 
方法  采用 VITEK-2 compact 微生物系统进行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PCR 法扩增细茵的 16S 
rDNA 基因，通过测序并与 GenBank 中相关序列进行比对确认。采用 MLST 进行分型，

BURST 软件分析细菌的遗传变异。 
结果  经 VITEK-2 compact 微生物系统初步鉴定为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16S rDNA PCR 扩

增，产物经测序与 GenBank 中序列比对，发现与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 CP012577.1 序列有

99％同源性，证实该菌为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MLST 分型显示该分离株包含一个新的 ST 序

列—ST1348，与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分离株仅有一个基因的差异，且均可溯源至澳大利亚

株。 
结论  来源于急性感染患者血液中的未知细菌是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MLST 分型发现一个新

的 ST 序列—ST1348，该分离株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菌株 ST246 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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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 HIV-1 Tat 的毒素蛋白 MazF 表达系统的建立 
 

万振洲
1,2 姚瑾

2 胡轶红
2 张驰宇

2 
1.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2.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病原诊断中心 
 

目的  建立 HIV-1 Tat 依赖的 MazF 表达载体 pcDNA3.1-GFP-HA-MazF-U3TAR 系统。 
方法  分别扩增 HIV-1 U3TAR 和 MazF 基因片段，通过重叠 PCR 将 U3TAR 和 MazF 连接起

来，并 TA 克隆到 pMD18T 载体中。通过 PCR 为 MazF 引入 HA 标签，获得 U3TAR-MazF-
HA。通过双酶切和连接反应，将 U3TAR-MazF-HA 反向插入到 pcDNA3.1，获得 pcDNA3.1-
HA-MazF-U3TAR。之后，我们将 GFP 基因正向插入到 MazF 基因之后，为该载体引入了荧

光报道基因，获得 pcDNA3.1-GFP-HA-MazF-U3TAR。  
结果  与 pcDNA3.1-tat-flag 的共转染实验证明，构建的 MazF 表达载体 pcDNA3.1-GFP-HA-
MazF-U3TAR 是 Tat 依赖的。当 Tat 存在时，MazF 可以表达，当 Tat 不存在时，MazF 不表

达。此外，对比 pcDNA3.1-GFP-HA-MazF-U3TAR 单转染的细胞，共转染的细胞具有更少的

绿色荧光信号，表明表达的 MazF 可以下调报道基因 GFP 的表达。 
结论  pcDNA3.1-GFP-HA-MazF-U3TAR 的构建，为后续建立基于 MazF 的艾滋病基因治疗方

案奠定了关键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96 
 

SRY 和 SOX9 在性发育异常基因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韦华
1 吴阿阳

1 李德秀
2 杨育青

1 周艺华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 
2.漳州市中心血站 

 
目的  通过完善性发育异常患者的相关临床检查，由其特征性的临床表现结合性发育异常相关

基因的流行病学情况，进行待检基因的选择，提高性发育异常的基因诊断率，为遗传咨询及产

前诊断提供有效信息。 
方法  本研究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结合 SSCP、DNA 直接

测序方法，2008 年以后遗传咨询门诊接受的患者的 SRY、SOX9 基因性发育异常相关基因进

行突变分析。 
结果  本研究对其中的 64 例性发育异常患者和男性不育症患者的 SRY 基因进行了检测。发现

9 例结果异常，其中 1 例为男性性反转患者，3 例为女性性反转患者，5 例为结婚后未育，2 例

（病例 SRY009 和病例 SRY012）因为无 DNA 标本而无法检测出结果。异常率为 14.06％
（9/64），检出率 96.88％（62/64）。1 例病例 SOX9 基因第一外显子经 PCR 扩增后，出现

了一条约 800bp 的条带，比正常目标条带 1000bp 少 200bp，说明该病例 SOX9 基因第一外

显子发生了部分缺失，缺失了约 200bp。 对 SRY 基因 PCR 检测结果正常的性发育异常患

者，我们进一步进行了 SSCP 分析，结果没有发现异常。在对 SOX9 基因第一外显子进行

PCR 扩增检测的同时，我们还对该基因的第二外显子进行了检测，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

PCR 扩增 SOX9 基因第二个外显子序列，并进行 SSCP 分析。发现 1 例患者扩增的 SOX9 基

因第二外显子（第 5 泳道）与对照样品（第 1、2、3、4 泳道）相比存在一条明显的特异性条

带（箭头所指条带）。这个说明该第二外显子存在突变位点，导致一条单链 DNA（ssDNA）
空间构象发生变化，从而改变 ssDNA 在非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中的电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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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性发育异常相关基因进行多基因、多方法学联合检测可以提高性发育异常基因诊断的

检出率，为临床咨询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97 
 
Low glucose inhibits EMT-associated migration of HCC 

cells via down-regulating HSF1 expression 
 

Liu Denghe1,2,SUN Lu3,LIU Tian-hua1,ZHANG Shu1,LIU Yin-kun1,3, GUO Kun1, QIN Xue2,LI Shan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2.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Cancer Invasion 

3.Cancer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s of Biomedic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ow glucose on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associated migration and explore the role of HSF1（heat  shock factor  1，HSF1）in 
it.  
Methods HCC cells were cultured with both high glucose (HG) and control low glucose 
(Control) medium respectively. Levels of HSF1 and EMT makers were estimated by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mRNA levels) and western blotting (protein levels) at 
indicated time points. Cell migration ability was assessed by transwell migration assay. 
Moreover, the role of HSF1 in low glucose-induced inhibition of EMT-associated migration 
was analyzed by using RNA interference and expression rescue.  
Results Low glucose culture hampered typical EMT-like morphological change, “cadherin 
switching” and cell migration of HCC cells. Furthermore, persistent down-regulation of HSF1 
induced by glucose restriction, resulting in the up-regulation of E-cadherin expression and 
down-regulation of N-cadherin expression. In addition,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HSF1-
knockdown HCC cells enhanced when cultured with low glucose medium, but not with 
control high glucose medium, which was further identified through HSF1 expression 
rescue insensitive to shRNA-HSF1. 
Conclusions HSF1 was required for EMT-associated migration of HCC cells when cultured 
with low glucose. Glucose restriction can repress the EMT and migration of HCC cells 
and downregulating HSF1 could be employed as a novel and effective therapeutic target or 
adjuvant strategy for HCC treatmen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399 
 

2014-2015 年我院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的大肠埃希

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病原菌分布与耐药分析 
 

徐阳颺 李志夫 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 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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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我院 2014-2015 年临床分离的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

伯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情况，为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调查我院 2014 年 1 月 1 日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检出的 395 株肺炎克雷伯菌

和 105 株大肠埃希菌的临床资料与药敏结果。标本来自住院及急诊部，并去除同一病人同一部

位分离的重复菌株。菌种鉴定及药敏试验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结果 395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分离出产 ESBL 菌 68 株，占 17.2％；105 株大肠埃希菌中分离出

产 ESBL 菌 83 株，占 79.0％。两年合计产 ESBL 大肠埃希菌的标本类型分布前 3 位分别为：

痰、胸腔积液、血液；产 ESBL 肺炎克雷伯菌的标本类型分布前 3 位分别为：痰、血液、胸腔

积液。产 ESBL 大肠埃希菌在外科中分离率最高，其次为 ICU；产 ESBL 肺炎克雷伯菌在 ICU
中分离率最高，内、外、急诊科差异不大。产 ESBL 大肠埃希菌和产 ESBL 肺炎克雷伯菌对青

霉素类、三代头孢菌素、氨曲南高度耐药，两者对抗菌药物耐药率最高的前三位均为氨苄西

林、头孢唑啉、头孢曲松。产 ESBL 大肠埃希菌和产 ESBL 肺炎克雷伯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

坦、厄他培南、亚胺培南等抗菌药物高度敏感。 
结论 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产 ESBL 菌比例较大，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较

高。实验室应重视产 ESBL 菌的分离鉴定和药敏试验，院感部门应加强耐药菌分布及耐药谱监

测，从而指导医生合理有效地选用抗菌药物，降低院感的发生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408 
 

鲍曼不动杆菌和大肠杆菌菌血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赵丹 巫丽娟 刘敏雪 马莹 陈知行 康梅 谢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目的  研究患者发生鲍曼不动杆菌菌血症和大肠埃希菌菌血症的危险因素，以及影响鲍曼不动

杆菌菌血症和大肠埃希菌菌血症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华西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 114 例鲍曼不动杆菌

菌血症患者与 130 例大肠杆菌菌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患者初次血培养阳性时的基本状

况，包括人口学资料、血清总蛋白 TP、白蛋白 ALB、红细胞计数 RBC、血红蛋白 HGB 等实

验室指标以及住院时间、是否入住 ICU、有创操作、历史感染、抗生素治疗、预后等方面情

况。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鲍曼不动杆菌菌血症组男性更多、RBC、HGB 计数更低

（P<0.05），鲍曼不动杆菌感染与住院时间，入住 ICU，机械通气，安置导尿管，胸腔引

流，中央静脉导管，脑导管，腹部感染，泌尿感染，碳青霉素类抗生素暴露史，复方制剂暴露

史，喹诺酮类药物暴露史，抗真菌药物等因素显著相关（P<0.05）。所有危险因素进行多元

回归分析之后，胸腔引流，中央静脉导，是否入住 ICU，腹部感染仍是导致鲍曼不动杆菌的危

险因素（P<0.05）。鲍曼不动杆菌菌血症患者的死亡率比大肠杆菌菌血症患者的死亡率显著

升高（25.4% Vs 8.5%，P<0.05）。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胸腔引流，中央静脉导管，是否入住 ICU，腹部感

染。鲍曼不动杆菌引起的菌血症可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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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y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s Caused by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nd Impact of Drug Resistance 
to Ampicillin-Sulbactam on Clinical Outcome 

 
Wu Li-juan,Zhao Dan,Liu Min-xue,Xie Yi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for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bacteremia， 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herapy．  
Method 114 patients with infections caused by A. baumannii referred to the Infection Ward 
of th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was studie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ifial bactermia,including age ,invasive procedure, Prior 
antimicrobials (<3months ) and outcome were recorded,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the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nfection include ICU admission，mechanical ventilation，polypeptide ，antibiotic 
compound，antifungal agents ( P ＜ 0.05) ，while multi-variate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as the only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ampicillin-sulbactam-resistant of A. baumannii ( P ＜ 0.05) ．34.9% patients with 
BSI caused by ampicillin-sulbactam-resistant A. baumannii A.baumannii died in the 
hospital lcompared to 13.7% of those with BSI caused by non- ampicillin-sulbactam-
resistant A. baumannii  A. baumannii (P=0.014) 
Conclusi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s the risk factor for ampicillin-sulbactam-resistant A. 
baumannii and the mortality rate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ampicillin-sulbactam-resistant A. 
baumannii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sensitive group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427 
 

抗弓形虫腺苷激酶 IgY 的制备及理化性质的研究 
 

周银娣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10294904 

 
目的  制备抗重组刚地弓形虫腺苷激酶（AK）的 IgY，对抗体 IgY 进行特异性鉴定，并用间接

ELISA 的方法进行滴度、耐热、耐酸、耐碱、耐胃蛋白酶等理化性质的研究。 
方法  利用弓形虫 AK 蛋白，免疫产蛋母鸡，制备并纯化抗 AK 的卵黄抗体 IgY，SDS-PAGE
和 Western blotting 进行特异性分析，间接 EILSA 进行滴度和理化性质的检测。 
结果  SDS-PAGE 检测 IgY 分子量与理论值一致；Western blotting 显示制备的 IgY 为抗 AK
的特异性 IgY；BCA 法测浓度为 5mg/ml；间接 ELISA 检测滴度为 1：1×105；耐热，温度

80℃时作用 5min 不降解；耐碱，pH 为 8.5 时，作用 120min 不降解；30%岩藻糖可以完全抑

制在 pH 等于 3 时的迅速降解；37℃胃蛋白酶作用 120min 不降解。 
结论  本研究成功制备并鉴定了抗 AK 的 IgY，IgY 具有滴度和浓度高、耐热、耐酸、耐碱、耐

胃蛋白酶的性质，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依据。 
 
 



881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428 
 

血常规 HFLC、IG 参数对判别重症脑出血患者血流感染的临

床价值 
 

杜振华 靳颖 刘冀琴 郎胜坤 鲍布和 任党利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300162 

 
目的  评价血常规不成熟粒细胞（IG）、高荧光强度淋巴细胞（HFLC）参数对重症脑出血患

者血流感染的判别能力，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重症监护病房脑出血患者 64 例，包含 19 例未感染者（NI），27 例局部感染者

（LI）和 18 例血流感染者（BI），并以同期健康体检中心体检合格的 121 名健康人作为对照

组（HC）。血培养的同时，检测外周血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1,3-β-D 葡

聚糖（1,3-β-DG）和脂多糖（LPS），并通过 Sysmex XE-5000 获得外周血 HFLC 和 IG 参

数。应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评价 HFLC 和 IG 对血流感染的区分能力。利用 Logistic 回

归分析建立联合检测模型。 
结果  NI 组[(0.0556±0.0041) ×109/L，(0.0114±0.0057) ×109/L]、LI 组
[(0.0857±0.0103)×109/L，(0.0102±0.0063)×109/L]、BI 组[(0.1503±0.0208) ×109/L，
(0.0255±0.0047)×109/L]的 IG 和 HFLC 水平均显著高于 HC 组[(0.0113±0.0035)×109/L，
(0.0011±0.0024)×109/L]（P<0.05）；BI 组显著高于 LI 组（P<0.05）。三组间 CRP 无显著差

异（P>0.05）。BI 组 PCT 水平(11.96±11.56 ng/mL）显著高于 NI 组(0.72±0.47 ng/mL）和

LI 组(2.82±4.68 ng/mL），P<0.05。IG 和 HFLC 判别 BI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分别为 0.725
（0.580,0.869）、0.708（0.555,0.860）。HFLC 与 1-3-β-DG 相关（r=0.346, P<0.05），IG
与 PCT 相关（r=0.284, P<0.05）。得到 Logistic 回归方程 P=1/(1+e-

3.22+0.12HFLC+0.75PCT) ，判别 BI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0.871（0.766,0.977），敏感度

85.7%，特异度 75.6%。 
结论  IG 和 HFLC 对血流感染的判别具有一定的价值。IG 提供一定的阴性诊断价值，而 HFLC
则提供一定的阳性诊断价值。HFLC 与 PCT 联合检测可以显著提高对血流感染的判别能力，

有利于及早判断血流感染和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478 
 

尼泊金乙酯作为一种新型尿液防腐剂的应用 
 

张晓时 张建 李晓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尼泊金乙酯作为一种新型防腐剂用于 24 小时尿液化学成分定量检测。尿液是临床医学

实验室十分常见的检测样本。尿总蛋白、尿白蛋白、视黄醇、尿免疫球蛋白、尿轻链、肌酐、

尿素、尿酸、钾、钠、氯、钙、磷等多种化学成分检测，对多种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

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尿液极易受到细菌污染而影响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对临床诊断、治疗等造成极大的影响。因而尿液的防腐对保证尿液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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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选择尼泊金乙酯应用于尿液化学成分定量检测中，实验证明尼泊金乙

酯可作为一种新型尿液化学分析的防腐剂，且具有防腐效果好、无毒性、通用性等。 
方法  选择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本院门诊及住院患者新鲜尿液标本 135 例。收集双份

标本，一组按尼泊金乙酯尿液终浓度 0.12g/dl(50%尼泊金乙酯乙醇溶液 5ml,尿液 2000ml)防
腐；另一组置于 4℃冰箱冷藏 24 小时后，同时测定尿液样品中的总蛋白、尿素、肌酐、葡萄

糖、钾、钠、钙。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数据以 均值±s 表示，采用 t 检
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加入 50%尼泊金乙酯乙醇溶液和 4℃冰箱冷藏防腐的两份尿液标本化学成分检测结果可

以看出使用两种防腐方法后，尿液中总蛋白，尿素，肌酐，钾，钠，钙，差别无显著意义

（P>0.05）;尿液中葡萄糖浓度有显著差异（P<0.05），使用 50%尼泊金乙酯乙醇溶液防腐后

葡萄糖浓度显著高于冷藏防腐尿液标本。 
结论  目前，诊断不同的临床检验目的，尿液检测采用不同的防腐剂，有浓盐酸、甲苯、冰醋

酸、麝香草酚等。上述防腐剂，各具有一定的生物危害。将尼泊金乙酯应用于检验医学的报道

较少，尼泊金乙醋防腐的机制为破坏微生物细胞膜, 使细胞内蛋白质变性, 并抑制微生物细胞的

呼吸酶系与电子传递酶系的活性，其抑菌活性主要是分子态起作用, 由于其分子内的羧基已经

酯化, 不再电离, 所以它的抗菌作用在 pH4～8 的范围内均有很好的效果，尼泊金乙酯的毒性较

低, 安全性好。 本研究结果表明，50%尼泊金乙酯乙醇溶液作为防腐剂解决了上诉防腐剂的各

种危害，对临床尿液化学成分的检验无显著干扰，且具有通用性，可作为尿液化学分析的防腐

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486 
 
Noninvasive prenatal analysis by Multiplex fluorescent 

PCR of maternal plasma DNA 
 

Tang dongli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430060 

 
Object  The value of circulating fetal free DNA in maternal plasma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 
was evaluated.   To develop a fluorescent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fetal DNA in maternal plasma and use the established multiplex in 
noninvasive prenatal genetic diagnosis and its further applications in forensic casework  
Method  The DNA template was extracted from 32 pregnant women and the whole blood 
samples isolated from the stated biological fathers were used to detect genotype. Using the 
neste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he 130bp SRY gene-specific sequence and the 
261bp ATL1 gene-specific sequence were amplified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s were 
confirmed after delivery. Multiplex PCR amplification at sixteen polymorphic short tandem 
repeat (STR) loci was also used to detect the fetal DNA in maternal plasma.   
Results  The SRY genespecific nested PCR product was detected in 19 plasma samples 
obtained from pregnant women, deducing they bear the male fetus and the remaining 
pregnant women bear femal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birth outcome, one sample was false 
positive. The coincidence was 96.88%. Multiplex fluorescent PCR with 16 polymorphic short 
tandem repeats revealed the presence of fetal DNA in all cases.   
Conclusions  Circulating fetal DNA analysis can be used as a possible alternative tool in 
routine laboratory prenatal diagnosis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assay provides a sensitive, 
accurate and efficient method for noninvasive prenatal genetic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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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498 
 

猪脑死亡过程脏器损伤及与炎性细胞因子相关性的研究 
 

陈立 穆红 冯学泉 徐新女 万晨光 王玉亮 王建 谢丽莉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研究猪脑死亡模型脏器功能改变及炎性细胞因子的变化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标准实验长白小猪 7 头，手术准备操作后取脑死前静脉血，硬膜外颅内生理盐水加

压至脑死亡，分别在确立脑死亡时间点及脑死后 3、6、9、12、18 小时取静脉血。以生物化

学法检测丙氨酸转移酶、天门冬氨酸转移酶、胆红素、尿素、肌酐；以免疫芯片荧光定量法测

定 IL-1β（白介素-1β）, IL-4（白介素-4）, IL-6（白介素-6）, IL-8（白介素-8）, IL-10（白介

素-10）, IL-12（白介素-12）, GM-CSF（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IFN-γ（干扰素-
γ）,TGF-β1（转移生长因子-β1）, 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脑死亡各时间点每一指标检测

结果与脑死时间的相关分析采用 Fixed-effects regression 分析；脑死亡前及后某时间点检测

的各指标之间相关分析，正态分布数据组采用 Pearson 分析，非正态分布数据组采用双侧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UREA、CR、AST 在脑死亡 18 小时内与时间长短具有显著正相关性，ALT、TBIL 脑死

亡 18 小时内与时间的相关未呈现显著性；UREA 与 IL-8、ALT 与 IFNg、AST 与 IL-8、TBIL 
与 IL-8 呈显著正相关；Cr 与 TGFb1、AST 与 TGF-β1 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肌体在脑死亡后相继启动了炎症免疫反应的损伤、保护性、甚至损伤修复机制的细胞因

子层次的激活，可引起组织器官不可逆性损伤。因此，研究临床尽早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有害

免疫炎性因子的生成或血液吸附净化，降低组织细胞的炎性损伤保护器官功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499 
 

多指标联合诊断急性胰腺炎效能评估及相关性分析 
 

张宁 陈葳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 PCT、sTREM-1 等标志物在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早期评估中的临床应用，确定

PCT 诊断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最佳界值，并初步分析两指标的相关性，比较各预测方法对 SAP
的诊断效能。 
方法  收集 27 例 SAP 和 15 例 MAP 患者，同时选取 1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分别检测 AP
患者血清 PCT、sTREM-1 浓度，并按照三种评分系统进行评分，各组间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在 PCT＞2.5ng/ml 时其诊断 SAP 的敏感度为 88.89%，特异度为 100%，在 sTREM-1
为 0.50ng/ml 诊断 SAP 的约登指数最大为 0.60，敏感度为 66.67%、特异度为 93.75%，阳性

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阳性似然比分别为 92.30、71.40 及 10.67，急性胰腺炎患者 PCT 浓度

与 sTREM-1 浓度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0.899（P=0.000），ROC 曲线下面积 PCT 与

sTREM-1 分别为 0.902，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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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清 PCT 是早期预测的理想指标，诊断界值为 2.5ng/ml 时其对 SAP 的诊断效能最大。

血清 sTREM-1 与 SAP 严重程度相关，可作为病情早期预测的参考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03 
 

hs—CRP、SAA 检测对于新生儿感染  早期诊断的临床应用

价值 
 

谢丽莉 张平平 肇瑟亭 陈立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探讨超敏 C- 反应蛋白 (high 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血清淀粉样蛋白 
A(serum amyloid A，SAA)及白细 胞计数（WBC）对新生儿感染早期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为新生儿感染性 疾病的诊治提供有效的实验依据。 
方法  通过测定 74 例非感染新生儿患者 和 29 例感染新生儿患者的 hs-CRP、SAA 和血细胞

分析中 WBC 水平，分 析 hs-CRP、SAA 和 WBC 在两组间的关系，并应用 ROC 曲线进行分

析。 
结果  感染组 hs-CRP 和 SAA 检测水平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P  均 
<0.05 ） ； 两 组 间  WBC  水 平 差 异 不 明 显 ，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0.05）。SAA 用于

诊断新生儿感染的 ROC 曲线下面积（0.879）高于 hs-CRP（0.681）。 
结论  血清 SAA 水平能早期较为准确的预测和诊断新 生儿感染，值得临床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04 
 

联合检测血清 NT-proBNP、cTNI 及 CA125 对辅助诊断心力

衰竭的临床价值 
 

毕庆庆 张磊 张海茂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目的  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为各种心脏病发展的终末阶段。

鉴于心力衰竭是发病率、致残率、死亡率高的不可逆性进展性疾病，早期的诊断与治疗可以防

止心衰症状进一步恶化。本文旨在通过联合检测血清 NT-proBNP、cTNI 及 CA125，探讨其在

辅助心力衰竭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检测 124 例明确诊断为心力衰竭的不同病因、不同心功能分级[按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

(NYHA)标准分为 I~IV 级]患者以及 30 名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NT-proBNP、cTnI 及 CA125 水

平。对三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差异性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并计算曲线

下面积（AUC）。最后，分析 3 项指标联合检测辅助诊断心力衰竭的价值。  
结果  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NT-proBNP、cTNI 及 CA125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05）。血清 NT-proBNP、cTNI 及 CA125 辅助诊断心力衰竭（心功能 I 级）的 A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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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914、0.899 和 0.801。联合检测血清 NT-proBNP、cTNI 及 CA125 辅助诊断心力衰

竭的敏感度为 96.0%，优于各项单独检测。 
结论  血清 NT-proBNP、cTNI 及 CA125 三种指标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心功能损伤的检出率，对

心力衰竭的诊断和治疗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05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rocalcitonin versus other 
biomarkers in prediction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Pan Yaping,Shen Jilu,Xu Yuanhong,Wang Zhongx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Objective We compared the diagnostic utility of procalcitonin (PCT), C-reaction 
protein (CRP) and hematological markers, including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neutrophils (NEU),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 (NEU%), lymphocyte (LYM), neutrophil-
lymphocyte count ratio (NLCR) and platelet count (PLT) for predicting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 which was confirmed by blood culture (BC).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clinical laboratory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Microbiology Unit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5.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1) age 
above 18 years, (2) clinical suspicion of infection, (3) PCT, CRP, hematological tests and 
blood culture (BC) ordered, simultaneously.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patients with 
concomitant hematological diseases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auto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and reactive thrombocytosis), and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The level of PCT, CRP, blood cells and blood culture result were compared 
between positive blood culture group and negative blood culture group and analyzed each 
indicator in the performance of bacterial BSI diagnosis by drawing ROC curve.  
Results During the entire study period, a total of 1807 patients fulfille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Blood cultures were positive in 230 patients, hence the 
prevalence of bacteremia was 12.7%.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edian value 
for each marker between BCP group and BCN group. Considering BC results, a significantly 
higher value of PCT was observed in bloodstream infections caused by gram-
negative bacteria (14.94 ng/mL, IQR 2.93~48.76) than that in bloodstream infections caused 
by gram-positive bacteria (4.74 ng/mL, IQR 1.22~17.58) or Candida spp (1.47 ng/mL, IQR 
0.66~35.34). In gram-negative BSI, PCT median concentration corresponding to 
Klebsiella sp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cinetobacter spp (P<0.05). The value of 
Salmonella sp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any other microorganism.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PCT had the highest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for differentiating patients with 
blood culture proven BSI from patients without: 0.81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781~0.841). AUC for other biomarkers were as follows: CRP 0.654 (95% CI: 0.613~0.694), 
WBC 0.612 (95% CI: 0.571~0.654), NEU 0.634 (95% CI: 0.593~0.674), NEU% 0.684 (95% 
CI: 0.644~0.724), LYM 0.595 (95% CI: 0.554~0.636), NLCR 0.682 (95% CI: 
0.642~0.721) and PLT 0.633 (95% CI: 0.593~0.672).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PCT diagnostic value in predicting causative organisms of BSI. The 
best diagnostic accuracy in discriminating gram-negative from gram-positive infection was at 
the cut-off value of 6.29 ng/mL, gram-negative from fungal infections at 1.52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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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PCT proved to be the most reliable predictor of BSI, secondly were NEU% 
and NLCR. Higher PCT level was found in patients with a gram-negative BSI than in 
those with gram-positive BSI or fungal BSI. Thus, PCT may represent a useful tool 
for differentiating pathogens of BSI. It may be used as a diagnostic strategy to guide 
empirical antimicrobial therapy in BSI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0517 
 

Risk factors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fec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Yan Qun,Lin Tianli,Liu Qingxia,Li Yanming,Li Honglin,Zou Mingxiang,Liu Wen-en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Objectives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has become an 
healthcare threat worldwide.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 caused by CRKP has 
been reported with high mortality. Identifying the risk factors for BSI caused by CRKP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CRKP is critical to appropriate therapy. 
Methods  A 3-year retrospective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anuary 
1st 2013 to December 31st 2015 at Xiangya hospital on patients with BSI caused by CRKP 
and carbapenem-susceptible K. Pneumoniae (CSKP).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risk factors for CRKP BSI. All strains identification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were determined by Vitek-2 Compact (Biomeriux). Carbapenemase phenotype of CRKP 
isolates were tested by Carba NP test. PCR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KPC, NDM, IMP, VIM 
and OXA-48 carbapenemase encoding genes for CRKP isolates. 
Results  During the 3-year study period, 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mong them, 50 case patients with mean age of 32.1±26.2 (mean±SD) and 100 control 
patients with mean age of 33.8±24.6 (mean±SD) were identified. One case patient was 
matched to 2 control patien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30-day mortality (32% vs. 
13%, P=0.005) and hospital duration (34.6±26.5 vs. 25.9±19.7 days, P=0.025) between two 
groups. On univariate analysis, ICU stay, mechanical ventilation,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dwelling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dwelling gastric tube, urinary catheter, dialysis, using 
cephalosporins, carbapenems, beta lactam/beta lactamase inhibitor combinations, 
glycopeptides, antifungal drugs, and 3 or more antibiotics wer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SI caused by CRKP.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prior to BSI in case group was long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43).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mechanical ventilation (OR 5.140; 95%CL, 
2.340-11.290) and using 3 or more antibiotics (OR 4.926; 95%CL, 2.166-11.202)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SI caused by CRKP. The proportion of CRKP of K. 
pneumoniae isolated from blood was increased from 2013 to 2015 annually (17.9%, 21.8% 
and 37.5%, respectively). CRKP isolates exhibited higher resistant rates than that of CSKP 
for most of the antibiotics test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Ampicillin (100% vs. 100%) and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40% vs. 39%). More than 90% of the CRKP strains 
demonstrated resistant to 10 of the 17 antibiotics tested. In contrast, CSKP isolates was less 
resistant to antibiotics tested, especially for piperacillin-tazobactam (3.0%), cefotan (4.0%), 
tobramycin (4.0%), amikacin (1.0%). 40 CRKP isolates except one strain detected above five 
carbapenemase encoding genes. PCR detected carbapenemase genes in 39 of the 40 
CRKP strains. Carba NP test also detected carbapenmase for those 39 strain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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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was 100% (39/39). KPC was detected in 25 of 40 CRKP isolates, followed by 
NDM (11), IMP (5) and VIM(2), with 3 isolates possessing 2 genes, and no OXA-48 was 
detected. KPC was mainly detected in ICU, while NDM was mainly in pediatric isolates. 
Conclusion  Invasive therapy and prior antimicrobial therapy, particularly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3 or more antibiotic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BSI caused by 
CRKP. Patients with CRKP HABSI had worse outcomes than those with CSKP. KPC is the 
predominant carbapenemase in CRKP strai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31 
 

GSTT1、TopoI 在卵巢癌卡铂/紫杉醇联合耐药细胞中的作用

及机制的研究 
 

张菁 周磊 卢仁泉 汤笑禹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构建卵巢癌卡铂/紫杉醇联合耐药的 HO8910 和 SKOV3 细胞系，研究 GSTT1、TopoI 基
因和蛋白的转录表达，并探究相关耐药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方法 使用浓度梯度递增法诱导卵巢癌 HO8910 和 SKOV3 细胞耐药，使其耐受程度达到初始

浓度 20 倍。通过 Real-Time PCR（RT-PCR）定量观察常用耐药基因的表达情况。通过

Western Blot 研究 GSTT1 和 TopoI 蛋白的表达是否与耐药相关。细胞免疫荧光和免疫共沉淀

观察 GSTT1 和 Topo I 在细胞内的定位以及耐药相关分子 GSTT1 和 Topo I 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药物敏感性实验发现，在不同浓度的药物作用 2 周后，构建的联合耐药细胞的存活率明

显高于亲本细胞（P<0.001）。联合耐药细胞系中的耐药相关分子 GSTT1、TopoI、MDR1、
ERCC1、hTERT 表达显著上升（P<0.05）。与亲本细胞系相比，联合耐药细胞系中的

GSTT1 和 TopoI 蛋白表达明显升高（P<0.05）。化疗药物作用后，GSTT1 的表达升高，在紫

杉醇的效果尤为明显（P=0.0199）。免疫荧光显示，在联合耐药细胞中，GSTT1 的表达较

高，并定位于胞浆，胞核内也有表达，而 Topo I 则定位于胞膜与胞浆。免疫共沉淀表明

GSTT1 与 Topo I 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 
结论 成功构建卵巢癌卡铂/紫杉醇联合耐药细胞系。GSTT1 和 TopoI 基因及蛋白表达与卵巢癌

紫杉醇/卡铂联合耐药有关。提示 GSTT1 和 TopoI 可作为卵巢癌治疗的疗效预测和指标。

GSTT1 与 Topo I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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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Rs 在结核杆菌感染中的作用的研究进展_毕艳 
 

毕艳
1 伊正君

1 付玉荣
2 

1.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 
2.潍坊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结核病是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其防治形势日趋严峻。Ｔｏｌ样受体 （Ｔ

ｏ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ＬＲｓ）是一类重要的天然模式识别受体，在机体抵御

微生物的固有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ＴＬＲｓ是介导宿主对结核杆菌识别及抗

结核免疫反应的关键分子。现对ＴＬＲｓ在结核杆菌感染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有助于阐明

结核病的发病机制并为其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34 
 

抗核抗体、抗双链 DNA 抗体和抗可溶性抗原抗体检测项目的

方法学性能验证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00091 

 
目的  建立抗核抗体(ANA)、抗双链 DNA 抗体(ds-DNA)和抗可溶性抗原抗体（ENA）检测项目

方法学性能验证的方案，确保检测方法的性能满足实验室及临床诊疗的质量要求。 
方法  按照 ISO15189 相关文件的要求，对其符合率，检出限，重复性，人员比对，设备与环

境等 5 个方面进行验证。 
结果  5 个方面的性能验证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 
结论  抗核抗体、抗双链 DNA 抗体和抗可溶性抗原抗体检测项目方法学性能验证的方案能够

满足 ISO15189 的要求，同时满足临床实验室的要求，能够为临床实验室更合理的评价和应用

检测方法提供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41 
 

5-羟色胺与骨转换标志物在透析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张桂芬 张爱民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平津医院 300162 

 
目的  5-羟色胺受体可存在于人体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当中，对骨质代谢产生影响。通过研究

5-羟色胺（5-HT）与骨标志物的关系，了解血液透析患者骨形成和骨吸收状况。 
方法  实验选取长期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 120 例，健康对照组 30 例。透析组患者于每周第二

次透析前清晨空腹采血 10mL，对照组于清晨空腹采血 10mL。待检标本及时分离血浆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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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如不能立即检测，保存于-80℃冰箱中，所有标本避免反复冻融。比较透析组和对照组之

间 5-HT、PTH 及骨标志物的水平差异。将透析组分为非糖尿病组（75 例）和糖尿病组（45
例），与对照组比较 5-HT、PTH 及骨标志物的水平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5-HT 对透

析患者骨转换率影响。 
结果  外周血 5-HT 可同时增强透析患者的骨形成及骨吸收作用。外周血 5-HT 与年龄呈负相关

及在糖尿病透析患者中低含量显示，低血浆 5-HT 将增加高龄及糖尿病透析患者低骨转换疾病

的发生风险。 
结论  5-HT 可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加强透析患者骨形成和骨吸收过程，与透析患者骨转换状况相

关。5-HT 含量与患者年龄呈负相关，在糖尿病透析患者中水平较低，显示糖尿病透析患者低

骨转换率状况，是老年糖尿病透析患者的特征。N-MID、P1NP 及 β-CTx 三种骨标志物在透析

组中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β-CTx 与患者年龄呈负相关，P1NP 与患者年龄无关，N-MID 与

患者年龄接近于负相关。骨标志物含量对预测透析患者骨质疏松状况、评价骨折风险起重要的

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48 
 

未成熟粒细胞计数和 C-反应蛋白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陈小剑 余玲玲 陈荣发 陆蕾蕾 白伟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未成熟粒细胞（IG）计数和 C-反应蛋白（CRP）在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份至 2015 年 5 月份收入浙江温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的患者

123 例，根据临床特征和细菌培养结果分为细菌感染组（73 例）与非细菌感染组（58 例），

同期健康体检者 50 例为对照组。于诊断后采集血样本，利用 Sysmex XE-5000 血液分析仪进

行全血计数和 IG 计数，同时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 C-反应蛋白（CRP）。通过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ROC 曲线）建立感染 IG 比值的阈值，并比较分析 IG 比值和 CRP 结果。 
结果 细菌感染组的 IG 比值及 CRP 水平均高于非细菌感染组及正常对照组（p<0.05）。以 IG
比值>0.302、CRP>8.0mg/L 为阳性阈值，细菌感染组的 IG 比值及 CRP 的异常率分别为

69.9℅和 65.7℅，与非细菌感染组及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当细菌感染时，其 IG 比值和 C-反应蛋白含量异常者及两值异常的机率显著高于非细菌感

染者与正常对照者，表明 IG 比值和 C-反应蛋白含量与细菌感染有重要相关性。IG 比值和

CRP 水平的异常可作为感染性疾病较好的临床鉴别诊断指标。这两项指标在感染性疾病中均

存在相关性，提示着两项指标联合检测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存在一定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558 
 

ISO15189：2012 框架内实验室风险管理程序初探 
 

靳颖 杜振华 刘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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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300162 
 

ISO15189-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对医学实验室的质量管理和持续改进提出了标准和

规范，但是由于医学实验室检测过程管理环节多，检测对象易受多种因素的干扰，即使严格执

行这些标准，临床实验室仍然存在由诸多因素所致的残余风险，导致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

伤或利益受损，随着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有关医学实验室风险管理指导规范 EP18-A2 与 EP23-A 的发布，以及美国医疗保险和

医疗补助中心（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 CMS) “个性化质量控制计划” 
（ individualized quality control plan，IQCP）的提出，风险管理（RM）在医学实验室的应用

逐渐得到重视，ISO15189：2012 将“风险管理”正式写入单独条款 4.14.6，作为“评估和审核”
条款 4.14 下的子条款，并且将其作为实验室“管理评审”（4.15）的输入。本文依据 EP23-A—
“基于风险管理的实验室质量控制”及相关研究报道，结合自身实验室实际情况，就如何将风险

管理融入 ISO15189 所固有的“不符合项的识别和控制—建立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实施评估

和审核—实施管理评审—实施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过程，风险管理在医学实验室具体应用程

序如何制定进行了初步探索。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66 
 

COPD 患者血清 IMA 浓度临床意义分析 
 

侯玉磊 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究 COPD 患者血清 IMA 浓度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70 例急性加重期 COPD 患者血清、20 例稳定期 COPD 患者血清及 50 例健康体检

者血清，白蛋白-钴实验结合法检测血清 IMA 浓度，比较各组 IMA 浓度差异；ROC 曲线分析

血清 IMA 浓度在 COPD 的诊断价值；分析 COPD 患者血清 IMA 浓度与血清 WBC、PCT、
CRP 浓度的相关性。 
结果  COPD 患者血清 IMA 浓度 84.5（79.3，88.5）U/ml 显著高于健康体检组｛73（70，
75）U/ml，P=0.00}，而急性加重期 COPD 患者 IMA 浓度和稳定期 COPD 患者 IMA 浓度无显

著差异；通过 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分析发现，当取诊断界值为 77 U/L 时，血清 IMA 浓度对

COPD 诊断价值最大，曲线下面积、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0.88、80%、88.5%；血清 IMA
浓度与血清 PCT 浓度显著相关（P=0.01）；COPD 患者血清 IMA 浓度与患者年龄、性别、血

WBC、CRP 浓度无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血清 IMA 浓度作为 COPD 的诊断指标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在临床上值得进一步

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584 
 

血液流变学检测与室间质量评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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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德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300162 

 
研究血液流变学检测的进展，为临床提供科学的依据。并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归纳出血液粘度

测定影响因素，探讨实验室室间质量控制测定血液粘度时应注意的技术问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596 
 

血清 Y-谷氨酰转肽酶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王永祥 王春燕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血清 γ-谷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ferase，GGT）是一项敏感度高、花费低廉的生化检测

酶类，一般认为， GGT 水平升高与酗酒及肝胆疾病相关。事实上，GGT 广泛存在于人体中，

大量研究表明，GGT 也是一种氧化应激指标，参与了动脉硬化的发生和发展，血清 GGT 水平

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明显相关，亦参与了颈动脉硬化的形成，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

独立危险因素。 
Serum γ-glutamyl transferase （γ-glutamyl transferase，GGT） was a high sensitive and 
low-cost biochemical detection enzyme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elevated levels of GGT 
was associated with alcoholism and liver disease. In fact, GGT widely existed in the human 
body. Numerous studies show, GGT was also an indicator of oxidative stress and also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therosclerosis. The level of serum GG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and also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The serum GGT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604 
 

不同类型细菌血流感染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PCT 变化的研究 
 

周友全 胡海娇 杨丽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106 

 
目的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作为一种新型的全身细菌感染的早期诊断指标，与其

他临床传统炎性指标如 CRP、WBC 相比显示出较高的特异性与敏感性，已成为诊断和治疗血

流感染及预后观察的重要临床指标。PCT 能及时反映抗生素是否有效，指导抗生素治疗，减

少抗生素的使用和治疗成本，避免细菌耐药性产生，降低患者的病死率。本研究通过统计不同

类型细菌血流感染患者的血清 PCT)的表达和抗菌治疗前后血清 PCT 的变化，分析不同细菌类

型血流感染患者抗菌治疗前后血清 PCT 变化的差异，为 PCT 在临床细菌感染的初期用药及抗

感染治疗预后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间的 163 例血培养阳性患

者细菌鉴定结果和同时测定的 PCT 结果。按血培养细菌鉴定结果分成 2 组: 革兰阳性菌组(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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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和革兰阴性菌组( 92 例)，比较抗菌治疗前 PCT 的浓度差异，寻找治疗前不同类型细菌引

起的血流感染 PCT 浓度的特点。挑选出有连续监测 PCT 结果的病例 51 例，同样分成革兰阳

性菌组( 31 例)和革兰阴性菌组( 20 例) ，观察分析治疗前后 PCT 浓度变化的特点，分析抗菌

治疗前及治疗 24h、48h、72h 后的 PCT 水平，分别计算出治疗后各时段 PCT 的变化率并进

行比较。 
结果 （1）抗菌治疗前革兰阴性菌组患者血清 PCT 值 2.68（0.81,12.78）ng/ml，高于革兰阳

性菌组 PCT 值 0.75（0.29，2.47）ng/ml，（数据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2）抗菌治疗 24h、48h、72h 后革兰阴性菌组 PCT 结果变化率中位数

分别为，-44.78%，-67.19%，-85.46%；革兰阳性菌组 PCT 结果变化率中位数分别为，-
23.25%，-46.44%，65.33%。各时段两组间 PCT 变化率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1）不同细菌类型血流感染患者具有不同的 PCT 浓度，革兰阴性组高于革兰阳性菌

组，比较 PCT 值可作为血培养细菌类型的预测，可指导临床早期感染的经验用药；（2）不同

类型细菌血流感染患者抗菌治疗后血清 PCT 下降程度不同，革兰阴性菌组下降速度快于革兰

阳性菌组，结合抗菌治疗前后 PCT 变化率可以预测抗感染治疗是否有效。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627 
 

单核细胞趋化因子 MCP-1 在肺癌和肺结核患者外周血中的表

达及相关机制研究 
 

王莹 赵丽艳 于庭 
吉林第二医院大学 130041 

 
目的  测定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肺结核患者、健康者外周血中单核细胞趋化因子(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的基础水平及分泌水平，并探讨其在非小细胞肺癌和肺结

核发病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法方法分别检测 34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45 例肺结核患者、

33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中 MCP-1 的基础水平和培养上清中 MCP-1 的分泌水平；应用 t 检验

进行统计学检测，并评价 MCP-1 在三组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结果  健康对照组 MCP-1 基础水平（60.91±34.86）pg/ml 均低于非小细胞肺癌组 MCP-1 基础

水平（135.04±33.39）pg/ml（P<0.05）和肺结核组 MCP-1 基础水平（145.05±133.74）
pg/ml（P<0.05）；MCP-1 分泌水平非小细胞肺癌组（212.29±90.82）pg/ml、肺结核组

（751.78±162.42）pg/ml、健康对照组（117.73±53.48）pg/ml 三组比较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1）。非小细胞肺癌组中鳞癌 MCP-1 基础水平（128.72±27.55）pg/ml 和分泌水平

（211.20±77.53）pg/ml 和腺癌 MCP-1 基础水平（143.05±39.10）pg/ml 和分泌水平

（213.68±108.21）pg/ml 各组相比较均无显著差异性 (P>0.05)。 
结论 1、MCP-1 在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MCP-l 在不同类型的非小细胞

肺癌中致病机理类似。 
   2、MCP-1 在肺结核患者外周血及培养上清液中表达明显增高，可能成为诊断肺结核诊断的

一种新的辅助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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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630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相关性研究 
 

毛敏静 
上海市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回顾性分析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的穿刺涂片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与肿

瘤发生的关系，探讨临床诊断及预后的价值。对巨噬细胞进行分型，研究其在 PTC 进展中的

变化。 
方法  选取 2012-2015 年瑞金医院甲状腺手术患者的术前甲状腺结节穿刺学涂片 1392 例。由

2 位细胞病理医生重新阅片，统计巨噬细胞数量。收集 2015-2016 年瑞金医院 PTC 患者穿刺

涂片 100 例，细胞学瑞氏染色诊断后褪色，修复抗原免疫组化标记 CD163，区别 M1、M2 型

TAM 并计数。 
结果  1392 例病例中良性 139 例，PTC 1253 例。良性病例与 PTC 病例巨噬细胞阳性率分别

为 2.2%和 58.6%（P<0.01）；将 1253 例肿瘤病例按照 100 个低倍镜下巨噬细胞数量从无到

多划分为 6 个等级，I 级到 VI 级在直径>1cm 的肿瘤中发生的阳性率分别是 26.4%，31.5%，

56.5%，50.7%，54.5%，和 66.7%。 巨噬细胞 I 级到 VI 级中肿瘤发生转移转移率分别为

35.5%，41.5%，40.7%，47.8%，54.5%和 56.5%。100 例穿刺涂片均可见 CD163+巨噬细

胞，平均阳性率为 68%。 
结论  巨噬细胞在良性甲状腺结节中少见，在 PTC 中广泛存在。随着肿瘤的进展及巨噬细胞数

量的升高，转移率呈逐步升高。CD163+TAM 的高表达显示肿瘤环境中 M1 型、M2 型 TAM 虽

然共存，但正向 M2 型极化，促进 PTC 的生长和转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643 
 

我国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项目切值的调查与分析 
 

章晓燕 王薇 赵海建 何法霖 钟堃 袁帅 王治国 
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目的  统计并描述我国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检验项目切值情况，为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工

作提供建议。  
方法  提取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2015 年全国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项目 Phe、TSH、G6PD
和 17-OHP 室间质量评价回报结果中各项目参评单位的切值信息，包括来源情况、方法原理、

仪器和试剂等。根据方法和来源分组，然后使用 SPSS19.0 对 Phe、TSH、G6PD、17-OHP
不同方法学原理和来源的切值分布情况进行描述，并且分析不同方法学原理和切值来源对 4 个

项目切值大小的影响。  
结果  220 家实验室中，切值来源中所占比例最高的 3 项依次为：仪器及试剂厂家说明书

（48.2%~69.8%）、实验室自行确定（16.7%~32.7%）和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

（5.7%~20%）。切值情况调查显示：各检验项目的均值和中位数较为接近（Phe：2.1 与

2.0mg/dL；TSH：9.1 与 9.0mIU/L；G6PD：2.6 与 2.6U/gHb；17-OHP：31.5 与

30.0nmol/L），各项目 P2.5 和 P97.5 分布范围为：Phe：1.7~3.0mg/dL；TSH：

7.5~10.0mIU/L；G6PD：2.0~3.9U/gHb；17-OHP：28.8~41.3nmol/L，差异明显。对于



894 
 

Phe，荧光分析法的单位占 96.0%，最大和最小切值为 1.6 和 3.9mg/dL；细菌抑制法占

2.3%，最大和最小切值为 1.9 和 5.0mg/dL。对于 TSH，时间分辨荧光分析法占 87.7%，最大

和最小切值为 4.8mIU/L 和 18.0mIU/L；荧光酶免疫分析法占 9.1%，最大和最小切值为 7.5 和

10.0mIU/L；酶联免疫吸附法占 3.2%，最大和最小切值为 6.7 和 15.0mIU/L。对于 G6PD，荧

光分析法占 92.1%，最大和最小切值为 2.0 和 4.0U/gHb；荧光斑点法占 5.7%，最大和最小切

值为 2.0 和 10.0U/gHb。对于 17-OHP，时间分辨荧光分析法占 87.5%，最大和最小切值为

23.2 和 44.0nmol/L；荧光酶免疫分析法占 11.5%，最大和最小切值为 28.0 和 60.0nmol/L。对

使用不同切值来源的调查显示，不同来源组的 P2.5 和 P97.5 分布差异较为明显。  
结论  本次研究各个检验项目切值的 P2.5 和 P97.5 分布一致性较差，且来源不统一，建议对

现有不同方法的切值进行确认或验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646 
 

MiR-182 通过 FOXO3 作用于 SIRT1 增加乳腺癌细胞对 5-FU
敏感性的实验研究 

 
牟晓峰

1,2 王晔
1,2 

1.青岛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2.青岛大学第二医学院 

 
目的   探讨 miR-182 在乳腺癌细胞 5-FU 耐药过程中的作用，为乳腺癌细胞耐药性的治疗提供

新的靶点以及标志物。 
方法   本研究首先通过大剂量的 5-FU 冲击处理，建立 MCF7 对 5-FU 耐药的细胞系。建立小

鼠的乳腺癌动物模型，并给予 5-FU 治疗。采用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检测多重耐药相关基因

的表达，采用 Western 
blot 的方法检测多重耐药相关蛋白的表达，并检测 FOXO3 与 SIRT1 蛋白水平的表达，采用免

疫荧光技术检测 FOXO3 与 SIRT1 的共定位，采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的方法检测 miR-182 对

靶基因 FOXO3 的结合情况。 
结果   通过大剂量的 5-FU 冲击处理，成功建立了 5-FU 耐药的 MCF7 细胞系。与野生型相

比，5-FU 耐药的 MCF7 细胞系，其多重耐药相关的基因与蛋白均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说明

5-FU 耐药的 MCF7 细胞系建立成功。miR-182 的表达在 5-FU 耐药的 MCF7 细胞系显著升

高，FOXO3 与 SIRT1 的表达显著降低，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结果表明，FOXO3 是 miR-
182 的下游靶基因之一。与野生型细胞相比，5-FU 耐药的 MCF7 细胞 FOXO3 与 SIRT1 的共

定位能力下降，提示 miR-182 在乳腺癌细胞 5-FU 耐药过程中的作用是通过 FOXO3/SIRT1 信

号通路介导的。 
结论   MiR-182 通过 FOXO3 作用于 SIRT1 增加乳腺癌细胞对 5-FU 敏感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653 
 

临床血液专业全程周转时间的全国室间质量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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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晓燕
1 费阳

1 王薇
1 赵海建

1 王敏琦
2 陈兵权

2 周杰
2 王治国

1 
1.北京医院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2.北京科临易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目的  了解我国全程周转时间（TAT）现状，为相关质量指标（QIs）的质量规范设定提供基线

数据，分析全程 TAT 影响因素并给临床实验室提供相关建议。 
方法  2015 年 7 月通过网络平台向 1381 家全国临床血液（包括血液常规和凝血试验）室间质

量评价（EQA）参加实验室发放调查表，要求各实验室统计收到通知后一周内的 TAT 结果。

血液专业全程 TAT 调查涉及的 QIs 包括：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和总 TAT 中位数和 P90 以

及检验前、中、后和总 TAT 阈外值率。同时对各实验室 TAT 主要延时原因进行了调查。数据

收集后采用自主研发的专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使用非参数检验 Mann-Whitney Test 和
Kruskal-Wallis Test 分析影响 TAT 的可能原因。 
结果  血液专业全程 TAT 回报率为 50.11%。参与调查实验室中，分别有 55.92%、82.80%、

58.67%和 57.08%的实验室在日常工作中监测检验前、中、后和总 TAT。有 52.58%，

78.94%，52.72%和 59.06%的实验室对开展的检验项目设定有目标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

和总 TAT。多数实验室检验后 TAT 均为 0min，但不同项目的检验前、中和总 TAT 各不相

同。WBC 项目的 TAT 均低于凝血项目。血液项目检验前、检验中、和总 TAT 中位数多分布

在 30~45min 或 60~120min，30~45min 或 60~120min 和 30~90min 或 120~240min 之间，急

诊项目多处于 15~45min，15~45min 和 30~90min。血液平诊项目检验前、检验中和总 TAT 
P90 分别在 15~30 或 60~120min，45~120min 和 90~240min 之间，急诊项目则分别在

15~45min，15~60min 和 30~90min。参与调查实验室 45%~60%总 TAT 阈外值率在 4σ 水平

以上，但也约有 15%~20%的实验室 σ＜3。参与调查实验室认为检验前 TAT 延时的原因主要

为运输时间过长，检验中主要为检测高峰仪器拥堵，而检验后主要原因则是 LIS/HIS 系统故

障。分组结果显示采用 LIS 与 HIS 接口和电脑报告与较短的 TAT 相关。 
结论  大多实验室对检验中 TAT 监测较为严格，但缺乏对检验前、中和总 TAT 的监测力度。

建议临床实验室加强信息系统建设，通过内部纵向监测和外部横向比较，识别 TAT 延时原

因，以持续提高实验室服务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0662 
 

National survey on turnaround time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tests in 738 laboratories in China 

 
Zhang Xiaoyan1,Fei Yang1,Wang Wei1,Zhao Haijian1,Wang Minqi2,Chen Bingquan2,Zhou Jie2,Wang Zhiguo1 

1.National Centre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2.Beijing Cli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Background This survey was initiated to catch the current status of turnaround time (TAT) 
monitoring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 provide baseline data for establishment of 
quality specifications of related quality indicators (QIs), analyze the impact factors of TAT 
across the total testing spectrum and give advices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Methods 738 Chinese laborator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TAT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program in July 2015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Questionnaires involved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data of related QIs of TAT 
during 1 week were provided to participants and required to submit within 1-month. 12 QIs 
were covered in TAT investigation, which were medians, 90th and outlier rates of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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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examination, post-examination and overall TAT. Reasons for delayed TAT 
were also investigation. Self-developed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tilized for data analysis. 
Mann-Whitney Test and Kruskal-Wallis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TAT, P＜0.05 was defined as the threshold of significance. 
Results Response rate of TAT was 46.44% (738/1589).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were tertiary 
hospitals. There were 52.30%, 80.35%, 55.28% and 55.96% of the laboratories indicated 
they had set up target TATs in pre-examination, examination, post-examination and overall 
TAT for biochemistry analytes and monitored TATs generally. The post-examination TAT of 
majority laboratories was 0min, however, the pre-examination, examination and overall TAT 
varied largely among different laboratories and analytes. The medians of pre- examination 
TATs of routine tests mainly ranged from 30min to 90min, 60min to 120min for examination 
TATs, 120min to 240min for overall TATs. For median TATs of stat tests, the majority 
of laboratories were less than 30min in pre-examination phase, 30min to 60min 
in examination process, 30min to 90min in overall phase. The 90th of pre-examination TATs 
of routine tests mainly ranged from 30min to 90min, 90min to 240min for examination TATs, 
120min to 360min for overall TATs. For 90th TATs of stat tests, the majority of laboratories 
were less than 30min in pre-examination phase, 30min to 60min in examination phase and 
60min to 120min in overall phase. M-W test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medians and 90th TATs of routine and stat analytes in 4 phases (P<0.05). Sigma 
values of TAT outlier rates for 45%~60% of participants were all above 4, while there still 
were 15%~20% of labs whose sigma values were below 3. “Long transportation time”, “Peak 
time instruments congestion” and “LIS/HIS breakdown” were main reasons for delayed TAT. 
Group comparisons showed nurse or mechanical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linking LIS with HIS, 
and using computer reporting instead of printing report were related to shorter TATs. 
Conclusions The monitoring strength of pre-examination, post-examination and total TATs 
was insufficient. Laborator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dentify reasons for TAT delay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continuousl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683 
 

临床化学自建检测系统的分析测量范围和临床可报告范围性

能确认 
 

阚丽娟
1 张秀明

1,2 
1.中山市人民医院 

2.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 
 

目的  探讨临床化学自建检测系统分析测量范围（AMR）和临床可报告范围（CRR）的确认方

法。 
方法  方法学评价研究。以血清肌酸激酶（CK）测定为例，选择低浓度样本和高浓度样本各一

份，按适当比例混合制备成一系列线性评价样品，分别用平均斜率法、CLSI EP6-A 法和线性

稀释回收法确定 AMR；用最大稀释度实验确定最大稀释倍数，结合 AMR 确定 CRR。以 1/2
行业标准规定的允许总误差（TEa）设定为允许误差（7.5%）。 
结果  以样品号为横坐标、实际测量值为纵坐标作 X-Y 散点图，目测初步判断 AMR 上限在

1651U/L 附近。采用平均斜率法对 6 个样品的实验结果表明，预期值和实测值的相关系数

（r）、截距（a）和斜率（b）符合线性要求，确定 AMR 为 5~1699U/L。采用 EP6-A 法对 6
个样品的实验结果表明，最佳拟合曲线为三次多项式，最低浓度点的线性偏差为-77.1%，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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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允许误差要求；去掉最高浓度点后用 5 个样品重新实验，二次多项式的非线性系数 c 和三

次多项式的非线性系数列数 c 和 d 与 0 均无差异，确定 AMR 为 7.5~1458.0U/L。线性稀释回

收法对 6 个样品的实验结果表明，理论值和实测值的 r、a 和 b 符合线性要求，稀释回收率在

100.0%～104.8%，确定 AMR 为 5~1699U/L。在允许误差小于 7.5%的条件下，实验获得的

CRR 为 5～33880U/L。 
结论  平均斜率法、EP6-A 法和线性稀释回收法均可用于评价检测系统的 AMR。线性稀释回

收法不需要复杂的统计学处理，更适合临床实验室采用。EP6-A 法最低浓度点的线性偏差往往

达不到质量目标要求，存在统计缺陷。采用稀释回收实验结合 AMR 的方法确定 CRR 简单易

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699 
 

血清补体 C1q 在缺血性脑卒中的诊断价值 
 

赵晓文
1,2 张义（通讯）

2 庞保军
1 

1.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东区检验科 
2.山东省齐鲁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血清补体 C1q 水平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病危险性及其严重程度的关系,为缺血性脑卒中

的临床诊断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回顾性研究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6 月在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的急性脑卒中患者

147 例，同时随机选取同期聊城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正常体检者 42 名作为正常对照组，对缺

血性脑卒中患者根据发病时间的长短分为三组：发病时间<24h 组，24h-48h，>48h 组。通过

测量梗死面积的最大径将病例分为 3 组：大病灶组（最大径>3cm）、中病灶组（最大径 1.5-
3cm）、小病灶组（最大径<1.5cm）。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分别检测患者血清中补体 C1q 水

平，从而探讨补体 C1q 水平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危险性及其严重程度的关系，多组间

比较采用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计算脑梗死的危险因素。 
结果 缺血性脑卒中组的血清补体 C1q 高于对组[(178.6±52.03) 
mg/L,(163.68±34.42)mg/L,P<0.001];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发现血清中补体 C1q 为脑梗

死的独立致病因素。缺血性脑卒中组的血清补体 C1q 的水平随发病时间的延长呈递减趋势[发
病时间<24h 组：(187.71±53.22)mg/L；发病 24-48h 组：(166.02±47.92)mg/L；发病>48h
组：(147.38±29.78) mg/L 且三组之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随着梗死最大径的增大血

清中补体 C1q 的水平呈递增趋势[小病灶组：(177.65±55.72) mg/L；中病灶组：

(178.33±45.7 )mg/L 9；大病灶组：(184.12±55.45 
)mg/L]其中大面积积梗死组与中面积和小面积梗死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补体 C1q 是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其水平的高低与缺血性脑卒中的

发病时间及梗死面积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00 
 

实验诊断血尿来源的方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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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麦贵

1 杨阳
2 杨铮

3 岳波
4 郑善銮

1 饶国洲
5 何娟

1 樊爱琳
1 郝晓柯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北京军区联勤六分部 252 医院 

3.学员旅研究生大队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5.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口腔医学研究中心 
 

目的 探讨三种检测方法判断血尿来源的比较研究。 
方法 采用显微镜检查红细胞形态变异率、免疫荧光染色和红细胞电泳，分别对 318 例经临床

及病理确诊的血尿来源患者，进行检测比较。 
结果 确诊的 208 例肾源性血尿红细胞形态学检查总符合率为 69.2%（208/144）；Ig 免疫荧

光符合率为 98.1%（208/204）；红细胞电泳时间符合率为 97.6%（208/203），免疫荧光和

电泳法符合率明显高于红细胞形态学有显著性差异（P<0.01）,免疫荧光与电泳法无明显差异

（P>0.05）。三种方法对 110 例非肾源性血尿检测符合率分别为 97.3%（110/107）；1.8%
（110/2）；2.7%（110/3），红细胞形态学法明显高于免疫荧光和电泳法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1）。 
结论 肾源性血尿红细胞被免疫球蛋白（Ig）包裹，表面电荷降低，使 Ig 免疫荧光和红细胞电

泳法对诊断肾源性血尿较特异准确，红细胞形态学虽较差，但易开展适于各级医疗单位，对非

肾源性血尿诊断率优于免疫荧光和电泳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01 
 

循环 MicroRNA 在肝癌诊断中的价值——基于 18 篇文章的

Meta 分析 
 

丁艳
2 严家来

1 
1.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南京市第二医院 
 

目的 近几年 MicroRNA (MiRNA)在癌症方面的应用研究的很多,但是不同的文献中对循环

MiRNA 在早期肝癌中的诊断价值观点不一致，本研究通过 Meta 分析，系统的评价循环

MiRNA 在早期肝癌中的诊断价值及是否存在发表偏倚。 
方法 通过中外文数据系统评价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通过 Q 检验和 I2 统计研究间的异质性，

并选择合适的效应模型，计算出合并敏感性、特异度及汇总后的工作特征曲线（SROC）并计

算出曲线下面积(AUC)。进一步通过亚组分析和 Meta 回归来分析造成异质性的潜在原因及是

否存在发表偏倚。所有的分析通过 STAT12.0 软件和 RevMan5.3 软件。 
结果 根据严格的纳入标准总共来自 18 文献的 37 个研究被用来做 Meta 分析，根据整个肝癌

的分析表明循环 miRNA 具有相对好的诊断价值，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 0.76 和 0.78。AUC 为

0.83。另外在亚组分析中以正常人为对照比以疾病做对照显示较高的诊断价值（P<0.00）。

不同种类的 miRNA 试验表明单个 miRNA 比复合 miRNA 展示相对低的诊断价值其 AUC 分别

（0.82、0.88 ）。另外上调的 miRNA 比下调的具有高的诊断价值，合并后存在发表偏倚，但

亚组中以正常人为对照肝癌诊断不存在发表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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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总之循环 miRNA 作为潜在标志物在区别正常人和肝癌方面比区别肝病和肝癌方面具有较

高的诊断价值，多个 miRNA, 表达上调的 miRNA 具有更好的诊断价值，为了更有效的应用

miRNA 对肝癌的诊断，还需要多中心的进一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03 
 

血脂脂蛋白水平与 2 型糖尿病并发血管病变的关系探讨 
 

杨麦贵
1 杨阳

2 杨铮
3 岳波

4 马恒
5 刘家云

1 郑善銮
1 马越云

1 郝晓柯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北京军区联勤六分部 252 医院 

3.学员旅研究生大队 
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5..基础学院生理学教研室 
 

目的  研究探讨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脂和载脂蛋白水平与其并发症的关系及诊断价

值。 
方法 按 WHO 制定的 T2DM 诊断标准确诊 120 例，将其分为 4 组：A.无血管并发症组、B.视
网膜微血管病组、C.肾脏病组、D.冠心病组，采用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分

别检测受试者和健康正常对照者血清总胆固醇（TC）、三酸甘油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 A-I(APOA-I)、载脂蛋白 B
（APOB）水平。 
结果 测的 T2DM A 组患者 TC 为（5.3±1.1）mmol/L、TG(1.7±0.4) mmol/L、APOB
（1.3±0.4）g/L、 APOA-I/APOB（1.2±0.5）；B 组 TG(1.7±0.3) mmol/L、LDL-C （2.4±.3）
mmol/L、APOB (1.3±0.4) g/L 、APOA-I/APOB（1.2±0.5）； C 组 TG（2.6±1.0 ）mmol/L、
TC（6.6±2.0）mmol/L、LDL-C （2.6±0.3）mmol/L、 APOB （1.8±0.6）g/L 、   APOA-
I/APOB （0.8±0.3）；D 组 TG (3.4±2.0) mmol/L、TC（5.2±1.0）mmol/L  、 HDL-C 
(0.9±0.2 ) mmol/L、 LDL-C （2.9±1.1）mmol/L、 APOA-I （1.2±0.4）g/L、  APOB 
（1.9±0.7）g/L、 APOA-I/APOB （0.8±0.4）与对照组 TG（1.3±0.3）mmol/L  、 TC(4.9±0.4) 
mmol/L  、 HDL-C (1.3±0.3) mmol/L  、 LDL-C (2.1±0.5) mmol/L  、APOA-I (1.4±0.3) g/L、 
APOB (0.9±0.4) g/L、  APOA-I/APOB (1.5±0.4)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T2DM 血脂和载脂蛋白水平与血管并发症有密切关系，APOA-I/APOB 比值是反映 T2DM
脂质代谢紊乱和动脉粥样硬化的敏感指标，APOB 可能是血管内皮功能受损致动脉粥样硬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06 
 

中老年人血清尿酸水平测定的临床价值分析  
 

杨麦贵
1 杨阳

2 杨铮
3 岳波

4 郑善銮
1 岳乔红

1 秦庆
1 何娟

1 樊爱琳
1 郝晓柯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北京军区联勤六分部 252 医院 

3.学员旅研究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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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探讨中老年人血尿酸水平与相关性疾病的关系及各年龄段的意义。 
方法 采用日立 71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了 1 685 例住院患者血清尿酸，分析所有病历资料

观其各年龄段、性别与相关性疾病的关系及发病率。 
结果 1 685 例患者检出高尿酸血症 361 例占 21.4% ，各年龄段男高于女，男性总发病率

（261/1123）23.2%高于女性（56/562）10.0% （P<0.01） ，50～59 岁发病率较高为

32.4%，与相关性疾病有密切关系，发病率均明显高于正常尿酸组（P<0.01）,超体重及肥胖

组发生高尿酸血症分别为 40.6%和 46.2%。 
结论  50～59 岁的中老年男性易发生高尿酸血症，可致相关性疾病的发生，是冠心病等的危险

致病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07 
 

侵蚀艾肯菌致颈部脓肿 1 例 
 

杨佩红 徐修礼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侵蚀艾肯菌是人类黏膜表面固有菌群的一部分，可从上呼吸道标本、胃肠道或泌尿生殖道标本

中分离到该菌，通常不致病。当机体免疫力下降或黏膜表面破损时，此菌进入周围组织引起感

染，如软组织脓肿、中耳炎、鼻窦炎、肺炎、心内膜炎、脑膜炎、关节炎及术后感染等[1]。笔

者于 2015 年 9 月从一颈部脓肿患者的脓液标本中分离出侵蚀艾肯菌 1 株，报道如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10 
 

质量和颗粒单位法检测 LP（a)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研究 
 

赵晓文
1,2 张义（通讯)2 庞保军

1 
1.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东区检验科 

2.山东省齐鲁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目的  应用质量测定法和颗粒单位检测法分别测定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脂蛋白 a [LP(a)]
的水平，评价 LP（a）的检测方法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关系，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诊

断与治疗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方法  回顾性研究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6 月在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 147 例，分别用质量测定法和新一代 LP（a）颗粒单位检测法对患者血清中的 LP（a）
水平进行检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评价两种检测方法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诊

断效能；按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中风量表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进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

估（NIHSS 评分），分析两种检测方法与 NIHSS 评分之间的关系。 
结果  质量测定法与颗粒单位检测法诊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颗粒

单位检测法的阳性率高于质量测定法（质量测定法：病例组 81.9%,对照组 8.9%，p<0.01；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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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单位检测法:病例组 92.3%,对照组 6.7%,p<0.01）。颗粒单位检测法测定 LP（a）对诊断急

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显著高于质量测定法（质量测定法：敏感性为 71.1%，特

异性为 61.9%；颗粒单位检测法：敏感性为 78.7%，特异性为 95.2%）。颗粒单位检测法比

质量测定法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有更好的相关性（质量测定法: 
r=0.462，颗粒单位检测法：r=0.587）。 
结论  应用颗粒单位检测法检测血清中 LP（a）的水平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诊断价值优

于质量测定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11 
 

重症监护病房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子流行特点研究 
 

杨玉琪 郝晓柯 马越云 徐修礼 周珊 周磊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了解医院重症监护病房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子流行特点，分析其基因同源相关性，为有

效控制院内感染的发生发展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收集医院 2013 年 3-8 月 ICU 病房分离的 62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采用多位点序列分型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技术，PCR 扩增 7 个管家基因片段，并进行测序分析，结果与

PubMLST 数据库进行比对，使用 eBURST 软件对 ST 数据进行亲缘关系分析。 
结果 62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被分为 10 个 ST 基因型，其中 2 个 ST 基因型是新发现的基因型。

10 个 ST 基因型中，医院 ICU 病区的主要流行基因型为 ST239 和 ST5 基因型，分别占

74.19%和 12.90%。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在我院临床株中发现 3 种其他地区没有的 ST 型

别，62 株菌株在系统进化树上形成 7 个主要分支。 
结论 医院 ICU 病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基因同源相关性，并呈现出集中分布的趋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13 
 

间质性肺炎患者抗 RA33 抗体、ANA、RF、CRP 与 ENA 联

合检测的临床应用 
 

张小宁 彭道荣 赵茜 王菁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了解引起间质性肺炎的发病情况及相关因素，探讨血清抗 RA33 抗体、ANA、RF、ENA
及 hs-CRP 联合检测在间质性肺炎患者诊断、治疗及预后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 ELISA 法对 32 例间质性肺炎患者，37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30 例普通肺炎患者

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抗 RA33 抗体的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ANA、免疫印迹法检测

ENA ，免疫比浊法进行类风湿因子(RF)及 CRP 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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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间质性肺炎组患者 RF 水平为：［（25.75±39.56）KIU/L］与普通肺炎［（10.92±2.79）
KIU/L］及健康对照组［（10.89±2.78）KIU/L］比较差异均显著（p<0.05）；与类风湿性关节

炎组［（ 105.59±153.88）KIU/L］比较，差异非常显著（p<0.01）；类风湿性关节炎组 RF
水平［（ 105.59±153.88）KIU/L］与普通肺炎［（10.92±2.79）KIU/L］及健康对照组

［（10.89±2.78）KIU/L］比较，差异非常显著（p<0.01）；间质性肺炎组患者 CRP 水平

为：［（20.04±26.61）mg/L］与普通肺炎组［（9.99±6.93）mg/L］比较，差异显著

（p<0.05）；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组［（11.65±24.28）mg/L］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0.05），与健康对照组［（2.57±2.18）mg/L］比较，差异非常显著（p<0.01）；间质性

肺炎组患者抗 RA33 抗体水平为：［（ 14.13±11.65）U/mL］与健康对照组［（8.10±8.40）
U/mL］比较，差异显著（p<0.05），类风湿性关节炎组［（17.89±35.16）U/mL］与健康对

照组［（8.10±8.40）U/mL］比较，差异非常显著（p<0.01）。普通肺炎［（9.59±11.56 ）
U/mL］组与健康对照组［（8.10±8.40）U/mL］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对间质性肺炎患者进行抗 RA33 抗体、ANA、RF、CRP、ENA 联合检测，对于疾病的进

展、病因分析、指导治疗和改善预后均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14 
 

耻阴虱寄生虫在儿童眼睫毛处检测一例 
 

黄镇华 梁绮华 曾兰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提高耻阴虱寄生虫在儿童样本中的检出率，避免儿童患阴虱寄生虫病。 
方法 将儿童睫毛根部剥离的样本标本置于载玻片上用盖玻片封好，采用显微镜高倍镜

（40*10）下观察寄生虫形态。 
结果  镜下发现寄生虫成虫胸腹部前宽后窄，近似蟹形，头较长，触角 5 节，胸部分节不明

显，前足及附爪较细，中后足发达粗壮，经鉴定确诊为耻阴虱。 
结论 耻阴虱是一种寄生于人体毛发的寄生虫，长约 1 至 3 毫米，主要寄生于阴阜和肛毛区，

远看如同皮屑，细看如同小螃蟹，以吸取宿主的血液为生，常引起阴虱寄生的患处剧烈瘙痒、

荨麻疹。另外，阴虱可能带有其他病菌，是患者产生感染。阴虱的传播途径主要是性交，因此

阴虱感染被认为是性传播疾病的一种。衣物和床铺也是阴虱的重要传播途径。厕所被患有阴虱

的人刚使用过，亦有被传染的可能。阴虱是虱子的一种，除此之外，寄生在人体的虱子还有体

虱、头虱。虱子的寿命大概有六个星期，成虫雌虱一天大约产十粒卵，卵坚固的粘附在人的头

发或衣服上。八天左右小虱子孵出，并立刻咬人吸血。两三周后通过三次蜕皮可以长成成虫。

虱子一生都是寄生生活。本病例为一 5 岁儿童，提示儿童家长们要避免儿童患阴虱寄生虫病，

平时就要注意环境卫生，常用热水洗澡洗头，常换衣服，身上就不会长虱子。如已长有虱子，

须就医用药杀死寄生虫。有虱子的衣服可用开水煮。毛发内有虱子就要把毛发剃去。阴虱是可

以活动的，在脱离人体后还可以单独存活 3 到 5 天，所以须对患者接触过的物品、居住过的环

境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避免人和物之间的交叉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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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具有溯源性和互换性的校准品在临床生化应用中的重要

性 
 

张莹 周铁成 童开 程晓东 马越云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通过在临床实验室使用具有溯源性和互换性的参考物质作为校准品，寻求血清酶测定标

准化的新途径。 
方法 以谷氨酰转肽酶（GGT）肌酸激酶（CK）和乳酸脱氢酶（LDH）为例，收集混合血清，

由 4 家酶学参考实验室联合赋值，制备具有溯源性和互换性的参考物质。参加试验的 11 个实

验室先使用各自配套的 GGT 和 LDH 校准品校准仪器，在校准通过后，将 GGT 和 LDH 低中

高 3 个水平的血清样本和参考物质各测定 3 次，记录检验结果；再使用具有溯源性和互换性的

参考物质作为校准品校准后，重复测定 GGT 和 LDH 低中高 3 个水平的血清样本和参考物质各

3 次，记录检验结果。计算 11 家实验室在使用具有溯源性和互换性的参考物质作为校准品校

准前后，参考物质检测结果与靶值的偏移和低中高 3 个水平的血清样本 GGT 和 LDH 检测结果

的变异系数（CV%）。详细结果见表 1，表 2，表 3，表 4。 
结果 使用具有溯源性和互换性的参考物质作为校准品校准后，GGT 参考物质检测结果与靶值

的偏移由 0.66%降到 0.30%,LDH 参考物质检测结果与靶值的偏移由-4.12%降到 0.21%；低中

高 3 个水平的血清样本 GGT 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 CV 由 6.13%， 5.90%和 6.04% 降到了

3.30%，1.18%和 1.83% ，LDH 检测结果的变异系数 CV 由 8.40%，8.74%和 8.76 降到了

1.14%，1.21%和 2.73%。 
结论 在临床实验室使用具有溯源性和互换性的参考物质作为校准品，能大幅度提高实验室间

结果的正确度和一致性，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有利于各个实验室各设备间结果的标准化和

一致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16 
 

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PSA、PAP 联合检测的临床价值及雌激素

对其影响研究 
 

任永强 
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 276400 

 
目的 研究血清 PSA、PAP 联合检测对前列腺癌诊断价值及雌激素对其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泌尿外科收治的前列腺癌患者 60 例，给予己烯雌酚 3mg，每日一次口服，同时

给予阿司匹林肠溶缓释片 100mg，每日一次口服，连续 2 个月。同时选取前列腺增生患者 60
例，正常对照组为同时期体检健康者 60 例。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分别观察前列腺增生组、

正常对照组、前列腺癌组治疗前、前列腺癌组治疗后血清 PSA、PAP 水平，以及前列腺癌组

患者治疗前后 IPSS 评分指标。 
结果 ①前列腺癌组的血清 PSA、PAP 水平明显高于前列腺增生组和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②前列腺增生组和正常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PSA 对前

列腺癌的阳性检出率及检测的灵敏性为 78.33%，指标特异性达 70.00%，而 PAP 对前列腺癌

的阳性检出率及检测的灵敏性为 53.33%，指标特异性达 93.33%；PSA 对前列腺癌检出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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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率和灵敏性均高于 PAP，而特异性却不及 PA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治疗

后，前列腺癌组血清 PSA、PAP 水平均有所改善，与治疗前比较，血清 PSA、PAP 水平明显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治疗后，前列腺癌组前列腺症状有所改善，与治疗

前比较，IPSS 评分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 PSA、PAP 联合检测能够提高对前列腺癌诊断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可用于前列腺癌

的早期诊断；雌激素能够降低其水平，改善前列腺癌症状，抑制病情进展。 
关键词：前列腺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前列腺酸性磷酸酶；雌激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0718 
 
Synovial fluid C-reactive protein as a diagnostic marker 

for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ang Chi1,Li Rui2,Wang Chengbin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LA General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PLA General Hospital， 

 
Aim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 is the main cause of failure following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TJA). Up until now, the diagnosis of PJI is still confronted with 
technical limitations a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synovial fluid biomarker, C-reactive protein 
(CRP), can provide high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PJI remains unanswered. 
Methods Firstly,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on CRP in the diagnosis of PJI by 
searching online databases using key words such as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synovial fluid” and “C-reactive protein”. Eligible studies providing sufficient data 
to construct 2×2 contingency tables were then selected based on the list of criteria and the 
quality of included studies was assessed subsequently. Lastly, the report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SROC) curve and the area under the SROC (AUSROC) were 
pooled together and used to evaluate overal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Results Seven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our review, six of which comprising a total of 456 
participants were further investigated in our meta-analysis.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DOR were 0.92 (95%CI: 0.86-0.96), 0.90 (95%CI: 0.87-0.93), and 101.4 (95%CI: 48.07-
213.93),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the Summary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 
(SROC) was 0.9663 (SE 0.0113).  
Conclusion Synovial fluid CRP is a good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PJI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19 
 

西格玛度量质量控制方法在我科临床生化实验室的初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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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莹 童开 周铁成 程晓东 马越云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初步使用西格玛值对我科主要生化项目进行评估，来探讨一种以西格玛度量的方式来决

定不同临床生化检验项目所应选择的质量控制规则。 
方法 计算生化室每个检测项目在一年内检测结果的平均变异系数（CV%）,统计每个项目在一

年内参加室间质评的平均偏移（bias%） 和允许总误差（TEa）。使用西格玛值计算公式 s 
=(TEa–bias)/CV，计算每个项目的西格玛值，根据不同的西格玛值选择不同的质量控制规则。 
结果 通过西格玛值计算公式得 ALB,TBIL,AST 等 12 各项目的西格玛值>6，选用 13.5s 质控规

则，2 个水平控制物，每一批每个水平只测定一次；ALT,CHO,TG 项目的西格玛值>5，选用

13s 质控规则，2 个水平控制物，每一批每个水平只测定一次；GGT,CL 项目的西格玛值>4，
选用 12.5s 质控规则，2 个水平控制物，每一批每个水平只测定一次；TP,K,Na,CA 项目的西

格玛值>3，选用 13s/R4s/22s/10X+12s 质控规则，2 个水平控制物，每一批每个水平只测定

一次。结果见表 1。 
结论 我科生化室使用基于西格玛度量的方式进行简单有效的质量控制，通过西格玛值的高低

不仅可以快速的评估出具有风险因素的项目，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西格玛值选用不同的最佳质

量控制规则。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20 
 

血清 α-L-岩藻糖苷酶水平在常见血液病中的变化 
 

马晓露 李思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通过分析血清 α-L-岩藻糖苷酶水平在几种常见血液病中的变化，探讨其与疾病发生发展

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速率法分析 71 例血液病患者（其中急性白血病 23 例、慢性白血病 9 例、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 22 例、贫血 17 例）和 71 例健康对照组血清 AFU 水平，分析各组间以及急性白

血病治疗前后血清 AFU 水平的差异。 
结果 白血病患者 AFU 水平（急性白血病组 26.3± 8.8 U/L,慢性白血病组 25.0±3.9 U/L）明显

高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组(17.0± 5.4 U/L)、贫血组(20.1±3.0 U/L)和健康对照组(20.3±4.0 
U/L)(P<0.05）；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 AFU 水平低于其他各组(P<0.05)；治疗前急性白血

病组 AFU 水平(25.4±8.2 U/L)明显高于经治缓解组(19.3±5.5 U/L)(P<0.05)。 
结论  白血病患者的血清 α-L-岩藻糖苷酶水平增高，而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中明显减

低；急性白血病治疗后缓解期可见其血清 AFU 水平有明显下降趋势。血清 AFU 水平的检测可

以用于相关血液病的辅助诊断及预后评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21 
 

主要肠杆菌科细菌分布特点及其耐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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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恬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分析西京医院 2015 年度主要肠杆菌科细菌分布特点及其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尤其

是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的发展趋势。 
方法  采用常规方法对临床感染标本进行病原菌培养、分离和鉴定，药敏试验应用 K-B 纸片扩

散法，参照 CLSI M100-S24 规定的标准执行，碳青霉烯酶确证试验采用改良 Hodge 方法。应

用 WHONET 5.6 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耐药率统计分析。 
结果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共检出病原菌 4166 株，肠杆菌科细菌 1554 株，分离率为

37.30%，其中大肠埃希菌 787 株，分离率 18.89%，ESBLs 581 株，产酶率为 73.82%；肺炎

克雷伯菌 367 株，分离率 8.81%，ESBLs 182 株，产酶率为 49.59%；阴沟肠杆菌 169 株，

分离率 4.06%。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阴沟肠杆菌对头孢唑啉耐药率最高，分别为

93.2%、78.5%和 95.1%；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肠杆菌科细菌共 69 株，分离率 1.66%，其

中大肠埃希菌 13 株，肺炎克雷伯菌 41 株，阴沟肠杆菌 15 株，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耐药

率，大肠埃希菌分别为 1.2%和 1.5%，肺炎克雷伯菌分别为 10.5%和 11.9%，阴沟肠杆菌分

别为 18.5%和 19.8%。 
结论  医院感染病原菌以肠杆菌科细菌的为主，其 ESBLs 的检出率仍居高不下，对碳青霉烯类

抗菌药物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耐药率较去年同期数据有上升趋势，尤其以肺炎克雷伯菌较为

显著。实时医院感染监测，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可延缓耐药性的产生和蔓延，控制 CRE 的发

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726 
 

做走心而不走眼的检验工作者 
 

胡玉皎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在检验医学飞速发展进步的今天，针对检验科与临床科室缺少深入交流的现象，探讨检验工作

人员除应“不走眼”地坚守实验室的阵地，还要通过搭建固定交流平台、进入临床科室轮转学

习、参与临床查房与会诊、跨学科合作搞科研等途径加强与临床医护人员的沟通与交流，做

“走心”的检验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30 
 

两种体外扩增造血干细胞的方法比较 
 

张坤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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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移植已成为临床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重症免疫缺陷征、地中海贫血、等

造血及免疫系统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成熟技术和重要手段，现在临床上多通过脐血来获得造血干

细胞，但毕竟数量有限，我们需要通过体外扩增的方法获得更多的造血干细胞。目的：对比小

鼠骨髓基质细胞系 OP9 共培养和细胞因子二维单层培养方法体外诱导人 CD34+造血干细胞体

外扩增的效率，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方法：体外通过磁珠分选的方法分选得到人脐带血中

CD34+细胞，采用小鼠骨髓基质细胞系 OP9 共培养和细胞因子二维单层培养方法体外诱导人

CD34+造血干细胞体外扩增，通过流式细胞检测技术检测扩增效率，比较两种扩增方法的效

果。通过细胞集落实验检测扩增所得的 CD34+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结果：通过与小鼠骨

髓基质细胞系 OP9 共培养的方法，CD34+造血干细胞在共培养第 14 日细胞数目较之前增长

38.4%±5.9。通过细胞因子二维单层诱导扩增方法，在培养第 14 日细胞数目较之前增长

18.1%±2.3，两种方法扩增效率比较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细胞集落结果显示，通过

OP9 共培养的方法集落培养 14 天能够得到红系集落（CFU-E），粒系集落(CFU-G)，巨核系

集落(CFU-M)，粒-巨核系集落(CFU-GM)。通过二维单层培养方法，集落培养 14 天只能够得

到粒系集落(CFU-G)，巨核系集落(CFU-M)。结论：小鼠骨髓基质细胞系 OP9 共培养和细胞

因子二维单层培养方法都可以在体外诱导人 CD34+造血干细胞扩增。相比较细胞因子二维单

层培养方法，小鼠骨髓基质细胞系 OP9 共培养体系更有利于造血干细胞的体外扩增及造血干

细胞干性的保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37 
 

串联式电传感器在细菌及病毒检测中的应用分析 
 

刘健 任永强 
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 276400 

 
目的 对串联式压电传感器在细菌及病毒检测中的应用价值进行评价分析，为今后的临床检验

工作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方法 采集 2012 年 9 月-2015 年 9 月间我院收治临床患者中分离得到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 65 株和水泡性口炎病毒 60 株，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水泡性口炎病毒分别采

取串联式压电传感器和纸片扩散法进行检测，而后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串联式压电传感器的阳性检出率与纸片扩散法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两种检测方

法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串联式压电传感器的检测时间较纸

片扩散法发生显著缩短（P<0.05）。 
结论 串联式压电传感器在检测细菌与病毒的过程中，在保证阳性率、敏感性与特异性的同

时，有效缩短了检测时间，值得关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41 
 

天津市某社区老年人群白蛋白尿发生率分布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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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莉 刘蕊 王华斌 孙遨 崔小璠 姜旭 

天津市人民医院 300121 
 

目的 对天津市某社区居住老年人群进行白蛋白尿发生率分布状况调查，并分析肾脏早期损伤

情况及可能存在的临床及生活习性的风险因素。 
方法 收集天津市某社区居住的 60 岁以上 2050 位体检老年人的清晨尿液标本及其相关体检资

料，检测尿白蛋白浓度和尿肌酐浓度，计算白蛋白肌酐比值（albumin: creatinine ratio , 
ACR），统计人群中白蛋白尿发生率，并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的风险比（odd ratio, 
OR）。 
结果 2050 位受试者中 56.69%患有高血压，12.86%患有糖尿病，ACR 升高者占 27.71%。男

性 ACR>30mg/g 者占 21.55%，女性占 32.58%。男性白蛋白尿发生率显著低于女性

（OR=0.58，P<0.05）；不同年龄组人群，70-79 岁人群 ACR 升高的风险是 60-69 岁人群的

1.45 倍，大于 80 岁人群则是 1.89 倍，调整性别因素后，大于 80 岁人群 ACR 水平升高的风

险则升高至 2.03 倍。排除性别、年龄因素后，身体质量指数和腰围均对 ACR 水平没有明显影

响，但甘油三酯、高血压、糖尿病则是 ACR 升高的危险因素，OR 值分别为 1.19、1.68、
1.95。每日吸烟量的增加，会导致 ACR 水平升高，但对 ACR 
的风险影响无统计学意义。运动频率增加能降低 ACR 水平，特别是在运动频率为 1 次/天时，

较不运动的人群而言能显著降低白蛋白尿的发生风险（OR=0.52, P=0.027）。  
结论 该社区老年人群中，存在较高的白蛋白尿发生率，女性多于男性；其中高血压、糖尿病

是最大的危险因素，然而 1 次/天的运动能够降低白蛋白尿发生的风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43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SCCmec∕PVL 分型及耐药性研究 
 

李智山 曹蕊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襄阳地区临床分离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染色体 mec 盒

（SCCmec）基因分型及杀白细胞毒素（PVL）基因的携带情况耐药情况， 
方法 收集襄阳地区 4 所大型医院 2013 年 4 月-2013 年 8 月从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MRSA 采用

MIC 法对临床分离 MRSA 选用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进行敏感性测定。运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技术进行耐药基因 mecA 检测、相关毒力基因 PVL 检测、SCCmec 基因分型研究。 
结果 30 株 MRSA 的 mecA 基因全部阳性，8 株携带 PVL 基因，SCCmecIII 型 26 株，

SCCmecIVa 型 4 株。药敏试验显示所检菌株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均敏感，对其

他抗生素存在一定的耐药率。 
结论 本地区所得标本以 SCCmecIII 型为主要流行类型，SCCmecIV 型的 PVL 基因携带率明显

高于 SCCmecIII 型，研究表明，携带 SCCmecIII 型基因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的耐药重要机制。治疗 MRSA 仍首选万古霉素等糖肽类抗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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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感染乙肝病毒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研究 
 

赵安成 
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 276400 

 
目的 探讨妊娠期感染乙肝病毒后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测定 46 例乙肝病毒感染孕妇、15 例正常孕妇、15 例正常对照者

CD3+、CD4+、CD8+、CD4+/ CD8+及 NK 细胞的水平，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  乙肝感染孕妇与正常孕妇组比较，CD4+细胞及 CD4+/CD8+比值明显降低，二者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0.05)，而 NK 细胞、CD3+细胞、CD8+细胞无明显变化(P>0.05)；正常孕妇组

与正常对照相比，CD3+细胞升高、CD4+、NK 细胞及 CD4+/CD8+比值明显降低，差异有显著

性 (P<0.05)。 
结论  妊娠期细胞免疫功能降低，乙肝病毒感染的孕妇同时伴有细胞免疫功能失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52 
 

基于量子点-适配体的烟曲霉适体传感器的应用研究 
 

易浔飞 王开宇 连兰兰 兰小鹏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检验科 350025 

 
目的 由烟曲霉（Aspergillus Fumigatus）引起的侵袭性曲霉感染日益严重，应用核酸适配体

（Aptamer）作为靶向识别分子，结合量子点组装为适配体传感器，实现对烟曲霉的快速、特

异富集和定量检测。 
方法 应用细胞－SELEX（cell－SELEX）技术筛选得到可与烟曲霉高特异性结合的适配体

(aptamer)，制备结合适配体的磁珠作为靶向识别、捕获分子，使用交联适体的荧光量子点作

为信号转换放大分子，建立“磁珠－烟曲霉－量子点”三明治夹心法，通过测定反应后上清液的

荧光强度值，实现对复杂样本中烟曲霉的快速、特异富集和定量检测。 
结果 针对烟曲霉的 cell－SELEX 共进行了 14 轮筛选，第 12 轮之后适配体文库与烟曲霉孢子

的结合率不再增加，表明适配体文库与烟曲霉的结合已基本达到饱和。经过亲和力和特异性鉴

定，选定最优适配体 AF-F-9 和 AF-F-20 构建 “磁珠－目标曲霉－量子点”夹心模式的荧光检测

法。使用适配体 AF-F-9 和 AF-F-20 分别作为识别分子和信号转换分子，分别制备荧光量子点

标记的适体探针和磁珠识别元件，检测时适配体探针和功能化磁珠与烟曲霉孢子分两步识别，

最终形成可供检测的夹心复合物。共聚焦显微镜下可见形成了靶向结合于烟曲霉的双位点夹心

复合物，磁珠富集在烟曲霉孢子周围并有簇状红色荧光。使用荧光分析仪检测经磁场分离后上

清液的荧光强度值，结合系列标准孢子数绘制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为 Y=－
14.82×X+150.9，决定系数为 R2＝0.978，此方法在 103-106cell/mL 范围内呈现良好的线性

关系，对烟曲霉的检出下限为 103 cell/mL。应用此方法验证检测烟曲霉与黄曲霉、黑曲霉、

土曲霉、构巢曲霉，以及不同种属但临床常见的念珠菌属、青霉菌的交叉灵敏度，结合反应后

烟曲霉标本中的相对荧光强度明显低于其他曲霉或真菌。 
结论 基于磁珠的高效异相分离和量子点优异的光学性能，联合适配体靶向识别烟曲霉作用，

建立“磁珠－目标曲霉－量子点”三明治夹心法的适体荧光检测方法，该方法靶向特异识别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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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操作简单、快速，为下一步在临床复杂样本中实现特异性定量检测烟曲霉奠定了研究基

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54 
 

G 试验诊断恶性血液病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的研究 
 

柯锋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评价血浆 1，3-β-D-葡聚糖检测( G 试验) 对恶性血液病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IFD) 的诊断

价值。 
方法 对 220 例血液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以中国 IFD 工作组制定的《血液病/恶性肿

瘤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为对照标准，研究血浆 1，3-β-D-葡聚糖浓度

单个指标在诊断 IFD 时受试者工作特征( ROC) 曲线下面积、敏感性、特异性和诊断所需时

间。 
结果 相比于金标准，血浆 1，3-β-D-葡聚糖浓度单个指标诊断恶性血液病患者 IFD 的 ROC 曲
线下面积、敏感性、特异性和诊断所需时间分别为 0.9468、98.1%、84.0%和( 3.86 ± 2.72) 
d。 
结论 G 试验诊断恶性血液病患者 IFD 较传统诊断方法在敏感性及所需时间上均有较大优势，

且有较好的阴性预测值，能帮助早期诊断和排除 IFD，提高临床诊治效果，减轻患者医疗负

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57 
 

舟山地区肠化型萎缩性胃炎与胃癌 RUNX3 和 Ki-67 的对比表

达 
 

王崇宇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316111 

 
目的 本研究对 2014 年舟山海岛地区 40 岁以下的萎缩性胃炎尤其是伴肠化和异型增生病例进

行新型抑癌基因 RUNX3 与核增殖抗原 ki67 的跟踪检测，同时和老年高发胃癌年龄段进行对

比分析，探讨新型抑癌基因 RUNX3 与核增殖抗原 ki67 在胃黏膜肠上皮化生(肠化)及胃癌中的

表达及其与胃癌发生的关系。 
方法 石蜡切片常规 HE 染色，观察萎缩性胃炎胃黏膜肠上皮化生的病理形态。采用免疫组织

化学 Envison 法对 72 例不典型肠化(AIM)和 102 例胃癌组织分别进行 RUNX3、ki67 检测。 
结果 RUNX3 在重度肠化上皮的表达率为 29.33，在高分化胃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33.33%，在低分化胃癌和印戒细胞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21.87%、20. 83% ，
RUNX3 的表达随着肠化的进展和腺癌病变程度的加深而逐渐缺失，高分化腺癌与轻度肠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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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p＜0.01，中分化腺癌与中度肠化相比， p＜0.05,有统计学意义。低分化腺癌与中度肠化

相比，p＜0.01，印戒细胞癌与中度肠化相比， p＜0.01。Ki-67 在各年龄段胃癌组织中的表

达：阴性者 6.86%，弱阳性 22.55%，阳性 32.25%，强阳性 39.24%；ki67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

达的强度与癌组织的分化成反比，在各年龄段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RUNX3 的表达随着肠化的进展和腺癌病变程度的加深而逐渐缺失。ki-67 在胃癌组织中

高表达与肿瘤的分化程度成反比。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58 
 

连花参加方对小鼠食管癌前病变组织 β-catenin 蛋白表达的

影响 
 

王玲 纪晓花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连花参加方对 4-硝基喹啉-1-氧化物（4NQO）诱导 C57BL/6 小鼠食管癌前病变形成

过程中 β-catenin 蛋白表达的影响，探讨其抑制食管癌前病变的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诱癌不同阶段以及给予连花参加方治疗前后各组小鼠食管

组织中 β-catenin 蛋白的表达变化。  
结果  β-catenin 蛋白在单纯诱癌组小鼠食管鳞状上皮细胞中的异常表达率随着诱癌时间的延长

而升高。诱癌开始后 24 周时 β-catenin 蛋白的异常表达率为 62.5%（10/16），显著高于同期

空白对照组（P<0.01）。与单纯诱癌组相比，连花参加方组、ATRA（all-trans retinoic acid）
治疗组小鼠食管上皮组织中 β-catenin 蛋白的异常表达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1），但连花参加方和 ATRA 治疗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连花参加方可以抑制 β-catenin 蛋白的聚积，这可能是其抑制小鼠食管癌变发生与发展

的机制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59 
 

miR-200b 与 CEA 在大肠癌中的表达及其相关性 
 

杜叶平 尹莉莉 武春梅 徐丽萍 苗晋华 
264 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 miR-200b 与癌胚抗原（CEA）在大肠癌发生、 发展过程中的表达情况及其表达的

相关性。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分析 60 例大肠癌组织及正常组织中 miR-200b mRNA 及

CEA mRNA 表达差异，分析其与患者临床资料、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探讨 60 例大肠癌组织

中 miR-200b mRNA 及 CEA mRNA 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 大肠癌组织中 miR-200b mRNA 的表达显著低于正常组织，CEA mRNA 显著高于正常组

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肠癌组织 miR-200b mRNA 和 CEA mRNA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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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与性别、年龄、肿瘤部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大肠癌的不同组织学分级及

TNM 分期中，CEA 呈现出过表达状态，而 miR-200b 呈现出表达降低或缺失状态；60 例大肠

癌组织中 miR-200b 和 CEA 的表达具有相关性（r= -0.790，P＜0.001），且呈负相关关系（-
1＜r＜0）。 
结论 miR-200b 在大肠癌组织中呈现低表达或表达缺失状态，与 CEA 的表达呈现一定的负相

关关系，提示 miR-200b 可能作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61 
 

Association of ABO blood group with P-selectin levels 
in Chinese Han healthy volunteers 

 
chen ying1,zhuo xiaofu2,lin yisheng3,huang wenhua2,zeng jia2,jiang li2,chen cen2,lin haijuan2 

1.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2.fujian blood center 

3.quanzhou blood center 
 

BACKGROUND  P-selectin, a member of the selectin family of adhesion molecules, is 
expressed on the surface of platelets and endothelial cells upon activation. Acting as a 
proinflammation factor, P-selectin can promote leukocyte rolling and mediate leukocyte 
and platelet interactions with the endothelium via P-selectin ligands during vascular 
inflammation. It also helps cancer cells invade the bloodstream during metastasis. Thu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ammation-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VD) and cancer progression. Recent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in Caucasians 
suggested that an associ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ABO gene locus and 
soluble levels of P-selectin (sP-selectin), which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ABO blood 
groups in various associated diseases,. However, it is unclear if the relationship corresponds 
to the phenotypic expression of ABO groups or is present i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verify this observation at both genotypic and phenotypic levels in a 
healthy Chinese population.  
STUDY DESIGN AND METHODS  The ABO blood groups were determined by both 
phenotypes and genotypes in 440 healthy Chinese Han volunteers, while P-selectin levels 
were evaluated for sP-selectin and total platelet P-selectin. The associations of ABO blood 
groups with P-selectin levels were assessed. 
RESULTS  ABO phenotyping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ndividual sP-selectin plasma 
levels were combined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s phenotypically expressing the A 
antigen have approximately 20% lower sP-selectin plasma levels than those carrying the B 
or O phenotype (P<0.0001), but that no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A and AB and between B 
and O phenotypes. Genotyping data revealed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A gen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observed difference in phenotype comparison, with no difference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expression of the A gene (i.e. A/A, A/B, 
and A/O genotypes). Those observations were confirmed by th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P<0.0001). Additionally, there were no associations between ABO blood groups, 
either phenotypes or genotypes, and pP-selectin levels.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sP-selectin levels and 
ABO group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which supported previous GWAS study results in a population of 
European anc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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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finding implicates its generalizability to other ethnic groups and is useful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O blood groups with inflammation-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CVD and malignanci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62 
 

莲黄子复方对膀胱癌 T24 裸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 
 

彭克楠 任瑞峰 李磊 戴素丽 赵连梅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莲黄子（半边莲、大黄、五加皮、决明子）复方对膀胱癌 T24 裸鼠移植瘤的抑瘤作

用，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  建立膀胱癌 T24 细胞的裸鼠移植瘤模型，实验分为 4 组：

生理盐水组（阴性对照组，5%NS）、阳性对照组（顺铂，2mg/kg）、低浓度莲黄子配方组

（2.5ml/kg/day）及高浓度莲黄子配方组(5ml/kg/day)，每组裸鼠 5 只, 隔天小鼠灌胃药，共计

灌胃 7 次。每隔一天测量裸鼠移植瘤的体积，末次给药第二天处死小鼠，称量裸鼠体重，瘤重

量。HE 和 TUNEL 实验检测瘤组织形态和凋亡情况。免疫组化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Bcl2 和

BaX 的表达情况，以及增殖相关蛋白 PCNA 和 ki-67 的表达情况。 
结果  莲黄子配方对膀胱癌 T24 裸鼠移植瘤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阳性对照组、低浓度莲

黄子配方组及高浓度莲黄子配方组的肿瘤抑制率分别为：(23.5+3.20)%，(28.14±2.67)%、

(60.92±3.46)%。莲黄子配方处理组小鼠肿瘤组织出现明显的凋亡形态学改变，TUNEL 实验显

示其凋亡率明显增高(P<0.01)；莲黄子配方处理组小鼠肿瘤组织中 Bcl2 、PCNA 和 ki-67 表达

明显降低，BaX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1)。 随着莲黄子配方组浓度的增加，抑瘤率和凋亡

率呈增高趋势，Bcl2 、PCNA 和 ki-67 表达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P<0.05），BaX 表达显著

增强(P<0.01)。 
结论  莲黄子配方对膀胱癌 T24 裸鼠移植瘤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诱导细胞凋

亡以及上调 BaX、下调 Bcl2 、PCNA 和 ki-67 的表达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63 
 

化学发光法和胶体金固相层析法测定 60 例肌钙蛋白 I 结果的

比较 
 

严能兵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用化学发光法和胶体金固相层析法测定 60 例肌钙蛋白 I，评价两种测定方法的检测结果

的差异和相关性。 
方法 收集我院门急诊和住院患者血清标本 60 例，用化学发光法和固相层析法测定肌钙蛋白

I，与临床诊断资料比较，评价两种测定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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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化学发光法和固相层析法的检测灵敏度、特异性、总符合率分别为 97.5%,60.0%、

100.0%,95.0%、98.3%,71.7%。在 cTnI 阴性和高浓度(>2 ng/mL)时, 两种方法之间检出能力

没有统计学差异,而在低中浓度(0.03~2 ng/mL)时化学发光法能检测, 固相层析法表现低灵敏度, 
两种方法之间测定结果有显著性差异(P<0.001)。 
结论 化学发光法和胶体金固相层析法与临床诊断有较好的总符合性，灵敏度和特异性较高。

胶体金固相层析法快速简便,适用于急诊及床旁检测，化学发光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和准确性好,
适于 AMI 患者的临床确诊和治疗监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64 
 

IL-8，anti-IL-8 对子宫内膜基质细胞增殖和抑制作用 
 

胡万发
1 王健

1,2 
1.安徽理工大学肿瘤医院 

2.安徽理工大学 
 

目的 探讨 IL-8 在内异症中的表达及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将内异症患者按 R-AFS 分期，分别用 ELISA 检测腹腔中 IL-8 表达水平，MTT 法测定经

IL-8、anti-IL-8 刺激后子宫内膜基质细胞的增殖和抑制情况。 
结果 内异症患者腹腔液 IL-8 水平为 23.37±8.23(pg/ml)，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P<0.05)。体外培养中，IL-8 对内膜基质细胞增殖有明显剂量和时间依赖性，浓度为 10ng/ml
时最显著，IL-8 对基质细胞的增殖作用可被 anti-IL-8 抑制。 
结论 IL-8 作为一种重要的趋化因子，可直接促进子宫内膜基质细胞生长，在内异症的发生和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66 
 

GRK3 在雄激素剥夺疗法诱导的神经内分泌型前列腺癌中的

作用 
 

张小冲 桑梅香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 G 偶联蛋白受体激酶 3（GRK3）在雄激素剥夺疗法诱导（ADT）的神经内分泌型前

列腺癌中的作用。 
方法 将前列腺腺癌细胞 LNCaP 用无激素培养基长期培养 9 个月，诱导出神经内分泌（NE）
型前列腺癌细胞，将其命名为 t-NEPC；采用 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细胞中 AR、PSA 及 NE
标记物的表达；采用 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细胞中 GRK3 的表达。 
结果 前列腺腺癌细胞 LNCaP 用无激素培养基长期培养 9 个月后，细胞向神经内分泌型方向转

化，细胞失去了以前的梭形结构，细胞变小，并伸出许多神经内分泌样的突触，将这种细胞命

名为神经内分泌型前列腺癌细胞，简称 t-NEPC。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与 LNCaP 细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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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t-NEPC 细胞中 AR 及 PSA 的表达显著降低，NE 标记物 CHGA、CHGB 及 ENO2 的表达

显著升高。real-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与 LNCaP 细胞相比，t-NEPC 细胞中

GRK3 的表达显著增高。t-NEPC 细胞敲低 GRK3 之后，细胞向腺癌细胞形态分化，细胞变

大，神经内分泌样突触消失。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t-NEPC 细胞敲低 GRK3 之后，细胞

中 NE 标记物 CHGA、CHGB 及 ENO2 的表达显著降低。 
结论 GRK3 在雄激素剥夺疗法诱导的神经内分泌型前列腺癌细胞的分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可能促进了前列腺腺癌细胞向神经内分泌方向转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67 
 

POCT 快检和化学发光两套系统并行确保急诊检测 TAT 
 

鲍帆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 POCT 快检和化学发光法两套系统并机运行确保急诊 TAT 的实现价值。 
方法  首先对两套系统进行比对，即两套系统同时检测 68 例 cTnI 标本，分组进行比较检出

率；以 i2000 检测结果为标准，快检仪与之比较，绘制 ROC 曲线，计算 ROC 曲线下面积

(Auc)。制定仪器的使用规则，即上午采用 i2 000 检测标本，下午和晚上采用停机，采用快检

仪检测标本；向急诊科临床医生问卷调查认可率等。 
结果 i2000 检测结果为标准，阴性组和高浓度组两仪器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浓度组两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03 。94.4%的医生认为急诊检测 TAT 符

合要求。 
结论 本院门诊化验室实行的是 POCT 快检和化学发光两套系统同时并行有利于优势互补，能

确保 TAT 在合理范围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69 
 

比较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对人 T 细胞淋巴瘤细胞株及 T 细胞

淋巴瘤患者和健康志愿者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影响 
 

何翠颖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比较葫芦素 D 和葫芦素 I 对人 T 细胞淋巴瘤 HuT78，HuT102， MT-2，MT-4 细胞，T
细胞淋巴瘤患者及健康志愿者外周血淋巴细胞的作用，进一步评价葫芦素 D 和葫芦素 I 用于 T
细胞淋巴瘤治疗的价值。 
方法  1 人 T 细胞淋巴瘤 HuT78，HuT102， MT-2，MT-4 细胞在 DMEM 培养基中常规培养，

每 24~48 小时传代，实验均使用对数期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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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ellTiter-Glo®荧光细胞活性检测法检测并比较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对 HuT78，HuT102， 
MT-2，MT-4 细胞增殖的影响：分别用葫芦素 D 和葫芦素 I 刺激细胞， CellTiter-Glo®荧光细

胞活性法检测细胞活性。 
3 T 细胞淋巴瘤患者及健康志愿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分离：取 T 细胞淋巴瘤患者及健康志愿者外

周血 10mL，Lymphoprep?分离液分离淋巴细胞。 
4 CellTiter-Glo®荧光细胞活性检测法检测并比较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对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增殖

的影响：分别用葫芦素 D 和葫芦素 I 刺激细胞， CellTiter-Glo®荧光细胞活性法检测细胞活

性。 
结果 1 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可抑制人 T 细胞淋巴瘤 HuT78，HuT102， MT-2，MT-4 细胞增

殖，且葫芦素 I 对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强于葫芦素 D。 
2 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可抑制 T 细胞淋巴瘤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增殖，而对健康志愿者外周血

淋巴细胞无抑制作用。 
结论 1.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可抑制人 T 细胞淋巴瘤细胞株 HuT78，HuT102， MT-2，MT-4 及

T 细胞淋巴瘤病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增殖，葫芦素 I 作用强于葫芦素 D。 
2. 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对健康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增殖无抑制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70 
 

比较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对小鼠 T 细胞淋巴瘤 EL4 细胞增殖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何翠颖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比较葫芦素 D 和葫芦素 I 对小鼠 T 细胞淋巴瘤 EL4 细胞的作用，分析其化学结构与抗癌

机制的关系，为相关药物开发及 T 细胞淋巴瘤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1 小鼠 T 细胞淋巴瘤 EL4 细胞在 DMEM 培养基中常规培养，每 24~48 小时传代，实验

均使用对数期细胞。  
2 CellTiter-Glo®荧光细胞活性检测法检测并比较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对小鼠 T 细胞淋巴瘤

EL4 细胞增殖的影响：分别用葫芦素 D 和葫芦素 I 刺激细胞，观察药物刺激组细胞对细胞形态

的影响， CellTiter-Glo®荧光细胞活性法检测细胞活性。 
3 Western Blot 法检测并比较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对小鼠 T 细胞淋巴瘤 EL4 细胞凋亡的影响：

葫芦素 D 与葫芦素刺激 EL4 细胞，提取细胞总蛋白，Western Blot 法检测并比较对照组及葫

芦素 D、葫芦素 I 刺激后 EL4 细胞内凋亡相关蛋白 PARP 与 Caspase-3 活化及表达情况。 
4 Western Blot 法检测并比较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在小鼠 T 细胞淋巴瘤 EL4 细胞中对 NF-κB 
p65 活化的影响：葫芦素 D 与葫芦素刺激 EL4 细胞，提取细胞总蛋白，Western Blot 法检测

并比较对照组及葫芦素 D、葫芦素 I 刺激后 EL4 细胞内 NF-κB p65 活化及表达情况。 
结果  1 CellTiter-Glo®荧光细胞活性检测法结果显示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对小鼠 T 细胞淋巴瘤

EL4 细胞增殖均有抑制作用，作用具有时间-剂量依赖性，且葫芦素 I 对 EL4 细胞增殖的抑制

作用强于葫芦素 D。 
2 Western Blot 法结果显示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可使小鼠 T 细胞淋巴瘤 EL4 细胞内凋亡相关蛋

白 Cleaved-PARP，Cleaved-caspase-3 表达增加，且葫芦素 I 作用强于葫芦素 D。 
3 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可以抑制 NF-κB p65 活化，且葫芦素 I 作用强于葫芦素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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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葫芦素 D 与葫芦素 I 可抑制小鼠 T 细胞淋巴瘤 EL4 细胞 NF-κB p65 磷酸化激活，活化

caspase-3 和 PARP 诱导细胞凋亡，抑制细胞增殖。 
2.葫芦素 I 对 EL4 细胞抑制作用强于葫芦素 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73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高血压、冠心病之间关系 
 

曹红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与高血压、冠心病的关系。 
方法 选择 40 例单纯高血压患者作为 A 组，45 例单纯冠心病患者作为 B 组，42 例高血压合并

冠心病患者作为 C 组，另选同期健康体检者 40 例作为对照组 D 组，测定他们空腹 Hcy 的浓

度。 
结果  A、B、C 三组中 Hcy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A、
B、C 三组中 Hcy 水平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血浆 Hcy 水平不仅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也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76 
 

长链非编码 RNA SNHG5 对食管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及

其对食管癌细胞 EMT 转变的影响 
 

孙士萍 赵连梅 戴素丽 李磊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长链非编码 RNA SNHG5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并探讨

SNHG5 抑制食管癌细胞发生 EMT 转变的可能机制。 
方法 应用 qPCR 法检测食管癌组织、癌旁组织和食管癌细胞中 SNHG5 和 MTA2 的表达，并

分析 SNHG5 与 MTA2 二者表达水平的相关性，MTS 法、Transwell 迁移和 Matrigel 侵袭实验

检测过表达 SNHG5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活性、迁移能力和侵袭能力的影响，RNA-pulldown 实

验及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检测 SNHG5 能否与 MTA2 蛋白结合，细胞免疫荧光法检测过表达

SNHG5 食管癌细胞的形态学改变，qPCR 法和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检测过表达 SNHG5 对

MTA2 及 EMT 相关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同时，Transwell 迁移、Matrigel 侵袭、

qPCR 及 Western blottingm 实验检测过表达 SNHG5 同时过表达 MTA2 对食管癌细胞迁移和

侵袭能力的影响以及 EMT 相关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食管癌组织和细胞中 SNHG5 的表达水平下调、MTA2 的表达水平上调，SNHG5 与

MTA2 表达水平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0.05）。过表达 SNHG5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活性无明

显影响，但能够明显抑制食管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P<0.05）。SNHG5 在食管癌细胞中

能够与 MTA2 蛋白相结合。过表达 SNHG5 能够诱导食管癌 KYSE-30 细胞形态发生上皮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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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过表达 SNHG5 能够降低 MTA2、N-cad、Vimentin、CD24、MYLK 和 IGF2BP1 基因和

蛋白表达（P<0.05），促进上皮标志物 E-cad 基因和蛋白表达（P<0.05）。与 SNHG5 单独

转染组相比，过表达 MTA2 可逆转 SNHG5 过表达而引起的细胞 E-cad 的表达水平下调，N-
cad、vimentin 等表达水平上调，且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显著增加（P<0.05）。 
结论 SNHG5 在食管癌组织和细胞中表达下调，MTA2 在食管癌组织和细胞中表达上调，且两

者表达水平呈负相关关系。SNHG5 对食管癌细胞增殖活性无明显影响，但能够抑制细胞的迁

移、侵袭，并抑制食管癌细胞发生 EMT，这一过程与抑制 MTA2 的表达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779 
 

检验科门诊样本周转时间考评与持续改进 
 

范久波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检验科门诊样本周转时间（TAT）每日考评应用效果及持续改时方法。 
方法  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独立开发一个模块，即“门诊检验 TAT 查询”，该模板功能包括：自

动计算每个标本的 TAT，统计某一台仪器指定时间段的 TAT，计算平均 TAT，导出数据到

Excel；TAT 考核方法是每天早上由门诊负责人或夜班统计前一工作日的 TAT 数据，7 点 55
分交班会上宣读并点评；持续改进措施是每月由第三方即监督主管汇总一次当月 TAT 数据，

提交到科委会成员，在质量分析会上进行讨论，对影响 TAT 的限速步骤从流程和管理上提出

解决方案。统计比较实施前（2014 年 1-8 月）和实施后（2015 年 1-8 月）各主要岗位的平均

TAT 及超时率。 
结果 HIS 中专门开发的 TAT 统计功能很方便进行单个样本 TAT 及平均 TAT 统计；实施前后

血常规、生化、急诊生化、血凝、尿沉渣和白带常规平均 TAT 下降，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除血常规外，实施后各岗位的超时率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门诊 TAT 考评及流程上的持续改进，在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门诊 TAT 得以缩

短，患者因报告取不到的投诉基本杜绝，检验科承诺的快检得到真正落实，真正方便了患者的

就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83 
 

ANA,SSA,SSB 在干燥综合征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戈勇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SS）和继发性干燥综合征（sSS）相关实验室检测的差异及临

床意义。 
方法 对 2009 年～2013 年诊治的 51 例干燥综合征患者进行血清自身抗体 ANA,SSA,SSB，血

清免疫球蛋白等检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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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比较 ANA、SSA、SSB、免疫球蛋白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干燥综合征组较

健康人群组，免疫球蛋白升高，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血清自身抗体 ANA,SSA,SSB 及免疫球蛋白检测对诊断干燥综合征具有重要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84 
 
Celecoxib enhances sensitivity to chemotherapy drugs 

of T cell lymphoma 
 

MA MING,yang xingxiao,zhao lianmei,wang xuexiao,liu lihua,jiao wenjing,wei yuanyuan,shan baoen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050011 

 
Celecoxib is a newly discovered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NSAIDs), which was 
used to treat fever in clinic.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elecoxib on proliferation has been 
certificated in a vary of human tumor cell lines. However, the effect of celecoxib on 
chemotherapy sensitivity of T cellar lymphoma is not fully clear.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celecoxib on chemotherapy sensitivity of human T cellar lymphoma cells, and 
studied the mechanism initially. The sensitivity of Jurkat and Hut-78 cells treated with 
celecoxib to cis-diamminedichloroplatinum (CDDP), epirubicin and vinblastine (VCR) were 
assessed by the MTS method, and the IC50 value calculated by origin 75 software. 
Moreover, Cell apoptosis and the intracellular accumulation of Rhodamine-123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expression of P65, multidrug resistance gene 1 (MDR1) and 
multidrug resistance-related protein 1 (MRP1) mRNA and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pectively. Growth inhibition 
and apoptosis rates of celecoxib-treated Jurkat and Hut-78 cell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celecoxib, when treated with CDDP, epirubicin and VCR. The IC50 values of CDDP, 
epirubicin and VCR were lower in Jurkat and Hut-78 cells treated with celecoxib than in 
those that were not. Intracellular accumulation of Rhodamine-123 was higher, while the 
levels of P65, MDR1 and MRP1 mRNA and protein were lower, in celecoxib-treated Jurkat 
and Hut-78 cell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elelcoxib could enhance the sensitivity of T 
lymphoma cells to chemotherapy agents by altering the expression of multidrug-resistance 
genes via downregulating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suggesting that treatment of Tcell 
lymphomas with celecoxib may avoid MD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87 
 

UVB 治疗对银屑病患者血清中 TNFα 和 sTNF-RⅠ的影响 
 

戈勇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窄谱中波紫外线(UVB)治疗对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及可溶

性肿瘤坏死因子Ⅰ型受体(sTNF-R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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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 ELISA 检测 20 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窄谱中波紫外线治疗前及治疗 4 周后血清中

TNFα 和 sTNF-RⅠ的含量。 
结果 20 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中的含量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治疗后两者均明显下降。 
讨论 UVB 治疗后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 TNFα 和 sTNF-RⅠ下降，后两者与银屑病严重程度

以及治疗有效性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88 
 

CEA、CA199、CA242 联合检测在结直肠癌诊断及预后中的

价值 
 

杜鹏 许丹丹 刘丹 
天津市人民医院 300121 

 
目的 评价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99（CA199）、糖类抗原 242（CA242）联合检测

对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诊断及预后判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经病理检查确诊的住院 CRC 患者 245 例为病例组，同期进行健康体检且与病例组年

龄、性别合理配比的 135 例结直肠息肉患者为对照组。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基本临床资料，采

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受检人群的血清 CEA、CA199 水平，同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

测血清 CA242 水平，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CRC 组血清 CEA 和 CA199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间血清 CA242 水

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RC 组血清 CEA、CA199 和 CA242 水平与 Ducks 分期有

关，且在晚期(C+D)组明显高于早期（A+B）组（P<0.05）；血清 CEA、CA199 水平在伴局

部淋巴结转移组高于无局部淋巴结转移组（P<0.05）；血清 CA199 水平与分化程度有关，且

分化程度越低，CA199 水平越高（P<0.05）；血清 CEA 在肿瘤长径≥5cm 组水平高于＜5cm
组（P<0.05）；三项指标水平与肿瘤原发部位和浸润程度无关（P>0.05）。在判断三种肿瘤

标志物水平对于 CRC 诊断效果时发现，单项检测时 CEA 的灵敏度最高（39.6%），CA199
的特异度最高（98.5%）。采用联合检测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 CRC 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其中平行联合检测可使检测灵敏度提高至 44%，显著高于 CA199 与 CA242 单项检测灵敏度

（P<0.05）；系列联合检测可使检测的特异度提高至 98.7%，明显高于 CEA 与 CA242 单项

检测特异度（P<0.05）。 
结论 血清肿瘤标志物 CEA、CA199、CA242 水平与 CRC 的诊断及预后密切相关，临床上三

者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 CRC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对于 CRC 的病情判断和预后评估具有

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90 
 

Sysmex XN-3000 血细胞分析仪在体液常规细胞计数中的应

用价值 



921 
 

 
廖扬 廖扬 石玉玲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未知 
 

目的  分析 Sysmex XN－3000 血细胞分析仪在体液常规细胞计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改良牛鲍氏计数板法和 Sysmex XN－3000 血细胞分析仪（仪器法）同时测脑脊液

100 例，胸腹水 50 例标本进行细胞计数，对红细胞数目、白细胞数目分低中高三组进行仪器

法和手工法一一对应，对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重复性分析，仪器线性分析，配对 t 检验和

相关性分析。 
结果  重复性分析中，手工低值红细胞组 CV=45.88%，手工低值白细胞组 CV=19.05%，其余

组均小于 10%，仪器线性分析中，红细胞组和白细胞组 R2=0.999，分组配对时低值组红细胞

计数 P<0.05,其余组 P>0.05，相关性分析中低值红细胞组 R2=0.630，低值白细胞

R2=0.857，其余组均大于 0.9.   
结论  中值和高值分组时，仪器法和手工法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并且无统计学差异，低值红细

胞组和低值白细胞组存在统计学差异，手工法在体液细胞数量较低时精密度不高，在中值和高

值时能准确计数，临床中我们应结合实际选择两种方法结合互补，更好的为临床服务。

Sysmex XN－3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体液模式的临床应用能够更快更精细的完成临床检

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94 
 

血浆降钙素原，内毒素，C 反应蛋白在老年医院获得性肺炎

感染病原体判断中价值 
 

张进银
1 胡万发

1 
1.淮南朝阳医院 

2.淮南东方医院集团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内毒素（LPS）、C 反应蛋白（C-RP）在老年性医院获得

性肺炎（HAP）早期快速判断感染病原体类型。 
方法 选择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78 例老年 HAP 患者和 30 例正常健康人群，分为

革兰阴性（G-）菌感染肺炎组（32 例），革兰阳性（G+）菌感染肺炎组（24 例）、非典型病

原体或病毒感染组（22 例）。检测血清 PCT、LPS、CRP 的变化，采用健康对照组与 HAP
感染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和非细菌感染组与 HAP 细菌感染组工作曲线以及 G+菌
与 G-菌 HAP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下面积（AUC），评估血清 PCT、LPS、CRP
对预测判断 HAP 病原菌感染及感染类型价值。 
结果 PCT、LPS、CRP 检测感染组均明显高于无感染组（＜0.01），PCT 在临界值 
0.143ng/ml、0.335ng/ml、1.125ng/ml 分别为感染与非感染、细菌性感染与非细菌性感染、

G-菌感染与 G+菌感染判断折点，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9.7%和 86.7%、92.9%和

90.9%、96.9%和 95.8%。LPS 在诊断 G-菌与 G+菌感染临界值 0.115EU/ml，敏感性为

84.4%、特异性为 98.8%。CRP 在诊断感染与非感染，临界值 12.475mg/L 敏感性 88.5%、特

异性 96.7%。三项联合检测特异性、敏感性会更高，对感染类型的判断也更准确。 
结论 PCT、LPS、CRP 可有助于早期快速判断老年性医院获得性肺炎病原体感染类型，具有

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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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98 
 

SYSMEX XN-3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血小板计数性能评价

分析 
 

廖扬 张琴 石玉玲 
广州军区总医院 未知 

 
目的 探讨 XN-3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血小板计数方法的性能。 
方法 采用 XN-3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的三种方法进行血小板计数的检测，从精密度、线性

范围、携带污染率及红细胞碎片干扰等 4 方面评价，并与使用抗 CD61 抗体的流式细胞术检测

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与 PLT-I、PLT-O 法相比，PLT-F 法的重复性最好，精确度较高；三种方法的稀释线性

和携带污染均得到良好的结果；在红细胞碎片干扰实验中，PLT-F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P
均〉0.05）， PLT-O 次之；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三种方法都得到良好的相关性，PLT-F 法的准

确性较高，尤其在低值血小板。 
结论 临床常规标本可以使用 XN-3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的 PLT-I 或 PLT-O 法，当标本血小板

数目异常或溶血时,建议使用 PLT-F 法复查, 必要时进行镜检法或流式细胞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799 
 

用已知葡萄糖浓度的校准物确定 CK 实测 K 值的可行性的探

讨 
 

贺震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运用已知葡萄糖浓度的校准物来测定并计算 CK 检测体系的实测 K 值的可行性。 
方法  以已知葡萄糖浓度的朗道校准物，用已糖激酶(HK)测葡萄糖的方法测定还原性辅酶

I(NADH)或还原性辅酶Ⅱ(NADPH)的实测摩尔消光系数，根据 CK 试剂盒所要求的参数计算出

CK 的实测 K 值，以 NCCLS 文件的要求对使用实测 K 值进行 CK 测定的方法的精密度，线性

范围，正确度进行评价。 
结果  运用实测 K 值检测 CK 的方法的精密度、线性范围及正确度符合要求。 
结论  运用已知葡萄糖浓度的校准物进行 K 值的校准是简易可行的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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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性能验证的注意事项 
 

贺震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介绍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性能验证的注意事项。 
方法 从精密度、正确度、线性范围、可报告范围、生物参考区间 5 个方面详细介绍 EP5-A、
EP9-A、EP15-A2、EP6-A、C28-A2 共五个 CLSI 文件的使用方法、范围及其中应注意的事

项。 
结果 本室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精密度、正确度、线性范围、可报告范围、生物参考区间验证

依照 EP5-A、EP9-A、EP15-A2、EP6-A、C28-A2 五个文件验证成功。 
结论 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性能验证在提前准备的情况下依照相应评估文件可顺利进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04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RNT2 in gastric 

carcinoma 
 

jia yanfei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patter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nuclear translocator 2 (ARNT2) in human gastric carcinoma.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value using ARNT2 in gastric cancer. 
Methods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ARNT2 in normal gastric cell line 
and several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were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of ARNT2 protein in 61 cases of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corresponding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ARNT2 and clinical featur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RNT2 mRNA and protein i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gastric cell line.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ARNT2 
in the gastric cancer tissue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32.79% vs 
80.33%, P<0.05). This resul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ression of ARNT2 in cell lines. 
Furthermore, ARNT2 expression level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gastric cancer (P<0.05).  
Conclusion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expression of ARNT2 was lower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and tissues,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was correlated with differentiation of 
gastric cancer. This suggested that ARNT2 may participat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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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检测血糖的对比分析 
 

王军梅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分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快速血糖仪测定血糖结果的差异性。 
方法  选取 20 例患者，分别利用快速血糖仪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其血糖进行测量。 
结果  快速血糖仪组检验血糖值为（7.18±3.01）mmol/L,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组测血糖值为

（7.63±3.2）mmol/L，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组检测结果略高于快速血糖仪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快速血糖仪与常规生化仪均可有效检验血糖，但快速血糖仪操作更为简便、省时，实用

价值更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09 
 

重度脂肪血对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影响探讨 
 

王军梅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重度脂肪血患者对血常规检测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患者重度脂肪血 10 例作为实验组，对此组患者血常规进行检测。然后再把此组患

者血常规进行离心，去除血浆，再加入同等量的生理盐水，混匀后上机进行血常规检测。 
结果  患者的 WBC、PLT、HB 均有显著性差异， RBC、HCT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重度脂肪血患者对血常规的几个主要指标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临床检验中，对于高脂肪

血患者应避免其对血常规产生的干扰，以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12 
 

TB-IGRA 在诊断肺外结核中的应用研究 
 

江华 曹红 润袁敏 朱宇芳 
襄阳市中心医院 10012172 

 
目的  探讨抗结核抗体（38KD-IgG）与干扰素体外释放酶联免疫法（TB-IGRA）在诊断肺结核

病与肺外结核感染的价值。 
方法  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检测活动性结核病患者 86 例(肺结核患者 46 例,肺外结核患者 40 例),
非结核对照者 52 例(其中有呼吸系统疾病者 16 例,健康查体者 36 例),共计 138 例。 
结果  38KD-IgG 检测肺结核与肺外结核阳性率分别为 76.1%与 77.5%，TB-IGRA 试验检测肺

结核与肺外结核阳性率分别为 97.8%与 97.5%，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98.6%，52 例非结核对照

中，2 种试验特异性分别为 70.2%与 96.1%，联合检测特异性为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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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B-IGRA 试验对肺结核与肺外结核的诊断敏感性都较高，特异性较好，具有一定的实用

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18 
 

化疗对肺癌患者外周血 NK、NKT 及 Foxp3+细胞的影响 
 

鲁家才 黄露 莫 扬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化疗对肺癌患者外周血 NK、NKT 和 Foxp3+的影响。 
方法  采集 53 例肺癌患者化疗前后静脉血，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其 CD3-CD56+ 、
CD3+CD56+和 Foxp3+表达。 
结果  肺癌患者外周血 CD3-CD56+ 、CD3+CD56+表达低于健康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P>0.05），但 Foxp3+表达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化疗后外周血 CD3-CD56+ 、
CD3+CD56+和 Foxp3+表达显著下降（P<0.05）。 
结论  化疗对肺癌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有下调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20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Roche 电化学发光法性能验

证及临床应用评估 
 

吴蕙 吴文浩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对 Roche 的 ProGRP 检测试剂盒进行性能评价和临床对于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效率进行评

估。 
方法 收集临床血清标本包括 127 例肺癌患者（小细胞肺癌 48 例，非小细胞肺癌 79 例），40
例肺部良性疾病对照，60 例其他肿瘤对照，20 例自身免疫性对照，120 例表面健康人对照。

使用 Roche、Abbott 和 CanAg 三种试剂盒检测血清 ProGRP 浓度，验证 Roche 的 ProGRP
检测方法的精密度、线性、准确性、参考区间以及三种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并通过 roc 曲线分

析 ProGRP 单独使用和联用其他肿瘤标志物在诊断小细胞肺癌的性能。 
结果 RocheProGRP 检测试剂盒各项检测性能符合临床要求，与 Abbott 和 CanAg 的 ProGRP
检测试剂方法学比较相关性良好，ProGRP 诊断小细胞肺癌的灵敏度为 79.2%，特异性

95.3%，AUC 为 0.963，95%CI 为 0.868～0.931，Z 值 13.229，P＜0.001，阳性预期值

71.68%（95%CI 为 57.64～83.2），阴性预期值 96.83%（95%CI 为 94.24～ 
98.47）。 
结论 ProGRP 是诊断小细胞肺癌的非常可靠的指标，具有很好的灵敏度及特异性，非常有助

于肺癌的组织学分型，还能与 NSE 联合使用有助于实现小细胞肺癌的早期诊断，减少诊断延

误的发生从而提高患者的预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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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23 
 

480 例住院患儿 EB 病毒相关抗体检测及结果分析 
 

陈佳红 万言珍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1 

 
目的  分析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住院患儿 EB 病毒 ( EBV) 感染情况及临床特征， 为临床明确

诊断、及时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定量检测 480 例住院患儿血清 EBV VCA － IgM、EA － IgG、

NA － IgG 含量。 
结果: 480 例住院患儿检出 EBV 抗体阳性 385 例， 总阳性率为 80. 21% ; 血清中 VCA － 
IgM、EA － IgG 和 NA － IgG 的检出率分别为 15. 21% 、18. 75% 和 66. 46%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P ＜ 0. 05) ; 不同年龄段患儿各抗体的检出率有所不同， 近期感染的年龄段主要集

中在 0 ～ 3 岁; EBV 感 染 在 性 别 上 无 差 异 ( P ＞ 0. 05 ) ; 检 测 的 385 例 EB 抗 体 阳 性 
的 患 儿 中， 以 呼 吸 道 感 染 最 多 ［ 220 例 
( 57. 14% ) ］。 
结论  此次研究住院患儿 EBV 感染率较高， 不同年龄段患儿间 EBV 感染率不同， EBV 感染

在性别上无差异， EBV 
感染的相关疾病以呼吸道感染居首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26 
 

血气分析仪与生化分析仪钾钠氯浓度测定结果的比较 
 

吕辉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比较血气分析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钾、钠、氯离子浓度的结果差异，为临床诊疗

提供参考。 
方法  对 50 例重症监护室患者同时采集抗凝动脉血和无抗凝静脉血，采用美国 GEM3000 血气

分析仪检测动脉血中电解质浓度，用 ADVIA2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静脉血中电解质浓

度，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相比，血气分析仪所测定的钾离子浓度显著降低，有统计

学意义(P<0．05),钠、氯离子浓度无显著差异。 
结论  血气分析仪和生化分析仪对钾、钠、氯离子测定的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建议临床医生电

解质测定结果仍以生化分析仪检测为准，血气分析仪检测结果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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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27 
 

SHBG 与代谢性疾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顾梅秀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作为性激素转运的载体蛋白，SHBG 通过多种途径参与人体内代谢过程，这导致了

SHBG 浓度水平在代谢性疾病中的异常表达。而在 MS、T2DM、GDM、骨质疏松性骨折等一

些代谢性疾病中，SHBG 浓度水平又被证实是发生该疾病事件的独立风险因子。 
        SHBG 全称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主要由肝细胞合成，也有少量在睾丸、下丘脑中合成。

它是由两个相同的亚单位组成的同型二聚体，为一种大分子球蛋白，可通过 N 末端的晶体结

构与性激素发生可逆性结合。SHBG 基因长约 4kb，位于 17 号染色体短臂的 p12-p13，由 8
个外显子和 7 个内含子组成，其多态性可以影响 SHBG 的水平和人类疾病表达的类型。人体

内 SHBG 的主要功能是运输性激素并调节其在骨骼、脂肪、肌肉等靶组织中的生物学效应。

血清中的 SHBG 与睾酮存在较高的亲和力，而与睾丸激素、雌二醇等激素的亲和力较低。目

前电化学发光免疫技术因其快速、准确、特异性强的特点而成为了临床测定血清 SHBG 浓度

的主要方法。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 SHBG 除了是性激素紊乱疾病的诊断性指标外，也存在着

和其他疾病的关联性。尤其是在代谢性疾病方面，血清 SHBG 浓度水平与发生代谢综合征、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等疾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探究血清 SHBG 浓度与代

谢类疾病之间的联系将会帮助临床上更好地诊断代谢类疾病及观察预后情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0829 
 

RAD51 regulates CHK1 stability via autophagy to 
promote cell growth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arcinoma cells 
 

Huang Nan1,Yang QingYuan1,Li Zhi2,Sun FenYong1 
1.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2.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Yang Pu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China 

 
Objective  In the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of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factor RAD51 in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protein 
kinase CHK1 in esophageal squamous tumorigenesis and to provide a better molecular 
target for preci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squamous tumor patients. 
Material and methods  Real-time PCR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assays were firstly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RAD51 in esophageal squamous tumor tissues; then, to study the 
biological roles of RAD51 in esophageal carcinogenesis (EC), cells transfected with siRNAs 
against RAD51 were subjected to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and MTT assays in vitro; 
Moreover, EC cells infected with shRNA against RAD51 (shRAD51) or nonspecific sequence 
(shCon.) were subcutaneously injected into the nude mice to further confirm the roles of 
RAD51 in EC cell growth in vivo. Afterwards, EC cells overexpressed with different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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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AD51were put into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to test the expression of CHK1. Besides,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were also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exact interaction domains of 
CHK1 on the RAD51 protein. Using the autophagy flux analysis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we analyzed the role of RAD51 in autophagy. 
Results  We find that RAD51 is highly upregulated in esophageal squamous tumor tissues 
and its DMC1 domai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ell growth of EC cells through CHK1. In the 
presence of 3-methyladenine (3MA), an autophagy inhibitor, we find that the reduction of 
CHK1 and the inhibition of cell growth in RAD51 deficient EC109 cells are strikingly restored. 
Subsequently, the autophagy related experimental data reveal that RAD51 negatively 
participates in autophagy. Moreover, results from in vitro clonogenic survival assays show 
that autophagy inhibitors 3MA and hydroxychloroquine (HCQ)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survival of cells. Contrarily, RAD51 interruption enables EC cells to survive from these 
inhibitors treatments.  
Conclusion  Our studies firstly highlight a direct role of RAD51 in autophagy process and 
characterize its functional domain in cell growth regulation. Moreover, our data firstly shed 
insights into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autophagy inhibitors in treating RAD51 
overexpressed EC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32 
 

地 高 辛 血 药 浓 度 测 定 结 果 分 析 
 

莫扬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对我院 2012 年 5 月-2013 年 4 月期间常规监测的地高辛血药浓度进行分析，为临床安

全、有效、合理使用强心苷类药物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荧光偏振免疫法测定地高辛血药浓度，对监测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在监测的 85 例使用地高辛的临床病例中，其血药浓度>2.0ng.ml-1 的有 l9 例(22.35％)，
其中 9 例出现中毒症状；血药浓度 0.8-2.0ng.mL-1 的有 21 例(24.71％)，<0.8ng.mL-1 的有

45 例(52.94％)。 
结论  及时监测地高辛血药浓度。对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确保临床疗效，减少毒性反应的发

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39 
 

抗凝剂水蛭素用于全血细胞计数的研究 
 

王彦春
1 蒋建春

2 魏殿军
1 

1.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水蛭素真空采血管取代 EDTA?K2 真空采血管用于临床血常规检验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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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015-2016 年期间志愿者 42 例，空腹 12h 后分别抽取静脉

血于 EDTA?K2 真空采血管和水蛭素真空采血管，分别于采血后 1h、6h、12h、24h 应用迈瑞

BC?6800 全自动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WBC、NEU%，LYM%、BAS%、EOS%、

MON%、RBC、Hb、PLT 等主要血常规指标。两种采血管间各个血细胞指标结果比较采用配

对 t 检验，组内不同时间点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并作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两种采血管检测结果比较显示显示除 PLT 外 WBC、NEU%、LYM%、BAS%、EOS%、

MON%、RBC、Hb、HCT 指标之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种真空采血管采血后

1h、6h、12h、24h，WBC、RBC、Hb、HCT、PLT 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EDTA 采血管

WBC、RBC、Hb、HCT，PLT 在前 12h 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4h 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水蛭素采血管 WBC、RBC、Hb、HCT，在前 12h 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LT 在前 6h 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血 12h，24h 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种采血管各指标作相关性分析显示呈高度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水蛭素抗凝管无论从稳定性还是血常规各指标的准确性都能达到与 EDTA?K2 相同的效

果，水蛭素作为抗凝剂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还需要进行大批量样本分析，以及抗凝剂浓度等

方面的优化和改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46 
 

CD55&CD59 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表达 
 

莫扬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检测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中红细胞及成熟粒细胞上补体调节蛋白 CD55、CD59 
表达。 
方法 采用荧光素标记的 CD55 和 CD59 单克隆抗体, 流式细胞术检测 15 例正常人、31 例确诊

为不同类型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及成熟粒细胞上 CD55、CD59 表达百分率。 
结果 正常人外周血粒细胞和红细胞中的 CD55、CD59 细胞均占 95% 以上，血液系统肿瘤患

者外周血红细胞表面 CD55 表达下降，粒细胞表面 CD59 表达下降。 
结论 CD55、CD59 的表达异常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有一定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49 
 

足踝创伤感染病原菌耐药性分析及危险因素早期干预研究 
 

朱德全 刘兰梅 孟凡芝 伏传升 孙淑红 乔秀强 王晓敏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3 

 
目的 探讨足踝创伤感染手卫生、MRSA 主动筛查和手术部位感染预防在足踝创伤感染中的应

用，分离菌谱、细菌耐药性和多重耐药菌对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研究。 
方法 选择足踝科住院患者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经筛选纳入研究的患者进行标本进行

细菌培养、留取患者血清检测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等，将分离出的细菌经 vite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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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mpact 鉴定和药敏，选择 MRSA 主动筛查、手卫生、预防外科手术部位感染对研究的患者

手术进行措施。PCT、C-RP 测定、院内感染危险因素 手卫生依从性、住院时间大于 14 天、

创伤、手术时间、手术类型。以亚胺培南、美罗培南、为检测药物，筛选出碳青霉烯类耐药菌

株，用改良的 Hodge 试验筛选阳性菌株后进行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及测序确认产

KPC-2 酶阳性菌株，然后进行 RAPD 和外膜孔蛋白分析；同时对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且

ESBL 阳性菌株进行 ESBLs 基因分型。 
结果  本研究足踝开放性骨折总感染率 4.29%，其中足踝开放性骨折感染率 3.57%，足踝创伤

手术后感染率 3.08%，糖尿病足足踝感染 60.53%；单 1 菌感染 30.%，2 种菌感染 41.6%，3
种菌感染率 28%，在 247 株分离菌中，前 10 位细菌阴沟肠杆菌 12.55%、金黄色葡萄球菌

12.15%、表皮葡萄球菌 11.34%、铜绿假单胞菌 10.93%、大肠埃希菌 7.29%、溶血葡萄球菌

4.05%、模仿葡萄球菌 3.64%、肺炎克雷伯菌 3.64%、鲍曼不动杆菌 3.64%、弗氏柠檬酸杆菌

3.24%。MRSA46.43%，ESBL+大肠埃希菌 53.85%、ESBL+肺炎克雷伯杆菌 42.86%。对碳

青霉烯类耐药细菌进行改良 Hodge 试验，其中 2 株鲍曼不动杆菌阳性,并利用聚合酶链反应

（PCR）扩增出 KPC-2 目的基因片断。  
结论 足踝感染细菌以多种菌混合感染为主，多重耐药菌和普通感染一致，发现本研究分离菌

首位是阴沟肠杆菌，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具有重要意义。证明

体内常驻细菌及其毒素是导致创伤后感染的重要原因；创伤后天然免疫细胞和 T 淋巴细胞抗感

染防御能力下降，但释放炎症介质功能明显增强，PCT 和 CRP 均升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52 
 

联合检测 HE4、CA125 和 CA199 对绝经后卵巢可及综合征

的诊断价值 
 

黄西元 石玉玲 张速林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未知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人附睾蛋白 4（HE4）、血清糖类抗原 125（CA125）和糖类抗原 199
（CA199）在绝经后卵巢可及综合征（PMPOS）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CLIA）检测 125 例 PMPOS 患者及 60 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血清

HE4、CA125 和 CA199 的水平，其中 PMPOS 患者分为良性肿瘤组（良性组，n=50）和恶性

肿瘤组（恶性组，n=75）。 
结果  PMPOS 恶性组患者血清 HE4、CA125 和 CA199 水平均显著高于良性组，有统计学差

异（P<0.05）；也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良性组的 CA125 水平略高于

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 CA199 和 HE4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无统计

学差异（P>0.05）；三者联合检测用于诊断 PMPOS 恶性肿瘤的敏感度达到 81.2%，而特异

度也保持 90.0%。 
结论  联合检测 HE4、CA199 和 CA125 可有效提高对 PMPOS 恶性卵巢肿瘤的诊断效率，具

有较大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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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54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血液指标变化及临床意义 
 

庞杰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 患者血液淀粉酶(AMY )、白细胞(WBC) 、血糖(BS)和
C 反应蛋白(CRP)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患者入院后，根据中毒的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 3 组，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分

别抽静脉血检测 AMY、WBC、BS 和 CRP。  
结果  中毒组血液 AMY、WBC、BS 和 CRP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重度中毒组血

液 AMY 、WBC、BS 和 CRP 水平和中度中毒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l，P＜0.05) ，中度

中毒组血液 AMY、WBC、BS 和 CRP 水平和轻度中毒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P＜
0.05)。 
结论  AOPP 患者血液 AMY、WBC、BS 和 CRP 的水平与中毒的程度有关，可作为 AOPP 患
者诊疗的重要参考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56 
 

1039 例尿道感染病原菌及抗菌药物敏感性分析 
 

裴娇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回顾性调查分析 2013~ 2014 年襄阳市中心医院泌尿系感染患者常见病原菌构成及耐药

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从而有效预防耐药菌的产生。 
方法  采用 BD PhoenixTM 或 API 系统鉴定细菌和真菌，并作药敏测定和统计分析。 
结果  6217 例尿细菌培养标本结果显示，1039 例患者尿培养结果阳性，阳性率约为 16.7%。

各临床科室尿培养阳性率 2014 年和 2013 年比较有升高趋势，除神经外科外两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耐药性分析结果显示，分离的主要革兰阴性杆菌为大肠埃希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对氨基糖苷类、米诺环素、哌拉西林/他舒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西丁的

敏感率较高，均大于 50%，头孢西丁的敏感性要好于其他头孢类抗菌药物，与头孢呋辛、头

孢曲松、头孢噻肟和头孢唑林比较都有统计学意义（P<0.01），这两种细菌对亚胺培南和美

罗培南的敏感性较高，另外对未加酶抑制剂的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明显高于 β-内酰

胺/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物；分离的主要革兰阳性球菌为屎肠球菌、粪肠球菌和铅黄肠球

菌，这三种细菌对利奈唑胺、替考拉宁高度敏感，另外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还对万古霉素敏感

性较高。屎肠球菌对氨苄西林、呋喃妥因、红霉素、环丙沙星、利福平、青霉素、高浓度庆大

霉素、四环素以及左氧氟沙星具有较高的耐药率，平均耐药率为 84.5%。粪肠球菌对红霉素、

环丙沙星、利福平、高浓度庆大霉素、四环素以及左氧氟沙星的平均耐药率为 72.9%，耐药性

较高；分离的主要真菌为热带假丝酵母菌、白假丝酵母菌和近平滑假丝酵母菌，其中热带假丝

酵母菌对伏立康唑、氟康唑、伊曲康唑的耐药率高达 80%以上。白色念珠菌对 5 种抗真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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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均有较高的敏感性（>70%）。氟胞嘧啶和两性霉素对白假丝酵母菌、热带假丝酵母菌、近

平滑假丝酵母菌这三种念珠菌均有很高的敏感性（敏感率为 100%）。 
结论 大肠埃希菌、屎肠球菌和热带假丝酵母菌是我院泌尿系感染的主要病原菌，病原菌的耐

药性日趋严重，要重视泌尿系统感染的病原菌鉴定及药敏分析，加强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可有

效预防耐药菌的产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58 
 

Predictive value of CD44 and CD24 for prognosis and 
chemotherapy response in invasive breast ductal 

carcinoma 
 

chen yanping1,Song Jinlian1,Jiang Yuhong1,Yu Chundong1,Ma Zhongliang2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2Department of Breast Surger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China. 
 

Objective  Cells with unique phenotypes and stem cell-like properties have been found to 
exist in breast 
cancer.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CD24, CD44, 
CD44(+)/CD24(-/low) and 
CD44(-)/CD24(+) tumor phenotypes’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chemotherapy 
response and with prognosis.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paraffin-embedded tissues of 140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samples.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chemotherapy. Expression of CD24, CD44, ER, 
PR, and Her2 were assayed 
immunohistochemically. We applied double-stain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for the detection 
of CD44(+)/ 
CD24(-/low), CD44(+)/CD24 (+), CD44(-)/CD24(-) and CD44(-)/CD24(+) cell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roportions of CD44(+)/CD24(-/low) and CD44(-)/CD24(+)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chemotherapy response and with prognosis of these patients 
was evaluated.  
Results  CD24 express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characteristics, bu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tic variables including ER-, PR-, HER2(+) and 
triple negative (TN) phenotype; There was no association of CD44 with nodal status, age or 
HER2 expression. I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CD24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emotherapy response (P = 0.018), however, CD44 expression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pathological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When both markers are considered, the 
CD44(+)/CD24(-) phenotype had the poor prognosis. The proportion of CD44+/CD24-tumor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involvement,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tumors and ER/PR status.High CD44(+)/CD24(-) phenotype had poor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The median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of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D44(+)/CD24(-/low) tumor cells were 19.8 ± 2.6 months and 31.7 ± 4.2 months, and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S) of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D44(+)/CD24(-/low) tumor cells 
were 33.5 ± 2.8 months and 51.4 ± 3.9 months, respectively, and with both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showing that the proportion of CD44(+)/CD24(-/low) tumor cells wa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DFS and OS. However, the CD44(-)/ CD24(+), CD44(+)/CD24(+), 
CD44(-)/CD24 (-) phenotype had no relation with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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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D44(+)/CD24(-/low) tumor cell 
prevalence and tumor metastasis, prognosis and chemotherapy response. The 
CD44(+)/CD24(-) phenotype may b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malignant relapse following 
surgical resection and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59 
 

胶乳免疫比浊与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胰岛素比对分析 
 

涂海健
1 郑秋金

1 许光辉
1 徐美妹

1 林华华
2 

1.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2.川北医学院检验系 

 
目的  探讨胶乳免疫比浊法与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胰岛素结果的可比性，了解胶乳免疫比浊法检

测胰岛素的准确性和偏倚，为其在临床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依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文件 EP9-A2 标准要求，以胶乳免疫比浊法

为实验系统，电化学发光法为比对系统分别检测患者血清胰岛素含量，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评估两检测系统之间的预期偏倚。 
结果  在胰岛素测定线性范围内，两检测系统相关系数 r2=0.9998，直线回归方程为 Y=-
0.093+1.004X；胰岛素高值和低值两个浓度医学决定水平预期偏倚分别为-0.073、-0.013 均

低于可接受偏倚。 
结论  胶乳免疫比浊法与比对系统检测血清胰岛素相关性好、具有可比性，检测结果临床可接

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60 
 

震荡法用于纠正由 EDTA 引起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的方法学评

估/探讨 
 

罗磊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对于采用震荡法纠正由 EDTA 引起的假性血小板减少进行方法学评估/探讨。 
方法  对 49 例 EDTA 依赖的血小板假性减少（EDTA-PTCP）的患者，分别用震荡前后的

EDTA-K2 抗凝的静脉血、枸橼酸钠抗凝的静脉血，利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小板，同

时进行外周血涂片观察。 
结果  在 49 例 EDTA-PTCP 患者中，枸橼酸钠抗凝的静脉血和震荡后的 EDTA-K2 抗凝的静脉

血，两组血小板计数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18）。外周血涂片显示震荡后的 EDTA 抗凝

血血小板聚集明显减少。 
结论  在大部分情况下，震荡法能够作为首选用来纠正由 EDTA 抗凝剂依赖引起的假性血小板

减少，避免了临床发生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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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63 
 

2012~2014 年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连续性耐药监测分析 
 

裴娇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了解我院 2012~2014 年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临床分布特征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特点，为临

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 WHONET5.6 对 485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标本来源、科室分布及耐药性等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2012~2014 年我院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其科室分布主要为 ICU、骨科、皮肤科、普

外科、神经外科和肾病科为主；标本来源主要来自于分泌物，其次来源于痰液、血液、脓液和

脑脊液；共检出 MRSA 菌株 180 株，检出率为 37.11%；该菌对阿奇霉素、克林霉素、克拉霉

素、红霉素和青霉素的耐药率高达 70%，而且对阿莫西林/棒酸的耐药率有逐年升高的趋势。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较高，应加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和感染控制的监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67 
 

血清 ANCA 测定在 SLE 诊断中的价值 
 

润袁敏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慢性蛋白尿患者血清 ANCA 测定在 SLE 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尿蛋白持续阳性并诊断为结缔组织病 49 例与同期住院患者中尿蛋白持续阳性非结

缔组织病 30 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检测和 ELISA 检测其血清 ANCA。 
结果  血清 ANCA 在 PSV 组与其他结缔组织病组中阳性率分别为 57．89％和 48．72％，明

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慢性蛋白尿患者测定血清 ANCA 对诊断和鉴别结缔组织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72 
 

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比值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 
 

水小川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NLR）在糖尿病肾病（DN）患者中的变化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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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的是病例-对照研究，样本包括 295 例 DN 患者和 312 例健康对照者，通过软件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NLR 水平。 
结果  DN 组的中性粒细胞均值（58.4007）高于对照组（57.3631），但是无统计学意义

（P=0.139>0.05），淋巴细胞数均值（30.7203）低于对照组（33.9506）且具有明显的统计

学意义（P<0.01）；DN 组的 NLR 水平高于对照组（2.23781 vs 1.81839，t=4.790, 
P<0.01）也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结论  淋巴细胞值与 NLR 值可以做为糖尿病肾病的参考指标，控制 NLR 值可能对改善糖尿病

肾病患者免疫功能障碍有益。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炎症；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74 
 

乙肝患者病毒血清学指标与 HBV-DNA 及 ALT 的相关性分析 
 

高瑞环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分析乙肝患者病毒血清学指标与 HBV-DNA 和肝酶的相关性，探讨其可能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沈阳军区总医院 201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收治的乙肝患者 1201 例，

统计患者 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HBV-DNA 以及 ALT 定量结果，对数

据进行分析。 
结果  组合阳性血清指标进行分组后比较显示，1、5 阳性组较 1、3、5 阳性组和 1、4、5 阳

性组 ALT 结果明显要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3、5 阳性组 HBV-DNA 水平高

于其他 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BV-DNA 的水平随着 HBsAg 或 HBeAg 浓度

的增高逐渐升高，并与二者存在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285、0.419，P＜0.001）；1、4、5 阳

性组 HBeAb 浓度变化与 HBV DNA 及三项肝酶均无相关性。 
结论  除病毒血清学检查外，慢性乙肝患者应定期进行 HBV-DNA 的检查，并根据情况检测

ALT，有助于提早发现和预防疾病的发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76 
 

D-二聚体对急性心肌梗死危险程度及预后预测中的价值 
 

唐小勇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分析 D-二聚体对急性心肌梗死（AMI）危险程度及预后预测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治入院的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共 85 例，

以 1.0μg/ml 作为分界点，将所有患者分为 D-二聚体≥1.0μg/ml 组和 D-二聚体<1.0μg/ml 组。

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血液流变学指标、hs-CRP、BNP、LVEF、治疗后 3 个月内主要心

脏不良事件和出血发生率。分析 D-二聚体和患者不良事件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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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D-二聚体≥1.0μg/ml 组的血沉、血浆黏度、全血黏度高切、全血黏度中切、全血黏度低

切、红细胞压积、红细胞聚集指数、hs-CRP 和 BNP、发病后 1 个月内 MACE 和出血发生率

显著高于 D-二聚体<1.0μg/mL 组，LVEF 显著低于 D-二聚体<1.0μg/mL 组（P<0.05）。D-二
聚体和患者再次心肌梗死、再次血运重建、心脏死亡、少量出血和大量出血具有显著相关性

（P<0.05）。 
结论  AMI 患者血清 D-二聚体水平对于其近期预后具有一定预测意义。  
关键词：D-二聚体；急性心肌梗死；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79 
 

抗 HCV 核心抗原的单克隆抗体在诊断 HCV 急性期与慢性期

感染者中的应用研究 
 

徐明杰 张丽 王雁 王伟辰 翟淑敏 汪运山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由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呈全球分布，在我国

列入法定传染病报告的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HCV 感染病程和治疗效果关联密切，探明 HCV 
感染的急﹑慢性病程有利于构建合理的丙型肝炎防治方案。本研究通过建立竞争 ELISA 法来

检测急性感染期丙肝病人、慢性感染期丙肝病人，分析急慢性病人血清抑制率差异，为建立

HCV 感染的早期诊断方法奠定基础。  
方法   采用 HCV core 蛋白作为免疫原，制备抗- HCV-cAg 的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ies，McAbs)，进一步对抗- HCV-cAg McAbs 进行鉴定及特征分析，选取效价高，亲

和力强的 McAbs 进行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  
结果  运用杂交瘤技术，成功制备了 3 株稳定分泌抗-HCV-cAg 单克隆抗体（McAbs）的细胞

株。通过 Westerm-Blot、间接 ELISA 法证实所得到的不同杂交瘤细胞株分泌的 McAbs 特异性

好，稳定性高，均属于 IgG1 亚类。通过竞争抑制 ELISA 法检测急性期丙肝病人、慢性期丙肝

病人血清，证实急慢性丙肝病人血清抑制率存在显著差异（P<0.01）。  
结论  本实验应用高滴度和高亲和力的单克隆抗体，首次建立竞争抑制 ELISA 检测急、慢性丙

肝病人血清抑制率的差异，为建立鉴别急、慢性 HCV 感染的诊断方法奠定了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881 
 

临床检验甲状腺相关激素项目不精密度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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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诗诗

1,2 王薇
2 何法霖

2 钟堃
2 袁帅

2 王治国
1,2 

1.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2.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北京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 2011-2016 年临床检验甲状腺相关激素项目的不精密度水平，反映其变化情

况，为我国临床实验室改进这些项目的不精密度水平提供客观合理的指导。  
方法  采用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CLInetEQA 系统，选取 2011-2016 年全国内分泌室内质量控

制（IQC）计划中连续上报 6 年有效数据的实验室，收集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 T3、
总 T3、游离 T4、总 T4 共 5 个项目的当月在控变异系数（CV）、方法、仪器、试剂、校准物

等数据。运用 EXCEL 2010 和 SPSS 19.0 软件，按照不同年份分别计算在 1/3TEa、
1/4TEa、基于生物学变异导出的最低、适当、最佳水平允许不精密度（CV%）共 5 种不精密

度规范下，各项目所有实验室的不精密度（当月在控 CV）通过率。在各不精密度规范下，利

用卡方检验验证各项目不同年份间的不精密度通过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结果  分别有 186、184、154、180 和 151 家实验室上报了 2011-2016 年 TSH、游离 T3、总

T3、游离 T4、总 T4 项目的有效 IQC 数据。总体上，除项目总 T4 以外，在 1/3TEa 和

1/4TEa 的不精密度规范下，各项目不同年份的不精密度通过率分别均在 80.0%和 50.0%以

上。在基于生物学变异导出的各水平不精密度规范下，各项目不同年份的不精密度通过率显

示，TSH 项目各年份均有超过 90.0%的实验室满足适当水平允许 CV%且均有超过 50%的实验

室满足最佳水平允许 CV%，其余 4 个项目各年份均不足 80.0%的实验室满足最低水平允许

CV%且不超过 6.0%的实验室满足最佳水平允许 CV%。在不同不精密度规范下，各项目不同

年份间的不精密度通过率并未呈明显上升或下降趋势。卡方检验结果显示，除游离 T3 项目在

基于生物学变异的最低、适当允许 CV%下的不精密度通过率以外，在各不精密度规范下所有

项目各年份间的不精密度通过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结论  TSH 项目的不精密度水平相比其余 4 个项目较好。为了提高各项目的不精密度通过率并

提供更准确可靠的结果以辅助临床相关疾病的诊断，我国临床实验室需要进一步提高甲状腺相

关激素项目的不精密度水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82 
 

58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WHO 分型、FAB 分型应用比较 
 

杜秀敏 陈英剑 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250031 

 
目的  从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特性（MICM）探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分型特征，以提高 ALL 的实验室诊断水平，为临床诊疗及预后判断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细胞化学染色、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检测、染色体核型分析

及融合基因检测方法和手段。 
结果  58 例 ALL 中，按 FAB 分型标准 ALL：L1 35 例，L2 20 例。FAB 不能分型 3 例。经细

胞免疫分型证实 B 系来源 45 例，T 系来源 10 例，T/B 双表型 1 例，T/髓双表型 2 例；其中

15 例（25.9%）ALL 患者伴有髓系抗原 CD33(17.2%)、CD13(5.1%)、CD15 (3.4%)和
CD117(3.4%)表达；形态学与免疫分型诊断符合率为 94.8%（55/58）。42 例 ALL 患者中 23
例（54.8%）染色体核型正常；异常核型 19 例（45.2%）：包括 t(9;22) (q34; q11) 8 例，

t(1;19)(q23;p13)1 例，超二倍体 1 例及其它染色体异常 9 例。20 例 ALL 患者 BCR-ABL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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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阳性 8 例（40%）。58 例 ALL 依 WHO 分型为 B-ALL 伴重现性遗传学异常 9 例，B-ALL 
伴 t(9;22)(q34;q11.2) BCR-ABL 8 例，B-ALL 伴 t(1;19)(q23;p13.3) E2A-PBX1 1 例，T-ALL
伴超二倍体<50 1 例，B-ALL 伴其它异位 9 例，B-ALL (NOS，不另做分类) 30 例及前体 T-
ALL 9 例。 
结论  细胞形态学诊断准确率低，以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为检测手段的

MICM 诊断模式和 WHO 分型标准更为科学和准确，更有助于临床分型、判断预后及指导治

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84 
 

总胆汁酸及腺苷酸脱氧酶联合检测在肝脏疾病中的临床意义 
 

唐小勇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肝病患者血清中总胆汁酸及腺苷酸脱氧酶水平变化 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检测 80 例肝病患者（20 例急性肝炎，20 例慢性肝炎，20 例肝硬化及 20 例肝癌）及 80
例健康者血清 TBA,ADA 和 ALT 含量。 
结果  各种肝病患者 TBA,ADA 和 ALT 含量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结论  血清中 TBA,ADA 和 ALT 含量的联合检测对各类肝病均有很高的诊断和临床参考价值。  
[关键词]  肝病    TBA  ADA 和 AL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87 
 

连接酶-ELISA 反应检测循环 DNA 基因突变研究 
 

唐一通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研究一种简便、灵敏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分型方法，使其能够在简单实验条件下

进行常规的临床样本检测。 
方法  设计针对突变位点的检测探针，通过检测探针的连接、通用扩增、标记和 ELISA 反应，

根据检测位点对应反应管显色值判定突变位点的基因型。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

外显子 21 和 18 上的 3 个 SNP 突变位点 L858R、L861Q 和 G719C 为检测对象，对 62 例肺

癌血浆循环 DNA 样本进行检测，并与直接测序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通过对 3 个突变位点的检测，2 种方法均在 L858R 位点检出杂合子突变。直接测序法仅

能够明确检出 2 例杂合子突变，另外 1 例样本因在突变位点出现不明显的套峰而无法明确判定

突变类型。而新方法能够明确检出 6 例杂合子突变。 
结论 建立了一种基于连接酶-ELISA 的简便、灵敏的 SNP 突变检测方法，适合于在简单实验

条件下对不均一样本进行常规突变检测。  
关键词：多态性，单核苷酸；突变；基因型；DNA 连接酶类；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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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88 
 

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 ompk36、ompk35 基因分析

与膜孔蛋白膜构建 
 

涂海健
1 许光辉

1 林群英
2 陈淑娟

1 俞柳敏
1 

1.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2.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 

 
目的  对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膜孔蛋白相关基因检测，分析其同源性和分子进化情况

并建立膜孔蛋白结构模型，以了解肺炎克雷伯菌膜孔蛋白在其对碳青霉烯类耐药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3-2014 年从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临床 ICU 分离经确认为产 KPC 和 IMP 碳青霉烯

酶的肺炎克雷伯菌 29 株，采用聚合酶链技术(PCR)对其膜孔蛋白基因 Ompk35，OmpK36 进

行检测，并进行序列测定和生物信息学技术分析。 
结果 29 株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类克雷伯菌表现为对亚胺培南、氨曲南、厄它培南耐药，且均检

测出膜孔蛋白 OmpK35 和 Ompk36 基因，其基因扩增产物经测序比对和同源性分析发现各菌

株间存正不同程度的突变、突变率 100%，但同源性高；对测定序列进行分子进化树和膜孔蛋

白结构模拟图的构建。 
结论  产 KPC 和 IMP 型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其膜孔蛋白在对碳青霉烯类药的耐药机制中

不起主要作用，并初步了解膜孔蛋白分子进化情况和膜孔蛋白结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91 
 

1，3-β-D 葡聚糖检测在临床侵袭性真菌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王蓉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研究血浆中 1，3-β-D-葡聚糖检测对诊断深部真菌感染以及治疗中监测临床应用价值，

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医院 2014 年 7 月-2015 年年 7 月各临床科室可能发生真菌感染的 172 例患者进行 1，
3-β-D-葡聚糖测定、一般细菌及真菌培养；按照实验室检测结果以及侵袭性真菌感染(IFI)诊断

标准共分为 4 组：真菌培养阴性的非 IFI 组 81 例、真菌培养阳性的非 IFI 组 19 例、真菌培养

阴性的 IFI 组 11 例、真菌培养阳性的 IFI 组 61 例，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非 IFI 组 100 例，葡聚糖含量中位数 15.6 pg/ml；IFI 组 72 例，葡聚糖含量中位数 275.2 
pg/ml；经秩和检验 Z=-5.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 葡聚糖在诊断 IFI 的特异性

94.3 %、敏感性 95.1％、阳性预示值 85.2% 、阴性预示值 96.6%；真菌培养在诊断 IFI 的特

异性 81.2% 、敏感性 82.6% 、阳性预示值 82．3% 、阴性预示值 81.2% ；葡聚糖和真菌培

养阳性率经 X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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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病原学检查的基础上，葡聚糖可以作为 IFI 的早期诊断指标，

并且可以在 IFI 的治疗中进行动态监测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92 
 

探究脂质代谢物与肝细胞癌复发的关系 
 

张春燕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究血清脂质代谢物水平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患者术后复发

转移和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2 年 2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行 HCC 根治切除患

者共 189 例手术前血清样本，随访到 2015 年 5 月。收集各 HCC 患者预后资料包括复发状态

以及复发时间(TTR)。采用日立 HITACHI 7600 自动化生化仪定量检测其外周血中脂质代谢物

水平（TG,HDL,LDL,N-HDL,ApoA-1,ApoB,ApoE,Lpa），挑选合适脂质代谢物并评估该指标在

患者病理资料中的差异。 
结果  标志物筛选试验结果发现高密度脂蛋白 HDL 与肝癌复发相关，复发低危亚组

AFP≤400μg/L、ALT≤75μg/L、单个肿瘤、无播散灶、有包膜、Child-Pugh A 期，BCLC 0+A
级中，高 HDL 水平组（>0.98mmol/L）复发率低于低 HDL 水平组（≤0.98mmol/L），两组患

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无统计学差异。多因素 Cox 回归结果提示低 HDL 水平为肝细胞癌术

后复发的独立因素（HR，0.526；95%CI，0.322-0.858，P=0.009。 
结论  术前低 HDL 水平预示肝细胞癌患者术后复发或者转移的风险较大。血清 HDL 水平可有

效预测 HCC 切除术后患者的预后，检测 HDL 可以帮助临床制定最有效的 HCC 治疗方案。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893 
 

三年间不合格标本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 
 

关会霞 胡晓芳 王玉红 孙波 徐亮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分析三年间不合格标本产生原因,有效实施改进措施, 降低标本不合格率,提高分析前质

量。 
方法  收集我院就诊患者标本,按照标本种类及不合格原因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2 年不合格标本总数为 1252 份，不合格率为 0.56%。2013 年不合格标本总数为

1507 份，不合格率为 0.52%。2014 年不合格标本总数为 648 份，不合格率为 0.17%。其中

血液不合格标本有 2125 份,不合格率为 0.38%,体液不合格标本为 832 份,不合格率为 0.26%。 
结论  通过对不合格标本原因分析，实时采取相应改进措施，从而提高分析前标本采集质量，

降低标本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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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896 
 

伴病态造血相关改变 AML 的实验室诊断及临床特征分析 
 

杜秀敏 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250031 

 
目的  伴病态造血相关改变 AML（AML-MRC）是 2008 年 WHO 提出的一种新的 AML 亚型，

本研究旨在从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特性（MICM）探讨 AML（AML-
MRC）的实验室诊断及临床特征，以提高其实验室诊断水平，为临床诊疗及预后判断提供依

据。  
方法  采用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细胞化学染色、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检测、染色体核型分析

及融合基因检测方法和手段，回顾性分析了 2010 年 1 月～2014 年 10 月收治的 134 例 AML
住院病人资料，并依 WHO 标准重新分类。 
结果  134 例 AML 依 WHO 2008 标准重新分类，可检出 AML-MRC 17 例，17 例 AML-MRC 
患者中位年龄 44 岁（6～79 岁），有 MDS 或 MDS/MPN 病史者 11 例（11/17），三系减少

者 9 例（9/17），WBC 计数中位数为 3.98×109/L (0.98～40.7×109/L)，骨髓原始细胞计数为

31.2%（22～75%），其中低于 30%者 8 例（8/17）。17 例 AML-MRC 髓系抗原按表达率高

低依次为 CD33(82.3%)、cMPO (70.5%)、 CD13(64.7%)、CD15(41.2%)、CD117(35.3%)、
CD14(23.5%)；非系列特异性抗原表达情况：CD34(64.7%)、CD38(35.2%)、HLA-
DR(58.8%)。17 例 AML-MRC 异常核型检出率 70.6%(12/17)'，其中复杂核型 7 例，包括

del(5q) 2 例，+8 
3 例，其他核型 2 例。临床预后分组为中危组 7 例，高危组 10 例，完全缓解 3 例，未缓解 14
例，3 例行造血干细胞移植，1 例移植后缓解，2 例移植后复发。 
结论  AML-MRC 做为 WHO 新定义的一种类型，多伴有 MDS 或 MDS/MPN 病史，具有原始

细胞计数低，易于表达白血病相关免疫表型、不良预后核型检出率高、常规化疗疗效不佳等特

点，其准确的诊断可有助于临床诊疗及预后判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05 
 

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和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 
 

顾佳芸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浓度的下降预示着发生各类代谢性疾病风险的上升，但其与心

血管疾病(CVD)之间的关系还尚不明确。我们试图探究在老年人群中 SHBG 与心血管疾病之间

存在的这种相关性。 
方法  我们收集了上海市宝山区友谊社区 1916 例老年人群的基础流行病学数据，并同时留取

了血清标本测得他们的 SHBG 水平，探究 SHBG 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在这项横断面

研究中，我们将肥胖、收缩压、脂类浓度和 CRP 作为心血管疾病风险因子，Fram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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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Reynolds 积分作为心血管疾病事件预测危险积分，分析了 SHBG 与它们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在考虑到年龄、运动饮食、吸烟饮酒情况、BMI 指数的影响下，SHBG 浓度的升高降低

了横断面上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P<0.05)。SHBG 水平与腰围、臀围、BMI 指数之间存在负

相关性(P=0.00)。经年龄、运动饮食、吸烟饮酒情况、BMI 指数、腰围、臀围的校正后，

SHBG 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总胆固醇(CHO)之间存在正相关性(P<0.05)，与收缩

压、甘油三酯(TG)、C 反应蛋白(CRP)之间存在负相关性(p<0.05)，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脂蛋白 A(LPA)之间不存在相关性(P>0.05)。SHBG 与 Framingham、Score、 
Reynolds 积分之间独立于性别、年龄存在负相关性(P<0.05)。 
结论  该社区老年人群低水平的 SHBG 是横断面上发生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子，并且预示

着更差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09 
 

医学检验人员寄生虫实验诊断相关技能调查 
 

赵建忠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了解襄阳地区医院检验工作人员有关寄生虫检验技能现状。 
方法  采用现况调查，通过镜下实物寄生虫诊断虫期彩色图片识别及问卷调查，分别对襄阳市

8 家医院 140 名检验工作人员寄生虫形态学识别能力及寄生虫检查认知能力进行了分析。 
结果  寄生虫形态学识别能力提供诊断虫期形态图 32 种，识别正确率在 90%以上有 5 种，

80%以上有 6 种，70%以上的有 2 种，60%有 1 种，50%以上有 10 种，40%以上有 4 种，

30%以上有 4 种。寄生虫检查认知能力粪便检查可检获蠕虫卵、原虫包囊参考答案为 13 种，

认知正确率 100%有 6 种，80%以上有 1 种，70%以上有 2 种，60%以上有 3 种，正确率为零

的 1 种。粪便检查可检获成虫参考答案为 5 种，认知正确率均低于 50%以下。血液检查可检

获病原体参考答案为 5 种，认知正确率 90%以上的有 2 种，60%以下有 3 种。 
结论  常见、多发寄生虫病形态学识别能力、认知能力掌握较好，对非襄阳地区流行及再现寄

生虫病形态学识别能力、认知能力有待加强。调查与分析结果可为医院检验行业及卫生行政职

能部门制订寄生虫检验质控标准及继续教育提供参考资料，提高医院寄生虫病诊疗水平有所裨

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10 
 

海洋弧菌 MALDI-TOF/TOF MS 数据库的建立及应用研究 
 

周月霞 2 胡成进 1 武静
1 张丽娜

2 
1.锦州医科大学 

2.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943 
 

目的  利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MALDI-TOF/TOF MS) 构建 83 株海洋弧菌的

鉴定数据库，并分析其应用。 
方法  首先将要入库的 83 株海洋弧菌采用“金标准”rpoB 基因测序方法进行确认，保证库内无

错菌，其次利用 MALDI-TOF/TOF MS 对其进行数据采集，建立弧菌数据库。最后评价自建数

据库在海洋弧菌鉴定和分类，构建难鉴别菌种模型等方面的应用。 
结果  新建海洋弧菌数据库扩大了 Biotype3.1 数据库，海洋弧菌鉴定结果更精准；用新建数据

库进行海洋弧菌分类，其结果和 rpoB 的系统发育树结果基本一致；构建难鉴别海洋弧菌的模

型的准确性和敏感性较高。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海洋弧菌数据库优化了 Biotype3.1 数据库，可以用于海洋弧菌的鉴定和分

类，用于构建难鉴别菌种的模型，为海洋弧菌的高通量鉴定和分类提供的一种新的方法。同时

也为其他细菌 MALDI-TOF/TOF MS 数据库的添加和应用提供了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12 
 

全自动血沉仪 TEST1 与魏氏法血沉结果对比及临床应用价值

分析 
 

何莉 牛景阳 刘静 徐亮 孟冬娅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比较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1 与魏氏法血沉结果，并探讨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1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血红蛋白浓度的不同，对临床 436 例标本的血沉值进行配对设计的 t 检验，相关分

析及回归分析；连续监测 4 例患者的血沉及其它指标，探讨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1 检

测的血沉与病情变化的关系。  
结果  血红蛋白浓度（Hb）<=120g/L 时，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 1 与魏氏法之间结果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血红蛋白浓度（Hb）>=121g/L 时，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 
1 与魏氏法检测之间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 l 检测的血沉

与病情的变化同步。  
结论  在监测疾病的发展变化中，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 l 比魏氏法更及时反应病情变

化，且具有简单﹑快速﹑准确的优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13 
 

红细胞分布宽度对结直肠癌的临床意义 
 

张诗颜 马雄剑 庄思慧 陈娟 
福建福鼎市医院 3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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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红细胞分布宽度(RDW)血常规中的一个红细胞参数，近年来很多研究显示红细胞分布宽

度与炎症和心肺疾病等相关，但红细胞分布宽度与直结肠癌的相关性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评

价红细胞分布宽度辅助诊断结直肠癌的诊断性能。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来我院 180 例结直肠癌患者(CRC)、251 例肠息

肉患者，排除其他肿瘤、血液性疾病和炎症疾病。测定血常规选取 RDW 数据，制作 ROC 曲

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ＲOC)以评价此指标对 CRC 的诊断价值。 
结果  结直肠癌组与肠息肉组性别和年龄比较无差异（P > 0.05）；结直肠癌组 RDW 水平大

于肠息肉组(Z= -9.040，P < 0.001,Mann-Whitney U 检验)，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ROC 曲

线下最佳 cut-off 值为 13.35、曲线下面积为 0.755、敏感度为 62.2%和特异度为 77.7%。 
结论  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可以作为结直肠癌的简易筛查指标，但仍需要大标本量的前瞻性

研究验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14 
 

BS-800M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临床分析性能评价 
 

曾方银
1 蔡海丽

1 王征宇
3 赵明海

2 余柏林
2 陈永强

1 
1.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检验科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 
3.广州军区总医院一五七分院检验科 

 
目的  对 BS-800M 生化分析仪的主要分析性能进行评价，探讨国产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临床

适用性。 
方法  按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指南文件的方法，对 BS-800M 检测 ALB、
CR 、TG、HDL-C、LDL-C、TC、ApoA1、ALT、TBIL、UA、UREA、GLU 共 12 个项目的

精密度、线性范围、稀释倍数、干扰试验、携带污染等性能进行验证，并与 BEKMAN 
AU5431 进行方法学比对。 
结果  BS-800M 生化分析仪 12 个项目的批内精密度均小于 1/4TEa，批间精密度均小于

1/3TEa。线性试验显示 ALB、ALT、GLU 等 10 个项目的最适方程均为一阶线性方程，各项目

在临床常见的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除 ApoA1 外的其他 11 个项目的测定结果与 BEKMAN 
AU5431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TBIL、TG、Hb 3 种干扰物的的加入终浓度分别为 427.5 
mmol/L、22.60 mmol/L、5.0g/L 时，对 12 个项目测定结果的干扰临床均可接受。12 个项目

的携带污染率介于 0.16%-1.43%之间。TG、ALT、UA、UREA、GLU 经相应倍数稀释后，其

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满足临床需求。 
结论  迈瑞 BS-800M 的分析性能满足临床应用的要求，适合中小型临床实验室日常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15 
 

血小板抗体检测在血小板输注无效患者临床输血中的应用 
 

叶海辉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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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血小板抗体筛查和鉴定在血小板输注无效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监测多次输血患者输血前后的血小板计数值，并用 l h 和 24 h 血小板增高指数(CCI 值)来
评价血小板改变情况；采用固相凝集法)进行血小板抗体检测与筛查，同时进行血小板交叉配

型实验，分析并解释研究结果。 
结果  随着输血次数的增加，临床上发生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患者相应增加，输血次数在 15 次

及以上的患者发生血小板输注无效的几率最大；当对上述血小板输注障碍的患者进行血小板相

关抗体检测时，发现血小板相关抗体阳性率为 75.6%。在经过统计学检验得出输血次数与血小

板抗体阳性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在将血小板随机输注和配合性输注后，1 小时和 24
小时再测定发现血小板增高指数(CCI)的变化趋势不尽一致，随机输注的血小板增高指数(CCI)
的变化趋势要明显低于配合性输注的血小板变化趋势。 
结论 血小板输注无效与输血次数存在相关性，输血次数与血小板抗体阳性率呈明显的正相

关，在对血小板输注无效的临床治疗上首要选择进行血小板交叉配型，以此来降低血小板输注

无效的发病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20 
 

迈瑞 BS-800M 与 OLYMPUS AU27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性

能比较 
 

曾方银
1 王征宇

2 赵明海
3 蔡海丽

1 李玲
1 

1.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检验科 
2.广州军区总医院一五七分院检验科 

3.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 
 

目的  通过对迈瑞 BS-800M 和 OLYMPUS AU27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性能比较，探讨国产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在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按照行业标准推荐的方法检测迈瑞 BS-800M 和 OLYMPUS AU27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的反应盘温度准确度与波动度、杂散光、吸光度线性、吸光度准确度、吸光度重复性、样品携

带污染率、加试剂准确度和精密度、加样准确度和精密度等，并与 YY/T0654-2008 自动生化

分析仪行业标准的性能要求进行比较。   
结果  迈瑞 BS-800M 的孵育温度为 36.96±0.05℃，略优于 AU2700 的 37.10±0.11℃。BS-
800M 的吸光度重复性 CV 可低至 0.30%，与 AU2700 的 0.27%非常接近，均远小于行业标准

1.50%；BS-800M 试剂加样准确度相对偏差为 0.71%～1.06%，精密度为 0.86%～0.97%；

AU2700 分别为 0.86%～1.58%与 0.75%～0.91%；两者均明显优于行业标准。BS-800M 的样

品携带污染率仅为 0.38%，与 AU2700 大致相当。两者的吸光度线性偏倚虽然都符合行业标

准，但 BS-800M 最大为 3.48%，明显大于 AU2700 的-1.33%。其余实验结果均显示出

BS800-M 在杂散光影响、吸光度准确度、样品加注准确度与精密度等方面的性能，已达到甚

至优于行业标准，与进口产品并无明显差别。 
结论  迈瑞 BS-800M 与 OLYMPUS AU2700 生化分析仪多方面的硬件性能均符合我国 YY／
T0654－2008 行业标准，国产 BS-800M 生化分析仪满足临床生化检测的使用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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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22 
 

RH 血型不合致 HDN 患儿检测及临床治疗分析 
 

叶海辉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襄阳地区 23 例 RH 新生儿溶血病（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newborn，
HDN）患儿情况，为该地区 RH-HDN 的治疗及预防提供支持资料。 
方法  收集自 2009 年襄阳五家医院开展新生儿溶血病的实验室检测并明确诊断 23 例 RH 溶血

症患儿的相关资料，对其标本进行血型鉴定、交叉配血、RH 分型、不规则抗体定型、新生儿

溶血三项试验，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对确诊的孕妇进行血浆置换，对患儿进行换血治疗，然

后观察患儿的胆红素指标以及部分生命体征，对这些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  23 例患儿母亲的 RH（D）阴性 20 例（87. 0%），血清学表型分布为 ccdee9 例(39. 
1%)、Ccdee8 例(34. 80%)、CcdEe2 例(8. 7%)、CcdEE1 例(4. 3%)。另外三例 RH 表型为

ccDee2 例(8. 7%)，ccDEe1 例(4. 3%)。新生儿的血清学表型分布为 ccDee5 例(21. 7%)、
CcDee3 例(13. 0%)、ccDEe6 例(26. 1%)、CCDee2 例(8. 7%)、CcdEe7 例(30. 4%)。22 例

患儿进行换血治疗前、后胆红素对比均有明显降低；术中患儿呼吸、心率、血压、体温及经皮

血氧饱和度均稳定，未出现不良反应，未作特殊处理。术后追踪观察 1 个月，无并发症发生。 
结论  对孕妇和新生儿进行及时准确的实验室检查、孕妇进行血浆置换和药物治疗，以及及时

准确 RH-HDN 的诊断后采取换血治疗可以有效的预防和治疗 RH-HD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27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糖尿病高血压的关系 
 

李坤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讨论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A1(HbA1c)水平与糖尿病高血压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纳入 10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依据高血压指南分级标准对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临床

分期：正常血压组（收缩压<120mmHg 和舒张压<80mmHg ），轻度高血压组（收缩压 140-
159mmHg 或舒张压 90-99mmHg），重度高血压组（收缩压≥180mmHg 或舒张压

≥110mmHg），记录患者临床资料。 
结果  年龄、糖尿病病程、尿微量清蛋白含量、HbA1c 水平随着糖尿病高血压分期依次升高

（P＜0.05）,临床高血压组年龄、糖尿病病程、尿微量清蛋白含量、HbA1c 分别为（57±15）
岁、（11.2±6.2）年、（278±24）mg/g、9.3％±1.6％。而体质量指数（BMI）在轻度高血压

组与临床重度高血压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病程、尿微量清蛋白含量、

HbA1c 均与糖尿病高血压发生有关，是糖尿病高血压的发生发展过程，并与糖尿病高血压分

期有关。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A1(HbA1c)水平是糖尿病高血压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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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28 
 

miR-143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朱家平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分析 miR-143 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方法  分别取胃癌手术标本 64 例及其癌旁组织，提取总 RNA，采用茎环逆转录实时定量 PCR
方法检测 miR-143 在胃癌及其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量，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关系。 
结果  与癌旁组织比较，miR-143 在胃癌组织中表达显著下调( P<0.05 )；miR-143 的表达与细

胞分化程度(P<0.05)及淋巴结转移(P<0.05) 相关，与性别、年龄、肿块大小及 TNM 分期无

关。低分化胃癌组织的 miR-143 表达明显低于中高分化的标本(P<0.05)；有淋巴结转移胃癌组

织的 miR-143 表达明显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的胃癌组织(P<0.05)。 
结论  miR-143 表达下调可能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miR-143 可作为评价低分化胃癌的辅助

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34 
 

致颅内感染第三芽胞梭菌的鉴定及耐药基因分析 
 

邹玖明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对我院分离的 1 株耐氧生长的厌氧菌进行鉴定及药敏分析。 
方法  利用 API20A 进行生化鉴定，琼脂稀释法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PCR 及测序技术分析其

16SrRNA 基因。头孢硝噻吩纸片法（OXOID）检测细菌 β 内酰胺酶，PCR 扩增 β 内酰胺酶

cfxA 耐药基因。 
结果  经鉴定，该株厌氧菌为第三芽胞梭菌，经 16SrRNA 分析与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数据库中第三芽胞梭菌相似性达 100%，药敏结果显示对亚胺培南、四环素、甲硝唑、万古霉

素敏感，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替坦耐药。 
结论  该株厌氧菌为第三芽胞梭菌，携带 cfxA 耐药基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38 
 

妊高症患者 FIB、FDP、D-二聚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席敏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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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妊娠妇女 FIB、FDP、D-二聚体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妊高症患者 32 例和正常妊娠妇女 67 例以及非妊娠妇女 96 例进行 FIB、FDP、D-
二聚体的检测并统计结果。 
结果  娠高症患者组与正常妊娠组 FIB、FDP、D-二聚体均高于非妊娠组(P<0.05)且妊高症组

高于正常妊娠组(P<0.05)。 
结论  妊娠妇女特别是妊高症患者凝血功能呈明显高凝状态，FIB、FDP、D-二聚体明显高于

正常妇女，医务工作者动态监测孕妇特别是妊高症患者 FIB、FDP、D-二聚体的变化，有助于

辅助诊断及预防 DIC 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39 
 

肿瘤坏死因子在缺血性脑血管病发病机制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李娜 郑伟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脑血管病已成为危害我国中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其中缺血性脑血管病在脑血管

病中占有 60-80％。缺血性脑血管病作为脑血管病的重要亚型，其具有高发病、高致残及高致

死性之特点，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给社会及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1]。因此对于其发病机制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对缺血性脑血管病发病机制研究

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免疫应答与炎症反应[2]、血小板活化等均在缺血性脑血管病

发病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有研究显示，肿瘤坏死因子作为重要的促炎症因子，其可介导

相关炎症反应，并可导致血小板活化。本文针对肿瘤坏死因子的促炎作用及其对血小板活化的

调控两个方面，对肿瘤坏死因子在缺血性脑血管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综述如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48 
 

降钙素原(PCT)的临床应用 
 

李艺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急性时相反应蛋白（CRP）、白细胞（WBC)在鉴别细菌和病

毒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118 例辽宁省人民医院住院患者，按出院诊断分为细菌感染组 49 例、病毒组 39 例

和对照组 30 例。另取 31 例非细菌感染的肺炎组做 PCT 检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

PCT，免疫比浊法测量急性时相反应蛋白（CRP）。白细胞测定采用 Sysmex2000i。阳性结

果判断标准：PCT>0.5ng/mL，CRP>8mg/L,WBC>9.5× /L。 
结果  细菌感染组 PCT（p<0.01)与 CRP（p<0.05)、WBC（p<0.05)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且

PCT（p<0.01)、CRP（p<0.05)、WBC（p<0.05)均较对照组有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病毒感染组 CRP（p<0.05)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CT（p>0.05）、CRP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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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CT 是一种新型的细菌性感染的指标，在临床诊断与指导用药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CT、CRP、WBC 均可作为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鉴别，且 PCT 比 CRP 特异性高，PCT
与 WBC 不能诊断病毒感染性疾病。PCT 阴性，可排除细菌性肺炎感染的可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49 
 

血清 miR-155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泼尼松联合环磷酰胺治

疗前后的变化研究 
 

朱宇芳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血清 miR-155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泼尼松联合环磷酰胺治疗前后的变

化。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SLE 患者 320 例作为研究组，选取健康体检者 300 例作为对照组，采

用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性指数(SLEDAI) 评分评定 SLE 病情程度，全部患者均采用泼尼松

联合环磷酰胺治疗，测定血清 miR-155 水平。 
结果  研究组 miR-155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中重度活动组（SLEDAI 评分>7 分）miR-155 水

平明显低于轻度活动组（SLEDAI 评分≤7 分），均 P<0.05。治疗后，全部患者 miR-155 水平

均明显高于治疗前，SLEDAI 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均 P<0.05。治疗有效组 miR-155 明显

高于治疗无效组，SLEDAI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无效组，均 P<0.05。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

示，治疗前后血清 miR-155 水平与 SLEDAI 评分呈明显负相关（r=-0.612，-0.628，
P=0.008）。 
结论  SLE 患者血清 miR-155 水平显著降低，经治疗后 miR-155 明显降低，可能与改善病情

具有一定的关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50 
 

海洋弧菌鉴定方法学评价 
 

武静 胡成进 周月霞 张丽娜 刘晓斐 公衍文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250031 

 
目的 建立适宜海洋弧菌的快速鉴定方法。 
方法 利用 16s rRNA 测序、rpoB 测序和 MALDI-TOF/TOF MS 3 种技术对 128 株海洋弧菌进

行鉴定，对比分析检测结果进行方法学评估。 
结果 3 种方法鉴定准确率如下：16s rRNA 为 34.38%，rpoB 为 63.28%，MALDI- TOF/TOF 
MS 为 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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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海洋弧菌，rpoB 测序比 16s rRNA 测序具有更高的分辨率；MALDI- TOF/TOF MS
对海洋弧菌有较好的鉴定能力，鉴定时间短，可实现弧菌的快速准确鉴定，但局限性在于其鉴

定准确率取决于现有数据库中的菌株数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59 
 

天然活性分子 isatin 经 p53 介导的线粒体途径诱导乳腺癌细

胞 MCF-7 凋亡 
 

宋金莲
1 马中良

2 迟晓伟
3 陈艳萍

3 侯琳
4 

1.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乳腺外科  
3.即墨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4.青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目的   探讨（ｉｓａｔｉｎ）对乳腺癌细胞 ＭＣＦ-７ 的抗肿瘤作用及其具体的调控机制。  
方法   不同浓度 ｉｓａｔｉｎ（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μｍｏｌ·Ｌ － １）作用于乳腺癌

细胞 ４８ ｈ 后，利用细胞荧光染色、ＲＴ-ＰＣＲ、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及流式细胞术

等方法检测 ｉｓａｔｉｎ的促凋亡作用。  
结果  不同浓度 ｉｓａｔｉｎ 处理 ＭＣＦ-７ 细胞 ４８ｈ，荧光显微镜观察到细胞出现核染

色质聚集、细胞体积缩小及 ＤＮＡ 断裂等典型的凋亡形态学改变。 ＲＴ-ＰＣＲ 和 Ｗｅｓｔ

ｅｒｎｂｌｏｔ 结果证实，随着 ｉｓａｔｉｎ 浓度的不断增加，ｐ５３、Ｂａｘ ｍＲＮＡ和

蛋白表达量也逐渐增加，而 Ｂｃｌ-２ ｍＲＮＡ 及蛋白表达下降；流式细胞仪结果提示不同

药物浓度作用的细胞膜电位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ｃａｓｐａｓｅ-９ 被激活。 Ｗｅｓｔｅｒ

ｎ ｂｌｏｔ 结果显示ｉｓａｔｉｎ 处理组细胞胞质细胞色素 Ｃ 含量明显增加，相反线粒体

中细胞色素 Ｃ 含量相应降低。  
结论 ｉｓａｔｉｎ 具有明显诱导乳腺癌细胞 ＭＣＦ-７ 凋亡的作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是经 
ｐ５３的线粒体凋亡通路被激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65 
 

基于 MADI-TOF MS 微生物鉴定数据库的应用研究进展 
 

周月霞
1 胡成进

2 武静
2 张丽娜

1 刘晓斐
2 

1.锦州医科大学 
2.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近年来，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MALDI-TOF MS)因其快速、灵敏、准确、经济

的优势而被广泛应用到细菌、真菌、病毒、螺旋体等微生物的鉴定、分型以及耐药机制的研究

中。本综述重点叙述 MADI-TOF MS 数据库对其鉴定的影响、如何扩展数据库以及 MALDI-
TOF MS 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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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67 
 

呼吸道病原体谱抗体 IgM 检测在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刘静 张英辉 何莉 韩笑 董哲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分析呼吸道感染患者常见的 11 种呼吸道病原体抗体 IgM 检出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力

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1-12 门诊及住院患者 2241 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腺病毒(ADV)、流感病毒 B(INFB)、流感病毒 A(INFA)﹑副流感病毒(PIV)﹑噬肺军团

菌(LP)﹑肺炎衣原体(CP)﹑肺炎支原体(MP)﹑柯萨奇病毒 A(CoxA)、柯萨奇病毒 B(CoxB)﹑
埃克病毒（ECHO）特异性 IgM。 
结果 共检测 2241 份血清，1414 例阳性，病原体谱抗体 IgM 阳性率为 63.9%(1414/2241);不
同的病原体可在同一患者中检出，被检患者血清中 INFB 最多，阳性率为 48.0%
（1076/2241）。其次为 INFA，阳性率为 25.5%（573/2241），PIV 最少，阳性率 0.04%
（10/2241）。不同性别、年龄、季节病原体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呼吸道病原体仍是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11 种常见病原体的检出率最高的是

INFB，其次是 INFA。病毒感染与性别，年龄及季节有关。INFB 和 INFA 是引起沈阳地区呼吸

道感染的重要的病原体。尽早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使患者能够及早的得到诊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70 
 

自体输血现状及对策 
 

皮佑君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通过分析本院近三年自体输血情况，探讨提高自身输血百分比的措施。 
方法  对本院 2011-2013 年自体输血病例倒数统计分析后，通过向临床手术科室医生发放调查

表，了解临床在推行自体输血中遇到的问题或困难，进行归类、统计分析。 
结果  2011-2013 年自体输血病例分别为 14 例、20 例、24 例；自身输血例数较多的科室主要

是胸外科、妇科、产科，大部分科室还未开展；医生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自身输血担心患者

不同意，需要做很多解释工作；担心患者不能耐受；患者担心献血会影响手术效果；担心血液

不用会导致纠纷，分列一至四位，分别占回报总数的 57.7%、51.3%、48.7%、44.9%；担心

费用问题的临床医生占 32.1%，对自身输血不了解的患者有 19.2%。 
结论  在院内加大宣传力度，使医生和患者正确认识自体输血的意义，同时可通过在血站采血

网点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扩大民众进行自体输血知识的普及宣传，使民众正确认识到自体输血

是一种既安全又能避免输注异体血风险同时还能节约宝贵的血液资源的输血方式；同时对医生

进行分期分批培训，使医生逐步掌握自身输血的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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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75 
 

非侵入分子标志物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内镜活动度判定中的

价值 
 

周经委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研究非侵入分子标志物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内镜活动度判断中的诊断效能。 
方法  选取已确诊溃疡性结肠炎（UC）45 例及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 25 例。于电子结肠

镜检查前 1-3 天内留取粪便标本，采用 ELISA 方法测定粪便钙卫蛋白（FC）浓度。电子结肠

镜检查当天进行 UC 患者临床活动度评估（Rachmilewitz-CAI 指数），并采集血液标本检测血

常规、CRP、ESR 及降钙素原（PCT）浓度。UC 患者内镜活动度评估采用 Mayo 评分（0-2
分缓解期, 3-5 分轻度活动, 6-10 分中度活动,11-12 分重度活动）。 
结果  在 45 例 UC 患者中，活动期 FC 浓度[690.6(74.93-2266.01) μg/g]明显高于缓解期

[45.31(6.7-189.417) μg/g]和 IBS 组[9.9 (0-385.4) μg/g]（均 P<0.001）。在非侵入性指标中，

除 PCT 外，FC、CAI、ESR、CRP 在活动期均明显高于缓解期（均 P<0.001）。经

Spearman’s 相关性分析，FC、CAI、CRP、ESR 均与 Mayo 内镜评分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为 0.837，0.776，0.644，0.634（均 P <0.001），其中 FC 相关性最高（r=0.837）；FC
在临界值 250 μg/g 时预测内镜活动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7.9%和 100%。 
结论  FC 与 CAI、CRP、ESR、PCT 相比能更有效发现 UC 患者内镜下的活动性炎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82 
 

MicroScan WalkAway 仪器对碳氢酶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检测能力的评价 
 

李彬 赵志常 张婧玲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评价 MicroScanWalkAway 96 Plus(MSW)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在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

菌科细菌（CRE）鉴定与预警中的指导价值。 
方法  同时用 PCR 法和 MSW 系统检测本实验室保存的 81 株 CRE。以 PCR 法为金标准，比

较该分析仪器在 CRE 菌株鉴定及预测是否产碳青霉烯酶的可靠性。 
结果  MSW 判定 CRE 的符合率为 69.1%(56/81)。PCR 检测有 48 株细菌携带碳青霉烯类耐药

基因；仪器法检测这些菌株时，AES 预测产碳青霉烯酶的灵敏度为 93.8%，特异度为

42.4%，阳性预测值为 70.3%，阴性预测值为 82.4%,准确度为 72.8%。 
结论  MSW 系统对 CRE 具有较强的检测能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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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83 
 

6536 株临床分离菌分布特点及耐药分析 
 

卢德胜 张明磊 于静波 任薇 孟冬娅 刘静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调查沈阳军区总医院临床常见分离病原菌分布及抗生素耐药性 3 年间的变迁  
方法  抗菌药物敏感试验按 CLSI2012 年、2013 年 、2014 年版进行并判断结果，使用

WHONET5.5 软件及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按患者首次分离菌株进行统计分析，2012 年至 2014 年，每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共收集临床分离菌 6536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5390 株，占 82.47%，革兰阳性菌 1146 株，

占 17.53%。革兰氏阴性菌中分离率排列前三位的分别是鲍曼不动杆菌占 21.02%、肺炎克雷

伯菌占 20.38%、铜绿假单胞菌占 19.09%。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检出率为

41.56%。3 年来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分别占 2.6%、5.3%、1.3%。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

烯类抗生素耐药率<1.5%，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率低于大肠埃希菌。近 3 年来，鲍曼不动杆菌

对包括亚胺培南在内的大多数监测药物耐药率超过 60.0％，而铜绿假单胞菌对大多数药物保

持了较高的抗菌活性。 
结论  加强细菌耐药性监测，及早发现耐药机制，及时掌握细菌耐药变迁，指导临床合理选择

抗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91 
 

多发性骨髓瘤相关信号通路与 miRNA 相互调控的研究进展 
 

袁杰 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多发性骨髓瘤（MM）是浆细胞异常增殖的恶性肿瘤，目前仍未找到治愈的方法。MM 细

胞的增殖、迁移及耐药与信号通路转导有关。研究发现，微小 RNA（MicroRNA，miRNA）在

MM 中表达异常，并且对信号通路和抑癌基因起重要的调控作用。因此，miRNA 被认为是新

型的生物标志物和潜在的治疗靶点。近几年来，对于 MM 中 miRNA 的表达水平及相关机制的

研究甚多，本文就目前 MM 中 miRNA 参与调控的信号通路以及 miRNA 靶向结合的 mRNA 作

一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0992 
 

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在临床化学实验室中应用 
 

牛爱军 王开森 张华 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1006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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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应用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对临床化学检测项目进行质量评价，指导实验室的质量改

进。 
方法  以实验室参加 2014 年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常规化学室间质量评价的 22 个项目作为研究

对象，依照公式 σ=（TEa-bias）/CV，分别计算各项目的以不同水平室内质控 CV 所得到的 σ
值，并根据 σ 值大小来选择室内质控品数量及质控规则；以 QGI= bias%/(1.5×CV)计算各项目

质量目标指数（QGI），查找项目分析性能不佳的原因以便于改进。 
结果  22 个检测项目以高水平室内质控 CV 计算所得的 σ 平均值为 5.88，显著高于以低水平室

内质控 CV 计算所得 σ 平均值 3.91（P<0.01）。σ（高水平）>6 的项目比例为 36.4%，明显

高于 σ（低水平）的 13.6%；σ（高水平）<3 的项目比例为 9.1%，明显低于 σ（低水平）的

31.8%。σ（高水平）<6 的项目有 14 个，其中需优先改进精密度（QGI<0.8）的项目有 13 个

（92.8%），精密度与正确度（1.2<QGI<0.8）均需改进的项目有 1 个（7.2%）；σ（低水

平）<6 的项目有 19 个，其 QGI 值均<0.8，均需优先改进精密度。 
结论  6σ 质量管理方法作为一种新兴的质量管理概念引入到医学实验室中，可对检测项目的分

析性能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结合 QGI 可查找项目性能不佳原因并提出相应改进措施，有利

于实验室质量改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93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HBsAg 和 Anti-HBs 共存的发生机制及其

临床影响 
 

傅晓春 刘灿 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临床实践中可见一些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学标志物检测结果为 HBsAg 和 Anti-HBs 双阳

性，即 HBsAg 和 Anti-HBs 共存。近年，对于此现象的报道逐渐增加，国外文献报道

HBsAg/Anti-HBs 双阳性比例为 2.90%~8.90%，国内报道为 2.43%~4.87%。造成 HBsAg 和

Anti-HBs 共存的原因主要有 HBV S 基因突变、不同血清型 HBV 的感染、HBV 再活动等，其

给临床 HBsAg 检测、宿主疾病转归和患者临床诊治带来了诸多影响。本文就 HBsAg/Anti-
HBs 双阳性的发生机制及其对临床诊治的影响做一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0996 
 

急诊 ICU 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临床分析 
 

卢得盛 薛文成 任微 孟冬娅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了解急诊监护室（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Unit,EICU）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s,ESBLs)肺炎克雷伯菌感染临床特点与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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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用 VITEK2 compact 微生物自动分析仪鉴定菌种和药物试验，同时对肺炎克雷伯菌进

ESBLs 检测。  
结果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急诊监护室住院患者分离出 140 株非重复肺炎克雷伯菌，检

出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共 66 株，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酶烯类、头霉素类高度敏

感，大部分患者存在严重基础疾病和导致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论  产 ESBLs 所致 EICU 感染现象较为严重，做好细菌耐药性监测，合理使用抗生素十分重

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00 
 

合并用药与非遗传因素对华法林稳定剂量的影响分析 
 

庄文芳 陈燕红 曹雅楠 范颖超 杨莉 宣彬彬 盛慧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  华法林稳定剂量受年龄、身高、体重、饮食、疾病状态、合并用药、吸烟、喝酒、遗传

因素等多种因素影响，我们旨在分析合并用药与非 遗传因素对华法林稳定剂量的影响. 
方法  采用全自动凝血仪凝固法测定 PT-INR,收集华法林抗凝治疗的心脏瓣膜置换、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房颤及下肢静脉血栓患者 222 例，稳定抗凝 3 个月以上且国际标准化比值（INR）

在 1.5~3.0，并排除肝功能不全的患者完整临床资料，分析华法林使用剂量与性别、体重、年

龄等因素的相关性，以及合并使用胺碘酮、地高辛与美托洛尔对其的影响。 
结果  本次试验共纳入了 222 例服用华法林抗凝的患者，包括 115 例男性和 107 例女性，其中

男性年龄均值为 66.5±10.2 岁，体重均值为 56.93±6.05Kg，PT 值均值为 24.83±4.46s，INR
均值为 2.12±0.37。华法林的维持剂量与年龄成负相关，而与体重成正相关。合并使用胺碘酮

与地高辛将降低华法林的使用剂量，合并使用美托洛尔则显著降低华法林的使用剂量。 
结论  华法林稳定维持剂量与患者的年龄、体重以及胺碘酮、地高辛的合并使用情况有关，与

美托洛尔的使用情况也极为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07 
 

调节 T 细胞 CD4+CD25+FoxP3+在抑制结核患者结核特异细

胞免疫反应中的作用 
 

朱宇芳 饶群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结核患者外周血中 CD4+CD25+FoxP3+调节 T 细胞在抑制结核患者结核特异细胞免

疫反应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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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期间就诊的肺结核患者 310 例作为研究组，选取同期

健康体检者 300 例作为对照组，取外周静脉血 2~3mL，采取采取流式细胞分析进行

CD4+CD25+FoxP3+调节 T 细胞检测，同时进行细胞增殖及抑制实验，采取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ELISA）进行 IL-10、INF-γ 水平检测。 
结果  肺结核患者 CD4+CD25+T 淋巴细胞占/CD4+T 淋巴细胞总数的比值较健康体检者高，组

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结核患者 CD4+CD25+FoxP3+T 淋巴细胞占/CD4+T
淋巴细胞总数的比值较健康体检者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结核患者

血清中 IL-10、INF-γ 水平均较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有

CD4+CD25+细胞培养作用下，肺结核患者血清中 IL-10、INF-γ 水平均较对照组，组间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肺结核疾病患者 CD4+CD25+FoxP3+调节 T 细胞数量增

多，通过抑制其特异细胞免疫反应，可改善其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08 
 

胸苷激酶 1 浓度检测用于胃癌癌前疾病恶性进程风险评估 
 

郑 逊 郭朝书 陈思杰 王海健 颜书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莆田市第一医院 351100 

 
目的  探讨胸苷激酶 1 浓度在胃癌癌前疾病恶性进程风险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5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消化内科门诊收治的患者 300 例，另选同

期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正常人群 10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免疫增强化学发光点印记法对血清

中 TK1 浓度进行检测。比较分析不同胃癌癌前疾病患者、不同胃癌分期患者以及胃癌患者治

疗前后不同时期 TK1 浓度的变化情况。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组、胃癌癌前病变各组以及胃癌各组患者 TK1 浓

度均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组患者相比，

胃癌癌前病变组合胃癌组患者 TK1 浓度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病

程的发展，TK1 浓度呈现上升趋势。同时，与治疗前相比，高、中、低分化组患者治疗后 12
个月 TK1 浓度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低分化组患者治疗后 1 个

月、6 个月 TK1 浓度均明显降低，高分化组患者治疗后 1 个月 TK1 浓度明显提高，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4 例复发患者中，3 例患者 TK1 浓度在临床症状出现前出现升

高。在治疗后病情较为平稳的 51 例患者中，48 例患者 TK1 浓度保持接近正常范围。 
结论  胸苷激酶 1 浓度的检测对于胃癌癌前疾病恶性进程的评估，胃癌的演进过程以及预后的

判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11 
 

人激肽释放酶相关肽 10 临床应用价值的初步研究 
 

杨帆
1 陈英剑

2 吴艳花
2 胡成进

2 
1.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2.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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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初步探讨人激肽释放酶相关肽 10（KLK10）对乳腺癌免疫学诊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建立 KLK10 双抗体夹心 ELISA 检测方法，检测 50 例乳腺

癌患者和 45 例健康对照女性血清中 KLK10 的含量，同时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CEA 和

CA153 的含量。评价 KLK10 作为乳腺癌新型血清标志物的潜力，以及联合检测对乳腺癌诊断

效能的影响。 
结果  乳腺癌患者血清 KLK10 含量（4.71±1.88） μg/L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人群（1.36±0.72）
μg/L（P<0.05）；且 KLK10 在早期(ⅠⅡ期)乳腺癌患者血清中的含量明显高于晚期（Ⅲ

期）。KLK10、CEA 和 CA153 的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分别为 76%，10%，4%，而多指标联

合检测可不同程度提高诊断灵敏度，当 KLK10、CEA 和 CA153 联合诊断时诊断效能最佳。 
结论  KLK10 有潜力成为乳腺癌新型的血清标志物，且 KLK10 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高于 CEA
和 CA153，但特异性较差，存在假阳性。KLK10、CEA 和 CA153 三者联合检测可在不显著降

低特异性的基础上显著提高诊断灵敏度，为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治疗效果监测和预后判断提

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13 
 

过表达 TFF3 稳转细胞系的建立及鉴定 
 

毛琪 王玉红 刘静 吴青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构建慢病毒介导的过表达 TFF3 稳转细胞系。  
方法  利用慢病毒颗粒感染 Caco2 细胞，用嘌呤霉素进行筛选；通过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TFF3 在转录和翻译水平的表达情况。   
结果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表明 Caco2 稳转细胞中的 TFF3 表达量明显增高。   
结论  成功建立过表达 TFF3 的 Caco2 稳转细胞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14 
 

肺癌患者 TNF-α 和 IFN-γ 免疫因子的检测及临床意义及短期

治疗后血清 TFN-α、IFN-γ 表达水平变化分析 
 

朱宇芳 江华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分析肺癌患者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干扰素-γ（IFN-γ）免疫因子的检测及临

床意义及短期治疗后血清 TFN-α、IFN-γ 表达水平变化。 
方法  抽取我院 2009 年 8 月~2012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肺癌患者 318 例作为研究组，选择同期

健康体检者 300 例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后半年内，清晨空腹采取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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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mL，采取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测定患者血清中 TFN-α、IFN-γ 水平

变化，分析其检测意义。 
结果  治疗前，研究组血清 TFN-α、IFN-γ 水平分别为（2.68±0.83）ng/mL、（78.18±13.29）
ng/mL，均高于对照组（0.96±0.21）ng/mL、（208.56±24.38）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复发组血清 TFN-α、IFN-γ 水平分别为（1.42±0.43）ng/mL、
（164.92±24.87）ng/mL，均高于未复发组（2.78±0.79）ng/mL、（81.29±13.29）ng/mL，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细胞免疫功能 TFN-α、IFN-γ 表达水平变化与肿瘤的发生与进展有密切关系，为探讨肺

癌患者的免疫损伤机制以及临床治疗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28 
 

血细胞参数 N/L 比值、RDW 和 PLT 对乙型肝炎肝硬化的预

测价值 
 

郝世勇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验证和比较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 比值）、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和血小

板计数（PLT）这三种血细胞参数对乙型肝炎肝硬化（LC）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慢性乙型肝炎患者（CHB）152 例、LC 患者 177 例，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所

有对象进行血常规检测。 
结果 LC 患者 N/L 比值和 RDW 均显著高于 CHB；而 PLT 显著降低。ROC 曲线分析显示，

N/L 比值、RDW 和 PLT 诊断 LC 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65，0.72 和 0.88；前两者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均小于 PLT。当三种参数的截点值为 1.58，15.05 和 75.50 时，灵敏

度分别为 0.63，0.70 和 0.75，特异度分别为 0.64，0.64 和 0.84。 
结论 三种血细胞参数均对 LC 具有一定预测价值，其中 PLT 的准确性最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1030 
 

电化学发光试剂合并再利用的质量控制 
 

刘美芹 张海霞 宋现让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探讨 Roche Elecsys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残留试剂再利用的可行性。 
方法  将检测 CEA、AFP、CA125 和 CA199 的剩余试剂分别合并，重新定标，以配套的高、

低浓度的质控物、校准物和临床标本为检测对象，评价合并试剂不精密度、不正确度，并与原

装试剂检测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和系统误差计算。 
结果  同批号及不同批号合并试剂检测 CEA、AFP、CA125、CA199 质控物、校准物高、低

浓度的不精密度、不正确度均在 CLIA’88 允许的误差范围。合并试剂与原装试剂检测同一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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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标本，检测结果相关性好，高、低医学决定水平系统误差均小于 5%，在 1/2 CLIA’88 的允

许误差范围。 
结论  Roche Elecsys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合并试剂的再利用是完全可行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31 
 

溶藻弧菌感染小鼠导致的炎症因子变化 
 

武静 刘晓斐 宗玉龙 曹源 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250031 

 
目的 探讨溶藻弧菌感染小鼠后引起的炎症因子变化及意义。 
方法 建立溶藻弧菌 ATCC17749T 腹腔注射感染 BALB/c 小鼠动物模型，进行血液学和肝功能

指标检测；并进行肝脏病理学检查；采用炎症因子抗体芯片进行炎症因子检测。 
结果 溶藻弧菌 ATCC17749T 感染 BALB/c 小鼠的半数致死量为 1×109cfu，感染组小鼠血液白

细胞和血小板数目均显著降低（P < 0. 05），红细胞和血红蛋白量、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

转氨酶水平均显著升高 ( P < 0. 05)；病理学观察发现，溶藻弧菌感染可引起小鼠肝、肺严重

损伤；炎症因子检测筛选出 20 种显著变化的炎症因子，其中细胞因子信号值>200、倍数改

变>10 的有 8 种炎症因子，分别为 KC、IL-6、RNATES、IL-12、Eotaxin、GCSF、MIP-1-
ɑ、Mig。 
结论 我们所筛选出的溶藻弧菌感染小鼠后变化的炎症因子为溶藻弧菌炎症机制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37 
 

混合皮肤移植中 Th1/Th2、Treg 在诱导局部免疫抑制中作用

的研究 
 

蔡伟栋
1 柏莹

4 祝先进
1 王军军

2 郑培烝
1 王梅华

1 曹颖平
1 周光炎

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省立医院 
3.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 

4.陕西汉中医院 
 

目的  探讨自体角朊细胞表达的 B7-H1 分子在混合皮肤移植中的作用和相关机制。 
方法  体外模拟混合皮肤移植模拟系统（MELC 体系），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角朊细胞 B7-H1
和淋巴细胞 PD-1 的表达。同时，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淋巴细胞 IL-10、Foxp3、GATA-3 
mRNA 的表达。 
结果  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在有自体角朊细胞参与的 MELC 体系中，随着作用时间增

加，角朊细胞上 B7-H1 的表达和淋巴细胞上 PD-1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升高，且具有时间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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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均<0.01）；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结果显示，随着作用时间增加，与无自体角朊细胞参

与的 MELC 体系相比，在自体角朊细胞参与的 MELC 体系中，淋巴细胞 IL-10、GATA-3、
Foxp3 mRNA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升高，且具有时间依赖性（P 均<0.01）。 
结论  在体外混合皮肤移植模拟系统中，自体角朊细胞通过表达共刺激分子 B7-H1，上调淋巴

细胞表面 PD-1 的表达，二者相结合，诱导 Th2 细胞和 Foxp3+的 Treg 细胞分化，从而负向调

节免疫反应。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49 
 

卵巢癌患者化疗前后血清中 CA125、TNF-α 及 SIL-2R 检测

的临床意义 
 

郑逊 杨季萍 王海健 颜书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莆田市第一医院 351100 

 
目的 探讨卵巢癌患者化疗前后血清中 CA125、TNF-α 及 SIL-2R 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我院妇产科所收治的卵巢癌住院患者 39 例作为

研究组，另选同期在我院进行体检的健康人群中 40 例女性作为对照组，比较分析研究组患者

化疗前后与对照组健康人 CA125、TNF-α 及 SIL-2R 含量的变化，以及化疗 6 个月后，研究组

复发及未复发患者 CA125、TNF-α 及 SIL-2R 含量的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健康受检者相比，研究组患者化疗前 CA125、TNF-α 及 SIL-2R 含量明显升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化疗 6 个月后 CA125、TNF-α 及 SIL-2R 含量变化

不明显，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化疗 6 个月后，与未复发患者相比，

复发患者 CA125、TNF-α 及 SIL-2R 含量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卵巢癌患者而言，血清中 CA125、TNF-α 及 SIL-2R 含量的变化对其临床治疗方案

的选择及预后的判断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51 
 

454 例肝硬化患者乙肝感染模式的血清学分析 
 

齐志丹 王玉红 高瑞澴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6 

 
目的 研究探讨 454 例肝硬化患者乙型肝炎感染的血清学模式，为临床治疗及预防乙型肝炎疾

病进展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 454 例肝硬化患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HBsAg），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HBsAb),乙型肝炎病毒 e 抗原（HBeAg）, 乙型肝炎病毒

e 抗体 HBeAb,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HbcAb），将检测结果分组成不同的血清学模式，研

究分析肝硬化患者中不同肝炎感染模式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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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54 例肝硬化患者中以“小三阳”模式（HBsAg ,HBeAb,HbcAb 阳性）所占比例最多，高

达 40.5%；其次为“小二阳”模式（HBsAg,HbcAb 阳性），所占比例为 23.1%；“大三阳”模式

（HBsAg，HBeAg,，HbcAb）所占比例为 11.5%。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患者占所有肝

硬化患者的 75.1%。我们把乙肝两对半模式全阴性和只有 HbsAb 阳性的患者归为未感染乙肝

病毒的患者，其余任何模式均为 HBV 感染患者，分析后发现 HBV 感染率达 83.7%。 
结论 乙型病毒性肝炎感染是导致肝硬化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大部分患者以“小三阳”的血

清模式存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无明显的临床症状，但并不意味肝组织病理变化停止，所以

应该定期复查肝功能并作相关体检，选择正确合理的治疗策略，以降低肝硬化的发病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61 
 

血源病原菌感染及变异分析在临床上的应用 
 

任微 赵汐渟 褚美玲 丁雪 王璐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840 

 
目的  了解我院血流感染患者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 
方法  用美国 BD 公司的 Bactec FX 全自动血培养仪进行血液培养，法国梅里埃公司 VITEK2 
compact 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进行菌种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所有原始数据采用 WHONET 
5.5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分离病原菌 1159 株，包括革兰阴性菌 670 株(57.8％)；革兰阳性菌 437 株(37.7％)；
真菌 52 株(4.5％)，分离率最高的为大肠埃希菌,其次为肺炎克雷伯氏菌、表皮葡萄球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产 ESBLs 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的分离率分别为

57.7%和 26.1% ，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离率分别为

82.7%和 55.1%，未发现耐万古霉素的葡萄球菌。 
结论  及时了解血培养结果可以对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依据，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62 
 
The structure of tooll-like receptors, signal transcluction 

and regulation 
 

wang jian1,hu wan fa2,Liu Xiaorui1, Sun Lin1 
1.Department of Aetiology and Immunology，Medicine college，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Climical Laboratory of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ll-like receptors (TLRs) have at least 15 members (eleven in human, three in mice and one 
in chicken). They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mononuclear macrophages, granulocytes, 
dendritic cells,lymphocytes and natural killer cells. They can recognize a wide variety 
of 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 and 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molecules (DAMPs) from viruses, bacteria and other microorganisms, 
as well as certain host-derived molecules. The occurrence of conformational chan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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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rization can activate downstream MyD88, IRAKs, NF-κB inhibitory protein kinases and 
other signaling molecules. Acquired immunity is activated and mediated via pathogen 
(antigen)-specific B and T lymphocytes through the release of multiple and essential 
signature molecules (such as cytokines, chemokines, type I interferon) and up-reg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co-stimulatory molecules. The MyD88-dependent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MyD88-independent signal transduction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wo major TLR cascade 
activation pathways. 
Growth arrest specific gene 6 (Gas6), 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SOCS) and toll-
interacting protein (Tollip) all have been regarded as novel negative regulatory molecules in 
cascade signal transduction. Overactivation of TLRs can trigger TLR-signaling inhibitory 
processes instead of inducing the expression of immune and pro-inflammatory genes. A 
balance between TLR activation and inactivation involving extracellular and intracellular 
adapters as well as regulatory receptors is crucial to avoid an excessive inflammatory 
respons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1063 
 

三查七对制度在检验工作中的应用体会 
 

王延群 丁志功 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10197047 

 
一个正确而有价值的检验结果，要经过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 3 个重要阶段，需要医师、护

士、患者、检验人员的多方配合，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落实三查七对制度，通过对检验人员进

行有效的监督和培训能减少和避免误差，从而提高临床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更好地为患者服

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64 
 

肌酸激酶同工酶两种检测方法的对比分析 
 

林兆霞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对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的两种测定方法阳性率进行比较,分别为免疫抑制法和电化学

发光法。 
方法  标本来自于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期间在该院住院和门诊的患者,主要针对儿科住

院和门诊患者送检的标本,年龄段在 3 岁~6 岁,随机选取 200 例。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cobas8000 上分别进行测定肌酸激酶(CK)和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活性,并从中选取部分标

本（肌酸激酶同工酶大于 25u/L）进一步用电化学发光法在 cobas e411 测定 CK-MB 质量。 
结果  测定标本共 200 人份,CK 在正常范围内,CK-MB 升高,高于正常值占 30%(免疫抑制法),用
电化学发光法结果占 13%;CK 高于正常值时,CK-MB 免疫抑制法结果占 50%,电化学发光法结

果占 44%;余 15%结果均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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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K-MB 的活性测定一般均为免疫抑制法,但由于方法学的局限性,可引起测定结果假性升

高,出现异常升高时,及时和临床取得联系,也可结合患者的病情,进一步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66 
 

碳氢酶烯类耐药阴沟肠杆菌耐药机制研究 
 

林伯熹
1,2 李彬

1 刘秀琴
1 徐小红

1 曹颖平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技术与工程学院 

 
目的  研究碳青霉烯类耐药阴沟肠杆菌的的耐药机制。 
方法  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011 年 8 月－2012 年 8 月的碳青霉烯类耐药阴沟肠杆

菌，采用琼脂稀释法进行药敏试验；改良 Hodge 试验筛查菌株是否产碳青霉烯酶；利用 PCR
扩增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KPC、IMP、VIM、NDM）及其他 β 内酰胺酶基因（SHV、TEM、

CTX-M-1 组、CTX-M-2 组、CTX-M-9 组）；利用肠杆菌基因重复一致序列分析（ERIC-
PCR）进行菌株同源性分析；通过接合实验验证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是否能水平转移。 
结果  共收集 29 株阴沟肠杆菌，药敏结果显示对抗菌药物耐药率＞90 %的有 3 种，分别为头

孢他啶（93.1 %）、头孢西丁(100 %)和氨曲南(93.1 %)；多黏菌素 B 耐药率最低为 3.4%。改

良 Hodge 试验阳性率为 79.31%（23/29）。29 株实验菌共检出 23 株含有 β 内酰胺类耐药基

因，其中 IMP 基因阳性 17 株、KPC 基因阳性 1 株。29 株阴沟肠杆菌可分为 23 个不同的型

别，其中一株未能分型。接合实验成功率 48.28 %（14/29）。 
结论 本院碳青霉烯类耐药阴沟肠杆菌携带的碳青霉烯酶基因，以 IMP 基因较常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68 
 

18704 例住院患者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结果分析 
 

史海峰 刘静 胡晓芳 
沈阳军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结合化学发光法（CLIA）与梅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检测，分析老年人

梅毒阳性率与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沈阳军区总医院住院患者 18704 例为研究对象，分为非老年组（＜60 岁）和老年

组（＞60 岁），其中经化学发光方法检测梅毒阳性需进一步做 TPPA，分别对两种方法两种

人群阳性率进行统计，对两种人群阳性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种方法检测的阳性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种人群阳性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老年人检测的阳性率比非老年人阳性率高，老年人的阳性符合率比非老年人阳性符合率

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诊断需结合临床症状，综合判断，减少误差，提高梅毒

检出率和误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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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76 
 

内蒙古包头某教学医院鲍曼不动杆菌检出及耐药性分析 
 

胡同平 张文兰 张利霞 田改林 郭翔 王瑞清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目的  了解包头地区教学医院鲍曼不动杆菌的检出及耐药情况。 
方法  收集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包头地区某教学医院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共 202
株，采用 K-B 法或仪器法进行药敏试验。结果按照 CLSI 2014 年版进行判别，采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近几年来鲍曼不动杆菌分离呈增加趋势，其中以下呼吸道感染分离为主占 69.8%
（141/202)，科室分离菌株最多的是神经外科 24.8%（51/202）。 202 株鲍曼不动杆菌中耐

碳青霉烯类菌株占 43.6%（88/202），耐碳青霉烯株对多数抗菌药的耐药率明显高于碳青霉

烯类敏感株，绝大多数的耐药率均超过了 80%，仅头孢哌酮/舒巴坦、替加环素的耐药率分别

为 33.3%、41.7%。下呼吸道感染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对抗菌药的耐药率也明显高于其它感染

类型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以下呼吸道感染为主，并且多重耐药所占比例较高，

需要加强细菌耐药监测及抗菌素合理应用的管理，进一步分析分子流行学情况，以便对鲍曼不

动杆菌进行防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78 
 

150 例腹腔感染病人的病原学情况分析 
 

杜帅先 龚小云 马玲 
华中科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 430022 

 
目的  研究 150 例腹腔感染病人的病原学情况分析为为临床预防及治疗腹腔感染提供有效依据

和防止抗生素滥用。 
方法  收集 2009、2011、2013 年各 50 例发生腹腔感染且腹水细菌培养阳性病人的数据资

料，用 WHONET5.3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住院时间长、外科手术及侵入性治疗手段可能是腹腔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普外科住

院、ICU 是发生腹腔感染的主要科室。腹腔感染病原菌排列前七位的依次是大肠埃希菌、屎肠

球菌、鹑鸡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结论  分析病原菌分离和抗生素使用情况为临床预防治疗腹腔感染提供了有效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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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 E6/E7 mRNA 检测对宫颈癌筛查意义的研究进展 
 

邰祺雯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评价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 E6/E7 mRNA 的检测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并分析其不同

检测方法学：超薄液基细胞学检测法（LCT）、新柏超薄液基细胞学检测法（TCT）、HPV 
E6/E7 mRNA 聚合酶链式反应定量检测法 (HPV 
OncoTect)的优劣势。比较 HPV E6/E7 mRNA 与当前几种宫颈癌的筛查方法的一致性，差异

有无显著意义。论述国内外针对 HPV E6/E7 mRNA 检测对宫颈癌早期筛查临床意义的研究进

展情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90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对碳氢酶烯类耐药肠杆

菌科细菌鉴定及预警能力的评价 
 

朱东辉
1 李彬

1 曹颖平
1 林齐力

2 陈玮媛
2 黄丽雅

2 刘蕊
2 张婧玲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技术与工程学院 
 

目的 评价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与药敏仪在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的鉴定及预警中的指导价值。 
方法  菌株为本实验室保存的 93 株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以 Phoenix-100 系统对试

验菌株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PCR 法检测常见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blaKPC、blaIMP、
blaVIM、blaOXA-48 和 blaNDM）；以 PCR 法为金标准，分析仪器在鉴定及预测 CRE 是否

产碳青霉烯酶的可靠性。 
结果  Phoenix-100 判定实验 CRE 的符合率为 41.9%（39/93），其高级专家系统 AES 筛检碳

青霉烯酶阳性的符合率为 80%(44/55)；PCR 检测有 55 株细菌携带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仪

器法检测这些菌株时，高级专家系统在提示碳青霉烯酶方面灵敏度为 52.7%，特异性为

60.5%，阳性预测值为 65.9%，阴性预测值为 46.9%，准确度为 55.9%。 
结论  Phoenix-100 对 CRE 检出率较低，其高级专家系统产酶信息预警灵敏度也较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092 
 

MicroRNA-296-3p 在肺癌中抑制半乳凝集素-9 表达机制的研

究 
 

耿帜 陈凤花 胡丽华 王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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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威胁最大的恶

性肿瘤之一。miRNA 通过与其靶基因 mRNA 3’-UTR 互补结合，直接降解靶基因 mRNA 或阻

止靶基因 mRNA 翻译，从而负性调控基因的表达。半乳凝集素-9 在多种实体肿瘤中低表达或

缺失表达。并且有大量证据指向其在肿瘤中的低表达或缺失表达与肿瘤的转移相关。有文献报

道过肺癌细胞中的半乳凝集素-9 的 mRNA 水平表达下调。然而半乳凝集素-9 在肺癌中的表达

下调机制仍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旨在在探讨肺癌中半乳凝集素-9 miRNA 水平的调控机制，

为肺癌治疗中抑制肿瘤转移提供一种新思路。 
方法  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肺癌细胞以及肺癌组织中半乳凝

集素-9 的表达情况。利用生物学信息软件预测能够调控半乳凝集素-9 表达的上游 miRNA,并且

根据文献资料信息进行筛选。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肺癌中 miRNA 的差异表达，

对可能调控半乳凝集素-9 表达的 miRNA 进行进一步筛选。利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以及

进一步上调 A549 中 microRNA-296-3p 水平，观察其对半乳凝集素-9 表达的影响，验证

microRNA-296-3p 在肺癌中对半乳凝集素-9 的调控作用。 
结果  半乳凝集素-9 在肺癌细胞以及肺癌组织中表达下调。根据生物学信息分析以及文献资

料，筛选出 miRNA-296-3p、miRNA-455-5p 这两种 miRNA 有可能会调控肺癌中半乳凝集素-
9 的表达。miRNA-296-3p 在肺癌细胞以及肺癌组织中高表达。miRNA-455-5p 在肺癌细胞以

及肺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正常对照相比无差异。成功构建了野生型以及突变型半乳凝集素-9 
3’UTR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载体。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证实了 miR-296-3p 可以与半乳凝集素-
9 3’-UTR 序列结合。转染了 miR-296-3p mimics 的 A549 细胞，半乳凝集素-9 的 mRNA 水平

以及蛋白水平均表达下调。 
结论  肺癌中半乳凝集素-9 表达降低，miR-296-3p 表达升高。在肺癌细胞 A549 中，miR-296-
3p 可以与半乳凝集素-9 3’-UTR 结合，负性调控半乳凝集素-9 的表达。因此，肺癌中可能存在

miRNA-296-3p-半乳凝集素-9 这一调控轴，为肺癌的治疗以及机制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06 
 

宁德市 3160 例新生儿溶血病实验室检测结果分析 
 

魏寿忠 康晓珍 林桂花 刘光惠 彭献香 陈依平 周小婷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10076312 

 
目的  分析新生儿溶血病（Hemolytic Disease of Newborn，HDN）血清学检测结果并探讨其

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微柱凝胶法对 3 160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的血样进行新生儿溶血病三项试验(直接

抗人球蛋白试验、游离抗体试验、抗体释放试验)检测，并分析 HDN 阳性率与性别、血型、送

检日龄的关系。 
结果  3 160 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证实为 HDN 的有 595 例，阳性率为 18.83%。三项试验

中，抗体释放试验敏感性最高，阳性率为 99.66%（593/595），其次为游离抗体试验，阳性

率为 80.0%（476/595），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最低，阳性率仅为 11.09%（66/595）。女性

患儿 HDN 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患儿（χ2= 22.07，P﹤0.05）。A 型与 B 型新生儿 HDN 阳性

率无显著差异（χ2= 0.37，P﹥0.05）。HDN 阳性率与送检日龄密切相关，日龄越小阳性率越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HDN 阳性率较高，与新生儿性别有一定关系,以 A/B 型新生儿为

主，但 A 型与 B 型的发病率无显著差异，与送检日龄密切相关，日龄越小阳性率越高。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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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法进行新生儿溶血病三项试验，敏感性高，有助于新生儿溶血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11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抗原 4 基因多态性促进中国人群喉及下

咽鳞状细胞癌的发生 
 

周长春
1 高佳

2 陈学超
3 

1.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3.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 
 

目的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抗原 4 （CTLA-4）在 T 淋巴细胞增殖及活化过程中发挥负调节作

用，参与抗肿瘤免疫和肿瘤监视。前期研究发现，对多种肿瘤而言，CTLA-4 +49 G>A 多态性

是一个潜在的肿瘤易感标志物。本文目的是研究中国人群中 CTLA-4 多态性在喉及下咽鳞状细

胞癌形成中的作用。 
方法  分析 300 例喉及下咽鳞状细胞癌患者及 300 例健康对照人群 CTLA-4 基因多态，研究中

国汉族人群中 CTLA-4 基因多态与喉及下咽鳞状细胞癌发生风险的相关性。 
结果  CTLA-4 +49 G>A 人群罹患喉及下咽鳞状细胞癌的风险比为 2.37（AA vs. GG: OR=2.37, 
95% CI =1.76?3.93; P = 0.001)）。分层分析显示：相对于不吸烟者或 CTLA-4 +49 GG 基因

型患者，吸烟且 CTLA-4 +49 AA 或 AG 基因型患者罹患喉及下咽鳞状细胞癌的发病风险最高

(OR = 4.24, 95%CI =2.91–6.83; P<0.001)。 
结论  CTLA-4 +49G>A 单核苷酸多态性独立或通过与环境协同作用增加喉及下咽鳞状细胞癌

的发病风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1120 
 

PDCA 循环在成分血输注时间管理中的应用 
 

李晓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352100 

 
目的  探讨运用 PDCA 循环在成分血输注时间管理中的效果。 
方法  对 2011 年 1-3 月出院输血病历成分血输注时间进行回顾性分析，作为持续质量改进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CQI）前对照组，成立持续质量改进小组，分析原因，针对原因进行整改，将

2014 年 1-3 月出院输血病历作为 CQI 后实验组,比较红细胞悬液、血浆、血小板等 3 种成分血

的发血到输血时间、血液输注时间以及两者的符合率。 



968 
 

结果  发血到输血时间，CQI 后 3 种成分血均较 CQI 前有明显缩短，红细胞与血小板的发血到

输血时间符合率有明显提高； CQI 后血浆、血小板输注时间均明显缩短，3 种成分血输注时间

符合率均有明显提高。 
结论  运用 PDCA 循环能有效提高成分血输注时间的符合率，达到安全、有效输血的目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26 
 

卵巢癌患者外周血内皮祖细胞的水平及其与临床行为的关系 
 

苏亚娟 王影 崔佳琳 滕立臣 孙轶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0040 

 
目的  骨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EPCs）在肿瘤血管化和肿瘤生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临床研究表

明，EPCs 水平的变化可预测抗肿瘤药物包括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疗效。但 EPCs 在卵巢癌的病

程及血管新生中发挥何种作用还不清楚。本研究探讨卵巢癌患者外周血内皮祖细胞（EPCs）
的水平变化及其与卵巢癌临床行为的关系。  
方法  选择经临床及病理检查确诊的卵巢癌患者 42 例，健康对照者 25 例。通过流式分析仪测

定其外周血 CD434 和 VEGFR2 双阳性细胞百分率，进而换算成 EPCs/ml 外周血；并通过荧

光定量 PCR 对 EPCs 标记物 CD34 和 VEGFR2 基因水平进行检测。同时用 ELISA 检测了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的蛋白水平。  
结果  卵巢癌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 EPCs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0.05）；且Ⅲ ～ Ⅳ 期卵巢癌患者外周血 EPCs 水平，高于Ⅰ～Ⅱ期卵巢癌患者外

周血 EPCs 水平，两者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34）。残留肿瘤直径大于 2cm 的

EPCs 水平明显高于残留肿瘤小于 2cm 的 EPCs 水平（ P =0.029)。同时我们还分析了不同治

疗方法和 EPCs 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手术还是化疗后 EPCs 水平明显下降，但手

术治疗和化疗之间无明显差异。卵巢癌患者治疗前 CD34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VEGFR2 水平比健康对照组增加 61 倍(P =0.013)；卵巢癌患者治疗前血浆中 VEGF (609.1 
pg/ml )、 MMP-9 (404.3 ng/ml)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水平（64.4 pg/ml 和 21.34 ng/ml）两

者比较差异显著(P<0.01)，治疗后 VEGF（180.5 pg/ml）和 MMP-9（96.8 ng/ml）的水平显

著下降，和治疗前比较有差异( P <0.05)。血浆 VEGF 和 MMP-9 水平和卵巢癌治疗前 EPCs
水平呈正相关(P <0.01)。  
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卵巢癌患者 EPCs 水平是显著增高的，并且和分期、残留肿瘤大小正相

关。同时治疗后 EPCs 的水平显著降低。而且 EPCs 水平和血浆 VEGF、MMP-9 水平呈正相

关，这些结果表明外周血 EPCs 是参与卵巢癌进展和血管新生的。因此我们认为外周血 EPCs
水平能作为监测卵巢癌进程和血管新生的一个有效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61 
 

福建省宁德市人类嗜 T 淋巴细胞病毒流行情况调查 
 

叶仁清 齐育英 吴家栋 叶作东 董文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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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宁德市医院 352100 
 

目的  了解宁德市人群 中 HTLV-Ⅰ／Ⅱ的感染情况。  
方法  采用 ELISA 法检测 5028 名健康体检者、门诊、及住院患者的 HTLV 抗体,阳性者进行双

孔复检，仍阳性者采用免疫印迹法进行确证。  
结果  HTLV 抗体筛查，其中 62 份样本初筛阳性，经确证实验 57 份样本判定为 HTLV 阳性，

健康体检人群阳性率为 0.624% 
(25/4008)，就诊病人阳性率为 3.137%（32/1020）。 
结论  此次调查中宁德地区人群有一定的 HTLV 感染率，就诊病人阳性率高于健康人群。就诊

病人中女性感染率高于男性，且随年龄增长感染率增高。建议在本地区无偿献血员中开展 
HTLV -I 常规筛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66 
 

乙型肝炎病毒检测的研究进展 
 

田丽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是世界上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乙肝是由乙型肝炎病毒

（HBV）引起，主要的临床表现为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厌油、乏力、肝大及肝功能异常。

部分患者伴有发热和黄疸症状；少数患者病程迁延转为慢性或发展成为肝硬化；重症患者病情

进展迅猛可发展为重型肝炎；有些甚至发生癌变。另一些感染者则成为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

中国是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高发区。及时、准确的实验室诊断可以为乙肝的诊断及治疗提供更

加直接并且准确的病原学诊断依据。本文将对乙型肝炎病毒检测实验室指标的研究现状做简要

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78 
 

乙肝病毒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万玉娇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BV）引起的一种世界性传染性疾病。随着医学事业的发

展和进步以及我国卫生单位的宣传，肝病已经得到了大家普遍的认识和关注。肝炎病毒是以侵

害肝脏为主的一组病毒，病毒性肝炎的感染率和发病率非常高，已成为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

题。在我国归为法定的乙类传染病。乙型肝炎病毒属于正嗜肝病毒属[1]。它的病原体是

HBV，感染呈世界性流行。我国也是肝癌高发区，因此，在中国，乙肝的预防和治疗显得尤为

重要。并且随着基因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 ，采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乙肝病毒 DNA 数量

也逐渐在临床普及，因而对 HBV 的检测方法已成为我国健康与传染病控制中的首要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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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旨在对近年来有关乙肝病毒的特征，荧光定量 PCR 的检测方法及其临床意义等方面的进展

作一系列的综述报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81 
 

尿 PH 对 Sysmex UF-1000i 尿液分析仪管型检出率的影响 
 

王丹丹 孙波 单娜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探讨尿 PH 对 Sysmex UF-1000i 尿液分析仪管型检出率的影响。 
方法  使用尿液分析仪法及显微镜镜检法对临床 72000 例新鲜尿液标本进行检测，以蛋白阳

性，UF-1000i(+)为 A 组，蛋白阳性，UF-1000i(-)为 B 组。比较人工显微镜镜检结果与仪器结

果，计算真阳性率，并对真阳性和假阳性标本的 PH 进行分析。 
结果  7200 例标本中，蛋白阳性 2646 例，仪器显示 2150 例有管型，496 例无管型，人工显

微镜镜检，真阳性为 680 例，占 25.70%，其中 PH＜6.0 的 652 例，占 93.9%； 
结论  SysmexUF-1000i 尿液分析仪对管型的检测只起到一定的筛检作用，假阳性率很高，用

显微镜进行管型的复检可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当尿蛋白（+），UF-1000i(+)且 PH＜6.0 时，

尿管型检出率达 93.9%，从而大大提高了管型的检出率和工作效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82 
 

血清 HER-2 表达水平在乳腺癌诊疗中的意义 
 

郑慧 卢仁泉 张杰 高翔 郭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200032 

 
目的  探讨血清 HER-2 ECD 检测在判断乳腺癌患者体内 HER-2 表达情况时与免疫组化和

FISH 检测的相关性，同时初步分析血清 HER-2 ECD 在乳腺癌治疗过程中的变化。 
方法  收集自我院开展血清 HER-2 ECD 检测这个临床项目起共 275 例进行检测的乳腺癌患者

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其检测采用西门子 ADVIA Centuar CP 系统电化学发光方法，以

15ng/ml 作为 cut off 值。 
结果  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 ECD 水平明显高于良性乳腺疾病和健康对照组。乳腺癌患者随

着 HER-2 免疫组化评分等级增加，其血清 HER-2 ECD 阳性的比例也增加，且在免疫组化 3+
时血清 HER-2 ECD 表达水平明显增高。以 FISH 检测结果作为金标准，血清 HER-2 ECD 的

阳性符合率为 65.2%，阴性符合率达到了 91.9%，FISH 阳性的乳腺癌患者中血清 HER-2 
ECD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FISH 阴性的患者。在治疗监测中，血清 HER-2 ECD 也能很好地反

应治疗效果。 
结论  血清 HER-2 ECD 检测可以为乳腺癌患者体内 HER-2 表达情况提供辅助判断，并且能用

于术后或化疗有效性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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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86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与唾液酸对胃癌诊断的意义 
 

彭冲 孙桂荣 刘静 任立晟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66003 

 
目的 评估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与唾液酸（SA）对胃癌及胃癌前病变的临床诊断价

值。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酶分析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电化学发光对 90 例胃癌患

者、40 例胃良性疾病患者和 50 名健康体检者血清 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3
（IGFBP-3）、SA、癌胚抗原（CEA）及糖类抗原 199（CA199）水平进行检测。 
结果 胃癌组血清 IGF-1 水平明显高于胃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P <0.05，P <0.001）,血清

IGFBP-3 水平明显低于胃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P <0.001），血清唾液酸水平明显高于胃

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P <0.05，P <0.001）；胃癌早期(Ⅰ～Ⅱ)组血清 IGF-1 虽明显低

于胃癌晚期(Ⅲ～Ⅳ)组，但也高于健康对照组，IGFBP-3 水平虽高于胃癌晚期组，但也低于健

康对照组，SA 水平虽明显低于胃癌晚期组，但与健康对照组无显著差异；IGF-1 与 IGFBP-3
呈显著负相关，直线相关方程为 Y =-0.97X + 216.79（r = -0.566，P <0.01），血清 SA 与

IGF-1 及 IGFBP-3 无相关性；以健康对照组为对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IGF-1
的 ROC 曲线下面积明显高于 SA、CEA 和 CA199（P <0.05，P <0.01，P <0.05），血清 SA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与 CEA 和 CA199 无明显差异。 
结论 IGF-1 对胃癌的诊断优于 CEA 和 CA199，且与 SA 有助于胃癌的分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88 
 

120 株嗜血杆菌耐药性监测及分析研究 
 

穆廷杰
1 金海红

1 杨芬兰
2 

1.临夏州人民医院 
2.临夏州中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本地区流感嗜血杆菌的检出率及耐药率,为治疗由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和合理使

用抗菌素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将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临夏州人民医院临床分离的流感嗜血杆菌,按 2014 年

CLSI 标准，用 KB 法测定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用头孢硝噻吩纸片法测定 β-内酰胺酶,所有数据

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检出流感嗜血杆菌 120 株,β-内酰胺酶阳性的确 50 株，阳性率 41.6%，对氨苄西林等

抗菌素耐药率分别为：氨苄西林 47.5%(57/120)、氨苄西林/舒巴坦 39.1%(47/120)、复方新诺

明 63.3%(76/120)、头孢呋辛 26.6%(32/120)、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29.1%(35/120) 、氯霉素

15.8%(19/120)、 利福平 11.6%(14/120)、四环素 47.9%(55/120)，对阿奇霉素、头孢噻肟、

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南、厄他培南、 亚胺培南、美洛培南 左氧氟沙星、环

丙沙星等 11 种抗菌素对流感嗜血杆菌保持较好的抗菌活性(耐药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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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复方新诺明、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四环素耐药率高而不宜用于流感嗜血杆菌感

染的治疗, 氨苄西林应慎重用于经验治疗；对二代头孢菌素耐药率呈上升趋势,临床应根据药敏

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关键词:   流感嗜血杆菌、耐药性、β-内酰胺酶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89 
 

血浆 D-二聚体在肠癌患者围手术期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江铭磊 王敏 卢仁泉 郭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200032 

 
目的  肠癌患者因肿瘤负荷、手术创伤等原因，出现出血或血栓性疾病。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浆

D-二聚体在肠癌患者手术前后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测定 259 例恶性肠癌患者与 49 例健康对照血浆 D-二聚体水平以及血清 CEA 水平。 
结果  肠癌组血浆 D-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肠癌患者血浆 D-二聚体水平随

分期增加而明显升高(P<0.01)，提示肠癌患者凝血及纤溶功能障碍随病情发展呈现加重趋势；

86 患者术后出现血栓性疾病前，其 D-二聚体水平均呈持续高水平或一过性下降后突然升高。 
结论  肠癌患者血浆中 D-二聚体浓度明显升高，有助于术前筛查血栓高风险人群，术后测定可

预警深静脉血栓形成，争取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改善患者的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191 
 

质谱鉴定与全自动生化鉴定对临床常见革兰氏阴性杆菌鉴定

结果的比较  
 

王璐 任微 张明磊 赵静 王继红 赵汐渟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6 

 
目的  应用 MALDI-TOF 与全自动生化鉴定仪器对常见革兰氏阴性杆菌的鉴定结果进行比较。 
方法  将临床分离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共 114 株应用 MALDI-TOF 与全自动微生物生化鉴定系统

的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  MALDI-TOF 与生化鉴定仪器鉴定结果对比，细菌鉴定结果在种水平符合率为 87.7％
(100/114)，在属水平符合率为 96.5％ (110/114)。 
结论 MALDI-TOF 与全自动生化鉴定系统对临床常见革兰氏阴性杆菌鉴定结果具有较好的符合

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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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196 
 

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病程及血清学模式与 HBV-DNA 病毒载

量关系研究 
 

王玉红 张明磊 毛琪 关会霞 齐志丹 吴青 刘静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病程及血清学模式与 HBV-DNA 病毒载量间的相关性。  
方法  对我院 134 例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诊断信息、血清学模式分型（乙肝两对半）及 HBV-
DNA 病毒载量检测结果信息，运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I 组（大三阳：HBsAg+；HBeAg+；HBcAb+）HBV-DNA 阳性率 97.50%，均值

3.62×105IU/ml； II 组（小三阳：HBsAg+；HBeAb+；HBcAb+）HBV-DNA 阳性率 94.44%，

均值 2.62×104IU/ml；III 组(HBsAg+;HBcAb+)HBV-DNA 阳性率 98.28%，均值

1.04×105IU/ml。II 组较 I 组、 III 组的 HBV-DNA 均值降低（P 值分别为 0.001 及 0.042）。代

偿组与失代偿组 HBV-DNA 检测结果阳性率分别为 98.18%及 96.20%，均值分别为

6.40×104IU/ml 及 1.96×105IU/ml，失代偿组较代偿组 HBV-DNA 均值升高（P=0.044）。 
结论  乙型肝炎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的肝硬化类型，血清学模式分型（乙肝两对半）感染与肝硬

化密切相关，其中 HBeAg 的血清学转换一度被视为乙肝病毒停止感染的标志，虽然这种考量

标准是错误的，但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HBeAb 确实在可以部分清除乙肝病毒，降低 HBV-DNA
病毒载量具有一定作用，但应以 HBV-DNA 病毒载量作为诊疗依据，肝硬化失代偿期 HBV-
DNA 病毒载量仍然很高，总之，乙型肝炎肝硬化代偿期还是失代偿期都会给人们带来严重危

害，对于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来说检测 HBV-DNA 病毒载量检测，对减缓肝细胞损伤，延缓肝

硬化病程具有较好的临床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20 
 

多种梅毒抗体检测方法的评价 
 

袁艺 徐亮 张芷境 万玉娇 陈渝宁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梅毒、麻风和结核这三大慢性传染病中，梅毒可谓是一种全身性的慢性传染病。病变以溃疡为

主，临床表现为阴部糜烂、外发皮疹、筋骨疼痛、皮肤起核溃烂、神情呆状等，可以累积全身

多个脏器和组织[1]，是一种十分严重的传染病。梅毒螺旋体感染机体后, 会引起一系列血清免

疫反应变化，体内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成分[2]。一类是抗心磷脂抗体也称反应素。据推断其可能

是梅毒螺旋体破坏组织细胞后，线粒体膜释放出的一种名为心磷脂刺激机体所产生的一种非特

异性抗体；另一种则是针对梅毒螺旋体表面特异性抗原的抗体， 
即特异性抗体，主要是 IgM 和 IgG，早期为 IgM 和 IgG， 晚期为 IgG，在感染后 2-4 周即可检

出且可终生存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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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25 
 

沈阳地区呼吸道感染患者肺炎支原体咽拭子培养及药敏结果

分析 
 

张明磊 赵汐渟 刘静 王璐 陈渝宁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目的  通过分析我院 2011-2014 年呼吸道感染患者肺炎支原体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情况，为临

床诊治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采用支原体培养及药敏一体化方法以我院 2011-2014 年门诊呼吸道患者 492 例为研究对

象，对其临床资料及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492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检出支原体阳性 148 例，感染率为 30.1％；男性占 28.3％，女性

占 31.4％，男、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药敏试验结果分析表明，支原体感染

患者对斯帕沙星（SPA）、加替沙星、左氧氟沙星(LEV)、阿奇霉素（AZI）敏感。 
结论  支原体感染是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临床应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合理、规范用

药，为临床提供治疗提供重要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26 
 

儿童急性腹腔感染的病原学和药敏结果分析 
 

孙雪荣 孙佰秀 蒋玉红 
青岛市妇儿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青岛市妇儿医院 266000 

 
目的  探讨 1-15 岁儿童腹腔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情况,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因腹腔感染进行手术治疗的 151 例患儿，术中抽取腹腔

内脓液进行细菌分离培养，VITEK-2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菌株鉴定及药敏实验。个别菌株

用药敏纸片法进行药敏补充试验，结果判读均严格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制定的标

准进行。 
结果  共 151 例急性腹腔感染患儿有 140 例为急性阑尾炎穿孔化脓引起的，占 92.7，术中的脓

液送检标本检出病原菌 142 株，检出率为 94.0％（142／151）。革兰阳性菌 15 株

（10.5%），革兰阴性菌 124 株（87.3%），另有 3 株白假丝酵母菌（2.2%）。所有检出菌株

中以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最高，共 81 株（57%），铜绿假单胞菌 22 株（15.5%），肺炎克雷伯

菌 13 株（9.2%）。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为 0，对头

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10%。铜绿假单胞菌对厄他培南为天然耐药，对

亚胺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为 0。检出的革兰阳性菌中屎肠球

菌 6 株（4.4%），粪肠球菌 4 株（2.9%），两种菌对于万古霉素，利奈唑胺，以及高浓度的

庆大霉素和链霉素耐药率均为 0。 
结论  儿童急性腹腔感染的病原菌主要是大肠埃希菌，主要是由于肠道菌群移位引起的，临床

治疗需要手术与抗菌药物联合应用，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以减少并发症和耐药菌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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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29 
 

血清 GGT、ALP 及 AFP 检测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张英辉 韩笑 李萌 齐志丹 高瑞澴 
沈阳军区总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110015 

 
肝癌是一种恶性肿瘤，该病发展快、恶性程度及死亡率较高。我国肝癌发病率居全球第四位，

发病人数约 56.4 万人[1]，是该病高发国家之一。目前，主要依靠血清甲胎蛋白（AFP）及影

像学检查对该病诊断，但有学者指出部分肝癌患者 AFP 检测值呈阴性或低值[2]，使部分早期

患者得不到诊断。笔者通过原发性肝癌患者、肝炎病患者、健康者同时检测血清 3 项指标进行

检测，分析其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33 
 

High resolution SNP array (SNP-A) reveals cryptic 
indicating information about MDS-related myeloid 

malignancies  
 

Chi Kun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检验科 266000 

 
Objective  SNP array can complement metaphase cytogenetic in detecting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pathogenesis of MDS-related myeloid malignancies. Our 
objective aimed at detecting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pathogenesis of these diseases. 
Methods  In our practice, CytoScan HD array was employed to determine cryptic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in 33 MDS-related myeloid malignancy patients. ChAS software 
package assisted analyzing the data. Direct exon sequencing was applied to disease-related 
gene RUNX1, TP53, ASXL1 and TET2 involved in chromosomal aberrations. Kaplan-Meier 
was used to evaluate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Results  We found oncogene FHIT involved in a 99Kb cryptic deletion at fragile site FRA3B 
in one patient. In another two patients, exon sequencing detected point mutations of gene 
RUNX1 (c.422C＞G,  p.S141W) and TP53 (c.646G＞A, p.V216M), which both lose one gene 
copy resulting from chromosome deletions, respectively. These cryptic findings could explain 
the molecular pathogenesis of the patients. 5 patients were detected large uniparental 
disomies (UPD>10Mb) and show pessimistic prognosis, with median OS 16±1.79 months 
and PFS 11±1.10 month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3 and 
0.01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We conclude high resolution SNP-A could facilitate searching for candidate 
genes responsible for molecular pathogenesis of MDS-related myeloid malignancies. Cryptic 
chromosomal aberrtions (UPD) detected by the array also predict clinical evolution for thes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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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34 
 

用于全血中检测心力衰竭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石墨烯场效

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 
 

雷用敏 张国军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目的  心力衰竭患者在疾病早期是很难确诊的，B 型利钠肽（BNP）作为心力衰竭的诊断和预

后的生物标志物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是目前公认的心力衰竭诊断指标之一，其血液含量浓度

越高心力衰竭严重程度越大，含量正常基本可以排除心衰的存在。因此，研究一种新型传感工

具用于心衰病人早期 BNP 水平的检测有利于心力衰竭患者早期的预防及治疗。 
方法  本文介绍了铂纳米颗粒修饰的还原氧化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PtNPs/rGO FET)生物传感

器可以无标记、高灵敏度的检测全血中的 BNP。预制好的芯片上滴涂还原氧化石墨烯作为传

导沟道，固定铂纳米颗粒至石墨烯表面增强电学信号，获得铂纳米颗粒修饰的还原氧化石墨烯

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在铂纳米颗粒上联接 anti-BNP 检测 BNP 蛋白分子。 
结果  该生物传感器检测质灵敏度高、特异性好，最低检测范围可达 100fM。运用朗格缪尔理

论可以得到 BNP 的平衡解离常数为 51.36 ± 2.94 nM，分子动力学亲和性好。在全血检测中，

通过 400 微米孔径的传统微孔过滤器过滤人全血样本后可对该实际样本直接分析检测。 
结论  验证了该 FET 生物传感器拥有能够在复杂溶液环境中检测 BNP 分子的能力。这种 FET
生物传感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蛋白质检测平台，在临床样本的分析检测上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38 
 

1 例 EDTA-K2 诱导 PLT 假性减少的分析 
 

张芷境 徐亮 万玉娇 袁义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 EDTA-K2 可诱导 PLT 假性减少的原因，及其对 WBC 计数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 
方法  采集 EDTA-K2 抗凝剂抗凝血 2ml，枸橼酸钠抗凝剂抗凝血 2ml，利用贝克曼库尔特全自

动血球分析仪来检测两种标本的全血细胞计数，用瑞-姬氏染色法观察两种抗凝血中 PLT 形

态，同时采集末梢血，手工稀释计数 WBC 和 PLT。 
结果  EDTA-K2 抗凝血 PLT 计数低于正常范围，RBC 计数和 Hb 正常，仪器显示 WBC 校正

前升高，校正后正常，瑞-姬氏染色法镜检可见血小板大片聚集。枸橼酸钠抗凝血 PLT 在正常

范围内，RBC 计数和 Hb 正常，WBC 计数正常，瑞-姬氏染色法镜检可见血小板散在分布。

EDTA-K2 抗凝血 PLT 和枸橼酸钠抗凝血 PLT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末梢血手工稀

释计数 PLT 在正常范围内，并和枸橼酸钠抗凝血 PLT 计数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末

梢血手工稀释计数 WBC 在正常范围内，并和 EDTA-K2 抗凝血校正后 WBC 计数比较无统计

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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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DTA-K2 可以诱导血小板聚集，引起假性 PLT 减少，同时也可以引起 WBC 假性升高，

对此类患者需要结合临床，血小板直方图，白细胞直方图并涂片镜检，及时进行纠正，避免误

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48 
 

血清组蛋白水平在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断中的意义 
 

彭婉婵
1 汪维

1 钟艳丽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湖南省长沙医学院 

 
目的  探讨血清中组蛋白 4（H4）水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RA）的预测与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某医院 58 例 RA 患者、32 例 RA 合并感染患者及 42
例健康体检人群，采用 ELISA 法进行血清 H4 检测，并比较血清 H4 在三组人群中的差异。收

集 RA 患者的临床与实验室资料，统计分析 H4 与其它炎性指标、出凝血指标的联系，并采用

ROC 曲线分析 H4 对 RA 的诊断和预测价值。 
结果  RA 患者[85.55（7.78,675.86），pg/ml]与 RA 合并感染患者[106.39（9.59,468.55），

pg/ml]的 H4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47.83（20.05,61.10），pg/ml]， 差异具有显著性（p 
<0.5），RA 患者与 RA 合并感染患者的 H4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血清组蛋白水平在以炎

症指标 CRP 及出凝血指标纤维蛋白原（FIB）界定的不同患者间表现出了统计学差异（p 
<0.5）。而组蛋白在抗 CCP 阴性和阳性 RA 患者间、RF 阴性和阳性 RA 患者间、补体（C3
和 C4）紊乱与补体正常的 RA 患者间、D 二聚体（D-D）正常与异常 RA 患者间均无统计学差

异。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H4 与 CRP（r=0.456，p =0.000）、ESR（r =0.292，p 
=0.026）及 PLT（r =0.357，p =0.006）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 H4 与 RF（r=0.06）、

FIB（r=0.32）、D-D（r=0.154）和抗 CCP 抗体（r=0.167）的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组蛋白诊断 RA 的 ROC 曲线分析显示，曲线下面积为 0.796，最佳界值为 55.17 pg/ml
（敏感性 72.4%，特异性 89.7%）。 
结论  组蛋白与 RA 患者的炎症及出凝血情况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有望成为一种新的能独立预

测 RA 患者体内炎症及出凝血程度的生物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50 
 

The emergence and prolonged outbreak of KPC-2-
producing ST11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 a general 

hospital in Shanghai, China 
 

Liu Jingxian,Yu Jing,Liu Ying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检验科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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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has rapidly emerged as a global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In this study, we collected unique CRKP clinical isolates from 2009 to 
2013. PFGE and MLST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isolates. Infection control practices were reviewed over the study period. K. pneumoniae 
ST11 emerged in 2010 and by 2011 acquired the blaKPC-2 gene.  From 2011 to 2013, KPC-
2 producing CRKP prevailed as the most common CRKP in our hospital causing a 
prolonged outbreak.  Our hospital underwent a prolonged outbreak of KPC-2-producing 
ST11 (B3 type) CRKP. And 94.5% (69/73) ST11 strains were KPC-2-producing. Infection 
prevention control measures available now had once released the situation, but do no good 
to stop the next outbreak to occur. We should conclude the mistakes and experiences in this 
battle against CRKP in order to formulate efficient, practical and economic programs for 
CRKP prevention and contro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56 
 

幽门螺杆菌耐药性及相关基因突变特征研究 
 

孙桂荣
1 王莉莉

1,2 
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分析青岛地区临床分离 Hp 菌株对甲硝唑、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抗生素的单

一耐药和多重耐药情况，探讨 Hp 耐药与良、恶性慢性胃病和菌株毒力基因型的相关性，并分

析耐药基因 rdxA、23S rRNA 和 gyrA 的突变特征。 
方法  从胃 窦粘膜标本分离培养 Hp，经细菌菌落形态学、酶学试验、革兰氏染色及 16S rRNA
序列分析鉴定菌株；应用琼脂稀释法药敏试验分别检测 Hp 菌株对甲硝唑、克拉霉素和左氧氟

沙星的敏感性；应用 PCR 方法检测 Hp 毒力基因型（cagA 和 vacA），分析 Hp 菌株耐药与毒

力基因型的相关性；采用测序技术对 Hp 甲硝唑耐药基因 rdxA、克拉霉素耐药基因 23S rRNA
和左氧氟沙星耐药基因 gyrA 的 PCR 产物核苷酸序列进行分析，并对耐药基因突变特征进行序

列比对分析。  
结果  1）本研究共分离出 101 个 Hp 菌株， 药敏检测结果发现，仅 17.8%（18/101）Hp 菌株

对甲硝唑、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三种抗生素均敏感。临床分离的 Hp 菌株对甲硝唑、克拉霉

素和左氧氟沙星三种抗生素单一耐药率分别为 43.6%、40.6%和 34.6%。双重耐药的 Hp 菌株

中，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耐药率最高，达 10.9%（11/101）；而左氧氟沙星+甲硝唑耐药率

最低，为 3.0%（3/101），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4.91，P = 0.027）。2）胃癌组患者

菌株耐药率为 33.3%（18/54），明显低于慢性胃炎组菌株（55.3%，26/47），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 = 4.94，P = 0.029）。3）青岛地区 rdxA 基因最常见突变位点为第 20 核苷酸位点插

入 A，产生移码突变从而导致第 23 个氨基酸位点出现终止密码子，引起 rdxA 基因功能失活；

大多数单核苷酸插入/缺失发生在单核苷酸重复序列位置，占 59.1%（26/44），尤以串联重复

碱基 A 多见。23S rRNA 基因最常见突变位点为 A2143G（78.1%），gyrA 基因突变最常见的

突变位点为 N87K（80.0%）。  
结论  青岛地区临床分离 Hp 菌株呈现为高克拉霉素耐药率和高多重耐药率，需根据药敏检测

结果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案。通过对 Hp 甲硝唑耐药株 rdxA 突变位点分析，证实插入/缺失突变

最常发生在单核苷酸串联重复序列中。本研究结果对于指导临床治疗，进一步阐明甲硝唑耐药

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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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57 
 
Risk factors and outcome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eningitis after neurosurgery 

in a hospital of Northern China 
 

MENG Dongya, Li Xiaohong ,WANG Lu,XUE Wen Cheng 
Clinical laboratory，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command， 110015 

 
OBJECT  Bacterial meningitis, especially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 a medical emergency 
that can result in severe mortalit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clinical symptoms, 
risk factors, and outcomes of A. Baumannii meningitis and other bacterial meningitis, then 
provide help for surgeon.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included 43 patients with A. Baumannii meningitis 
and 31 patients with other 
organisms hospitalized between October 1, 2012 to October 30, 2015.  
RESULES  Meningitis with A. Baumanniiand the  other pathogens accorded for 58.1% and 
41.9%. There were 222 patients without meningitis as controls. The risk factors for bacterial 
meningitis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clude EVD (OR 5.787), LD (OR 7.138), CSF 
leakageage (OR 3.726), enteral nutrition (OR 2.262), and repeat operations (OR 2.379). 
Additionally,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OR 4.937), and 
enteral nutrition (OR 4.349)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A. Baumanniimeningitis. 
And enteral nutrition is the common risk factors 
between A. Baumanniiand other bacterialmeningitis. Our study showed thatmortality rate of 
A. Baumanniimeningitis  was higher than those with other bacterial meningitis (60.5% vs 
29.0%, P=0.008).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rtality 
and survival of A.Baumannii meningitis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NCLUSION A. Baumannii meningitis is highly associated with neurosurgical procedures 
and mortality. 
EVD, LD, CSF leakage, enteral nutrition and repeat operations were risk factors for bacterial 
meningitis, and enteral nutrition may be significantly relevant to A. Baumannii meningitis. 
KEY WORDS: Risk factors; A. Baumannii;Meningitis; Post-neurosurger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60 
 

应用临床常用指标构建肝内胆管细胞癌 Nomogram 鉴别模型  
 

高瑜振
1,2 王萌萌

1 王运九
1 冯惠娟

1,2 衣常红
1 高春芳

1 
1.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在原发性肝癌中，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相比肝细胞

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生存时间更短，准确及时的诊断有助于 ICC 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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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高 ICC 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术前 ICC 与 HCC 的鉴别诊断仍有待提高。本研究应用临床常

用检测指标建立 Nomogram 模型以鉴别诊断 ICC 和 HCC，提高 ICC 的术前诊断率。 
方法  选取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2008 年 6 月-2010 年 12 月，经病理诊断为原发性肝癌

（PLC）患者共 1614 例，作为训练队列，采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法分析该队列 ICC 患者的诊

断危险因素，纳入 Nomogram 建模。C-index 表示 Nomogram 模型的效能，Bootstrap=1000
进行队列内拟合曲线。随后选取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的 PLC 患者 1280 例，作为验证

队列。最后利用 Nomogram 模型对所有患者进行评分，验证模型的鉴别诊断价值。 
结果  入选病例经病理组织学诊断后,1614 例训练队列中 ICC，n=401，1280 例验证组中

ICC，n=296。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法得到诊断 ICC 的危险因素有性别（Sex）、谷草转氨酶

（AST）、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人糖类抗原 199（CA199）、乙肝表面抗

原（HBsAg）等，并将其纳入 Nomogram 模型中。Nomogram 结果显示,训练队列的一致性指

标 C-index 为 0.857 (95%CI,0833-0.880),验证队列的 C-index 为 0.868 (95%CI,0.843-0.893).
此外两组队列都具有较好的拟合校准曲线（Calibration Curves），R2 为 0.49 及 0.48。计算

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 Nomogram 模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95%CI）分别为 76.8%（72.3%-
80.8%）、82.9%（80.6%-84.9%）和 76.6%（71.4%-81.3%）、80.7%（78.1%-83.1%）。

通过 Nomogram 模型对患者进行评分，超过 15 分（Cut-off 值）的患者诊断为 ICC 的风险明

显增高。 
结论  应用六个临床常规检测指标构建 ICC 有效的 Nomogram 鉴别诊断模型，为今后更好的

利用现有指标用于恶性肿瘤的诊断、鉴别诊断、预后监测提供新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65 
 

MUC1 glyco-epitopes as the candidate prognostic 
marker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liang yong,Jin Yue,Chen Ke,Chen Jianping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2 
 

    Lung cancer is the leading cancer cause of death in China with increasing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but there still lack of efficient serological markers for prognosis in clinic while 
classic methods like imaging tests never meet the screening need particular for cancers 
inearlier stage. MUC1, also known as CA15-3, was commonly used to monitor and watch the 
treatment and recurrence of breast cancer. The test of MUC1 was mainly based on sandwich 
ELISA of mono-antibody DF3 and 115D8, which Specific for the tandem repeat and 
Carbohydrate on MUC 1. Here in this research, certain types of antibodies with different 
epitopes were constructed to form sandwich ELISA to evaluate the MUC1 level in serum 
from breast and lung cancer patients. From the data analyzed from 198 lung cancer samples, 
48 breast cancer samples and 153 normal control, antibodies specific for glyco-epitopes 
used to MUC1 testing were found to have better prognosis use to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ith specificity 78.1% and sensitivity 68.2%, compared to DF3 and 115D8. Results also 
showed an increased specificity when used with combined detection of CEA and CA125. 
However, our preliminary detecting results using antibodies to glycol-epitopes didn’t show 
any correlations with differentiation of lung cancer. It supposed that our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a more precision testing in clinic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pitopes of anti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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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69 
 

可视化快速检测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的方法 
 

杨炜华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利用环介导等温扩增方法建立简易、快速、准确检测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的方法。 
方法  针对急性白血病细胞高表达的 WT1 基因设计环介导等温扩增引物。提取 WT1 基因表达

阳性的 NB4 细胞的基因组 RNA，不预先逆转录，利用逆转录环介导等温扩增试剂盒于 63 ℃
水浴锅中一步法进行基因扩增反应，1 h 内通过颜色变化观察结果，绿色表明微小残留病阳

性。根据反应速度和特异性从多组引物中筛选最佳引物。将 NB4 细胞及 RNA 进行 10 倍系列

稀释，分别进行环介导等温扩增反应及逆转录 PCR 反应，评价本方法的敏感性。检测不同来

源的基因，并以 PCR 为对照，评价本方法的特异性。 
结果  在细胞数为 105 时，本方法可在 25 min 内检出 WT1 基因，最低检测限位为 100 个细

胞，是 PCR 方法的 100 倍。本研究中，LAMP 方法的特异性为 100%，而 PCR 方法为

50%。 
结论  采用建立的 LAMP 法通过检测 WT1 基因检测急性白血病微小残留病快速、准确、操作

简单，不需要特殊仪器，适合各级医疗机构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73 
 

东营地区 13338 名职业妇女 HPV 感染状况调查 
 

杨红起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34 

 
目的  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是一类能够感染人体皮肤及黏膜复层鳞状上

皮细胞环状双链 DNA 病毒。目前已经发现 HPV 亚型有 120 余种。我们利用 PCR+导流杂交

技术检测其中与肿瘤相关的 21 种.目的是了解职业妇女人乳头瘤病毒（HPV）各亚型感染的分

布情况，为女性宫颈癌的防治、疫苗预防 HPV 感染提供依据，了解这一地区 HPV 的感染率和

主要型别对控制 HPV 流行有重要性的意义。 
方法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来我院以健康查体为目的企事业单位普通女工，共计 13338
人次。年龄 25 岁～63 岁。使用凯普一次性宫颈细胞采集器、凯普基因组提取试剂盒，严格按

照其操作步骤提取、扩增，PCR 产物进行杂交分型，导流杂交技术，同时检测 21 种 HPV 亚

型，根据生物素对照点（Biotin）和内对照点（IC）直接进行肉眼结果判读。 
结果  13338 人共检出阳性 1494 人次（11.2%），主要为单一 HPV 亚型感染共 1410 人次，

占感染人数的 94.38%。亚型分布以高危型为主占 88.29%（1568/1776），其中 HPV52、
16、58、53 感染率最高，而低危型以 CP8304 最高分别为 20.92‰、20.54‰、13.5 ‰、

12.37‰、11.32‰，与其它型相比 p<0.05。2 种以上亚型复合感染率为 5.62‰，构成比

4.73%（84/1776）,复合感染不是本地区职业妇女的优势感染模式。在长达 2 年多的研究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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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地区有 2 个感染高峰，分别是 25 岁和 52 岁，从感染趋势来看，25 岁是一感染高峰，

自 27 岁起又呈波浪式升高，52 岁达到第二高峰，然后再逐渐降低。 
结论  东营地区已婚职业妇女 HPV 感染率已比较高，呈现双峰一平台，单一亚型感染为主的特

点。HPV52、16、58、53 是主要高危亚型，27 岁到 52 岁是主要预防重点。单纯疫苗预防

HPV 有一定局限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74 
 

First report one a K. p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 
producing NDM-1, IMP-4 and KPC-2 simultaneously 

 
XUE Wen Cheng,ZHANG Liping,WANG Lu, MENG Dong Ya 

Clinical laboratory，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command， 110015 
 

This study show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echanism of carbapenem resistance of a K. 
p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 KSY3 recovered from a military hospital in Shenyang, China. 
MIC values of imipenem, meropenem for K. pneumoniae KSY3 were 1 and 4 μg/mL, 
respectively. Conjugation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e transferability of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from K. pneumoniae KSY3 to E.coli EC600. Results from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 and DNA sequencing confirmed that KSY3 produced NDM-1, IMP-4 and KPC-2 
metallo-β-lactamase (MBL) and lack of expression of the OmpK36 porin, whereas E. coli 
transconjugant only produced the IMP-4 and KPC-2.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revealed the isolate was ST357.  In a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DM-1, IMP-4 and KPC -2 
MBL production combined with the 
loss of OmpK36 porin caused the resistance in K. pneumoniae KSY3 to carbapenem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77 
 

血清中抗磷脂酶 A 受体特异性抗体的两种检测方法比较 
 

程桂雪 刘建华 王玉珏 刘勇 秦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15 

 
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方法检测特发性膜性肾病 (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IMN) 患
者血清磷脂酶 A2 受体(M-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 PLA2R)抗体检出率，评价两种方法检

测抗体对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病例为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0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 IMN 及其他明

确病理诊断的入院患者，分为 IMN 和非 IMN 组，整理临床资料；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IFA)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对患者血清抗 PLA2R 抗体进行检测。 
结果  IFA 方法与 ELISA 方法检测抗 PLA2R 抗体的的敏感性分别为 71.3%、68.5%，特异性

均为 100%，两者 AUCROC 分别为 0.860、0.839，两种方法的诊断效能无统计学差异

(P>0.05)，且两种方法有较好的一致性 (κ=0.876)，一致率达 93.8%；抗体阳性检出率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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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血白蛋白的降低相关 (P<0.05)；抗体滴度越高患者的低蛋白血症越严重，发生大量蛋白尿

比例越高(P<0.05) 
结论  两种方法检测血清中 PLA2R 抗体均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该抗体可作为 IMN 患者

良好的诊断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86 
 

膜性肾病易感基因研究进展 
 

王晨 秦晓松 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04 

 
      膜性肾病（membranous nephropathy， MN）是一种以足细胞损伤及肾小球基底膜增厚

为主要特征的肾小球疾病。尽管 MN 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但近年来遗传因素在

MN 发病过程中的作用也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本文就近年来发现的与 MN 密切相关的主要组

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细胞因子相关基因、M 型磷脂酶 A2 受体编码基因以及其他一些易感基

因进行阐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295 
 

糖尿病肾病早期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张晋 刘建华 刘勇 秦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输血科 110004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且最严重的并发症，已成为临床慢性肾衰竭的最主要病因，其确切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目前认为多种因素、多种机制共同参与其中。及早发现并及早治疗

是减缓或控制糖尿病肾病进展的有效措施。近年研究发现多种与糖尿病肾病相关的生物学标志

物，对于预测疾病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就已发现的早期生物学标志物在糖尿

病肾病发病中的作用及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00 
 

AFP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HBV 相关肝细胞癌易感性的关联

研究 
 

蒋明明 顾星 殷月鹏 高志远 孙全胜 高春芳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验诊断科 2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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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是基因组水平上的 DNA 多态性，可发生在基因编码区和非编

码区。本研究在课题组前期原发性肝癌易感性基因系列研究基础上，聚焦于 AFP 基因非编码

区 SNP 位点多态性的研究，寻找这些位点与肝细胞癌（HCC）易感性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

对基因转录的调控机制。  
方法  本研究选取 568 例乙型肝炎（HBV）相关 HCC 患者、110 例 HBV 病毒携带者和 380 例

正常人全血标本抽提全基因组 DNA，通过聚合酶链反应-连接酶方法（PCR-LDR）检测 AFP
基因启动子区域 SNP 位点 rs6834059、rs4018 和 rs4024 的基因型。我们根据基因型检测结

果，分析了这 3 个位点的基因型在疾病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的分布差异，并在 HBV 相关 HCC
组进行了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临床指标分层分析（AFP、TNM 分期、有无肝硬化和病理分

级）。此外，我们通过构建 rs4024 位点 G/G 基因型和 A/A 基因型荧光报告载体，初步研究了

它们对基因转录活性的影响。然后，我们进一步通过 EMSA 实验分析了 rs4024 位点多态性对

AFP 基因转录活性的影响。  
结果  临床指标分层分析结果显示：rs6834059 位点 G/G 基因型频率在有肝硬化亚组显著高于

无肝硬化亚组中的分布存，P = 0.038，OR = 2.72 (95%CI: 1.02-7.26)；rs4024 位点 G/G 基

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 G 在 TNM Ⅲc-Ⅳ亚组中的分布显著高于 TNMⅠ-Ⅲb 亚组，P 值分

别为：0.031 和 0.025，OR 值分别为：1.88 (95%CI: 1.05-3.37)和 1.38 (95%CI: 1.04-1.84)。
荧光报告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rs4204 位点 G/G 基因型相比 A/A 基因型荧光素酶活性显著升高

（P = 0.009）。EMSA 实验结果显示 rs4204 位点 G/G 基因型与 A/A 基因型结合核蛋白质的

能力存在差异，而且 A/A 基因型比 G/G 基因型能多结合一种核蛋白。 
结论  通过对 AFP 基因 SNP 位点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了 SNP 位点 rs6834059 和 rs4024 与

HCC 进展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可能是 HCC 进展过程中的生物标记物，有助于对不同个体

HCC 病程的监测和预后预测。进一步功能研究结果显示 rs4204 位点 G/G 基因型具有更高的

启动调控活性，该位点多态性对 AFP 基因表达的影响可能与 AFP 高表达水平的 HCC 患者临

床预后更差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04 
 

特发性膜性肾病相关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研究进展 
 

程桂雪 刘建华 刘勇 秦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特发性膜性肾病(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IMN）是一种常见肾病综合征，发

病机制尚不明确，病情发展反复。目前众多学者认为，IMN 是由遗传、环境、免疫炎症反应等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多种基因在 IMN 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起作用。

本文就近年来已发现的该疾病相关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sim, 
SNP )进行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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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 gene hypermethylation and colorectal cancer: A 
meta-analysis 

 
zhang shi-yan,lu chun-e,liu ting-ti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of affiliated Fuding hospital，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Fuding 355200， Fujian， China 355200 

 
AIM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APC gene hypermethylation in stool samples for 
diagnosing colorectal tumours and adenoma. 
METHODS  Electronic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were searched to find relevant original articles about the APC gene 
hypermethylation to be used in diagnosing colorectal tumours. A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tool (QADA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merit of the included 
articles, and Stata software (Version 12.0, college Station, TX, USA)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Eleven article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1279 subjects were include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the det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were 28.0% (95%CI: 
19.2%-38.8%) and 98.7% (95%CI: 97.2%-99.4%),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tic OR was 
29.444 (95%CI: 11.511-75.315);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was 0.99 (95%CI: 0.97-0.99). For 
adenoma,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24.2% (95%CI: 17.1%-33.0%) and 98.6% 
(95%CI: 95.9%-99.5%),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tic OR was 22.677 (95%CI: 6.761-76.061);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was 0.94 (95%CI: 0.92-0.96). 
CONCLUSION  The APC gene hypermethylation may be useful for non-invasive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tumours and be a promising marker that has great potential in early CRC 
diagno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13 
 
Association of MTDH immunohistochemical expression 
with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in female reproduction 
malignanc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Hou yongbin,Yu Lihua ,Mi Yonghua ,Zhang Jiwang ,Wang Ke , Hu Liyi 
Yongchu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2160 

 
Purpose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MTDH exprssion with tumor progression and survival outcomes in female 
reproduction cancers.  
Background  Metadherin (MTDH) is a cell surface protein that mediates cancer cell 
metastasis from breast to lung. Literature, with limited sample siz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MTDH correlated with tumor deterioration and predicted poor survival 
outcomes in female reproduction malignancies. To enhance statistical power and reach a 
recognized conclusion,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MTDH expression with tumor progression and survival 
outcomes in female reproduction cancer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comprehensive search in common databases to identify eligible 
literatures that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TDH expression and patients’ 
prognosis with female reproduction cancers following PRISMA guidelines. Odds ratios (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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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zard ratios (HRs) we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impact of MTDH on tumor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respectively.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included literature and pooled with 
appropriate effects model on STATA12.0.  
Results  Seventeen studies, involving 2261 patients, were definitively included in our meta-
analysi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igh MTDH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igher 
mortality for breast (HR=2.72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2.027-3.671, P<0.001), ovarian 
(HR=3.966, 95%CI: 1.432-10.981, P=0.008) and cervical cancer (HR=2.524, 95%CI: 1.152-
5.529, P=0.021). Moreover, high MTDH immunohistochemical expression was remarkably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in breast cancer (HR= 3.025, 1.955-
4.682, P<0.001) but not ovarian cancer (HR= 2.071, 0.642-6.676, P=0.223). For metastasis, 
the pooled results suggested that high level of MTDH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distant 
metastasis (OR=3.321, 95%CI: 2.171-5.082, P<0.001)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OR=2.269, 95%CI: 1.616-3.185, P<0.001) in breast cancer. Meanwhile, strong associ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MTDH expression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ovarian 
(OR=8.875, 95%CI: 2.606-30.230, P=0.001) and cervical cancer (OR=4.732, 95%CI: 1.922-
11.652, P=0.001). Overall, our meta-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high MTDH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worsen mortality (HR=3.377, 95%CI: 2.223-5.129, P<0.001), 
DFS (HR=2.641, 95%CI: 1.497-4.658, P<0.001), increased risk of distant (OR=3.373, 95CI: 
2.215-5.137, P<0.001)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OR= 2.781, 95%CI: 2.073-3.732, 
P<0.001).  
Conclusions   The current meta-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MTDH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metastasis and poor prognosis in female reproduction malignancies. MTDH might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and novel biomarker effectively reflecting patients’ progno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14 
 

特发性膜性肾病相关自身抗体研究进展 
 

程桂雪
1 李永哲

2 秦晓松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2.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 

 
        膜性肾病是成人肾病综合征最常见的病理表现之一，为我国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第二大

病因。大约 70%的膜性肾病患者表现为持续反复的蛋白尿，可致肾脏损伤，危及生命。约 1/3
膜性肾病患者可以自发缓解、逐渐好转，还有约 1/3 的患者在 5~10 年后发展为终末期肾病，

其余患者则表现为持续蛋白尿[1, 2]。膜性肾病可分为特发性和继发性两类，其中特发性膜性

肾病(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IMN）占 70%-80%，主要指没有明确病因引起的

肾小球基底膜改变，其治疗主要应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如环孢素、环磷酰胺、甲基泼尼松等

[3, 4]；继发性膜性肾病(Secondary Membranous Nephropathy, SMN) 占 20%~30%，一般继

发于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等自身免疫疾病，感染(乙型/丙型

肝炎病毒感染)，恶性肿瘤和药物中毒等。IMN 的发病机理、病因尚不明确，作为一种与自身

抗体相关的疾病，其致病性靶抗原不清，目前缺乏诊断的特异性实验室指标。现就目前发现的

IMN 相关靶抗原及其作用机制综述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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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15 
 

肝细胞癌与肝硬化基因表达谱差异分析 
 

蒋明明 高春芳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验诊断科 200438 

 
目的  肝硬化（Cirrhosis）是肝细胞癌（HCC）高危风险因素，易进展为 HCC 并最终导致死

亡。本研究旨在比较 HCC 和 Cirrhosis 组织之间的基因表达数据，发现从 Cirrhosis 演变为

HCC 过程中的关键基因（Hub genes），以及这些基因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我们从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下载了 4 个 HCC 和

Cirrhosis 相关数据集，并将 HCC 组织样本和正常肝组织样本数据合并为 HCC 数据集，将

Cirrhosis 组织样本数据定义为 C 数据集合。然后，我们使用 WGCNA 软件包构建了 HCC 和

C 数据集的权重基因共表达网络，并通过软件包对得到的基因模块进行了分析，根据连接度计

算筛选到出 Hub 基因。最后，应用 DAVID 在线数据库对模块特异性基因以及 Yellow 模块中

Hub 基因进行了功能注释，并通过 Cytoscape 软件可视化显示功能注释网络。  
结果  在通过聚类分析排除离群样本后，我们最终得到了包含有 394 个 HCC 组织样本和 29 正

常肝组织样本数据的 HCC 数据集，以及包含 215 个肝硬化组织样本数据的 C 数据集。通过对

HCC 数据集的 WGCNA 分析，我们能够构建到 6 个显著表达的基因模块，分别标记为：蓝、

棕、青绿、绿色、红色和黄色。其中的蓝、棕、青绿在 HCC 和 C 数据集之间具有高保守性，

而黄色保守性最低。这些模块中的基因已经被发现与转录、有丝分裂、阳离子运输、阳离子稳

态以及环化酶的分泌和调控有关。由于黄色模块具有最低的保守性，因此该模块中的 Hub 基

因可能具有将 HCC 区别于肝硬化的重要作用，并且可能在肝硬化进展为 HCC 的过程中起到

重要的作用。通过对黄色模块中 MM 值排名前 10 位的 Hub 基因功能注释后发现，这些基因主

要编码具有细胞因子活性和细胞因子配体和受体相互作用活性的蛋白。 
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 WGCNA 分析 HCC 和 cirrhosis 的基因表达数据，发现了 6 个显

著共表达的基因模块，其中一个基因模块可能与肝硬化进展为 HCC 紧密相关。通过 Hub 基因

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在肝硬化和肝细胞癌之间差异表达的基因，例如：CCL22、IL19 和

CTF1 等，它们可能是 HCC 进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子。因此，对这些基因的进一步功

能研究，可能会为我们更好地揭示 HCC 的致病过程，开拓新的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39 
 

C1GALT1 基因 1365G/A,-330G/T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IgA 肾

病的相关性——meta 分析 
 

聂瑞丽 刘建华 秦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00 

 
目前为止，关于 C1GALT1 基因 1365G/A,-330G/T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IgA 肾病发病的关系观

点尚未统一。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 1365G/A,-330G/T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IgA 肾病发病以及

疾病进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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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41 
 

血小板及其相关 miR 在肝硬化患者中的变化研究 
 

彭颖斐 朱捷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通过研究血小板的数量，流式表型以及外周血血浆中的血小板相关 miRNA 来探讨血小

板变化在肝硬化患者中的意义。方法研究  收集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5 月来中山医院治疗肝

硬化的 30 名患者和 30 名正常体检人群。检测这些患者外周血中血小板的数量；流式检测激

活后血小板表面标志物（CD61+CD62p+），（CD61+PAC-1+）和（CD61+CD62p+PAC-
1+）；检测血浆中 miR126，miR150，miR191 和 miR223 的含量。 
结果  肝硬化病人外周血中血小板含量（115±40.6）×10^9/L 明显低于正常组人群

（266±29.9）×10^9/L（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肝硬化组流式结果 CD61+CD62p+
（15.2±4.7）%，CD61+PAC-1+（27.7±8.4）%，CD61+CD62p+PAC-1+（34.8±14.6）%；

正常组 CD61+CD62p+（11.7±4.5）%，CD61+PAC-1+（17.8±8.3）%，

CD61+CD62p+PAC-1+（50.3±16.3)%，P=0.032，具有统计学意义。miR126，miR191，
miR150 在肝硬化和正常组中不存在差异其 P 值分别为 P=0.62，p=0.072，P=0.077，miR223
在肝硬化和正常人群中存在差异 P=0.032。 
结论  血小板在肝硬化患者中数量明显减少，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血小板激活后表面标志

物表达也显著减少，提示肝硬化患者血小板的功能受到影响，其聚集粘附能力受到一定损伤；

miR223 在肝硬化和正常人群之间存在差异，在肝硬化病人中高表达。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44 
 

IgA 肾病基因多态性研究进展 
 

聂瑞丽 刘勇 秦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00 

 
IgA 肾病是最常见的肾小球疾病，发病原因尚不明确。目前，普遍认为该病由遗传、免疫、感

染、环境或炎症介质等多种因素共同引起，且其发病具有地域、种族的特异性。近年来，大量

研究发现多种相关基因变异可参与该病的发生，并可能影响其进展及预后。本文通过对可能引

起 IgA 肾病的免疫系统、酶及酶抑制剂、炎症介质及血管病变等多种相关基因的多态性及其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探讨其与 IgA 肾病的相关性及其具体致病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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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在血管生成中的作用 
 

苏曦 陈闻达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血小板在血栓形成和止血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静息状态下的血小板在血管损伤时，会与细胞外

基质相互作用，从而发生血小板的黏附、活化和聚集，并最终形成血栓。然而最近，有人提出

新的有关血小板在血管生成中的作用机制。血小板中的 α 颗粒存有促进和抑制血管生成的蛋

白。血小板的活化促进了它们的释放，引发一系列血管生成的反应。同时，血小板源性的磷脂

和微粒也同样能在血管生成中起到协同作用。因此，血小板在整个血管生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包括伤口愈合、血管生长和血管/淋巴管分离，同时还包括一些异常的血管生成，比

如肿瘤、动脉粥样硬化及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等等。有研究认为血小板在依赖血管生成的

疾病中的作用为建立可靠的治疗方案提供了一个思路。更重要的是，针对血栓形成并发症的抗

血小板治疗对具有持续性血管生成的疾病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56 
 

CA 19-9 在疾病中的分布水平的大数据回顾分析 
 

杨大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目的  调查 CA 19-9 在疾病中的分布水平。 
方法  查询 2006 年至 2015 年检测 CA19-9 的患者数据，经数据预处理后，用聚合函数计算出

各类疾病 CA 19-9 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百分位数。  
结果  健康体检者 CA 19-9 的中位数（M）为 6.7 U/ml，CA 19-9 极度升高（M≥100 U/ml）的

疾病主要有：胰腺癌、胰头癌、胆管癌、阻塞性黄疸；CA 19-9 显著升高（37 U/ml＜M＜100 
U/ml）的疾病主要有：胆囊癌、胆总管占位、胆管恶性肿瘤；CA 19-9 明显升高（10 U/ml＜
M≤37 U/ml）的疾病主要有：结肠癌伴转移、重症肝炎、肝衰竭、胰腺炎、胃癌、原发性肝

癌、肝硬化、结肠癌、胆管结石、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卵巢畸胎瘤；CA 19-9 轻度升高

（6.7U/ml＜M≤10U/ml）的疾病主要有：直肠癌、肠梗阻、肝炎、胆囊炎、肺癌；CA 19-9 正

常的疾病主要有血液病、心脏病、风湿性疾病。 
结论  CA19-9 在不同的疾病中水平有所差异，在消化道系统疾病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60 
 

不同肝癌细胞系对血小板活化程度差异的研究 
 

吴炯 陈闻达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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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制备可供后期实验使用的血小板，与不同肝癌细胞系相互作用，观察比较细胞系对血小

板活化程度的差异。 
方法  制备洗涤液，对不同正常人的枸橼酸钠抗凝外周血进行洗涤，得到洗涤血小板，并进行

血小板聚集实验条件的探究。探究完毕后将血小板与肿瘤细胞进行相互作用，观察结果。 
结果  将洗涤血小板用于血小板聚集实验需要钙离子及纤维蛋白原的参与。钙离子浓度不宜过

高，0.5mmol/L 为适宜浓度。纤维蛋白原的浓度高于反应体系所需反应量即可。激活剂浓度需

尽量高，保证血小板可以完全反应。洗涤血小板浓度需要控制在较高浓度，不宜稀释。纤维蛋

白原从冰箱中取出后应充分温育，保证反应活性。洗涤的血小板需尽快使用，防止因失活影响

反应结果。血小板与肿瘤细胞反应时不需要纤维蛋白原。不同肝癌细胞系与血小板相互作用的

程度存在差异，侵袭性越高的肝癌细胞系能使血小板更早地聚集。 
结论  洗涤血小板制备成功，不同肝癌细胞系对血小板的作用具有差异，侵袭性越高作用越

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61 
 

Advances in early biomarker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Zhang Jin,Liu Jianhua,Liu Yong,Qin Xiaoso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hengjing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04 

 
Diabetic nephropathy is the main cause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represents the most 
common and serious complication of diabetes. The exact pathogenesis is complex and not 
elucidated, several factors and mechanisms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outcome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An ear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may slow down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A variety of biological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were found 
in recent years, which was important for predict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early biomarke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62 
 

脐血来源 CIK 细胞抗肺癌细胞效应的实验研究 
 

马丽菊 邵文萍 李娅 何增品 何成禄 崔晓花 杨永平 徐从琼 杨玚 万秋涵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脐血来源 CIK 细胞（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s）在体外对云南肺癌细胞的细胞

毒活性。 
方法  从健康产妇自然分娩后的新生儿脐带血中分离单个核细胞，经过 PHA、rh-IFN γ、IL-2
体外序贯诱导并培养、传代，获得大量 CIK 细胞；以流式细胞仪检测 CIK 细胞的免疫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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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IK 细胞分别与云南肺癌细胞 GLC-82、YTMLC-90 以 10:1 的效靶比共培养 16 小时，取培

养上清液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LDH 数值，计算杀伤活性。 
结果  培养细胞 CD3 表达率约 84.3%，CIK 细胞（CD3+CD16+CD56+）约 25.71%；CIK 细

胞对云南肺癌细胞 GLC-82、YTMLC-90 均表现出明显的抗瘤效应，其杀伤活性分别为

75.78%与 95.69%。 
结论  细胞因子 rh-IFN γ、IL-2 可将脐血中的单个核细胞诱导为 T 淋巴细胞，CIK 细胞约占

1/3；脐血来源 CIK 细胞具有强大的增殖能力和抗肺癌效应。      
 
【关键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63 
 

血清 PCT 水平和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在 AECOPD 患者细菌

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李伟 石柯 康新梅 刘达 田芳 刘展 张新 刘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和血清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AECOPD）患者细菌感染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86 例 AECOPD 患者，其中诊断为细菌感染者 34 例，未明确诊断为细菌感染者为

52 例，静脉采血，分离血清，分别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定量检测 PCT 含量，采用溴甲酚绿法检

测血清白蛋白含量，采用双缩脲法检测总蛋白含量，计算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比较两组

PCT 和白球比的水平差异，并分析 PCT 和白球比诊断 AECOPD 患者细菌感染的灵敏度和特

异性。 
结果  细菌感染的 AECOPD 组的 PCT 水平显著高于非细菌感染组（P<0.05），且细菌感染的

AECOPD 组白球比显著低于非细菌感染组（P<0.05）。PCT 诊断 AECOPD 患者细菌感染的

灵敏度 88.2％，特异性为 86.3％；以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小于 0.96 作为诊断标准其灵敏度略

高于 PCT（91.2％），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诊断特异性（74.6%）显著低于

PCT，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CT 及白球蛋白与白蛋白比值均可用于 AECOPD 患者细菌感染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且

PCT 诊断的特异性高于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检测血清 PCT 和白球比对 AECOPD 患者细菌

感染的诊断和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68 
 

脓毒症血清 miRNA 表达谱的初步研究 
 

陈洪卫 娄晓丽 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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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miRNA 在脓毒症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34 例脓毒症患者血清（Sepsis 组），以及性别年龄与之相匹配的 20 名健康体检者

（健康对照组）和 34 例具有全身炎症反应患者的血清（SIRS 组），利用芯片技术对其中 3
例 Sepsis 患者和 3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 miRNA 表达谱筛选。从筛选出有表达差异的 miRNA
中，选取与微生物感染相关的 7 个 miRNA，扩大样品量，qRT-PCR 对 3 组样品进行验证, 分
析评估差异 miRNA 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芯片实验结果显示 Sepsis 组与健康对照组共有 36 个差异表达的 miRNA，其中表达上调

的 miRNA 有 16 个，表达下调的 miRNA 有 20 个。经 qRT-PCR 扩大样品量验证发现，hsa-
miRNA-92a-3p 在健康对照组、SIRS 组和 Sepsis 组的表达水平依次呈下调趋势(P<0.05)。
hsa-miRNA-92a-3p 在评价 Sepsis 组和健康对照组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965，当最佳临

界值为 0.637 时，敏感度为 100%，特异度为 82.4%。在评价 SIRS 组和健康对照组的曲线下

面积（AUC）为 0.844，当最佳临界值为 0.698 时，敏感度为 90.0%，特异度为 79.4%。在鉴

别诊断 Sepsis 和 SIRS 时 hsa-miRNA-92a-3p 曲线下面积为 0.769，当最佳临界值为 0.532
时，敏感度为 64.7%，特异度为 88.2%。 
结论  Sepsis 患者血清中特异表达的 hsa-miRNA-92a-3p 对 Sepsis 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潜在

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88 
 

Elevated Expression of MDR1 Associated with Line-1 
hypomethylation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Zhang Changsong,Zhu Jing,Ling Yang 
Changzhou Cancer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3002 

 
Background  Global DNA hypomethylation and regional CpG hypermethylation in cancer 
tissue has been demonstrated and may be linked to carcinogenesis. As Line-1 constitutes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human genome, and the level of Line-1 methylation has been 
shown to be a surrogate marker of global DNA methylation level in various cancers, such a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olon cancer,breast cancer. Line-1 hypomethylation have been 
also as a biomarker of poor prognosis in cancer patients . A few studies reported Line-1 
hypomethylation as a poor prognostic marker in ESCC, but results were still filled with 
controversy in detail. The aim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of Line-1 methylation and the 
MDR1 expression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Methods  Tumor samples from 310 cases of ESCC patients that underwent surgical 
resection between 2001 and 2014 were investigated, together with corresponding non-tumor 
tissue specimens. We analyzed the methylation level of Line-1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MSP, 
and the expression of MDR1 by real-time RT-PCR in 310 ESCC and corresponding non-
tumor tissues.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methylation index (MI) of Line-1 decreased from 0.90 in non-
tumor tissues toward 0.78 in ESCC. The cumulative survival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 
ESCC patients with MI<=0.78 (34 months)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MI>0.78 (43 
month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MI<=0.78 and MI>0.78 cases with these 
clinicopathologic parameters (age, AJCC stage, differentiation; p = 0.010, p < 0.0001, p = 
0.015,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implied that Line-1 hypomethylation could be mo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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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C patients with older, advanced tumor and poor differentiation group. Meanwhile, ESCC 
with demethylation of Line-1 were shown elevated MDR1 expression in tumor (Mean -??Ct = 
0.21), but ESCC with hypermethylation of Line-1 were considered to be decreased MDR1 
expression in tumor (Mean -??Ct = -0.86). Furthermore, multivariate analysis using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revealed that the status of age, Line-1 MI, and -??CtMDR1 
mRNA were significant factors affecting cumulative survival after surgery in ESCC. 
These results implied that Line-1 demethylation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levated MDR1 expression during tumorigenesis of ESCC. 
Conclusions  Our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Line-1 hypomethyl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dvance cancer-specific and overall mortality in ESCC. Meanwhile, Line-1 demethylation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levated MRD1 expression during carcinogenesis of 
ESCC. Associations have been drawn between MDR1 expression, Line-1 hypomethylation 
and prognosis in esophageal cancer; thus, our findings ma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ESCC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90 
 

罗氏 COBAS C50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系统性能验证 
 

夏万宝 张冬青 周庆丰 沈嘉 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系统的对罗氏 COBAS C50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简称 COBAS C501）酶学指标丙氨酸

氨基转氨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L-ｒ-谷氨酰基转移酶(GGT)及碱性磷

酸酶（ALP)的分析性能进行评价，了解和掌握罗氏 COBAS C50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ALT、AST、GGT 及 ALP 的精密度（批内、日间）、线性范围、临床可报告范围、正确度以

及生物参考区间等相关性能。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CLSI)文件（EP5-A2、EP15-A2)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行业标准（简称 卫生行业标准）的相关文件进行评价。 
结果  ALT、AST、GGT 及 ALP 的高、中、低值的批内精密度均小于 1/4 总误差（TEa），日

间精密度均小于 1/3 总误差（TEa）；ALT、AST、GGT 及 ALP 的各项目线性良好，线性回

归方程的斜率均在 1.00±0.03 范围内，R2 均≥0.95，线性范围分别为 2～730U/L、2～
673U/L、3～1266U/L、3～1156U/L，临床可报告范围分别为 2～14600U/L、2～13460 
U/L、3～25320 U/L、3～23120 U/L；对上海市 5 份室间质控物的 ALT、AST、GGT 及 ALP
检测结果与靶值的偏倚分别为 0％～5.88％、1.03％～3.33％、-1.64％～1.68％、-0.34％～

6.25％之间，均小于 1/2 总误差；各项目的生物参考区间验证结果均在本实验室引用的参考区

间内。 
结论  罗氏 COBAS C50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ALT、AST、GGT 及 ALP 检测的主要性能符合

质量目标要求，能够满足各大、中型医院的临床检测需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95 
 

TIM4 在过敏性哮喘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994 
 

 
蔡鹏程 魏燕 胡丽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 TIM4 在过敏性哮喘中的表达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了过敏性哮喘组与健康对照组 TIM4 阳性细胞的比例。库尔特计数法检

测了嗜酸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占白细胞的比例。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哮喘小鼠模型

和对照小鼠肺组织 TIM4 的表达水平。 
结果  哮喘患者组 TIM4 阳性细胞占外周血单核细胞的 2.51%, 高于健康对照组的 0.68%，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哮喘患者组的嗜酸性粒细胞比例 3.88%亦高于健康对照组的

1.2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TIM4 表达水平与嗜酸性粒细胞，单核细胞与淋巴

细胞之间未见相关性。哮喘小鼠模型气道细胞表面 TIM4 的表达水平高于小鼠对照组。 
结论 TIM4 在过敏哮喘中的表达水平升高，可能参与了过敏性哮喘的免疫炎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396 
 

丙型肝炎患者肝脏纤维化指数和 HCV RNA 载量、25 羟基-维
生素 D 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周琰 吴文浩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分析丙型肝炎（简称丙肝）患者肝纤维化指数和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

平、病毒载量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46（163）例丙肝患者和 218 例名表面健康人（正常对照组）的血清标本，定量

检测血清 25OH-D 浓度、HCV RNA 病毒载量以及 FIB-4 指数评分标准中的 3 项指标[包括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ALT）、谷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血小板（PLT）]。比较丙肝组与健康对

照组之间 25OH-D 浓度的差异；根据肝脏纤维化指数（FIB-4 评分）分级标准分组，统计

HCVRNA 载量、25OH-D 浓度和 FIB-4 指数之间的关系。 
结果 丙肝组 25OH-D 浓度为（49.31±1.39）nmol/L，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60.42±1.34）
nmol/L，P< 0.01]。丙肝组中 25OH-D 缺乏和严重缺乏（＜25nmol/L）的比例为 41.33% 
（112/246）和 14.4%（39/246），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27.98%（61/218）和 3.67%
（8/218）]（P＜0.01）。线性相关分析显示 HCV RNA 阳性组病毒载量对数值与其 25OH-D
浓度无相关性（r＝0.056，P＝0.412）。根据 HCVRNA 载量四分位分组，四组间 FIB-4 指数

值分别为 2.332、2.688、7.543 和 8.789，25OH-D 浓度在各组间存在差异，浓度随 FIB-4 指

数增加而减低（P<0.039）；HCVRNA 病毒载量在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丙肝患者体内 25OH-D 浓度明显低于健康对照人群，建议对该类人群进行维生素 D 的补

充。丙肝患者 FIB-4 指数和 25OH-D 浓度显著相关，和 HCVRNA 病毒载量不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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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between H63D polymorphism and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risk: a meta-analysis 

 
fang yizhen,zhang zhongying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Background  Gen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 The 
H63D polymorphism (rs1799945, C>G) of hemochromatosis (HFE) gene has been found to 
be related to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in various studies. To classif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63D polymorphism and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susceptibility,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Methods  We retrieved published studi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63D and ALD by 
electronic database (Embase, PubMed, Cochrane and Web of Science). Related data was 
extracted. Pooled odds ratios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were performed with 
fixed effect model or random effect model.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Publication bias have also 
been presented. 
Results  Nine eligible studies were included. After meta-analysis,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ALD susceptibility was observed in homozygote model (GG versus CC: OR=2.28, 
95%CI 1.39-3.75) and recessive model (GG versus GC+CC: OR=2.22, 95%CI 1.35-3.65). 
Ethnic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similar results in Caucasian: homozygote model (GG 
versus CC: OR=2.28, 95%CI 1.39-3.75, PH=0.999), recessive model (GG versus GC+CC: 
OR=2.22, 95%CI 1.35-3.65, PH=0.999). No heterogeneity was found in our meta-analysis.  
Conclusions  Our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H63D polymorphism (rs1799945) is 
associated with ALD susceptibility. H63D polymorphism of HFE gene may be a potential 
target in gene therapy for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30 
 

眼内液 IgE 检测在眼弓蛔虫病诊断中的应用 
 

王朱健 曹文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评估房水及玻璃体总 IgE 检测在眼弓蛔虫病免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72 例临床诊断为眼弓蛔虫病患者的眼内液及配对血清总 IgE 抗

体，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白蛋白浓度。眼内液/血清总 IgE 比值再除以眼内液/血清白蛋白比

值，结果＞0.60 可认为有眼内的 IgE 生成。同时采用 ELISA 法及散射免疫比浊法分别检测眼

内液及血清的犬弓蛔虫特异性 IgG 抗体及总 IgG 浓度，计算 Goldmann-Witmer 系数(GWC),
分析眼内液 IgE 生成与 GWC 结果的相关性。对照组为 30 例白内障患者及 30 例细菌或病毒性

眼内炎患者。 
结果  64/69 的眼弓蛔虫病患者眼内液总 IgE 表现为眼内增生，灵敏度为 92.75%，特异度为

98.33%;GWC 的灵敏度为 83.33%,特异度为 100%。所有 GWC 阳性标本中有一例无总 IgE 生

成；所有 IgE 生成标本有 8 例 GWC 阴性。玻璃体标本与房水标本相比，表现出更高的总 IgE
生成系数。 
结论  眼内液总 IgE 及 GWC 联合检测可作为眼弓蛔虫病免疫诊断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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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33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在重症肺炎治疗及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陆红
1 谢丽丽

1 林向阳
1 白永恒

2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验中心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科实验室 

 
背景和意义  重症肺炎是常见的危重症，尽管监护技术及抗菌药在不断进步更新，但重症肺炎

的病死率仍较高，且预后也需改善。重症肺炎患者机体抵抗力差，免疫受抑制，机械通气等加

重感染的不可控性，还会造成系列并发症，难以治疗。目前针对重症肺炎的免疫功能方面的研

究仍较少。外周血淋巴细胞根据生物学功能和细胞表面抗原表达分为 3 个群：T 淋巴细胞

(CD3+)、B 淋巴细胞（CD19+）和 NK 淋巴细胞（CD16+56+）；T 细胞有分 Th
（CD3+CD4+)和 Tc 细胞（CD3+CD8+）。淋巴细胞亚群分析是检测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

能的重要指标，对于观察疗效及检测预后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重症肺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亚群改变的研究，旨在探讨免疫功能在重症肺炎发病急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采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来自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重症肺炎患者以及对照组

人群外周血中 T 细胞(CD3+)、Th 细胞(CD3+CD4+)、Tc 细胞（CD3+CD8+）、

Th/TC(CD3+CD4+/CD3+CD8+)、B 细胞（CD19+）、NK 细胞（CD16+56+）的水平，并比

较重症肺炎患者与对照组的差异以及好转患者治疗前后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变化。 
结果  15 例重症肺炎患者与 18 例对照组相比，T 细胞、Th 细胞及 B 淋巴细胞水平均有显著性

差异，P<0.01；而 Tc 细胞、Th/TC 及 NK 细胞虽然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存在变化趋势。 在
15 例好转的重症肺炎患者 Th 细胞治疗后水平增加，P<0.05，有统计学意义；其它亚群变化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重症肺炎患者细胞免疫功能低下，体液免疫激活；监测重症肺炎患者淋巴细胞亚群水

平，对评价患者的免疫功能及治疗和预后判断有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46 
 

女性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患者宫颈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分

析 
 

程绍云
1 华裕忠

2 牟晓峰
3 

1.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2.青岛胸科医院 
3.青岛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级别女性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患者人乳头瘤病毒（HPV）的宫颈感染状况及不

同基因型的分布规律，为临床预防、治疗及 HPV 疫苗的研发、推广提供相关依据。 
方法  对象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就诊于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和青岛市中心医院的

823 例不同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患者，利用 PCR 扩增、导流杂交基因芯片技术对患者宫

颈脱落细胞进行 23 种 HPV 基因分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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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23 例女性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 HPV 感染阳性率 47.51%（391/823），从 2011 到

2013 年呈逐年增加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程度的增

加，LR-HPV 和 HR-HPV 感染率也在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PV 感染以单一

基因型和二基因型感染为主，占全部基因型的 86.19%（337/391），多基因型感染是

0.51%(2/391)；高危型以 HPV16 亚型为主，低危型以 HPV6 亚型为主，感染以高危型为主，

占 76.21%(298/391)，未检测到 39、82 亚型。  
结论  女性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 HPV 感染率高，以高危型为主，临床应给予积极的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62 
 

2570 例济南地区中老年健康体检人群血糖和 HbA1c 情况分

析 
 

牛登冉 刘义庆 邵婧 范卫华 张培莉 陈兰兰 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通过对济南地区 2570 例中老年健康体检人群空腹血糖（FPG）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了解济南地区中老年人群糖尿病现状，为中老年糖尿病的防治

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整体抽样的方法收集 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来山东省立医院健康查体中心的

2570 例中老年健康查体人员标本。FPG 采用己糖激酶的方法检测血清中血糖水平，HbA1c 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的方法检测血浆中 HbA1c 水平。并针对 FPG 和 HbA1c 在不同年龄、性别的

人群中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应用 WHO FPG 诊断标准，糖尿病患者检出比例为 15.25%，男性检出率（18.03%）明

显高于女性（8.93%）。不同年龄组之间的糖尿病检出率有显著性差异，60-69 岁年龄段为

21.88%，70 岁及以上年龄段为 17.96%，50-59 岁为 15.56%，40-49 岁为 9.90%；应用

WHO HbA1c 诊断标准，糖尿病患者检出比例为 17.08%，男性检出率（19.20%）明显高于女

性（12.24%）。不同年龄组之间的糖尿病检出率有显著性差异，感染率最高的年龄段为 70 岁

及以上年龄段为 25.75%，60-69 岁年龄段为 25.56%，50-59 岁年龄段为 15.89%，40-49 岁

阳性率为 9.90%。 
结论  用 HbA1c 标准诊断和筛查出的糖尿病比例多于用 FPG 标准筛查的结果。应用 FPG 和

HbA1c 标准诊断和筛查糖尿病，济南地区男性糖尿病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女性，且糖尿病检出

率随着年龄增长逐步升高。中老年人应定期进行 FPG 和 HbA1c 检测，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

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1464 
 

A comparison of three luminescent immunoassays for 
HBsAg quantification during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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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Xiaodong1,Liu Wei Song2,Fang Lin Lin 2,Yang Lin 2,Wu Yong 2,Ge Sheng Xiang 2,Yuan quan2,Zhang 

jun2,Xia ning shao2,Hao xiaoke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厦门大学 
 

Abstract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quantification has garnered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high predictive value in determining treatment responses. The HBsAg quantification 
assays, such as Architect and Elecsys, ar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and more assays are 
in development. We aimed to compare the results of the Architect and Elecsys assays with 
those of a new assay, WTultra. The WTultra HBsAg assay is a sandwich chemiluminescent 
microplate enzyme immunoassay and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choice which is more cost-
effective and potentially applicable in developing or resource-constrained countries and 
areas. A total of 411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during various phas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infection. The sample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three assays,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for the Architect, Elecsys, and WTultra 
assays were well correlated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results for the sampl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Architect versus WTultra = 0.936, rArchitect versus Elecsys = 0.952, and 
rWTultra versus Elecsys = 0.981) and the various infection phases (rArchitect versus 
WTultra ranging from 0.67 to 0.975, rArchitect versus Elecsys ranging from 0.695 to 0.982, 
and rWTultra versus Elecsys ranging from 0.877 to 0.99). Additionally, consistent results 
were observed according to genotype (genotype B: rArchitect versus WTultra = 
0.976, rArchitect versus Elecsys = 0.978, and rWTultra versus Elecsys = 0.979; genotype C: 
rArchitect versus WTultra = 0.950, rArchitect versus Elecsys = 0.963, and rWTultra versus 
Elecsys = 0.981) and hepatitis B virus (HBV) DNA levels (rArchitect = 0.540, rWTultra = 
0.553, and rElecsys = 0.580). In conclusion, the Elecsys and WTultra assays were well 
correlated with the Architect assay, irrespective of the CHB infection phase or genotype. All 
of these assays are reliable for HBsAg quantific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76 
 

婴幼儿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基因分型检测的应用价值 
 

张银辉 张允奇 王琼 陆学东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 518033 

 
目的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是引起婴幼儿严重呼吸道感染的主

要病原体之一。依据 RSV 病毒 G 蛋白基因，可将 RSV 分为 A 和 B 两种亚型。本文探讨 RSV
病毒基因分型与临床疾病发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10 年 6 月随机收集的 2025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住院患儿

咽拭子（包括普通病房、重症监护室），入住儿科重症监护室的患儿均符合美国危重医学会及

美国儿科学会制定的 PICU 入院指南标准。应用 GeXP 核酸分析平台联合 RT-PCR 技术，筛

查 RSV 病毒阳性样本；对筛查出的 RSV 阳性样本采用酶层析双抗体夹心法检测患儿咽拭子中

的 RSV 抗原；采用 Qiagen 的 QIAamp Viral RNA Mini Kit 提取病毒 RNA，用 RSV 分型 Real-
time PCR 引物针对 RSV 病毒 Nucleoprotein gene 区域进行分型检测；对检测所得数据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GeXP 分析平台联合 RT-PCR 扩增技术检测 2025 例临床样本，共检测到 RSV 病毒阳性

样本 296 例，阳性率为 14.6%。酶层析方法筛查 296 例 RSV 阳性样本中抗原，检出 9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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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为 32%；对 100 例 RSV 病毒阴性样本，检测阴性为 100 例，特异性为 100%；Real-
time PCR 检测 296 例 RSV 阳性标本，检出 284 例，敏感度为 96%。296 例 RSV 阳性样本

中，157 例来自重症监护室，其中 A 型 93 例（59.2%），B 型 16 例（10.2%），A 与 B 型混

合感染 48 例（30.6%）；139 例来自普通病房，其中 A 型 45 例（32.3%），B 型 72 例

（51.9%），A 与 B 型混合感染 22 例（15.8%）。普通病房及重症监护室感染 RSV A 亚型患

儿与感染 B 亚型患儿的例数间差别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RSV 病毒基因分型与临床疾病发病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78 
 

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辅助诊断中应用 
 

吴园园 管世鹤 杨凯 潘颖 陈礼文 王爱华 孙蓓蓓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 5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辅助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并选择最理想的血清肿瘤标志

物组合。 
方法  应用电化学发光分析检测 90 例肺癌患者、40 例健康人和 45 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血清中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细胞角蛋白 19(CYFRA21-1)、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和癌胚抗原(CEA)的水平含量。 
结果  肺癌患者的 5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人组和肺部良性疾病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 .01)。NSE、pro-GRP 在小细胞肺癌中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肺癌(P 
<0.01)，CYFRA21-1 和 SCC 在鳞癌中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肺癌(P <0 .01)。NSE、
pro-GRP 对小细胞肺癌检测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肺癌(P <0.01)，CYFRA21-1 和

SCC 对鳞癌检测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肺癌(P <0.01)。5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经组合

后，敏感性明显高于任一单项肿瘤标志物(P <0.01)。 
结论  5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对于肺癌的辅助诊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NSE 、pro-GRP 二者可作

为联合检测小细胞肺癌的首选标志物，CYFRA21-1 和 CEA 可作为联合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的

首选标志物，SCC 和 CYFRA21-1 可作为联合检测鳞癌的首选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79 
 

利用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快速可视化检测化脓链球菌的 speB
基因 

 
曹翠明 张芳 纪明宇 裴凤艳 范秀杰 申红 王庆西 杨炜华 汪运山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利用 DNA 环介导恒温核酸扩增(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LAMP )技术，

在反应体系中加入荧光染料钙黄绿素，建立一种基于颜色判定的快速化脓链球菌

(Streptococcus pyogenes)的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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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针对化脓链球菌保守又特异的 speB 基因（化脓链球菌致热外毒素 B,streptococcal 
pyrogenicexotoxin B），设计 5 条特异性 LAMP 引物（包括 2 条外引物、2 条内引物和 1 条环

引物）对靶基因进行扩增。选用 15 株细菌（来源于 ATCC 或临床分离株），纯培养后挑取单

个菌落，提取 DNA,同时进行 LAMP 扩增，分析特异性。对化脓链球菌标准株基因（靶基因）

进行 10 倍梯度稀释，同时进行 LAMP 和 PCR 扩增，分析其灵敏度。收集 132 例怀疑化脓链

球菌感染的样本（咽拭子、痰、血液、化脓性分泌物、引流液等）,提取 DNA，分别作 LAMP
扩增、PCR 扩增和常规细菌培养，评价 LAMP 检测的临床可行性。 
结果  LAMP 方法扩增化脓链球菌 speB 基因在水浴箱恒温 63℃,35min 时即出现绿色浑浊阳性

结果。扩增 15 种细菌 DNA，只有化脓链球菌标准菌株和临床分离株呈现绿色浑浊的阳性结

果，其余 13 株非化脓链球菌均显示阴性。LAMP 能检测 speB 的最低 DNA 浓度为

0.01ng/μl，是传统 PCR 法的 100 倍(传统 PCR 法为 1ng/μl)。LAMP 技术检测怀疑化脓链球菌

感染的临床样本的阳性率为 71.21%，与 PCR 方法一致，大于常规细菌培养的阳性率。 
结论  加入荧光染料的 LAMP 方法检测化脓链球菌的 speB 基因，特异性与灵敏度均高于传统

PCR 技术，且比传统细菌培养法耗时短、检出率高。该技术操作简单，成本低廉，仅需要一

个恒温水浴箱即可满足实验条件，可目视观察实验结果，有望成为快速检测化脓性链球菌感染

的新方法，适合在各级医院尤其社区、乡镇等基层医疗单位推广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1484 
 

Individualized genetic screening and its clinical 
prospective value among HCV-infected population 

 
Li yanhua1,wang jiangping2,wang juan1,xu bin3,Xiao Yunfeng1,LI hognwei1,Liu yang1,Hao xiaoke1,Ma 

yueyun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传染科 

3.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Abstract  Objective By using analysis of IL-28B genotype and HCV subtype of hepatitis C 
patient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of IL-28B gene mutation, FIB-4 index, APRI score and the 
type of hepatitis C virus (HCV) with antiviral efficacy. Method Data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231 cases of chronic hepatitis C (CHC) patient were collected. Then we 
evaluated the antiviral efficacy of CHC patients treated with pegylated interferon plus 
ribavirin (PEG-IFN/RBV) for 24-48 weeks. IL-28B gene polymorphism and HCV subtype 
were detected and analyzed with high-throughput genome sequencing system using 
pyrosequencing method. Results It was shown that, SVR rates of HCV 1b and 2a subtype 
were 52.25% (58/111) and 75.28% (67/89), respectively (P＜0.01). In the HCV 1b infected 
patients with SVR, 8 of the 12 cases were rs12979860 CC. 7 of 10 patients infected with 
HCV 2a obtained SVR were rs12979860 CC. The ratio of patients whose FIB-4 index＞
3.25 with SVR in HCV genotype 1b and 2a were 31.0% and 39.4% respectively. The ratio of 
patients whose APRI score＞2 with SVR in HCV genotype 1b and 2a were 
30.3% and 50.2%. Conclusion In both of the HCV 1b and 2a infected patients, whose wild 
type of IL-28B was more likely to obtain SVR. Patients with significant fibrosis or cirrhosis 
were more difficult to get SVR no matter HCV genotype 1b or 2a. IL-28B SNP and 
HCV genotype factors have very high predi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for treatment 
of PEG-IFN / RBV therapy and prognostic evaluation of CH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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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1495 
 

The Role of micorRNA 181 Family in Glioma 
Development 

 
Yang liu,Ma Yueyun,Xin yijuan,Li rui,Han Ruobing,Hao xiaoke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MicroRNAs (miRNAs) are small noncoding regulatory RNAs that regulate protein 
expression by reduce stability and/or translation of fully or partially sequence-
complementary target mRNAs. Recent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miRNAs play roles both in 
tumor suppressors and in oncogenes. The member of miRNA 181 family have been 
reported down-regulated in very early stage of human golima, and participate in 
modulate glioma development. In our research, we found that all subtyps of miRNA 
181 family down-regulated in all the stage of human glioma, include 
miRNA 181a1/a2/b1/b2/c/d. Especially, miRNA181c declined most in all six member in the 
WHO I grade glioma patients. And along with glioma development, the expression of miRNA 
181 family sustained reduced, and miRNA181b1 has the fastest decline rate among the 
family. So, miRNA 181 is an indicator of human glioma at early stage. It would be of potential 
advantage to detect the level of miRNA 181 family for diagnosis golima, determined WHO 
phase, and guided clinical treatmen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98 
 

14379 例患儿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检测结果分析 
 

崔小健 张嘉懿 沈永明 管卫 司萍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400 

 
目的  分析患儿常见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 IgM 抗体及其感染特点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天津市儿童医院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门诊和住院的

14379 例患儿血清，并分析不同性别、季节、年龄段、病种下呼吸道九项病原体感染情况。 
结果  3392 份标本(23.59％)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阳性，其中肺炎支原体(MP)的阳性率最高为

18.77％；混合感染 361 例,其中主要是 2 种病原体的混合感染。男性患儿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

体阳性率(21．46％)显著低于女性患儿(33．92％，X2=274.73，P<0．05)。各年龄组(0～
30d、～6 个月、～l 岁、～3 岁、～9 岁、～18 岁)的检出率分别为 0.2％、1.8％、15.36％、

34.46％、39.73％、30.73％，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407.87，P<0．05)。秋、冬季

肺炎支原体(MP)检出率高(24.42%、23.01％)，春季乙型流感病毒(FluB)检出率最高

(15.13%)，夏、秋季嗜肺军团菌（LP）检出率较高(0.78%、0.80％)；全院 15 个科室比较,耳
鼻喉科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检出率最高（43.9%）。 
结论  呼吸道病原体的感染率与性别、季节、年龄段、病种有关，患儿感染的病原体主要是

MP 和 FluB;女性患儿较男性患儿更易感；3～9 岁患儿感染率高;秋、冬季肺炎支原体(MP)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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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春季乙型流感病毒(Flu B)感染率最高，夏、秋季嗜肺军团菌（LP）检出率高；耳鼻喉

科患儿呼吸道病原体检出率最高。这些结果为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提

示不同人群不同季节不同病原体的流行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达到有效防治病原体

流行的目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499 
 

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的干扰分析 
 

屈慧 皇海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若干疾病在使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时的干扰情况。  
方法   收集临床标本 HBV 感染者标本 10 例，HCV 感染者标本 10 例，HIV 感染者标本 10
例，EB 病毒感染者 10 例，自身免疫病标本 10 例。妊娠标本 10 例，淋巴瘤标本 20 例，多发

性骨髓瘤标本 20 例，其他肿瘤 10 例，共计 110 例标本。使用雅培 ARCHITECT  i2000 全自

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和罗氏 e602 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及其配套试剂同时检测所

收集的 110 例标本，对于结果不一致的标本使用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进行确认。 
结果   20 例多发性骨髓瘤标本 2 例结果不一致,一致性为 90%（P<0.05），TPPA 均为阴性，

余疾病标本一致性为 100% (P>0.05)。 
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在使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时可能存在干扰，而造成假阳性结

果,日常检验工作需警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02 
 

大鼠心肌肥厚模型中脂联素调控 miR-133a 的分子机制 
 

李莹 孟凡良 苏国海 汪运山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脂联素和 miR-133a 是心肌肥厚的重要调控因子，但脂联素能否调控 miR-133a 的表达

并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心肌肥厚模型中，脂联素是否调控 miR-133a 及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在大鼠肩胛骨间皮下埋置装有血管紧张素 II（Ang II）的渗透微泵，诱导心肌肥厚模

型。心脏超声检测 Ang II 处理 1、2、4 周后，大鼠心脏舒张末期左室后壁厚度（LVPWd）和

舒张末期室间隔厚度（IVSd）以及射血分数。Real-time PCR 检测 miR-133a 及心肌肥厚的分

子标志 ANF、BNP 的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信号通路蛋白 AMPK 和 ERK 的磷酸

化水平、miR-133a 的靶蛋白 CTGF 的表达。 
结果  Ang II（200 ng/kg/min）灌注 4 周显著诱导大鼠心肌肥厚并且显著抑制 miR-133a 的表

达。脂联素（5 μg/ml）能够显著抑制 Ang II 诱导的心肌肥厚，减小 AngII 诱导的 LVPWd、
IVSd 增加，降低心肌肥厚相关基因 ANF、BNP 的表达。同时，脂联素处理能够显著上调

miR-133a 的表达。为进一步探讨脂联素调控 miR-133a 的分子机制。我们在体外实验中应用

100 nM Ang II 处理 72 小时诱导心肌细胞肥厚。结果显示，Ang II 处理诱导心肌肥厚并且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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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K 的磷酸化，促使 ERK 磷酸化。脂联素预处理能够激活 AMPK，抑制 ERK 的磷酸化。

应用 AMPK 的竞争性抑制剂 Compound C 预处理或采用 AMPK 的 shRNA 慢病毒干扰载体转

染细胞，则脂联素上调 miR-133a 的作用被取消。用 ERK 的抑制 PD98059 预处理，能够阻断

Ang II 下调 miR-133a 的作用。此外，我们发现脂联素能够显著抑制 miR-133a 的靶蛋白

CTGF 的表达。 
结论  本研究首次揭示了在 Ang II 诱导的心肌肥厚模型中，脂联素与 miR-133a 之间存在关

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分子机制。在 Ang II 诱导的心肌肥厚模型中，脂联素通过激活

AMPK，抑制 ERK 磷酸化，上调 miR-133a 的表达，抑制心肌肥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04 
 

中国北部某地区无症状性活跃男性高危型 HPV 类型的分布情

况 
 

李晓莹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背景  人类乳头瘤病毒(HPV)可引起宫颈癌以及一些其他生殖器癌症。HPV 感染是最常见的性

传播疾病。在性疾病传播过程中无症状性活跃的男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对女性生殖器

HPV 感染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对男性生殖器 HPV 感染研究甚少。 
目的  是前瞻性检测无症状性活跃的男性中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R-HPV)的患病率及其分布。  
方法  我们对 286 名 17～65 岁无症状性活跃男性的尿道样本进行 HR-HPV 检测。针对尿道分

泌物标本采用 PCR 法进行了 15 种 HR-HPV 类型和 2 种低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6 和 11 型)
的检测。 
结果  46 例(16.1%)男性中至少有 1 种 HR-HPV 类型是阳性的。20～25 岁男性发病率最高。

检测到的最常见类型为 HPV16 型(10/46，21.7%),其次依次为 HPV-39 型(9/46, 19.6%), 
HPV51 型(8/46, 17.4%), HPV59 型(7/46, 15.2%)和 HPV18 型(6/46，13.0%)。其他被检测出

的致癌类型为 HPV52、51、35、58、68、82、56 和 45 型。HPV31 和 66 型未在本研究中检

测出。另外 21 例中只有 HPV6 型或 HPV11 型阳性。在 165 例 CA 患者中,89 例被检测出至少

一种 HR-HPV 类型，76 例中只有 HPV6 型或 HPV11 型阳性。被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的无症

状男性比 CA 患者更有可能感染 HR-HPV(46:21 与 89:76)。 
结论  性活跃的男性感染 HR-HPV 的患病率很高。在无症状的男性中最常被检测出的类型为

HPV-16,HPV-39(9/46,19.6%)和 HPV51 型。无症状的男性更有可能传播高危人乳头瘤病毒。

在中国北部某地区检测 HPV 中无症状性活跃男性 HPV 的高阳性率说明了不仅要有警惕性，对

于疫苗免疫接种无症状性活跃的男性也是有必要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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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化及非衍生化液质联用法在 25 羟维生素 D2 和 D3 检测

中的应用 
 

张瑞 郝晓柯 马越云 刘家云 程晓东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考查并比较了衍生化和非衍生化液质联用（HPLC-MS/MS）法在 25 羟维生素 D2/D3 检

测中的应用及意义，为其准确测定提供更为科学依据。 
方法  利用衍生化 HPLC-MS/MS 法和非衍生化 HPLC-MS/MS 法分别分析比较了 263 例成年

人血清中维生素 D2 及 D3 的含量。衍生化法：人血清经 25 羟维生素 D2 及 D3 的同位素内标

液萃取,离心，取上清液吹干，加入衍生化液体，经衍生化后,加入复溶液用串联质谱仪分析人

血清中 25 羟维生素 D2 及 D3 的质谱图及其浓度；非衍生化法：人血清经 25 羟维生素 D2 及

D3 的同位素内标液萃取后，离心，取上清液吹干，加入复溶液即可用串联质谱仪分析人血清

中 25 羟维生素 D2 及 D3 的质谱图及其浓度。 
结果  衍生化法：25 羟维生素 D2 批内变异系数为 3.3 % -5.9 %, 批间变异为 4.3 %-6.9 %，25
羟维生素 D3 批内变异系数为 2.7 % -4.8 %, 批间变异为 4.0 %-5.6 %；非衍生化法：25 羟维

生素 D2 批内变异系数为 3.5 % -5.8 %, 批间变异为 4.1 %-6.6 %，25 羟维生素 D3 批内变异系

数为 3.0 % -5.1 %,批间变异为 4.2 %-6.0 %；。经统计学分析男、女之间 25 羟维生素 D2 和

D3 含量无显著性差异(P<0.5)。 
结论  衍生化法与非衍生化串联质谱法进行 25 羟维生素 D2 和 D3 分析, 均有较高的回收率, 能
够达到较高的精确性和准确性,其中非衍生化法简便易行，样本处理步骤少时间短，但是衍生

化法测定维生素 D2 检出限低，更适合中国人 25 羟维生素 D2 的检测，两种方法均能灵敏，特

异地测定血中维生素 D2 和 D3 浓度，满足临床对 25 羟维生素 D2 及 D3 的检测需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08 
 

糖尿病患者检测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和血管 
 

张志平 卢宝弼 徐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HbA1c）和空腹血浆内皮素（ET-1）对糖尿病及其合并高血压的患

者的诊断价值。  
方法  检测 50 例糖尿病患者和 48 例糖耐量正常者空腹血浆内皮素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以糖

耐量正常者检测结果为对照组。 结果  糖尿病组 HbA1c 水平(7.642±1.302)％ 与对照组

(5.477±0.526)％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糖尿病组空腹血浆血管紧张素 AⅡ水平

〔（118.452±14.229）pg/ml〕显著高于对照组〔（36.492±6.383）pg/ml〕(P<0．01)。  
结论  糖尿病患者存在糖代谢紊乱，高血压患者血管紧张素 AⅡ升高，通过 HbA1C 和空腹血

浆血管紧张素 AⅡ的测定可以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病程监测，并对合并高血压的患者早期发现、

早期防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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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513 
 

多重病毒感染对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影响的初步研究 
 

王琼 祝铃萍 何英 张银辉 陆学东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 518033 

 
目的  讨论多重病毒感染对儿科 PICU 中合并呼吸道感染患儿病情严重程度的影响。  
方法  收集 406 例 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入住儿科重症监护室合并有呼吸道感染的患儿

咽拭子标本，另外选取 92 例社区健康体检儿童咽拭子标本作为健康对照。  
应用 GeXP 基因分析系统，对咽拭子标本行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 A、
B、C 型、副流感病毒 1、2、3、4 型、人类偏肺病毒、人冠状病毒-HKU1/OC43、人冠状病

毒-NL63/229E 、人冠状病毒-SARS，共 14 种（型）病毒监测，对每一份咽拭子标本利用常

规单一 PCR 方法筛查人类博卡病毒及 WU 多瘤病毒。对检测出病毒阳性病例进行单一病毒感

染与多重病毒感染分类，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其病情严重程度。  
结果  406 例 PICU 标本中病毒检测阳性 252 例，总检出率 62.1%。其中 HRV 105 例

（25.8%）检出率最高；其次为 RSV 63 例（15.5%）； HADV 48 例（10.1%）； 92 例社区

健康体检儿童咽拭子病毒检测到 2 例 HRV 阳性，其他病毒未检出。252 例病毒阳性病例中单

一呼吸道病毒感染检出共 177 例（70.2%），多重病毒感染检出 75 例（29.8%），其中双重

感染 66 例，三重感染 9 例。单一病毒感染与多重病毒感染中均以 HRV 最多见，其次为

RSV。单一病毒感染的患儿住院天数中值与多重病毒感染的住院天数中值二者无统计学差异

（P＞0.05）。二者在引起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程度方面无明显差异性。单一病毒感染组非危

重、危重、极危重病人百分比为 26.0%、53.1%、20.9%；多重病毒感染组百分比为 29.3%、

52.0%、18.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单一病毒感染与多重病毒感染在患儿病情严重程度

影响上无明显差异性（P＞0.05）。单一病毒感染组合并基础疾病患儿 46 例（26.0%），多重

病毒感染 6 例（8.0%），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10.409，P=0.001），提示有基础疾

病的患儿病毒单一病毒感染率较高。  
结论  多重病毒感染在 PICU 中是常见的病毒感染形式之一，其与单一病毒感染对 PICU 中感

染性患儿的病情严重程度影响无差异；存在慢性基础疾病的患儿更多见单一呼吸道病毒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1515 
 

2016 年细胞室 1-5 月拒收标本分析 
 

李文悌 张慧慧 任会均 刘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检验科 450052 

 
目的 对拒收的临床检验标本进行综合分析，分析标本不合格的原因及发生比例，探讨持续改

进策略，达到提高标本分析前质量控制的目的。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5 月，检验科细胞室接收标本总数为 107806 例，拒收的住院

患者不合格血液标本 195 例，结合卫计委临检中心的质量控制指标定义和计算公式，根据实际

情况分析不合格标本产生的原因。 
结果 前 5 个月标本的拒收率为：1.81‰，从 1 月到 5 月标本的拒收率分别为：2.69‰、

2.43‰、1.13‰、1.51‰、1.48‰、1.82‰，按照质量控制指标的定义，对拒收标本按照以下

四个指标计算结果为：细胞室 1-5 月凝集的标本数占同期需抗凝的标本总数的比例即抗凝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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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集率：1.002‰、采集量不符合要求的标本数占同期标本总数的比例即标本采集量错误率：

0.315‰、类型不符合要求的标本数占同期标本总数的比例即标本类型错误率：0.009‰，采集

容器不符合要求的标本数占同期标本总数的比例即标本容器错误率：0.019‰，不合格的两大

主要原因为抗凝标本凝集和标本采集量错误。 
结论 分析前质量控制是实验室质量管理中最薄弱的阶段，也是标本分析中误差率发生最高的

环节，血液标本的分析前质量控制对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尤其重要。本文分析中使用的

四个质量控制指标都与标本相关，标本质量合格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关键前提，检验科应

制定各类不合格标本的处理政策，同时记录标本拒收的情况，加强与临床科室的沟通，及时反

映拒收标本的信息，查找原因，优化标本采集流程，以进一步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16 
 

重庆高龄产妇甲状腺功能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检测分析 
 

唐笛娇 张磊 阳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目的探讨高龄妊娠早期孕妇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和促甲状腺素(TSH)筛查的

重要性。探寻孕妇血清 TSH、FT4 及 TPOAb 水平与年龄因素的关系，筛查高龄孕妇亚临床甲

状腺功能异常的患病率，为妊娠合并甲状腺疾病的诊疗积累一定研究数据和诊治经验。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山医院产科建档的 35
岁以上高龄孕妇血清 200 例和 30 岁以下孕妇血清 150 例，采用电化学发光的方法进行 TSH、

FT3、FT4 和 TPOAb 检测，对其筛查指征进行比较。 
结果  筛查 200 例高龄妊娠早期妇女的亚临床甲减、低甲状腺素(T4)血症患病率和 TPOAb 阳

性率分别为 8%、20%和 18%；对照组 30 岁以下孕妇组上述三者概率分别为 3.3%、6.6%和

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 例高龄孕妇按临床诊断分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组 1 组

56 人（包括亚临床甲减和低甲状腺素(T4)血症）和非甲状腺功能减退组 2 组 144 人，1 组

TPO 阳性率显著高于 2 组(P<0.05)。按 TPO 检测结果，分为 TPOAb 异常组 36 人和 TPOAb
正常组 164 人，TPOAb 异常组高于 TPOAb 正常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高龄孕妇比正常年龄孕妇更容易合并甲减，应当提前预防。高龄孕妇 TPOAb 异常者甲

状腺功能紊乱明显增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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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soluble EPCR, vWF antigen and soluble TM level 
variation and its clinical values in patients with 

preeclampsia 
 

xu chengwei,yu chao,zhang yuan,feng xiaoli,ma demei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济南 250033) 250033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The endothelial protein C receptor (EPCR)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anticoagulant an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the protein C pathway, whereas its 
soluble form (sEPCR) exhibits opposite proper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lasma soluble endothelial protein C receptor 
(sEPCR), von willebrand factor antigen (vWF:Ag) and soluble thrombomodulin (sTM)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pre-eclampsia (PE) patients.  
Methods  49 pregnant women with sever pre-eclampsia (SPE), 63 pregnant women with 
mild pre-eclampsia (MPE), and 120 normal pregnant women as control were collected in this 
study after the age, gestational age matched. Plasma sEPCR, vWF:Ag, and sTM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assay, and correlation of them was analyzed respectiv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sma sEPCR and gestational age, and the PE illness severity were 
further analyzed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plasma sEPCR, vWF:Ag, and sT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pre-eclampsia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SP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MPE group ( P＜0.01). The plasma sEPCR, vWF:Ag, and sTM level in patients with 
pre-eclampsia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between the two (P＜0.05).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PCR and gestational age found that pregnancy before and after 34 
gestational week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E and control groups (P＜
0.001 vs P=0.015). As plasma sEPCR levels increased, PE illness aggravating gradually.  
Conclusion  EPCR、vWF and T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lacental 
vascular endothelial injury and micro thrombosis in patients with PE. Detection the levels of 
plasma sEPCR、 vWF:Ag and sTM has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judgment of P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19 
 

西北地区妊娠孕妇铜锌等微量元素水平调查 
 

任丽芬 徐 焰 汪 沛 徐蓓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调查了解西北地区妊娠孕妇钙、锌、铁、铜、镁等微量元素水平，为孕妇合理补充微量

元素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选择来我院产检孕妇 300 例为观察组，另选正常育龄非孕妇 102 例为对照组。采用原子

吸收法测定两组钙、锌、铁、铜、镁等微量元素水平，并比较其差异。 
结果  妊娠孕妇微量元素缺乏居前 3 位的是钙 38 例（12.7%），锌 27 例（9.0%），铁 15 例

（5.0%）；而铜、镁缺乏较少。观察组铜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锌、钙水平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铁、镁水平两组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 
结论  妊娠孕妇应注意营养饮食及微量元素定期检查结果合理补充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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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33 
 

21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 EDTA 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临床

分析 
 

肖潇 徐玉兵 高春芳 
上海市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200438 

 
目的  分析乙二胺四乙酸依赖性血小板减少症（EDTA-PTCP）在肝癌患者中的临床特点，讨

论可能引起 EDTA-PTCP 的原因。  
方法  统计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2015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 21 例肝癌 EDTA-PTCP 患者的临

床表现、既往史、现病史、治疗方法、使用药物等情况，分析这些因素与 EDTA-PTCP 的关

系。  
结果  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共计收入肝癌患者约 15000 例中出现 EDTA-PTCP 共 21 例，

其中男 18 例（85.7%），女 3 例（14.3%）。 入院治疗前出现 EDTA-PTCP 比例占 33%
（7/21，多数既往接受过治疗），治疗后发生率 67%（14/21）；在我院接受化疗 9.5%
（2/21），介入治疗 38.1%（8/21），肿瘤切除 52.4%（11/21）。药物治疗中使用洋托拉唑

4 例，埃索美拉唑 2 例，奥拉利铂 1 例，碘油 1 例。21 例患者中 6 例入院仅测血常规 1 次并

检出 EDTA-PTCP（28.57%）；15 例检出 2 次以上（71.43%），其中持续时间≤2 周 60.0%
（9/15）。将检出 2 次以上的患者分为短期治疗组（手术切除）11 例, ≤2 周 80.0%(8/10)；长

期治疗组（介入治疗和化疗）5 例，≤2 周 20.0%(1/5)，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0.0%
比 20.0%，χ2=10.5 ,P<0.01）。  
结论  肝癌患者 EDTA-PTCP 的发生与性别、常见病、治疗方式可能无关，与治疗药物及其持

续的时间可能有关。80%肝癌肿瘤切除患者 EDTA-PTCP 持续时间≤2 周，与手术后恢复时间

保持一致；80%肝癌介入和化疗的患者持续时间≥2 周，而化疗一般周期较长甚至需要 1 个月

以上，说明药物在体内时间越长，EDTA-PTCP 持续时间越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41 
 
Dynamic change of the Systemic Immune Inflammation 

Index predict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Tian Lu ,Wang Bei-li ,Guo Wei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32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utility of the dynamic change and serial monitoring of the 
Systemic Immune Inflammation Index (SII), which was based on the numbers of patients’ 
lymphocytes(L), platelets(P),neutrophils(N) and defined as P*N/L ,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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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conducted a prospective study of 163 patients with HCC who underwent 
curative resection at Zhongsha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May 2013. SII was calculated 
using data acquired before and approximately 1 month after surgery. An optimal cutoff value 
stratified patients into groups with high or low SII.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unfavorable and favorable groups using the dynamic change of the SII. Two 
groups that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within the entire cohort and the low-risk 
subgroups were serially monitored for ≥6 months. 
Prognostic values of the SII and other factors were determin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and the ROC curve. 
Results  The favorable group was likely to have cirrhosis, and the unfavorable group was 
likely to have larger tumors and a higher recurrence rate.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umor size and dynamic change of the SII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early recurrence. Moreover,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SII was 
retained in AFP-negative and HBeAg-negative-HBV-DNA <2,000 IU/mL subgroups. Further, 
the serial changes of the SII for recurrence and no 
recurrenc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e dynamic change and serial monitoring of the SII represent new indicators 
for predicting the early recurrence of HCC determining advance optimal therapy in advanc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43 
 

焦磷酸测序对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突变的检测 
 

冯琳涵 刘家云 黄芳 徐修礼 马越云 苏明权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建立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 rpoB 突变的焦磷酸测序(pyrosequencing)检测方法，评估其

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利用焦磷酸测序技术，分析 110 株结核分枝杆菌 rpoB 基因突变特点，并与 BACTEC 
MGIT 960 药敏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110 株结核分枝杆菌中检出 rpoB 基因突变 57 株，最常见突变形式为 531 位 TCG 突变

为 TTG ，占 66.8%，焦磷酸测序的敏感性是 96%。  
结论  焦磷酸测序检测技术是一种快速, 准确，高通量检测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研究的有用工

具。 
 :"Times New Roman"'>妊娠孕妇应注意营养饮食及微量元素定期检查结果合理补充微量元

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44 
 

Retrospective study of anti-HCV positive 
 

Zhou Jiansuo,Liang Yongming,Wang Tiancheng,Cui Liyan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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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Hepatitis C virus (HCV) infection is a global health burden. In many clinical 
laboratories anti-HCV assays remain the ?rst choice for testing samples for HCV infection. 
Study about Elecsys® Anti-HCV II support its use as a routine screening method in the Asia 
Paci?c region.  We attempt to explore it’s positive rate in different S/CO range in 
ARCHITECT.  
Methods  We perform a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for the early screening positive results past 
three months in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The S/CO in ARCHITECT is divided by 5, 
and that in Elecsys is divided by 1 and 20.  
Results  Our result showed that 81.78%(220/269) of sample, which the ARCHITECT result 
S/CO  is between 1 and 5, proved to be negative in Elecsys ® Anti-HCV II (the S/CO ratios 
range from 0.027 to 0.55), when ARCHITECT result S/CO >5, 8.84%(13/147) proved to be 
negative(the S/CO ratios range from 0.029 to 0.733), and 81.63%(120/147) over 20 in 
Elecsys ® Anti-HCV II.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how that even if the S/CO >5 in ARCHITECT, the Elecsys ® Anti-
HCV II still gives 8.84% negative result, while the S/CO between 1 and 5 in ARCHITECT, the 
Elecsys ® Anti-HCV II gives 81.78% negative result, two different kit may decrease positive 
rat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53 
 

qRT-PCRp 平台及 CellSearch 系统检测循环肿瘤细胞的比较 
 

戴谦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比较 CellSearch 系统与 qRT-PCR 平台检测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的阳性率与相关性，综

合分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32 例肝癌患者的外周血标本，运用 CellSearch 检测系统和 qRT-PCR 检测平台检

测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的个数/表达量。在运用 qRT-PCR 平台检测循环肿瘤细胞表达量时，

先后运用了单标志物标记肿瘤细胞和多标志物联合标记肿瘤细胞的不同检测方法，并分别计算

其检测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的阳性率。对以上三种检测方法的阳性率和相关性进行两两比较。 
结果  与 CellSearch 检测系统相比，qRT-PCR 检测平台采用单标志物标记肿瘤细胞检测结果

呈显著相关，两者阴阳性符合率为 24/32[75.0%，阳性率 46.9%（qRT-PCR 单标） vs. 
28.1%（CellSearch），P=0.002]。多标志物联合标记肿瘤细胞的 qRT-PCR 检测平台能提高

检测阳性率（65.6%），且 qRT-PCR 平台的单标检测和多标检测方法所得结果仍呈显著相关

性，阴阳性符合率为 18/32（56.3%，65.6% vs. 28.1%，P=0.034）。运用 qRT-PCR 平台进

行多标志物联合检测时能直观体现肝癌患者的肿瘤异质性。 
结论  多干性标志物标记肿瘤细胞的检测手法对于循环肿瘤细胞的阳性检出率有显著的积极作

用。qRT-PCR 检测平台相较 CellSearch 检测系统，可更直观地将肿瘤异质性与临床相结合，

更可依据不同检测目的个性化制定相关标志物，适用于更多样化的检测需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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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thrombosis molecular markers and its 
clinical values in T2DM patients with low extremity 

fractures 
 

xu chengwei,feng lu,zhang yuan,yu chao,luan yun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济南 250033） 250033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With the increasing worldwide prevalence of diabetes the 
resulting complications, their consequences and treatment will lead to a greater social and 
financial burden on society. Chronic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are associated mainly with 
changes in major and small arterial vessel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racture to the activity of blood coa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cture and thrombotic disease.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lower limb fracture, 90 patients only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90 healthy persons with comparable of sex, age and body mass 
index were recruited. We detected contents or activity levels of their plasma fibrinogen (Fib), 
D-dimer (D-dimer),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and platelet membrane glycoprotein 140 
(GMP-140), prothrombin fragment 1+2 (F1+2), thrombin activation of fibrinolysis inhibitor 
(TAFI) and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TFPI), and compared them among groups.  
Results In group of diabetes combined fracture, the values of Fib, D-dimer, vWF, GMP-140, 
F1+2 and TAFI are (5.3±1.4) g/L, (1350.1±88.3) ng/mL, (161.9±6.6) IU/dL, (21.8±2.5) μg/L, 
(1.6±0.5) nmol/L and (30.5±3.8) μg/mL, respectively. In group of diabetics, the values of Fib, 
D-dimer, vWF, GMP-140, F1+2 and TAFI are (4.1±1.2) g/L, (880.5±35.6) ng/mL, (123.6±5.5) 
IU/dL, (18.9±2.3) μg/L, (1.3±0.3) nmol/L, (28.3±2.9) μg/mL, respectively. In group of healthy 
control, the values of Fib, D-dimer, vWF, GMP-140, F1+2 and TAFI were (2.5±0.6) g/L, 
(145.7±22.5) ng/mL, (96.8±4.5) IU/dL, (13.8±2.1) μg/L, (0.8±0.2) nmol/L, (26.4±2.5) μg/mL, 
respectively. The values of former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and the values of the group of diabetes combined fracture was higher compared to the group 
of diabetes (F=141.70, 10396.17, 3072.95, 277.67, 116.05, 277.67, P<0.001). The plasma 
TFPI activity of diabetes combined fracture ((16.2 ±1.3) U/ml) and diabetes group 
((17.3±17.3) U/ml)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18.5±2.7) U/ml). And it was lowest in 
the group of diabetes combined fracture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26.68, P<0.001).  
Conclusion Fractures can lead to blood clotting activity and high coagulation state in 
diabetic patients, thus prone to thromboembolic disorder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86 
 

siRNA suppression of CPB2 inhibits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breast canncer cell through activation of 

thrombin-activatable fibrinolysis inhibitor 
 

xu chengwei,luan yun,yu chao,zhang yuan,zhao jingjie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济南 250033） 250033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Human thrombin activatable fibrinolysis inhibitor (TAFI), also 
known as carboxypeptidase B2 (CPB2), is a procarboxypeptidase enzyme. Pancreatic 
carboxypeptidase B (CPB) is a stable protease, displays high homology with TAFI bu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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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 to TAFIa. TAFI is propos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actions among 
procoagulant, anticoagulant and fibrinolytic systems. TAFIa attenuates fibrinolysis by 
removing the carboxyl-terminal lysine residues from partially degraded fibrin that mediate 
positive feedback in plasmin gener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observe the 
expression of TAFI in breast cancer (BC) and breast cancer cell (BCC) lines and 
investigation the effect of knockdown CPB2 gene suppression expression of TAFI 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BCC lines. 
Methods  based on the sequence of CPB2, three siRNA were designed and chemically 
synthesized. They were transfected into the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DA-MB-231 with 
LipofectamineTM 2000. The TAFI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  Cell invasive and 
metastasis ability and growth inhibition were determined by transwell assay and MTT 
assay.   
Results  We foun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 of TAFI levels in BC tissues than in normal breast 
tissues by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In addition, quantitative RT-PCR and Western blot 
detection showed that CPB2 knockdown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the mRNA and the 
protein level of TAFI in BCC lines MCA-MB-231 and MCF-7. Furthermore, CPB2 knockdown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bility by MTT transwell chamber and 
wound scratch assay (P<0.05).  
Conclusion  siRNA suppression of CPB2 inhibits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 through activation of TAFI, our data suggest that the expression of TAFI may be a new 
target for therapy breast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589 
 

结核分枝杆菌抗毒素 higA 的原核表达及多克隆抗体制备 
 

刘丹
1 伊正君

1 付玉荣
2 

1.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 
2.潍坊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目的 克隆编码结核分枝杆菌抗毒素基因 higA 并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纯化 higA 蛋白后，制备

兔抗 higA 的多克隆抗体。方法 利用 PCＲ 法从结核分枝杆菌 H37Ｒv 基因组扩增 higA 基因; 
构建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 + ) -higA; 筛选出阳性重组质粒后，转化大肠杆菌 BL21，异丙基

硫代-β-D-半乳糖苷诱导目的蛋白表达; 利用 SDS-PAGE 与 Western blot 法鉴定目的蛋白的表

达; 以纯化的 higA 蛋白免疫新西兰大白兔，制备抗 higA 的多克隆抗体并进行效价及特异性鉴

定。 
结果 成功扩增出了 higA 基因，克隆于载体 pET-32a( + ) 质粒中，PCＲ 筛选和酶切鉴定获得

阳性克隆，测序证实正确; 转化大肠杆菌 BL21 后能成功诱导 higA 蛋白［相对分子质量( Mr ) 
36 630］的表达; 利用纯化的 higA 蛋白免疫新西兰大白兔后，能有效地刺激特异性 higA 抗体

的产生，抗体的效价达到 1∶3200 以上。 
结论 成功在大肠杆菌中表达出 higA 蛋白，并制备出效价及特异性良好的兔抗 higA 多克隆抗

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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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591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mortality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 
 

Xu Liangfei 1,2,Sun Xiaoxi1,2,Ma Xiaoling2 
1.安徽医科大学 
2.安徽省立医院 

 
Purpose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linical attention owing to its very limited therapeutic options, and its incidence has increas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it is accepted that drug resistance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ortality in general，but some other studies found no such relationship. Given the 
accepted association between drug resistance and increased mortality,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to evaluate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RKP and related 
factors.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published until December 2015 
was conducted. We selected and assessed articles reporting mortality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RKP. 
Results  Pooled mortality was 42.14% among 2462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RKP versus 
21.16% in those infected with carbapenem-susceptible K. pneumoniae (CSKP).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 or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 was 
54.30% and 13.52%, respectively, and 53.90% and 43.13% in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r who underwent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SOT). Mortality was 
47.66% in patients infected with K.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 (KPC)-producing K. 
pneumoniae and 
46.71% in those infected with VIM-producing K. pneumoniae. Geographically, mortality 
reported in studies from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was 33.24%, 
46.71%, 50.06%, and 44.8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RKP have higher mortality 
than those infected with CSKP, especially in association with BSI, ICU admission, or SOT. 
We also considered that patients’ survival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 Our 
results imply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RKP infection in patients in a poor state of 
health, and that strict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and new antibiotics are required to protect 
against CRKP infec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11 
 

CCP 检测数据的曲线拟合 
 

罗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免疫测定相对于定量生化反应来讲，由于反应多为非线性进程，采用单点或两点定标方

式，构成的标准曲线都是一条直线，与实际反应曲线有较大不相符合，导致测定结果与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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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较大；而采用曲线拟合能较好反应实际，测定结果准确性较好。本课题利用 Origin 软件的

非线性曲线拟合功能来处理 CCP 检测中的实验数据，并比较多项式拟合 logsitic 拟合在 CCP
标准曲线建立中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利用 Origin 软件自带的多项式拟合功能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用 TECAN
酶标仪测得的 6 个浓度的 OD 值分别进行线性拟合。  
结果  当多项式次数选择为 2，3，4 时的拟合曲线与原始数据点偏差不大，但二次多项式相关

系数 R 略低于三次和四次多项式。四参数 logistic 模型所拟合的曲线为 S 型，但拟合的曲线与

原始数据点偏差较大。  
结论  尽管从理论上说，logistic 拟合能更好地拟合原始数据，但与多项式拟合相比，logistic 拟

合较复杂，找出最佳拟合相对较难。多项式拟合可以快速地应用于免疫测定数据的曲线拟合

中，由于二次多项式拟合曲线相较于三次或四次多项式与原始数据偏差较大，并且四次多项式

计算复杂，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常采用 EXCEL 软件对 CCP 检测数据进行 3 次多项式拟

合。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1612 
 

输血信息管理系统的改进在输血管理中的作用 
 

温会燕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设立临床输血质量管理的考核指标，分析输血信息管理系统的改进在输血管理中的作

用。 
方法  2013 年 08 月至 2014 年 03 月是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输血信息管理系统的整改试用

期，故选取整改试用期之前的两个半年，和整改试用期之后的四个半年，收集这六个时间段内

的相关文件，统计分析输血前检查率、输血申请单合格率、大量用血审批率、合理用血率这四

个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 
结果  四个指标基本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合格率趋于上升。 
结论  输血信息管理系统的改进，使输血科工作和临床用血管理更智能、更规范、更有效，提

高了输血科管理水平，促进了临床安全合理有效用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18 
 

Ｔ－ＳＰＯＴ．ＴＢ 技术在潜伏结核感染者免疫抑制剂

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毕艳
1 伊正君

1 付玉荣
2 

1.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 
2.潍坊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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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Ｔ－ＳＰＯＴ．ＴＢ技术在潜伏结核感染（ＬＴＢＩ）者免疫抑制剂治疗中的筛查

效果 ，为预防和控制 ＬＴＢＩ提供新的依据。 
方法  应用Ｔ－ＳＰＯＴ．ＴＢ试剂盒对１６２例需要应用免疫抑制的患者进行结核分枝杆菌

特异性 Ｔ 细胞的检测；同时对所有病例做结核菌素皮肤试验（ＴＳＴ）；对其中２８例Ｔ－

ＳＰＯＴ．ＴＢ技术筛查阳性患者应用抗ＴＮＦ－α 生物制剂治疗前均给予预防性抗结核药物

治疗４个月并随访１年。 
结果 Ｔ－ＳＰＯＴ．ＴＢ阳性率为３６．４％，确诊率为９４．９％；ＴＳＴ 阳性率为２

８．４％，确诊率为６９．６％。Ｔ－ＳＰＯＴ．ＴＢ阳性率和确诊率与ＴＳＴ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通过对２８例 Ｔ－ＳＰＯＴ．ＴＢ技术筛查阳性，给予预防

性抗结核药物治疗４个月的患者１年的随访，结果无一例结核病发生。 
结论 Ｔ－ＳＰＯＴ．ＴＢ技术在检测ＬＴＢＩ敏感性强、特异性高，是快速诊断结核感染的

有效手段；在应用免疫抑制剂对ＬＴＢＩ的筛查诊断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24 
 

液相串联质谱法检测血浆醛固酮的方法学建立和性能评价 
 

邵文琦 秦嘉倩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建立一种稳定的血浆醛固酮（aldosterone，ALD）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方法（liquid 
chromo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LC-MS/MS）。 
方法 以同位素氘代作为内标，采用 CORTEX 色谱柱进行分离。流动相梯度洗脱；使用 Water 
System 建立方法，并对该方法的线性，回收率，精密度，最低检测下限进行性能评价，收集

324 名表面健康人群建立生物参考区间并对 LC-MS/MS 和 RIA 进行方法学比较。 
结果 该方法通过了线性，回收率，精密度和最低检测下限的性能评价。ALD 的检测线性范围

和定量检出限均满足临床需求；天间和批间的 CV 分别＜10%和＜6%；回收率结果为 97.3～
105.8 %；建立合适的生物参考区间；相关曲线 r=0.43，y=0.271x+138.9。 
结论 我们的研究建立了可靠的检测 ALD 的 LC-MS/MS 方法，适合于临床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25 
 

Discovery of disease related biomarkers using lectin 
microarray combined with mass spectrometry 

 
Yang Zhou,Cheng Lei,Song Kai,Zhang Qinghua 

Wayen Biotechnologies (Shanghai)， Inc 201203 
 

Background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glycoproteins is extremely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disease. The present study is aimed to establish a glycosylation detection 
and protein identification method using lectin microarray combined with mass spectrometry, 
which can be utilized in disease related glycoproteins and biomarker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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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Conditions of array profiling were optimized by comparing of detection results 
using different blocking buffers and different loading amounts of tissue and serum samples. 
Paired liver tissues from 10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serums from 
12 pneumonia patients with two different etiological subtypes were profiled by lectin 
microarray in optimized conditions. Lectin blot was used to verify the array profiling result. 
Glycoproteins were pulled down by lectins and identified by LC-MS using HCC tissues, and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verify the differently expressed glycoproteins.  
Results  The suitable blocking condition was 1×buffered phosphate saline containing 2% 
bovine serum albumin. The best loading amount of tissue sample was 1 μg/mL and for 
serum samples, equivalent to 0.04 μL of neat serum were the best. From array profiling, five 
lectins (SNA-Ⅰ, PAA, PHA-E, PHA-P and VVA mannos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ancerous tissues than cancer-adjacent tissues (P <0.05), and lectin blots of 3 selected 
lectins were consistent with array profiling. SNA-Ⅰwas also found to have higher signals in 
serums form patients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compared with bacterial pneumonia (P 
<0.01), and validated by lectin blot. LC-MS identified 15 proteins in VVA mannose extracted 
HCC tissues, and western blot validated the elevated expression of 2 selected glycoproteins 
(ENO1 and A1AT) in cancerous tissues compared with cancer-adjacent tissues.   
Conclusions  Lectin microarray as a new high-throughput method for glycosylation 
detection is a sensitive, rapid, easy to operate and multi-sample compatible method. 
Combined with mass spectrometry, it has great utilization potentiality in biomarker discover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27 
 

狂犬病病毒核酸诊断技术研究进展 
 

路静
1 付玉荣

2 伊正君
1 

1.潍坊医学院医学检验学系 
2.潍坊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烈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几乎为 100%。近年来，我

国狂犬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急需一种快速、简便、经济、准确、易于推广的实验室诊断方

法。本文从基于 PCR 方法的核酸诊断技术、依赖核酸序列扩增技术、环介等温扩增技术、基

因芯片技术等方面对目前国内外狂犬病病毒核酸诊断技术作一综述，并分析各种方法的优点和

缺点，为狂犬病的临床快速诊断提供参考依据，以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狂犬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35 
 

非空腹血脂检测应用前景探讨 
 

赵瀛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多年以来，常规血脂检测项目为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常规血脂需要患者在空腹状态时（即禁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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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时）采血进行检测。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一生中大部分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是非空腹状

态，因此用空腹血液检测的血脂结果来预测心血管事件（CVD）发生风险也可能并不合适。另

外有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对于男性或女性而言，非空腹 TG 比空腹 TG 能更好地预测心血管事

件发生风险。早在 2009 年丹麦生物化学协会（Danish Society for Clinical Biochemistry）、

2014 年英国国家临床专家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Clinical Excellence，NICE）都推荐常规

血脂检测可以使用非空腹采血标本；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认为空腹血脂也仍有其使用价值 1。此

外，欧洲动脉硬化研究协会（European Atherosclerosis Society）和欧洲临床生化和实验室联

盟（European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也作出了同样的推荐 1
（Q&A）。但有意思的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心脏病学会院/美国心脏协会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CC/AHA）2013 年的导则中

还是推荐空腹采血进行血脂检测 2。这些不同国家导则中的不同观点也使非空腹血脂检测蒙上

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不同研究和 meta 分析的结果解读也更为破朔迷离。究竟在空腹标本和

非空腹标本之间如何选择，应将依靠强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临床研究结果、对医生和患者的

便利性，以及检测技术的可靠性来综合考虑。本文旨在就非空腹血脂检测研究的现状、临床应

用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前景予以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37 
 
A Serum Circulating LncRNA Panel for Bladder Cancer 

Diagnosis and Recurrence Prediction 
 

duan weili,du lutao,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China 250012 

 
Purpose  The involvement of circulating lncRNAs in cancer and their potential as biomakers 
of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biomaker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reciated.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dys-regulated circulating lncRNAs in bladder cancer (BC). The purpose of 
present study was to identify a panel of circulating lncRNAs capable of differentiating BC 
patients from controls, and determining their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 BC recurrence prediction. 
Experimental Design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of 13 candidate lncRNAs in 80 BC and 
matche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via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Eleven dys-regulated 
lncRNAs were evaluated in serum from 120 BC 
patients and 120 controls (training set). A three-lncRNA pan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using training set date. Then, the panel was validated in an 
independent cohort of 100 BC patients and 100 controls 
(validation set).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ncRNAs and BC recurrence was 
further assessed in the validation set.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three-lncRNA panel (MEG3, SNHG16 and MALAT1) that provided a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C in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set. The satisfactory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lncRNA panel persisted regardless of disease status. Furthermore, Kaplan-
Meier analysis was applied for BC patients and identified that non muscle invasive BC 
(NMIBC) patients with low MEG3 level had worse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EG3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the 
recurrence of NMIBC.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a three-lncRNA panel can act as a novel blood-based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BC. Furthermore, MEG3 was identified 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BC 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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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44 
 

中国男性乳房外 Paget 病临床和病理特征分析 
 

康志华 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检验医学科 10092740 

 
目的  乳房外 Paget 病（EMPD）是一种临床上少见的皮肤恶性肿瘤。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男

性 EMPD 患者的临床和病史资料，总结我国男性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为该病的临床管理

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并回顾 246 例我国男性 EMPD 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 
结果  我国男性患者最常见的首发部位是阴囊。患者出现临床症状的平均年龄为 63.9（32-
91）岁，但从发病至确诊平均需要 3.6 年。该病所累最为常见的首发症状为瘙痒，其他如皮

疹、红肿等也较为常见。EMPD 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为腹股沟淋巴结，转移率为 7.5%。有

8.1%的患者表示曾有其他肿瘤病史。病理学检查显示有 63 例（25.6%）患者的 Paget 细胞累

及真皮层，即为侵袭性 EMPD。免疫组化染色表明， EMA、CEA、CK7 和 PAS 在大多数的

癌组织中为阳性表达；HER2/neu、P53、CK20 和 S100 蛋白在部分癌组织呈阳性表达；

VIM、LCA 和 HMB45 蛋白均为阴性表达。HER2/neu 蛋白的阳性表达与侵袭性 EMPD 显著相

关。血清 PSA 水平检测发现仅有 18.6%的患者大于正常参考值 4.0ng/ml。比较非侵袭性和侵

袭性 EMPD 组的临床资料发现，后者的发病年龄大于前者，多集中于 60 岁以上，其他资料如

诊断延迟、皮损长度、皮损部位、伴发肿瘤和淋巴结转移未见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比较淋巴

结转移组和非转移组 EMPD 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前者除了延迟诊断时间显著短于后者外

（均值分别为 1.8 年和 3.6 年），其皮损长度亦显著大于后者（均值分别为 6.6 cm 和 5.4 
cm），其他临床资料未见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EMPD 在我国存在较严重的误诊，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进展为侵袭性甚至转移性。在一

些患者可见伴发其他恶性肿瘤。病理检查显示 EMA、CEA、CK7 和 PAS 可用于辅助诊断

EMPD，HER2/neu 可用于评估该病的恶性程度。转移性较非转移性 EMPD 的恶性程度显著升

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48 
 

我院不同院区 2014 年主要目标菌耐药性差异分析 
 

韩春华 何宏 李静 孙异凡 周晓燕 闫玉芬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在统一管理和检验模式下，同一所医院的不同院区主要目标菌耐药性特点是否存在

差异，并根据细菌耐药性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与加强医院感染控制工作。 
方法  收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3 个不同院区 2014 年主要目标菌菌种，采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

仪鉴定分离菌株并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药物敏感性按照美国临床试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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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I)2009 年标准进行判断。使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应用卡方检验比较

3 个院区 2014 年主要目标菌的耐药性特点。 
结果  三个院区主要目标菌的耐药性有所不同：大肠埃希菌对阿米卡星、复方新诺明、环丙沙

星、美罗培南、头孢吡肟、妥布霉素、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性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P<0.05)；肺炎克雷伯菌对美罗培南、头孢吡肟、妥布霉素、亚胺培南、呋喃妥因、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耐药性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鲍曼不动杆菌对除头孢他啶以外所有检测抗菌

药物的耐药性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铜绿假单胞菌对所有检测抗菌药物耐药性比较均

有显著性差异(P<0.05)；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除红霉素外所有检测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比较均有显

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在统一管理和检验模式下，同一医院不同院区在 2014 年其主要目标菌大肠埃希菌、肺

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性有所不同，原因可能

为：①与新老院区在应用抗菌药物特点方面有所不同；②与新老院区在医院感染控制方面不同

有一定关联。通过本次研究不仅可以找出同一医院的不同院区其本身存在的差异，还应根据其

耐药性特点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80 
 
Low expression of spindle checkpoint protein, Cenp E, 

causes numerical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in HepG 2 
human hepatoma cells 

 
liu bi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Hunan 421000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oc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centromere-associated 
protein E (Cenp-E) in hepatoma cells. The levels of Cenp-E mRNA in human hepatoma 
carcinoma cell line HepG-2 and hepatic cell line LO2 after being treated with Nocodazole at 
the same time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based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FQ-PCR). The local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Cenp-E protein in the two types of 
cells were visualized using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fter Cenp-E was interfered in LO2 
cells by RNA interference technique, we detected the mRNA expression of Cenp-E before 
and after interference using RFQ-PCR, and further evaluated the function of interfered cells 
by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The results of RFQ-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Cenp-E in the two types of cells before treatment with Nocodazol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upregulated expression level of Cenp-E in LO2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epG-2 during cell division phase.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Cenp-
E protein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nucleus, a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Cenp-E protein in 
nucleus with abnormal mitosi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ucleus with normal 
mitosis. After Cenp-E was interfered,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showed the ratio of 
dyskaryosis in the cells with interfered Cenp-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cells.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low expression of Cenp-E may be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chromosome numerical abnormality in human hepatoma cell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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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86 
 

MiR-25 在早期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组织表达上调 
 

贾亚旭
1 张钰坪

2 韦成
2 汪芳裕

2 张春妮
1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临床检验科 
2.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研究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组织中 miRNA 的表达水平，鉴定表达异常 miRNA，探讨其作

为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分子标志物的可能性。 
方法  纳入通过胃镜结合 HE 染色的方法确定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病人 30 例，其中男性 25
例，女性 5 例，年龄 50~80 岁，平均年龄 62.3 岁。同时选取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体检者 21
例作为血清对照组。利用 RT-qPCR 方法检测 30 位病人食管上皮内瘤变组织及对应正常组织

中 miR-25, 
let-7a, miR-100, miR-133a, miR-223, miR-375, miR-483-5p 和 miR-1322 等 8 种 miRNA 的表

达水平，筛选出表达异常的 miRNA， 再用 miRNA 原位杂交进行验证，进而在血清及血清外

泌体中检测其表达水平。用生物信息学预测其可能的作用靶基因。 
结果  RT-qPCR 结果显示，miR-25 在上皮内瘤变组织中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相应正常组织

(P<0.05)， 而其他 7 种 miRNA 表达水平在内瘤变组织和正常组织间表达无明显差异。miR-25
的表达水平在低级别（n=12）与高级别内瘤变组织(n=18)间无差异。原位杂交进一步证实

miR-25 在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组织过表达。血清及血清外泌体中 miR-25 的表达与健康对照无

显著性差异。 
结论  miR-25 在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组织中表达升高，是潜在的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分子标志

物，联合现有的诊断方法将可能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693 
 

根据 CLSI EP9-A3 评价电化学发光法和化学发光法检测

CA72-4 的一致性 
 

魏衍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215002 

 
目的  评价 Snibe MAGLUMI 4000 化学发光检测系统和 Roche Cobas e601 电化学发光检测系

统检测 CA72-4 结果的一致性，并评价其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EP9-A3 文件，以 Roche Cobas e601 电化学

发光法为比对方法，以 Snibe MAGLUMI 4000 化学发光检测系统为实验方法，收集 50 例覆盖

线性范围临床血清标本，每份标本用两种方法进行单次检测，使用极端学生化偏差（ESD）法

进行离群值检验，选择最优的回归模型拟合回归方程，计算医学决定水平处的偏，以 1/2 允许

总误差（TEa）为可接受标准。 
结果  通过绘制散点图发现两种比对方法相关性良好（r=0.975），使用 ESD 法确认 CA72-4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无离群值点。根据数值偏差图和百分比偏差图特征选取了 Passing-Bakl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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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拟合得到回归方程 Y  = 0.2774  + 0.6953 X，将 CA72-4 医学决定水平 6.9 U/mL 代入回

归方程，得到两种比对系统偏移为 30.55%，其偏移大于 1/2 TEa，比对不可接受。 
结论 Snibe MAGLUMI 4000 化学发光检测系统与 Roche Cobas e601 电化学发光检测系统检

测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对国产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实验室可建立自己的生物参考区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727 
 

Potentially actionable gene mutations in brain 
metastase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using 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a yanchun,guan ming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Objective  Brain metastases of lung cancer is the clinical common and serious disease, is 
also one of a common cause of lung cancer treatment failure. We aimed to detects 
potentially actionable gene mutations in brain metastase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performe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of 13 formalin-fixed, 
paraffin-embedded (FFPE) lung adenocarcinoma samples and 15 FFPE brain metastase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samples using customized OncoAim cancer panel (Singlera Genomics, 
China) on the MiSeq platform (Illumina, San Diego, CA). Data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correlated to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Two newly discovered TP53 mutations were proved by 
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The mutated genes of brain metastase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were TP53,EGFR, 
CTNNB1, PIK3CA, SMAD4, KRAS and BRAF, which were affected in 10/15 (66.7%), 
6/15(40.0%), 3/15 (20.0%) , 2/15 (13.3%),2/15(13.3%), 1/15 (6.7%) and 1/15 (6.7%) samples, 
respectively. The mutated gene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were TP53,EGFR and KRAS, 
which were affected in 11/13 (84.6%),5/13(38.5%) and 2/13 (18.2%) samples, respectively. 
Overall, 30 variants in 7 genes were observed. Two lung adenocarcinoma samples and two 
brain metastase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samples showed no alterations.  
Conclusions  More potentially actionable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brain metastase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than lung adenocarcinoma. 
NGS provides a better approach of discovery additional potentially actionable mutation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behind tumor progression and evolu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743 
 

儿童肾病综合征检测尿微量白蛋白及血肾功系列的临床价值 
 

段文冰 刘义庆 宋晓斐 王子娥 陈兰兰 赵万辉 张培莉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检测肾病综合征患儿的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尿 IgG 及血肾功系列，探讨其在儿童肾

病综合征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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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4 年 1－12 月来我院就诊的肾病综合征患儿 114 例，其中经过治疗后尿微量白

蛋白正常患儿 52 例，异常患儿 62 例。分别检测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尿 MA）、尿 IgG 及

血肾功系列[白蛋白（ALB）、尿素氮（BUN）、肌酐（SCr）、胱抑素 C（CysC）、β2-微球

蛋白(β2-MG)、视黄醇结合蛋白（RBP）、补体 C1q]，并与同期 30 例同龄健康查体儿童比

较。  
结果 ①114 例患儿尿常规中尿蛋白阳性率为 31.58%，尿微量白蛋白阳性率达 54.39%。②治

疗后尿微量白蛋白正常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β2-MG、，尿 IgG、BUN、BUN/SCr、RBP、
C1q 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 或 P<0.05），ALB、 SCr、 CysC 无统计学意义（P>0.05）；

尿微量白蛋白异常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尿 IgG 、ALB 、BUN、 BUN/SCr、RBP、C1q 、
CysC 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 或 P<0.05），SCr、β2-MG 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治

疗后尿微量白蛋白正常组中尿 MA 与 BUN/SCr、SCr 呈线性相关；尿微量白蛋白异常组中尿

MA 与尿 IgG 、RBP、C1q、ALB 呈线性相关。  
结论 尿常规阴性不能排除早期肾脏损伤，尿微量白蛋白对肾病综合征患儿的疗效观察有一定

的临床价值，经过临床治疗尿微量白蛋白正常时，联合血肾功系列检查对指导临床判断也有一

定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755 
 

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体及 13C 尿素呼气试验在查体中的临床

应用 
 

段文冰 宋晓斐 王子娥 邹建文 刘义庆 王勇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通过比较检测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 p)的两种方法，探讨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体及 13 C 尿素呼气试验在健康查体人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了解健康查体人员感染 H 
p 的现状。 
方法 2014 年 1－3 月份我院职工健康查体人员 310 例，抽取静脉血 3ml 用于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体检测，同时用 13 C 尿素呼气试验通过吹气方法检测 Hp 感染，并对两种方法检测结

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体测定阳性总数为 161 例，阳性率为 51.9%；13 C 尿素呼气试验测

定阳性总数为 156 例，阳性率为 50.3%，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 ①鉴于目前健康人群中 H p 的感染率较高，且 H p 是慢性胃炎、胃和十二指肠溃疡、消

化性胃黏膜相关的淋巴样组织淋巴瘤和胃腺癌等的危险因素，因而 H p 的检测应作为常规体检

项目。②通过比较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体及 13 C 尿素呼气试验两种检测方法，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体的检测方法更适合各级医院大规模查体的需要，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761 
 

幽门螺杆菌毒力基因与临床相关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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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梅
1 胡玢婕

1 赵付菊
1 王诗雯

1 项平
2 杨长青

3 方毅
1 陈飞

1 杨峰
1 赵虎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检验科 
2.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胃镜室 

3.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消化科 
 

目的  了解本地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临床分离株毒力基因携带的分子特征，探究

其基因型与临床幽门螺杆菌感染性胃十二指肠疾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华东医院和上海同济医院胃粘膜活检样本，研磨后接种幽门螺杆菌选择性培养基，

微需氧条件下培养幽门螺杆菌，抽提幽门螺杆菌 DNA；设计和合成 10 对幽门螺杆菌毒力基因

型的特异性引物，检测临床分离的幽门螺杆菌菌株中携带的毒力基因，并分析其与幽门螺杆菌

感染相关的临床疾病（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相关性。 
结果  从 514 例胃粘膜活检样本中分离出 129 株幽门螺杆菌，阳性分离率为 25.1%。幽门螺杆

菌分离株携带多种毒力基因，98.8%菌株含有 cagA；所有幽门螺杆菌临床分离菌株均检测出

luxS、oipA 和 vacA，其中，vacA s1 的阳性率为 100%，全部菌株中未发现 vacAs2 基因型；

vacAm1 的阳性率为 30.2%，vacA m2 的阳性率为 69.8%，因此 vacA 
基因 m 区的两种亚型 m1 和 m2 呈现互补关系，而 vacA s1m2 基因型显著多于 vacA s1m1。
iceA 基因阳性率为 96.5%，74.4%为 iceA1+基因型，46.5%为 iceA2+基因型，其中 50.0%为

iceA1+/iceA2-基因型，22.1%为 iceA1-/iceA2+基因型，24.4%为 iceA1+/iceA2+混合型，等位

基因 iceA1 的阳性率略高于 iceA2。另外，在所有菌株中共检出 dupA 基因 33.7%。vacA 
s1m2 基因型与 iceA1+/iceA2+混合基因型增加了消化性溃疡发生的危险程度，而 vacA 
s1m1 基因型则是慢性活动性胃炎的危险因素。dupA 显著增加了十二指肠溃疡的危险度。 
结论  上海地区幽门螺杆菌携带多种重毒力基因，iceA1+/iceA2+和 vacA s1m2 基因型可能是

消化性溃疡的危险因子。dupA 可考虑作为十二指肠溃疡的标记分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778 
 

基于 HRCA 技术构建检测 IFN 治疗 CHB 时疗效相关基因

SNP 的方法研究 
 

李祥辉
1 陈敏

1 欧启水
1,2 

1.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医学检验系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目的  由于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病人耐受药物情况、治疗费用、治疗副

作用等问题存在，部分患者体内与疗效相关的基因会存在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现象，成为干扰素（interferon，IFN）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因此，在

采用 IFN 治疗前，需先检验与疗效相关基因的 SNP 分型。本文基于新型信号放大技术，构建

一种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荧光传感器用于检测 IFN 治疗 CHB 时疗效相关基因 SNP 的新方

法。这对提高 IFN 对 CHB 的疗效、实施个体化治疗有重要意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方法  基于超分支滚环扩增技术（hyper-branched rolling cycle amplification, HRCA）构建荧

光传感器，以荧光作为信号检测工具，有效提高检测灵敏度；同时通过合理设计检测探针，实

现对目标物的准确检测；引入酶学反应，有效提高检测特异性。优化反应体系的酶切时间及浓

度、扩增时间、反应缓冲体系等实验条件，验证临床样本，实现对 IFN 治疗 CHB 时疗效相关

基因 SNP 的低成本、高效率、特异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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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灵敏度，可达 nM 级；特异性强，可实现对单碱基错配

的高效检测；抗干扰能力强，可抵抗浓度值 1000 倍以上干扰物的影响；检测成本低等优点。 
结论  本研究基于 HRCA 技术的高灵敏性、强特异性等优点，构建了准确、稳定的荧光传感

器，实现了对目标物的快速、准确、灵敏检测。该技术方法尚未在临床检验中开展，可望用于

临床检验工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788 
 

重组基因酵母法检测动物性食品雌激素活性 
 

王君 毛从答 
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 266300 

 
目的  环境雌激素（EEs）在食品中的残留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危害，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食品

安全问题。大部分的 EEs 是亲脂性的化合物，所以极易在动物性食品中蓄积，并且人体暴露

于 EEs 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食物的摄入，因此对动物性食品中 EEs 的检测具有重要意义。由于

动物性食品中具有雌激素活性的物质种类繁多，通常以多种 EEs 混合形式存在，如何对该类

物质进行定量分析及风险评价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方法  本文采用重组基因酵母筛选法（YES 法），对动物性食品的雌激素活性进行评价，通过

测定 β-半乳糖苷酶的活性可以对待测物的雌激素活性进行定量测定。实验整个操作简便，酵

母细胞易于培养，实验室条件要求不高。 
结果  表明, 所有的食品提取物均显示明显的雌激素活性，生物雌二醇当量浓度（EEQbio）在

8.29~118.32 ng/g 之间。畜肉类样品中，猪肉测得的 EEQbio 高于牛肉（P＜0.05），分别为

37.47 ~118.32 ng/g、34.28 ~61.91 ng/g，中值浓度分别为 75.79 ng/g、48.51 ng/g；禽肉类

样品中，鸭肉测得的 EEQbio 高于鸡肉，分别为 48.05 ~89.62 ng/g、29.34 ~92.83 ng/g，中

值浓度分别为 75.79 ng/g、42.46 ng/g；在水产品中，深水鱼的 EEQbio 低于淡水鱼（P＜
0.05），两者的 EEQbio 分别为 12.82~70.57 ng/g、28.32 ~110.94 ng/g，中值浓度分别为

38.86 ng/g、49.19 ng/g。研究中检测到物种间雌激素活性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同种雌激素

化合物在不同物种间含量不同引起；另一方面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物种间所含雌激素化合物差异

引起。 
结论  重组基因酵母筛检法是一种快速筛选和定量分析样品雌激素活性的有效方法，本方法测

定动物性食品中雌激素当量，初步了解样品混合 EES 的综合效应，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

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1842 
 

Study of combined coagulation factor V and factor VIII 
deficiency in China 

 
Shao yanyan1,Ding qiulan2,Wu wenman2,Lu yeling2,Dai jing2,Xi xiaodong1,Wang hongli1,Wang Xuefeng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Genomics， Shanghai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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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Aim  With the prevalence of 1:1,000,000, combined deficiency of coagulation factor V (FV) 
and factor VIII (FVIII) (F5F8D) is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bleeding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a reduction in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FV and FVIII. Most patients harboring this 
disease hold low activities of FV and FVIII between 5% and 30% and manifest mild-to-
moderate bleeding tendency. Mutations in LMAN1 and MCFD2 genes which involved in the 
transport of FV and FVIII from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to the Golgi, are responsible for 
this disorder. At least 34 LMAN1 mutations and 18 MCFD2 mutations have been reported, 
while most of the mutations are missense/nonsense, insertion/deletion mutat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genetic diagnosis and molecular pathogenesiof eight patients 
with F5F8D. 
Methods  FV:C, FVIII:C were detected for phenotypic diagnosis if prolonged PT and aPTT 
were observed in the daily screening. Following the direct sequencing of LMAN1 gene and 
MCFD2 gene,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respective patients. 
Results  5 female and 3 male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Bleeding history was present in all 
cases. Gum bleed was the commonest bleeding manifestation seen in 6 (6/8) cases. The 
other significant symptoms were dental extraction (3/8), haemorrhoids (2/8). The mean level 
of FV was 10.4% (range 7.6%-14.6%), and the mean level of FVIII was 23.0% (range 15.7%-
27.5%).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all the probands were homozygotes.  Most of the mutations 
were found in LMAN1 gene whereas only a missense mutation was identified in MCFD2 
gene. These 8 different sequence variants include 2 missense mutations, 2 stop mutations, 3 
small deletions/insertions and a splice site mutation, among which 3 mutations were not 
reported in the database. 
Conclusion  Due to the rather low prevalence, F5F8D of large scale is rarely published. Our 
data shows that gum bleeding is the main phenotype in these patient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regions in the literature. It is reported that prolonged bleeding post injury/surgery 
was the commonest bleeding manifestation in India (37 cases), while epistaxis was the most 
common symptom among patients from Iran (27 cases). Further molecular studies should be 
under exploration to unveil the basis for the clinical diversity seen among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847 
 

三种白细胞分类方法计数外周血未成熟粒细胞的临床评价 
 

陆一一 郭平 王剑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评价三种白细胞分类方法计数外周血未成熟粒细胞（Immature granulocyte，IG）的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就诊的 976 例患者

静脉全血标本，以 CellaVison DM96 全自动血细胞形态分析仪扫描血涂片后人工分类为参考

方法，同时用 Sysmex XN 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直接计数 IG 和 Beckman Coulter FC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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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分类计数 IG，统计分析 CellaVison DM96 人工分类、血细胞分析仪和流式细胞术

分类计数外周血 IG 的的相关性和流式细胞术的临床诊断效率。 
结果  FC500 流式细胞仪采用仪器自动分析软件进行分类，与 CellaVison DM96 人工分类计数

IG 具有一定相关性（y=0.9854x+1.025,r2=0.6172），Sysmex XN 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与 CellaVison DM96 人工分类计数 IG 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y=0.7473x-0.876,r2=0.46）。以

CellaVison DM96 人工分类计数外周血 IG 1%为临界值，FC500 流式细胞仪检出的敏感度为

84.7%，特异度为 90.5%，Sysmex XN 9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出的敏感度为 89.1%，特

异度为 39.8%。 
结论  应用 FC500 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IG 计数与 CellaVison DM96 人工分类方法具有良好

的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849 
 

一种利用茎环探针进行结肠癌组织中 K-RAS 基因 12、13 密

码子高通量富集检测的方法 
 

张群峰
1,2 吴之源

1 许笑
1 张心菊

1 康志华
1 关明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结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我国结肠癌导致的死亡

率占肿瘤死亡的第二位。针对 EGFR 突变阳性的晚期 CRC 或转移性 CRC 的病人，使用西妥

昔单抗等靶向治疗药物已经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然而，由于 K-RAS 基因突变会导致这类结肠

癌患者对西妥昔单抗治疗的无效，其总生存率较 K-RAS 野生型患者差。因此，检测 K-RAS 突

变与否对于预测西妥昔单抗等 EGFR 靶向药物治疗 CRC 的疗效具有极高的价值。鉴于肿瘤组

织具有异质性，低突变率等特点，开发一种高灵敏度，高通量的检测方法显得尤其重要，因

此，本研究将建立对 K-RAS 基因 12、13 密码子突变进行富集扩增与分型检测的方法并评估

该方法的准确性、灵敏度和重复性，为 CRC 患者的精准医疗提供一种稳定快速的分子诊断新

技术。 
方法  首先构建 KRAS 野生型和七个常见突变质粒作为阴阳性质控，设计 KRAS 基因 12、13
密码子突变扩增引物（限制性引物和茎环引物），建立茎环探针检测体系。以自建的茎环探针

检测体系筛查 100 例石蜡包埋的 CRC 组织样本 DNA, 并与经 CE 认证的 Roche Cobas KRAS 
Mutation kit 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对有异议的标本进行挑克隆测序验证以评价体系的准确性。

以梯度阴性质粒稀释阳性质粒，配制含有 0.01%、0.1%、1%、5%、10%、50%突变系列稀

释品检测该反应体系的灵敏度。取最低分析灵敏度检测下限的突变 DNA 稀释标准品，同时检

测 20 次，计算各产物熔解峰批内 Tm 均值及变异系数，评价该方法的精密度. 
结果  七种突变质粒的 Tm 值分别为：G12A Tm 值为 63.5、G12C Tm 值为 67.1、G13D Tm
为 68.1、G12R Tm 为 65.2、G12D Tm 为 69.2、G12S Tm 为 67.8、G12V Tm 为 70.5 ，可

通过比对每种突变类型所对应的 Tm 值进行基因分型。 在 100 例 CRC 组织 DNA 筛查中，茎

环探针检测出现 2 例结果阳性而 Roche KRAS Mutation Kit 检测阴性，经挑克隆测序证实存在

G12D 和 G12S 突变，特异度为 100% 。对系列稀释标准品进行检测，灵敏度可达 0.1% ，同

时批内 Tm 变异系数 <3% , 重复性符合实验室检测要求。 
结论  建立了一种具有高通量、高灵敏的基因突变检测和分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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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1875 
 

Tumor derived factors modulating dendritc cell 
functions 

 
Zong Jinbao,Sun Guirong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umor is a complicated problem, versatile reason may 
be involved in it. Immune cells recognize the tumor cells, initiate the immune reactions and 
erase tumor, while tumor will escape form immune attack by many means, which is a 
balance in tumor cells and immune systems. Tumor-derived active antigen and other 
molecules may as a danger signal available to immune response, and then tumor also sheds 
some protective or suppressive protein prompting the tumor cells growth and suppressing 
immune cells. DC is a bridge of innate immune and adaptive immune, and an important 
immune cell involving tumor immunosurveillance, and a strong tool to initiate and enhance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s at first, but with the times going on, DC is recruited to near 
tumors, infiltrate tumor and then exert immune-suppressive effects, become an opposite and 
adverse strength. The major reason of controlling different DC function group and making 
DC become a double-edge sword is mediated by various tumor-derived active and 
suppressive factors. It is well known that TM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of DC, even the outcome of anti-tumor immunity or the induction of immune 
tolerance. While the tumor cells are indispensable in the TME and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nature of TME and the resulting clinical outcomes. Thus, identify tumor-
derived factors, including the active and suppressive factors and interaction with DC,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TME better, disclos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balance relationship inside 
of DC and explore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 of DC, providing the reference to the promising 
tumor immunotherapy, which is an urgent and significant topic, also our intention of this 
review.     
DC is a key bridge and regulator of both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 and the series of 
immune regulatory functions exhibited by this cell is dictated by its differentiation, maturation, 
and function. Although a major role for this cell in the induction of tumor immunity has long 
been appreciated, data collected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 years has demonstrated that 
DC is also critical modulator of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s. Although some promising 
strategies stimulating and activating DC to differentiate and maturate effectively have been 
developed, DC function has been suppressed by tumor-derived factors in many cancer 
patients and tumor-bearing animals and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umor immune escape and 
immune tolerance. The balance between tumor-derived active factors induced activation of 
DC and tumor-derived suppressive factors induced suppression of DC represents a 
fundamental principal of maintaining immunological homeostasis. Certainly, the struggle and 
counteraction of tumor-derived active factors and tumor-derived suppressive factors, and 
even the different function alteration of same tumor-derived factor at different status 
represent an indispensable part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tumor and DC immune system. 
Understand this balance will facilitate to design suitable intervention program inducing the 
balance to transfer into advantageous and effective anti-tumor side. Tumor derived active 
factors including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 and S100 proteins,heat shock proteins 
(HSP),tumor-associated antigen (TAA).Tumor-derived suppressive factors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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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TGF-β,IL-10,IL-6,M-CSF,CCL2, CCL20/MIP3a, 
CCL25, CCL5, Mucin 1 (MUC1),HER-2/neu,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ganglioside,prostanoids consist of prostaglandin (PG),hyaluronan 
(HA),polyamines,indoleamine-2, 3-dioxygenase (IDO),human leukocyte antigen G (HLA-
G),neuropeptides,tumor-derived microvesicles,etc.Disclos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umor-
derived factors with DC will guide the future immunotherapy against tumor to target the 
promising immune balanced circle composed of tumor-derived factors, DC and TM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1916 
 

PDCA 循环法在检验分析前标本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张媛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研究 PDCA 循环法（P：plan，计划；D：do，执行；C：check，检查；A：action，行

动，改进）在检验分析前标本质量控制中的效果。 
方法  对 PDCA 循环管理前，检验分析前标本的不合格率，各种类型标本不合格原因，以及患

者对检验科的满意度进行量化分析，根据 PDCA 循环管理步骤，采取相应改进措施。 
结果  经过 PDCA 循环管理后，医生对检验项目的认知、检验科自身专业素养与服务态度、输

送队的标本转运效率，以及检验分析前标本的质量均有较大的提升。其中，2014 年 1-4 月及

5-8 月较 9-12 月标本不合格率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除标本重复送检导致的标本不

合格率无明显变化外，其余由于医生、护士、标本转运环节造成的标本不合格率均有所降低。

患者对检验科的满意度由 1-4 月的 79.01%上升至 9-12 月的 83.05%，患者的满意度提高。 
结论  在检验分析前标本的质量控制中引入 PDCA 循环能够有效提高检验分析前标本的质量，

将“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做到实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932 
 

CD166 在肝癌细胞系 Bel-7402 中通过 NF-κB 通路调控
CD44 

 
陈宇心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肝癌是世界第六大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目前对肝癌的诊断和治疗手段都十分有

限，肝癌的分子机制和病因十分复杂，包含大量的基因信号通路。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

CD166 在肝癌细胞中通过与 YAP 发生相互作用来发挥其抗凋亡作用，从而促进肝癌的发生。

此外，大量研究表明，CD166 在不同类型的癌症中是癌症干细胞的生物标记，具有增殖和抗

细胞凋亡的能力。因此，CD166 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CD44 是涉及

细胞间相互作用、细胞粘附和迁移的细胞表面糖蛋白。大量研究表明，CD44 是细胞存活、迁

移、侵袭、转移和上皮间质转化的关键。然而，其在肝癌发生中的作用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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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敲除 CD166 可以显著地抑制 mRNA 和 CD44 蛋白表达。 
结果  CD166 通过阻断 NF-κB 通路来调控 CD44 依赖的转录过程，CD166 过表达可以导致

CD44 的下调。相反的，CD44 可以促进 CD166mRNA 和蛋白质的上调，并且很可能通过泛素

E3 连接酶 COP1 和 UBC3 来降解 CD166 蛋白质。 
结论  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CD166 和 CD44 在肝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肝癌治疗中，CD166 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分子靶向治疗的目标。 
 
附注 通讯作者：孙奋勇 sunfenyong@126.com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933 
 

The Effect of NRAGE on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of 
human dental pulp cells and MDPC-23 

 
wu qi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Objectives  Neurotrophin receptor-mediated melanaoma antigen-encoding gene homology 
(NRAGE) is an important regulator of proliferation, 
cell cycle arrest and apoptosis. Our previous study showed that NRAGE is an important 
regulator of proliferation and odont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mouse dental pulp cell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NRAGE on the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on human 
dental pulp cells (hDPCs) and MDPC-23. 
Materials and Methods  Cells were infected by recombinant lentivirus to stably knockdown 
the expression of NRAGE, then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NRAGE on the MDPC-23 was 
detected. The cell cycle distributions and apoptosis of hDPCs and MCPC-23 were performed 
by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Simultaneously, the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were also detected 
after cells treated with IKK inhibitor. 
Results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NRAG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infected by 
recombinant lentivirus. Knockdown of NRAGE inhibited the apoptosis in hDPCs and MCPC-
23. Knockdown of NRAGE show significantly G0G1 arrest in hDPCs, whil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MDPC-23. Meanwhile, Knockdown of NRAGE activated the NF-
κB signaling pathway. After treated with IKK inhibitor, the effect of NRAGE knockdown on 
apoptosis was reversed in both hDPCs and MDPC-23. 
Conclusion  NRAGE is a potent regulator for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of hDPCs. 
Knockdown of NRAGE inhibited apoptosis of hDPCs and MDPC-23 through the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970 
 

济南市 35262 例健康体检者贫血情况调查 
 

张璐璐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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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贫血是指在一定容积的循环血液内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数量以及红细胞压积均低于正

常标准。产生贫血的基本原因是失去红细胞生长破坏的动态平衡，或增长不足或消耗过多。贫

血可是许多疾病的一种表现。一旦发现贫血，必须查明原因。中国患贫血的人口概率高于西方

国家。在患贫血的人群中，女性高于男性。为了解体检人群中贫血发生情况，我们对不同性别

及年龄的健康体检人群的贫血情况进行调查。 
方法  采取整体分层方法，将健康体检者年龄分为小于 29 岁组,30-39 岁组，40-49 岁组，50-
59 岁组和大于 60 岁组。比较各组贫血检出率和贫血严重程度以及贫血的分类情况。 
结果  35262 名健康查体人群中有贫血患者 1223 名。其中男性 21227 人，女性 14035 人，共

检出贫血患者 1223 名。女性贫血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贫血患者均以轻度贫血为主，占

86.91%（1063/1223）。 其中男，女贫血检出率均随着年龄增大而增高，但女性至更年期前

后（40-49 岁）达到最高，之后明显下降。贫血者中有 1134 名按 MCV MCH 和 MCHC 进行

分类，女性绝大多数以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为主，其次是正细胞性贫血。男性绝大多数是正细

胞性贫血，其实是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结论  通过对我院 35262 例健康查体人群调查发现，女性贫血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而且至更

年期前后（40-49 岁）达到高峰，其原因是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内分

泌等的因素 ；部分人对营养均衡重视不够，经常采用简单的膳食，蛋白质摄入过少 。应加强

对女性的健康教育， 尤其是女性更年期的预防保健工作。女性到绝经年龄，受月经影响较

小，所以贫血检出率明显下降。从贫血程度来看，健康查体人群贫血多以轻度贫血为主。贫血

类型以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最为常见，其次是正细胞性贫血，而且女性的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综上所述，在健康体检人群中，贫血是女性最常见的疾病，应加强对贫

血重视，应提高自我预防意识，重视膳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减少贫血发生，提高自身健康水

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971 
 

比较两种 ELISA 试剂对无偿献血者 HIV-1/2(Ab/Ag)筛查结果

的差异 
 

倪修文
1 徐利强

1 李建华
1 孙健琦

2 毛惠娜
1 

1.嘉兴市中心血站 
2.嘉兴市秀洲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分析国产和进口两种 ELISA 试剂对无偿献血者 HIV-1/2 初筛结果的差异，以及查明初筛

结果与确认结果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嘉兴市近 6 年无偿献血者两种 ELISA-HIV 初筛试验阳性结果和 WB 法确认试验的检

测数据，分析初筛试验与确认试验结果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初筛试验 S/CO 值和确认试验结

果间的关联性。 
结果  国产和进口试剂的 HIV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9.58/万和 12.43/万，确认阳性预测值分别

11.84%和 9.12%，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χ2=1.11,P>0.05）；国产和进口联合检出阳性率

为 1.37/万，确认阳性预测值为 82.86%，与单一试剂检测结果比较，均有差异性（χ2 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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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4,P<0.05 和 χ2 进口=124.86,P<0.05）；S/CO 值≥6.0 时，国产和进口阳性预测值分别

为 93.55%（29/31）和 87.50%（28/32）。 
结论  国产和进口试剂之间无差异性，两者联合检测可以提高筛查效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1975 
 

ABO 血型正反不符原因分析及输血策略 
 

王钰箐 龚淞颂 蔡晓红 邹纬 王学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对 ABO 血型鉴定中正反不符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其输血策略。 
方法  使用血清学方法鉴定 ABO 血型，正反不符者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确认。 
结果  84487 例 ABO 血型鉴定中共检出 67 例 ABO 血型正反不符，不符率为 0.08%，其中红

细胞抗原减弱 43 例，血型抗体减弱 9 例，抗原及抗体同时减弱的 2 例，亚型 12 例，其他 1
例。36 例 ABO 血型正反不符住院病人中 25 例接受了输血治疗，排除亚型病例后，统计输注

ABO 同型红细胞 15 例，输注 O 型洗涤红细胞 5 例，t 检验方法分析其输血效果，

P=0.225>0.05，可认为无显著差异。  
结论  ABO 血型正反不符者中血液病患者比例最高，临床输血结合血清学及分子生物学结果，

可优先选择输注 ABO 同型红细胞。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00 
 

Effect of Survivin-siRNA lenti liquid on apotosis and 
tumor growth of A549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SI LEI,ZHAO QIGANG 

Liaocheng People’s Hospital 252000 
 

AbstractToobservethe impact of siRNA-expressing lentiviral vectors on survivin gene 
knockdown inA549 cells and the tumor biology of A549 transplanted tumors in nudemice 
models of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Construct the lentiviral vectors whichexpress 
survivin-siRNA,.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survivinand therapeutic of lentivirus-
based vectors expressing survin on tumor growthin vivoThe A549 cell cycle and cell growth 
of were assessed by MTT and FCM.Wefound that siRNA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mRNAby 97% and survivin protein expression by 94%.Cells in the S phase were 
decreased along withthe rate of cell growth whereas cells in the G1 phase increased.The 
tumor growth rate of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lower tha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both P< 0.01). The tumor size and weight were reduced about 46.07%comparedwith the 
two control groups.The siRNA-expressing lentiviralvector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surviving 
gene expression in A549 cells andinhibited the growth and markedly induced 
apoptosis.Lentivirus-induced siRNA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in vivo. It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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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ed thecarcinogenicity and growth rate of A549 in vivo, suggesting a promising new 
gene therap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01 
 

新乡地区中老年人群高血压五项的参考值调查 
 

张敏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453000 

 
目的  研究建立化学发光法检测新乡地区中老年人群高血压五项，包括醛固酮（ALD）、皮质

醇（Cortiso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肾素（Renin）、血管紧张素Ⅱ（AⅡ）在不

同时间及体位的参考值。  
方法  对中老年健康体检者 820 例，上午 7-10am 立位，下午 4-8pm 卧位，静脉采血测定高血

压五项。进行性别、年龄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和频数分布的正态性检验，对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的组结果合并，符合正态分布的项目用＿x±1.96s 确定参考值，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项目用

2.5～97.5 百分位数确定参考值，并与文献报告的参考值进行比较。 
结果 按本法确定的参考值为：上午 7-10am 立位: ALD 124.08（范围 41.27～314.72 
pg/ml），Cortisol 12.69（范围 6.24～24.95μg/dl），ACTH 30.77（范围 5.91～
66.80pg/ml），Renin 男 14.21（范围 3.25～37.13 pg/ml），女 9.44（范围 3.15～30.82 
pg/ml），AⅡ168.48（范围 47.52～249.56 
pg/ml）；下午 4-8pm 卧位:ALD 男 101.28（范围 20.42～182.14 pg/ml），女 102.32（范围

16.72～187.91 pg/ml）Cortisol 男 9.17（范围 3.17～15.16μg/dl）女 9.76（范围 1.57～
17.93μg/dl），ACTH 22.55（范围 6.49～69.06pg/ml），Renin 40-60 10.43（范围 1.84～
19.02 pg/ml），60 以上 7.19（范围 3.00～29.97 pg/ml） AⅡ79.94（范围 23.72～158.84 
pg/ml）。 
结论 由于仪器、方法、原理、试剂不同，标本采集的时间和病人的体位不同，参考值会有很

大的差别。因此，各试验室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正常值。  
关键词: 高血压；中老年；时间；体位 ；参考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10 
 

236 株鲍曼不动杆菌临床感染分布和耐药性分析 
 

张宇蔺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15002 

 
目的  了解鲍曼不动杆菌临床感染分布和耐药现状。  
方法  应用美国 BD 公司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和药敏系统，对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015 年 2 月– 2016 年 2 月收集的临床标本进行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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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过去一年间共分离鲍曼不动杆菌 236 株， 94.5% 分离自住院患者，5.5 %分离自门诊

患者。重症监护病房和呼吸内科的鲍曼占比高达 42.8 %和 20.8%。236 株鲍曼不动杆菌分别

检自痰液、血液、尿液、支气管灌洗液、伤口分泌物及胸腹水等标本, 其中以痰液标本检出率

最高(66.9 % ) ，其次为血液标本( 17.4 % ) 。经药敏分析，所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西

丁，头孢呋肟，头孢唑林耐药率分别超过了 44.9%，68.2%，77.5%，对米诺环素，头孢哌酮/
舒巴坦的敏感率分别超过了 83.9%、80.5%。  
结论  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比例在增加，在重症监护病

房、呼吸科等病房引起暴发流行，其病死率高，加强对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监测，准确掌握

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动向和耐药性变迁,对指导临床合理用药非常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22 
 

入院时红细胞分布宽度与急性胸痛患者升高心肌肌钙蛋白 I 之
间的相关性分析 

 
车翔林

1 余超
1 蒋钱

2 吴宇路
3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3.湖北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入院时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与升高心肌肌钙蛋白 I（cTnI）的关系以及联合

cTnI 时 cTnI 对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以“胸痛、胸闷”为主要症状可疑为 ACS 门诊患

者急诊收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且入院后 12 小时内再次检测过 cTnI 的连续型病例 264
例，其中确诊为 ACS 有 140 例，并据此分为 ACS 组和非 ACS 组。 
结果 ACS 组中的 RDW 水平显著高于非 ACS 组（13.5±0.9 vs 12.3±0.5, P<0.01）；入院时

RDW 与升高的 cTnI 呈正相关（r=0.585,P<0.01）；RDW 预测患者发生 ACS 的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ROC）下面积为 0.863(95%CI 0.821~0.906, P<0.05)，临界值为 12.8%，对应的预

测灵敏度为 70％，特异度为 11.3％；RDW≥12.8%在 ACS 组中的百分比显著高于非 ACS 组

（P<0.01）。 
结论 入院时 RDW 水平与升高的 cTnI 呈正相关；与 cTnI 联合时，能够显著提高 cTnI 的敏感

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29 
 
Evaluation of GP73, AFP and AFU detection in diagnosis 

of earl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陈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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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capabiliti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AFP with GP73, AFU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271 participants including 74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HCC, 27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CC, 74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47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and 49 
health control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GP73 were tested using ELISA. AFP were tested 
using ECLIA, while AFU were tested using rate assay.  
Results The serum GP73, AFP and AFU levels in early-stage HC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liver cirrhosis, chronic hepatitis and healthy controls. The combination of GP73 
and AFP showed a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at of AFP alone. For early-stage HCC, the 
AUC of GP73 were higher than AFP. Moreover, the combination of GP73 and AFU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UC than did other biomarkers alone or pairwise combined.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diagnosis of GP73 and AFP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HCC screening tes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30 
 

白血病血浆 NPM1 突变基因定量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高玉洁
1 张伶

2 邵会媛
1 林明明

1 马莉
1 高学军

1 李杰
1 孙成铭

1 
1.烟台毓璜顶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学院 
 

目的  构建 pMDl8-T-NPM1A 重组质粒标准品，建立实时荧光定量检测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患者血浆 NPM1 突变基因的方法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提取 AML 患者外周血浆和血细胞 DNA，扩增 NPM1A 型突变基因（NPM1A）片段，并

克隆入 T-A 载体构建 pMDl8-T-NPM1A 重组质粒，用 PCR 和测序鉴定质粒标准品。设计针对

NPM1A 的引物，探讨最佳反应条件，建立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NPM1A 的方法，并进行

方法学评价(包括灵敏度、特异性、重复性、线性范围)。将本法初步用于临床样本检测，观察

AML 患者 NPM1A 水平的改变。 
结果  成功构建重组质粒 pMDl8-T-NPM1A，经 PCR 和测序鉴定与预期结果一致，符合定量

PCR 标准品要求。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的最佳反应条件为：95℃预变性 30sec，95℃变性

5sec，60℃退火 30sec；最适反应体系为：总体积 25μl，其中 SYBR Premix Ex Taq(2×) 
12.5μl、正义、反义引物(10pmol/u1)均为 0.5 μl，待测标本（临床标本，阳性标准模板，阴性

对照和阳性对照）2μl、ddH2O 8μl。该法线性范围较宽(104～1012 copies/m1)，灵敏度高

(102 copies/m1)、特异性好，重复性好(批内 CV 值为 3.21％；天间 CV 值为 4.87％)。血浆循

环 DNA 中 NPM1A 的发生与外周血细胞相一致。AML 患者血浆 NPM1A 水平的变化与患者病

程进展相关。 
结论  建立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血浆 NPM1A，方法特异性好、灵敏度高，适用于临床

白血病患者血浆样本 NPM1A 的定量检测。有助于对 AML 检验的病程检测及预后判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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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2009～2015 年阴沟肠杆菌耐药变迁及耐碳青霉烯类菌

株特征分析 
 

庞峰
1 赵岐刚 1 李艳华

1 王传新 2 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目的  分析我院阴沟肠杆菌的耐药性变迁及耐碳青霉烯类菌株的特征。 
方法  对我院 2009～2015 年临床分离的阴沟肠杆菌耐药性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耐碳青霉烯

类抗菌药物菌株分布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  787 株阴沟肠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均有不同程度耐药，对氨曲南、头孢曲松、头孢他

啶、头孢吡肟、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及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相对较高，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

波动在 27.9%～66.2%之间，2014 年后耐药率不同程度下降；对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及左氧

氟沙星的耐药率波动在 19.5%～33.8%之间；对厄他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及莫西沙星的耐药率相对较低，均低于 13.9%。自 2014 年出现了

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的菌株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 2014 年的 1.1%上升到 2015 年的

12.1%。787 株阴沟肠杆菌主要来源于分泌物（占 42.2%）及痰标本（占 32.3%），临床分布

以骨外科（占 33.7%）及儿科（占 23.9%）为主，其次为 ICU（占 12.6%），其中对碳青霉

烯类耐药株主要来源骨外科及烧伤科的分泌物（占 65%），其次为儿科的痰标本（占

17.5%）。 
结论  阴沟肠杆菌耐药情况日趋严重，耐碳青霉烯类菌株的发生及播散对临床预防及治疗构成

极大困难，必须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40 
 

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 β-内酰胺类耐药基因研究 
 

庞峰
1 赵岐刚

1 李艳华
1 王传新

2 张义
2 

1.聊城市人民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目的  调查我院年临床分离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PA）的耐药性分析并探讨其耐药基因的存在

状况。 
方法  对 31 株临床分离泛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用纸片扩散法检测其药敏表型，采用聚合酶链

反应（PCR）法检测 β-内酰胺酶编码基因和外膜通道蛋白 OprD2 基因，并与相关药敏表型比

较。 
结果  31 株铜绿假单胞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为 100%；β-内酰胺酶编码基因 PER、

VIM、CARB、IMP、TEM、OXA-10 的检出率分别为 6.4%、3.2%、3.2%、3.2%、3.2%、

3.2%，未检出 GES、SHV、VER 基因，31 株外膜通道蛋白 oprD2 基因缺失，检出率为

100 %。   
结论  我院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 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的耐药主要与外膜通道蛋白 oprD2 基因

缺失有关，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耐药主和要与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 ant（2”）-Ⅰ， aac
（6’）-Ⅱ，aac（6’）-Ⅰ，ant（3”）-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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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75 
 

常州地区妇女感染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型分析 
 

史梅 张丽蓉 许小朋 孙靖 
江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探讨常州地区妇女感染人乳头瘤状病毒（HPV）的感染情况及主要感染的基因型情况，

为人乳头瘤病毒的预防、疫苗的研制以及临床诊治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采集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4 月 1092 例常州地区门诊妇科病人宫颈上皮细胞标本，

采用 PCR-反向点杂交法对其进行 28 种基因分型的检测。 
结果  1、感染率：1092 例进行筛查的妇女中，HPV 阳性检出率为 31.96%。2、感染类型：单

一型感染率为 21.06%，包括高危型 HPV 感染率为 14.93%（163/1092），低危型 HPV 感染

率为 5.22%（57/1092），疑似高危型 HPV 感染为 0.92%（10/1092）；多重感染为 10.89%
（129/1092）。3、最常见高危型为 HPV52 型，阳性构成比 12.03%（42/349）；低危型感染

以 HPV61 型为主，阳性构成比 3.15%（11/349）；HPV 检出率最高的年龄阶段为 61—70
岁，阳性率为 41.86%（18/43）及 21—30 岁，阳性率为 38.16%（58/152），70 岁以上及

20 岁以下妇女检出率很低。 
结论  常州地区受检妇女 HPV 阳性检出率较高，以单一型感染特别是高危型感染为主，最常见

的是高危型 HPV52 型，其次为 16 型、58 型。不同年龄阶段 HPV 感染类型及亚型均略有差

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080 
 

XE-5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对脑脊液及浆膜腔积液细胞计数

与显微镜计数的对比分析 
 

冀虎岗
1 张子康

2 
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2.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目的 评价 XE-5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在脑脊液及浆膜腔积液液规细胞计数应用的价值。 
方法 选择 60 例胸、腹水、脑脊液标本进行手工计数与上机检测结果进行比对。 
结果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白细胞计数（在>20X106/L 时）相关性良好，线性范围,回归分析可

靠。该仪器由于红细胞计数所用单位仍为血液红细胞计数单位 1012/L，不能适用非血性穿刺

液标本，特别是脑脊液和漏出液浆膜腔积液的红细胞计数，有待改进。 
结论 XE-5000 血液分析仪对脑脊液及浆膜腔积液有核计数与经典的手工方法计数结果

（在>20X106/L 时）的比较准确性高,重复性好,可避免人为因素,可应用在穿刺液常规有核细胞

计数。但在仪器测定细胞数<20 X106/时，相关性略差，需人工显微镜复检。XE-5000 在穿刺

液常规的应用在细胞计数高中值优于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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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099 
 

临床检验测量不确定度的进一步认识 
 

张诗诗
1,2 王薇

2 赵海建
2 王治国

1,2 
1.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2.北京医院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在临床检验中，测量不确定度（measurement uncertainty, MU）被认为是测量系统检验结

果的固有属性。作为 ISO 15189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MU 是临床实验室进行方法确认或性

能验证时必须确定的，且需要对其不断进行检查。虽然临床实验室目前提供的检验报告中通常

并未包含 MU，但是在实验室的常规工作中已经普遍进行了 MU 的计算。MU 的确定和监测可

以辅助临床实验室提供更准确的定量结果并对其进行客观的解释。临床实验室 MU 的最佳确定

方式并非通用的计算，而是应该依照检测的实际临床用途进行确定。此外，临床检验定量检测

结果主要是通过与相同患者之前的结果、人群参考区间、或者临床决定点这三者比较，从而进

行结果解释。由于每种比较中“真值”的意义是不同的，因此可用不同的方式对 MU 进行最佳估

计。同时，对于相同检测可能用于不同情况（诊断或监测），需要采用不同的 MU 估计值以满

足不同的临床用途。本文通过解释 MU 的概念并说明其辅助结果解释的三种主要方式，旨在帮

助临床实验室进一步认识 MU 的重要性并为实验室常规工作中的 MU 估计提供指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135 
 

惠州市妇女宫颈感染 HR-HPV 调查 
 

刘瑞玉
1 刘宇鹏

2,2 吴立红
33 余小燕

1 朱晓洁
1 李旭艳

1 
1.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 
3.广东医科大学 

 
目的  研究高危型 HPV DNA 检测负荷量与宫颈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就诊于与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妇科（门诊和住院）并

采用第二代基因杂交捕获法检测高危型 HPV DNA 的患者 9917 例，从中筛选出 1209 例检测

结果为阳性的患者，并同时行液基细胞学检查(TCT) 。 
结果  ①9917 例样本中，HPV 感染率 12.19 
%，21～50 岁年龄段感染率总体高于其他年龄段(P＜0.05)；②1209 例高危型 HPV DNA 阳性

患者中，细胞学诊断：未见上皮内病变 835 例(69.06﹪)，炎性反应细胞改变 179 例(14.81
﹪)，ASC 33 例(2.73﹪)，LSIL 59 例(4.88﹪)，HSIL 103 例(8.52﹪)。将高危型 HPV DNA 检

测结果阳性负荷量分为 1～100、101～300、301～600、601～1000 和>1000 五组，看不同

TCT 结果的负荷量分布情况，可见每组的比率并不完全随宫颈病变的加重而呈递增趋势。③

宫颈细胞学病变程度与 HR-HPV-DNA 负荷量相关系数 r=0.245 (P<0.01）。 
结论  高危型 HPV DNA 负荷量与宫颈病变程度并不完全相符，高危型 HPV-DNA 负荷量并不

能作为预测宫颈病变严重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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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163 
 

脑梗死患者血清胱抑素 C、同型半胱氨酸、超敏 C 反应蛋白

和血浆 D-二聚体联合检测的临床应用研究 
 

葛君琍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721000 

 
目的  研究脑梗死患者血清胱抑素 C(CysC)、同型半胱氨酸(Hcy)、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
和血浆 D-二聚体(D-D)的浓度水平变化。 
方法 选择脑梗死患者 359 例和体检健康人 100 例,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进行检测。 
结果  脑梗死组 CysC、Hcy、hs-CRP 和血浆 DD 含量均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根据 CT 结果分为：大面积梗死组、中面积梗死组、小面积梗死组、腔梗组，

组间血清 CysC、Hcy、hs-CRP 和血浆 D-D 水平差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现为随梗

死面积增大而升高。 
结论   血清 CysC、Hcy、hs-CRP、D-D 浓度与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4 项指标联合检测对脑梗死的早期诊断、治疗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172 
 

西宁地区不同民族老年肺心病患者血小板参数的变化研究 
 

贾海菊 马慧英 刘淑敏 周群 
青海红十字医院 810000 

 
目的  探讨西宁地区不同民族老年肺心病患者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及对病情监测的价值和意义。 
方法  分别测定 328 例回族老年肺心病患者和 412 例汉族老年肺心病患者以及 196 例健康老年

人的四项血小板参数，包括血小板计数（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压积

（PCT）、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分析四项参数采用迈瑞 BC-5800 血细胞分析仪

自动检测。 
结果  西宁地区回族及汉族老年肺心病患者 PLT、PCT 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MPV 和

PDW 则显著增高(P<0.05)，回族和汉族老年肺心病患者组之间 PLT、PCT、PDW、MPV 参

数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西宁地区老年肺心病可通过多种机制引起血小板参数的变化，进而造成机体高凝状态，

是血栓性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形成的基础，同时对临床判断肺心病的病情及预后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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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179 
 

2013-2015 年肠杆菌科细菌耐药性现状及变迁 
 

李伟 孙恩华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250012 

 
目的  对 3 年来我院肠杆菌科细菌的耐药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探寻耐药性变迁趋势，为本地区

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及感染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研究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013-2015 年所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分布特点及药敏结

果，采用 VITEK 2 Compact 进行鉴定和药敏测定，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的复

核采用纸片扩散法和改良 Hodge 法，排除重复菌株，应用 WHONET 5.6 软件对药敏结果进行

耐药率统计分析。 
结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2013 -2015 年分别分离肠杆菌科细菌 1536 株、1843 株和

2008 株，主要来源于尿液（34%）、痰液（25%）、分泌物（10.6%）和血液（6.5%）。其

中大肠埃希菌 2690 株（49.9%）、肺炎克雷伯菌 1442 株（26.8%）、阴沟肠杆菌 299 株

（5.5%）、奇异变形杆菌 212 株（3.9%）。3 年间肠杆菌科细菌 ESBL 阳性率分别为 41%、

45%和 49%，CRE 的发生率分别为 4.3%、4.5%和 5.6%，其中 CRKPN 的发生率分别为

8.6%、9.2%和 9.7%，CRECO 的发生率分别为 1.2%、1.3%和 1.9%。 
结论  肠杆菌科细菌 ESBL 阳性率和 CRE 发生率逐年上升，耐药形势日益严峻。加强对肠杆

菌科细菌耐药性变迁的检测，对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延缓耐药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181 
 

铅中毒对儿童血红蛋白浓度的影响 
 

范秀杰 张慧林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探讨铅中毒对儿童血红蛋白浓度的影响。 
方法  血铅（Pb）水平采用 YY-1001 型智能微量元素分析仪、阳极溶出法测定；血红蛋白

（HGB）用日本 Sysmex SF-3000 血细胞分析仪测定。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铅中毒组平均血红蛋白浓度偏低（P<0.05），说明血红蛋白对血铅增

高的反应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不同程度铅中毒儿童平均血红蛋白浓度有显著性差别，任意两组

间比较 P<0.05，而且随血铅的升高，其平均血红蛋白浓度逐渐下降，二者呈负相关。 
结论  铅中毒对儿童血红蛋白浓度有一定的影响，只有不断加强对儿童铅中毒的防治，才能保

证儿童的健康成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19 



1040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急诊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漏检风险评

价 
 

姜宏兵 蒋菲 董清清 张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830002 

 
目的  评价胶体金免疫层析法（胶体金）急诊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的漏检风险。 
方法  回顾 2014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急诊手术前或急诊侵入性检查前胶体金检测患者

HBsAg 的结果共 3887 例，所有胶体金检测结果均经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验证。胶体金

和 ELISA 检测 4 个浓度的 HBsAg 质控品，评价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并以 ELISA 检测患者

HBsAg 为参照，评价胶体金的漏检风险。 
结果  胶体金检测 HBsAg 的灵敏度为 2IU/ml～4IU/ml，ELISA 检测灵敏度≤0.5IU/ml。胶体金

和 ELISA 检测患者标本的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001）。以 ELISA 为参照，ELISA 结果

阳性而胶体金结果为阴性的相对风险为 0.00391（95% CI: 0.002318, 0.006597）。ELISA 检

测结果的 S/CO 值在 15.314～21.210 之间的范围可以用于估计胶体金的阴、阳性结果。 
结论  在急诊手术前或急诊侵入性检查前用胶体金检测患者 HBsAg 存在的漏检风险应引起实

验室和临床的关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36 
 

济南地区 946 例自身抗体检测结果及临床分析 
 

索淑会 崔海荣 闵彦 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250031 

 
目的  探讨抗核抗体和抗核抗体谱阳性分布趋势及其在自身免疫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分别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抗核抗体和线性免疫印迹法（LIA）检测抗核抗体

谱 15 项。资料分布比较采用 X2 检验。 
结果  946 例血清标本来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济南军区总医院门诊和病房患者。

其中女性 578 名，男性 368 名。抗核抗体总阳性 203 例（阳性率为 21.4%），其中女性抗核

抗体阳性 161 例（占总阳性率 79.3%），男性抗核抗体 42 例（占总阳性率 20.6%）。二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抗核抗体谱 423 例，抗核抗体谱阳性患者 81 例，占总抗核抗体谱

的 19.2%。其中女性抗核抗体谱 69 例（占总阳性率的 85.1%），男性 12 例（占总阳性率的

14.9%）。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对抗核抗体谱阳性结果分析显示：抗 Ro-52 抗

体（阳性率为 11.58%），抗 SSA（阳性率为 8.98%），抗 SSB（阳性率为 4.49%），抗线

粒体抗体（阳性率为 4.96%），抗 U1-nRNP 抗体阳性率为（3.54%），抗着丝点抗体（阳性

率为 2.83%）。 
结论  济南地区就诊人群中自身免疫病好发于女性，在临床检测中应采用多种自身抗体联合检

测，以提高自身免疫病的诊断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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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237 
 

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在心力衰竭合并感染患者应用 
 

牛爱军 王开森 张华 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10069748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在心力衰竭合并感染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罗氏公司 Cobas E601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对 59 例单纯感染患者，63 例单纯

心力衰竭患者，65 例心力衰竭合并感染患者及 100 例健康人群血清 PCT 水平进行检测，其中

65 例心力衰竭合并感染患者按心力衰竭级别又分为Ⅱ级 21 例，Ⅲ级 23 例，Ⅳ级 21 例。 
结果 三组疾病组 PCT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均<0.01）；其中单纯心力衰竭组 PCT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t=11.95，P<0.01），心力衰竭合并感染组 PCT 水平显著高于单纯

感染组（t=7.27，P<0.01）。以 0.05 ng/ml 作为诊断界值，PCT 的诊断敏感性和阴性预测值

随着心力衰竭的级别增长而呈逐渐上升趋势，而阳性预测值呈逐渐下降趋势。 
结论 验证了心力衰竭可引起机体 PCT 水平升高的事实。以 PCT 0.05 ng/ml 作为诊断界值

时，其对单纯感染患者及不同级别心衰患者的诊断效能明显不同，提示临床医生在通过 PCT
水平进行诊断及判断患者病情时，要考虑患者是否合并有心衰以及考虑心衰的程度来选择不同

的 PCT 界值，同时这对于医生判断患者何时开始使用和停止使用抗生素也至关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38 
 

应用卫生行业标准对 SYSMEX 不同型号血凝仪进行可比性评

价 
 

王延群 曹源 胡成进 
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10197047 

 
目的  探讨同一实验室内不同型号血凝仪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及部分

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结果的可比性。  
方法  用卫生行业标准《WS/T407-2012 医疗机构内定量检验结果的可比性验证指南》及

《WS/T406-2012 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分析质量要求》提出的两种仪器间比对方案，对 3
台血凝仪（2 台 SYSMEX CA7000 和 1 台 CA1500）所检测项目 PT 及 APTT 进行比对，分析

两种比对方案的可行性。 
结果  用 WS/T407-2012 比对方案，样本 1 在 3 台仪器上检测 PT 和 APTT 的相对偏差分别为

7.10%和 5.20%，样本 2 的相对偏差分别为 5.74%和 2.46%，均小于 7.50%的比对要求。用

WS/T406-2012 比对方案，3 台仪器分别检测 20 份标本，以相对偏差小于 7.50%、符合率

≥80%为标准，CA1500 与基准仪器 CA7000 比较，PT 及 APTT 的符合率分别为 85%
（17/20）、80%（16/20），CA7000-2 与基准仪器 CA7000 比较，PT 及 APTT 的符合率分

别为 85%（17/20）、90%（18/20）。 
结论  按照两种方案提出的比对方法，三个检测系统中 PT 和 APTT 的测定结果具有可比性，

实验室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案进行仪器间比对以保证不同检测系统间检验结果的可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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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39 
 

EBV 及 HPV 感染与宫颈癌相关性的研究 
 

武爱华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民医院 274200 

 
目的  探讨人乳头瘤病毒（HPV）与 EBV 与宫颈癌的相关性。 
方法  分别取阴性对照（宫颈炎）患者（50）和宫颈鳞癌患者（52）共 102 例，采集受试者宫

颈分泌物标本采用 PCR 方法对 EBV 和 HPV DNA 进行检测，采用免疫组化法进行 EBV 和

HPV 检测。 
结果  宫颈癌组宫颈分泌物中 HPV DNA 和血样中 EBV DNA 均呈现高表达（P<0.01）；宫颈

癌组宫颈分泌物中 HPV DNA、EBV 和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96.15％和 69.23％，显著高于阴

性对照组 2.00％和 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癌组 HPV DNA 和 EBV DNA 混合

感染率为 67.31%，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癌组患者血液中

HPV DNA 和 EBV DNA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92.31％和 61.54％，显著高于阴性对照组 2.00%和

2.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癌组 HPV DNA 和 EBV DNA 混合感染率为

62.50%，显著高于阴性对照组（P<0.05）。宫颈癌组患者宫颈组织存在中度及高度鳞状细胞

浸润并存在不同程度的组织坏死，组织病理学评分显著高于阴性对照组（p<0.01）；宫颈癌组

患者分化程度：低分化组患者 HPV+EBV 阳性表达率高于高中分化组（P<0.05）；临床分

期：Ⅲ+Ⅳ期患者 HPV+EBV 阳性表达率高于Ⅰ+Ⅱ期患者（P<0.05）；临床分型：浸润型患

者 HPV+EBV 阳性表达率高于其他三型患者（P<0.05）；淋巴转移：淋巴转移组患者

HPV+EBV 阳性表达率高于无淋巴转移组（P<0.05）。且 HPV(+)+EBV(+)患者的存活率明显

低于 HPV(+)组患者和 EBV(+)组患者（P<0.05）。且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宫颈组织中 HPV、
EBV 均呈现较高的阳性表达。 
结论  在宫颈癌组织中 EBV 及 HPV 有较高的感染率，且 HPV+EBV+感染与宫颈癌分化程度、

临床分期、分型、淋巴转移及预后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40 
 

非小细胞肺癌活检组织中 ALK 基因融合筛查方法的比较及临

床意义 
 

李芳 杨会钗 王晓玲 刘月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0131815 

 
目的  探讨 Ventana 抗 ALK(D5F3)抗体筛查非小细胞肺癌（NSCLC）活检组织中 ALK 基因融

合的优越性，提高靶向药物（克唑替尼）治疗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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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 600 例 NSCLC 活检组织，采用 Ventana 抗 ALK(D5F3)
抗体及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 ALK 状态，分析两者的差异，并结合 FISH 检测，验

证检测的准确性。 
结果  600 例活检组织中，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ALK（D5F3）表达结果：（0）480 例

（80%），（1+）87 例（14.5%），（2+）17 例（3.54%），（3+）16 例（2.67%）；（0-
1+）其中 93 例行 Ventana 抗 ALK(D5F3)抗体检测，结果均为（-）；（2+）17 例全部行

Ventana 抗 ALK(D5F3)抗体检测，结果 4 例为（+），13 例为（-）；（3+）16 例全部行

Ventana 抗 ALK(D5F3)抗体检测，结果均为（+）。对 Ventana 抗 ALK(D5F3)抗体检测（+）
的 20 例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均为阳性，符合率 100%。 
结论  罗氏公司 Ventana 抗 ALK(D5F3)抗体比普通 ALK（D5F3）抗体灵敏度高，且操作简

单，比 FISH 基因检测的费用低，适合在 NSCLC 尤其是晚期 NSCLC 腺癌或者含腺癌成分的

病例中进行常规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41 
 

PCR-焦磷酸测序方法快速检测三种海洋弧菌以及创伤弧菌

16S rRNA 基因分型的研究 
 

张丽娜
1 胡成进

2 武静
2 陈英剑

2 李继霞
2 

1.锦州医科大学 
2.济南军区总医院实验诊断科 

 
目的  利用 PCR-焦磷酸测序技术，建立一种海洋致病性弧菌快速特异的检测方法，并对该方

法的特异性进行评价，为海洋性弧菌的临床快速检测构建新的技术平台。 
方法  分别选取海洋创伤弧菌 vvhA，副溶血弧菌和溶藻弧菌的 toxR 作为靶基因，根据 NCBI
公布的序列进行同源性比对后设计 PCR 扩增引物和焦磷酸测序引物，并扩增特异性 DNA 片

段，然后制备单链模板，在测序引物的引导下行焦磷酸测序，得到的碱基序列与 NCBI 中已公

布的相应基因序列进行比对鉴定；利用 67 株细菌进行 PCR-焦磷酸测序特异性的验证；并利

用 PCR-焦磷酸测序方法对创伤弧菌 16s rRNA 进行了基因分型。 
结果  创伤弧菌的扩增引物和测序引物均表现出较好的特异性，4 株 V.Vulnificus 均扩增出

167bp 大小的 DNA 片段，并且测序结果与 NCBI 网站比对达到 100%匹配度，而其他弧菌和

临床分离株未见扩增条带，焦磷酸测序结果为阴性；11 株副溶血弧菌均扩增出 105bp 大小的

DNA 片段，11 株溶藻弧菌均扩增出 134 bp 大小的 DNA 片段，并且经焦磷酸测序得到与预期

相符的 DNA 碱基序列；4 株 V.Vulnificus 中一株属于 16s rRNA-A 型，其余三株均属于 16s 
rRNA -B 型。 
结论  本研究中建立了 PCR-焦磷酸测序方法是一种短核苷酸序列实时测定的新方法，具有高

通量，高效精确，自动化，简单易行的优点，适用于大中型实验室的微生物快速精确鉴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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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3K-Akt 信号通路在内皮祖细胞移植减轻大鼠缺血再灌注肾

损伤中 
 

刘永兰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民医院 274200 

 
目的  探讨磷脂酰肌醇-3-激酶-丝氨酸/苏氨酸激酶（PI3K-Akt）信号通路在内皮祖细胞

（EPC）移植减轻大鼠缺血再灌注肾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抽取大鼠外周血，采用密度梯度离心的方法分离、培养内皮组细胞。22 头雄性 SD 大鼠

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缺血再灌注（I/R)组、EPCs 移植组 3 组，分别于术后第 1 天收获所有

大鼠肾脏标本和血标本。流式细胞仪及细胞免疫荧光鉴定 EPC 表面标志（CD34/VEGFR-
2）；测定血标本尿素氮和肌酐值；行 western bolt 检测各组大鼠 p-AKT 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其余各组血肌酐及尿素氮均升高，I/R 组、EPC 组肾脏 p-Akt 表达

上调(P<O．05)；与 I/R 组比较，EPC 组的肌酐及尿素氮降低，p-Akt 表达上调(P<0．05)。 
结论  EPC 移植可能通过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减轻大鼠缺血再灌注肾损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47 
 

CCl4 诱导的小鼠肝脏纤维化中自噬水平的变化 
 

王冰莹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阐明小鼠肝脏纤维化时自噬水平的变化，从而为治疗肝纤维化疾病提供可靠的实验依

据。 
方法  腹腔注射四氯化碳（CCl4）诱导小鼠肝脏纤维化，通过病理切片的 HE 染色、Masson 
染色方法检测肝脏纤维化情况；免疫印迹法检测 α-平滑肌动蛋白（α-SMA）、LC3-Ⅱ蛋白；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Atg-7 基因表达情况。 
结果  CCl4 诱导的损伤组小鼠肝组织切片 HE 染色、Masson 染色后，显微镜下可见中央静脉

及汇管区纤维组织增多、汇管区－ 汇管区纤维架桥形成；损伤组与对照组相比，LC3-II 蛋
白、α-SMA 的含量明显升高；Atg-7 基因表达水平上升。 
结论  CCl4 诱导的小鼠肝脏纤维化自噬水平升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48 
 

不同样本处理方法对定量检测血浆线粒体 DNA 拷贝数的影响 
 

杨泽华 周双艳 杜怡青 赵克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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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血浆游离线粒体 DNA（mtDNA）的存在已被证明，在定量血浆游离 mtDNA 水平过程

中，标本的处理程序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本次实验主要研究不同的处理程序对血浆中游离线

粒体 DNA 浓度检测结果的影响，旨在为准确定量血浆游离 mtDNA 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 名健康体检者的标本，3000g 离心 10min，吸上清混匀备用。将混合血浆平均分

为四份分别再通过以下处理程序：⑴不做任何处理；⑵通过 0.22μm 过滤处理；⑶通过

18000g 离心 10min 处理；⑷通过 18000g 离心 10min 后再通过 0.22μm 过滤处理。用 Blood 
DNA Kit 提取血浆中游离线粒体 DNA，应用荧光定量 PCR 法测定血浆游离 mtDNA 拷贝数。 
结果  ⑴不做处理组检测结果为 366±100copies/μl；⑵ 0.22μm 过滤组检测结果为

48±9copies/μl；⑶18000g 离心 10min 组检测结果为 82±29copies/μl；⑷18000g 离心 10min
再 0.22μm 过滤组检测结果为 30±12copies/μl。四组 Welch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多组 Bonferroni 比较显示，不做处理组与其余 3 组比较，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22μm 过滤组、18000g 离心 10min 组、18000g 离心 10min 再 0.22μm 过滤组三组组间比

较，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不同的处理程序会影响血浆游离 mtDNA 拷贝数的定量：18000g 离心 10min 处理近似等

同于再经过 0.22μm 过滤，可看成近似无细胞上清液；只经过 3000g 离心 10min 处理不能完

全去除上清液中的细胞碎片，检测结果较高；破碎的细胞碎片等干扰因素能通过过滤、高速离

心去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49 
 

PCT 和 RDW、PDW、NLCR 对早期菌血症的诊断价值 
 

张惠冰 张诗颜 刘婷婷 
福建省福鼎市医院 355200 

 
目的  探讨血液中降钙素原（PCT）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血小板分布宽度

（PDW）、白细胞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NLCR）对早期菌血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研究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于福鼎市医院就诊的血培养阳性患者 72 例，阴

性 71 例，对血液中的 PCT 和 RDW、PDW、NLCR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阳性组的 PCT 和 RDW、PDW、NLCR 明显高于阴性组，P 值均<0.05，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CT、RDW、PDW 和 NLCR 的诊断临界值分别是 0.39ng/ml、13.55、12.65 和

9.26，灵敏度为 68.6%、88.6%、28.6%和 77.1%，特异度为 84.4%、51.1%、95.6%和

60.0%。对 PCT、RDW、PDW 和 NLCR 做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分

别为 0.832、0.662、0.618 和 0.674。 
结论  PCT、NLCR、PDW 及 RDW 对早期菌血症有辅助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55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Platelet 
Parameters ,Coagulations Indicat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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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rin(Fibrinogen) Degradation Products in Patients with 
Lower Extremity Deep  vien thrombosis 

 
yuan li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Objective:using the measured data of routine clinical laboratory blood tests, coagulation 
indicators and fibrin(fibrinogen) degradation product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DVT and discuss the meanings and diagnostic value of these parameters premilinaryly.  
Method:200 patients with LDVT were selected from the October 2011 to the December 2013 
for this research ,the other 300 patients without LDVT were selected from the same period. 
(1)Collected the data of these two groups for platelet parameters: PLT、PDW、MPV、P-
LCR、PCT, a total of five data,coagulation indicators and fibrin(fibrinogen) degradation 
products at the first time .Collected the platelet parameters when out of hospital for the LDVT 
patients (2)Statistical analysis platelet parameters and coagulation indicators of difference 
between LDV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Statistical analysis platelet parameters of difference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Using ROC curve analysis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LDVT alon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lated parameters of 
LDVT diagnostic value.(3)All the data using SPSS13.0 statistical software for statistic 
processing. First of all to normality test data,for normal distribution data with 
average±standard deviation sai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independent sample test.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For the practice of 
ROC curve, the ROC curve using SPSS13.0 to analyze disea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Result: (1)Platelet count PLT level for LDVT group is(205.21±74.82)×109/L,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2.507,p=0.013); the average blood 
platelet volume MPV level is (10.75±1.13)fL,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9.890,p=0.000); 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DW level is 
(12.76±2.52),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
8.317,p=0.000);for the large platelet ratio level is (30.56±8.91)%,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9.815,p=0.000);Platelet deposited 
for PCT level is (0.22±0.074),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0.392,p=0.696).(2)LDVT group of prothrombin time PT、activated partial 
prothrombin time APTT、fibrinogen content FIB、D-dimer content、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s FDPs levels respectively are(14.82±5.24)s、(37.44±8.39)s、(4.16±3.16)g/L、
(9.07±9.74)μg/L、(24.83±32.35)μg/L, they a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t=5.766、7.320、4.526、
11.933、10.040,p<0.05).Thrombin time TT(15.79±1.70) 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
6.511, p=0.000). (3)Platelet parameters PLT and PCT with LDVT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re respectively(205.21±74.82)×109/L,(0.22±0.074),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4.856、-4.954, p<0.05)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DW MPV PLCR are 
respectively (12.76±2.52)、(10.75±1.13)fL、(30.56±8.91)%,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1.928、0.768、0.867, p>0.05).(4)Platelet five 
parameters PLT, PDW, MPV, P-LCR,PCT of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re 0.558,0.306, 
0.275, 0.271,0.480, respectively. (5)Coagulation and fibrinolytic indexes of PT, APTT, FIB, 
TT,D-Dimer, FDPs the six parameters of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re respectively 
0.838,0.718,0.264,0.697,0.939,0.931. (6)The four parameters PLT, APTT, PT, FIB as a 
combination of area under the curve is 0.868.It is greater than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a 
single argument. D-Dimer and FDPs ,the two parameters as combination of area under the 
curve is 0.934,there was little change compared with either a single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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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1)LDVT group of platelet count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wo 
groups compare have differences,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parameters related 
to count of the PCT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other parameters PDW, 
MPV, P-LCR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re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dicates the age 
gender composition ratio and basic diseases of similar cases, the platelet count is not as an 
auxiliary diagnosis index, and in the lower extremity deep vein thrombosis, mean platelet 
volume is small, large platelet ratio is low, the platelet uniform size distribution, and with the 
same period a medical patients were compared with distribution.(2)LDVT group coagulation 
and fibrinolytic indexes of PT, APTT, FIB, D-Dimer, FDPs, the five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so they can be used as the auxiliary 
diagnostic indicators. TT i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diagnosis of DVT.(3)LDVT group in comparing platelet parameter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re a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latelet count and PCT ,these two parameter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The rest of the parameters of 
PDW, MPV, P-LCR are no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rapy, so the platelet count can be 
used as a monitoring index of therapeutic effects.(4)LDVT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except the PLT,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the rest of platelet parameters almost 
are meaningless, six parameters in blood coagulation fibrinolytic indexes, except the TT, the 
rest of the parameters of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re above 0.7,all have high 
diagnostic value, (5)the four combinations of PLT, PT APTT FIB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is 
higher than that of any single parameter. For the high diagnostic value of D-Dimer and FDPs, 
the two parameters combination of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is close to any single 
parameter, sot the combination is little valu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57 
 

血清 CA125、CA199、VEGF-C 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淋巴结转

移的诊断价值 
 

董素民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民医院 274200 

 
目的  探讨血清 CA125、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C(VEGF-C)及 CA199 联合检测对卵巢癌腹膜后淋

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卵巢癌行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患者 51 李，其中有腹膜后淋巴结转移 23 例（A
组）、无转移 28 例（B 组）；另选卵巢良性肿瘤 32 例（C 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CA125、CA199，ELISA 法检测血清 VEGF-C。 
结果  CA125、CA199、VEGF-C 水平 A 组>B 组>C 组，P 均<0.05；三者联合检测诊断卵巢

癌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95.5%，均高于单项及两项联合（P 均

<0.05）。  
结论  血清 CA125、VEFG-C、CA199 联合检测对预测卵巢癌腹膜后淋巴结转移有重要价

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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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260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在评估标本采集质量中的应用 
 

类承斌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目的  采用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评估淄博市中心医院高青院区标本采集质量，制定相应改进

措施。 
方法  统计 2015 年 6 月～2016 年 2 月淄博市中心医院高青院区 152647 份检验标本的相关临

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和信息反馈。 
结果  2015 年 6 月～2016 年 2 月检验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容器错误率、标本采集量错误

率、血培养污染率、抗凝标本凝集率分别为 0.16%、0.13%、0.21%、1.49%、0.55%；检验

标本采集不合格原因有标本凝血、标本量不准确、标本容器错误、标本类型错误等。 
结论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指标在评估标本采集质量方面，能够起到较好的分析和反馈作用，有

助于标本采集质量的提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65 
 

Back propagation 神经网络和逻辑回归 对肝细胞癌诊断价

值的比较 
 

王运九
1 高瑜振

1,2 衣常红
1 高春芳

1 
1.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学院 
 

目的  术前检测临床常用指标，选取其中有意义指标纳入两种诊断模型，比较 Back 
propagation（BP）神经网络和逻辑回归在肝细胞癌诊断中的价值，提高肝细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临床检出率。 
方法和资料  收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肝病患者共 630 例，其中

HCC 患者 428 例，肝硬化（liver cirrhosis, LC）患者 139 例，肝炎（hepatitis）患者 63 例，

术前检测血液相关指标及其他基础信息。采用单因素分析寻找肝细胞癌组和非肝细胞癌组

（non-hepatocellular carcinoma，Non-HCC）中的差异性指标，再进行多因素分析。相关指

标分别纳入 BP 神经网络模型和逻辑回归模型，与病理诊断对比，并比较两种诊断模型的诊断

效率。 
结果  所有肝细胞癌患者都经过病理诊断确认，其他非肝细胞癌患者经过临床医师按照诊断标

准确认。经过多因素分析，其中甲胎蛋白（AFP）、总胆汁酸（TBA）、内源性凝血酶原时间

（APTT）、碱性磷酸酶（ALP）和血小板（PLT）分别纳入 BP 神经网络和逻辑回归模型，并

评价和比较其诊断效率。对 BP 神经网络和逻辑回归模型进行比较，受试者工作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下面积 (Area Under roc Curve，AUC)分别为

0.92（0.89-0.94）和 0.87（0.84-0.90），Z 检验 3.882，P<0.001。两者诊断结果的截断值

（预测概率）分别为 0.593 和 0.647，敏感度分别为 82.9%和 79.9%，特异度分别为 84.7%和

81.7%。两模型与金标准的一致性指数（Kappa 系数）分别为 0.68 和 0.58。 



1049 
 

结论  在选择相同的参数指标进行肝细胞癌诊断模型的建立时， BP 神经网络模型优于逻辑回

归模型，可以进一步提高肝细胞癌的诊断效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66 
 

新一代脂蛋白(a)颗粒浓度测定方法与两种脂蛋白(a)质量浓度

测定方法的比较与临床应用评价 
 

贾珂珂 秦雁飞 杨硕 张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对新一代 Lp(a)颗粒浓度测定方法（方法 A）和两种 Lp(a)质量浓度测定方法（方法 B，
方法 C）进行性能验证，并且比较和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评价三种试剂盒的精密度、线性范围及可报告范围。方法 A 以 75nmol/L，方法 B 和方法

C 以 300mg/L 分别作为 Lp(a)判断限，以三种方法检测 322 例样本的 Lp(a)水平，进行相关性

和分组一致性比较。同时，比较三种方法检测的 Lp(a)水平在冠状动脉疾病、外周动脉疾病、

脑卒中组以及健康对照组间的阳性率差异。 
结果 该三种 Lp(a)检测方法的精密度、线性范围均在可接受范围内。方法 B 和方法 A 的相关

性较好（R2=0.932），方法 C 和方法 A 的相关性较差（R2=0.631）。相对于方法 A，方法 B
对 11.8%的样本有高估现象，方法 C 对 13.7%的样本高估，对 3.1%的样本低估。三种方法检

测的 Lp(a)水平，冠状动脉疾病、外周动脉疾病、脑卒中组与对照组相比，均存在统计学差

异。3 种方法检测的 Lp(a)在对照组和各疾病组内的阳性率分布分别为：对照组（方法 A，
9.6%； 方法 B，10.8%； 方法 C，13.3%）；冠状动脉疾病组（方法 A，33.3%；方法 B，
47.3%；方法 C，42.8%）；外周动脉疾病组（方法 A，30.3%；方法 B，39.4%；方法 C，

39.4%）；脑卒中组（21.3%；28.7%； 36.2%）。方法 A 在各疾病组内的阳性率显著低于方

法 B 和方法 C。 
结论 方法 A 检测 Lp(a)的颗粒浓度，可溯源到 SRM2B，更准确地反应样本中 Lp(a)水平；方

法 B 和方法 C 检测 Lp(a)的质量浓度，与颗粒浓度比较，高估了样本中的 Lp(a)水平。检测方

法的选择以及诊断切点的确定，在 Lp(a)对于心血管疾病、外周动脉疾病以及脑卒中等疾病风

险预测的研究中有较大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67 
 

新生儿脓毒血症的病原学分布和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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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婷 阙荣良 陈丽萍 邱群凤 罗燕 吴定昌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目的  分析探讨新生儿脓毒症诊断的病原学种类及临床特征的危险因素。通过收集临床资料，

以新生儿脓毒症为研究指标，分析新生儿的一般情况，体重、胎龄、分娩方式等对脓毒症的影

响，找出影响新生儿脓毒症预后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3 月入住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PICU）的脓毒症患者共 96 例，健康新生儿对照组 53 例。用 Logistic 回归进行危险因素分

析。 
结果  新生儿脓毒血症的细菌培养排列前三名的为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无乳链球

菌；单因素结果分析显示：出生天数和体重、胎次、孕周、C 反应蛋白、sCD14、总胆红素等

7 种因素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与性别、出生方式、白细胞数、中心粒细胞百分比无

关（P>0.05）；进一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出生天数（OR=1.192，P=0.015）、CRP 水

平（OR=1.668，P=0.003）、sCD14 水平（OR=1.013，P=0.001）可确定为新生儿脓毒症预

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 均<0.05)。 
结论  出生天数、血清 CRP 和 sCD14 水平可确定为新生儿脓毒症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68 
 

肠球菌相关血流感染的临床研究 
 

侯喜琴 马晓波 林贵兰 张轶 李珣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361003 

 
目的  分析肠球菌相关血流感染的临床及病原特征，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纳入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厦门某三甲医院的 50 例肠球菌相关血流感染患者资

料。细菌的鉴定和药敏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的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药敏

结果统计采用 WHONET 5.6 软件。  
结果  50 例肠球菌血流感染病原菌包括 26 例粪肠球菌和 24 例屎肠球菌，基础疾病包括肿瘤

17 例、2 型糖尿病 5 例、急性胆管炎 3 例。危险因素包括导管留置 29 例、手术 19 例、低蛋

白 6 例、粒细胞减少 5 例、入住 ICU7 例、使用呼吸机 5 例。23 例存在其他部位感染如尿道

（肠球菌例数/感染例数=6/7）、切口（4/4）和胆道（3/4）等。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万古霉

素、利奈唑胺和替加环素全部敏感。粪肠球菌对青霉素和氨苄西林全部敏感而屎肠球菌对奎奴

普丁/达福普定 100%敏感。粪肠球菌高浓度氨基糖苷类敏感(HLAS)的菌株分别为庆大霉素

(13/26,50%)、链霉素(17/26,65.4%)，相比于屎肠球菌的比率（庆大霉素（6/24,25%）和链霉

素（15/24，62.5%））。46 例在血培养结果回报前经验性使用了抗生素，41 例经验抗菌选药

不合适（占 89.1%）。32 例患者根据药敏结果针对性的调整用药，2 例死亡，17 例好转。  
结论  对于肠球菌相关血流感染，临床经验抗菌选药常不合适；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抗生素

的敏感性存在一定差异，及时根据药敏回报结果针对性抗菌对感染的控制及患者的预后有着积

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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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271 
 

浅析区域性临床检验中心运行中的困境 
 

杨翌翔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对区域性临床检验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境进行分析。 
方法  分别从中心的工作人员，中心下属的社区医院以及中心实验室的管理三个方面，将区域

性临床检验中心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详细说明，并进行分析。 
结果  在工作人员方面：第一，中心成立后，工作量激增、ISO15189 的严格要求与人员配比

不足这三个方面得原因均给中心工作人员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第二，近年来

薪酬问题与绩效改革问题未能有效突出中心工作人员的劳动价值，使得工作人员的热情骤减，

工作积极性下降。在社区医院方面：第一，社区检验人员的培训相较中心人员的培训仍有较大

差距，对中心所开展项目的内容、要求及方法的了解程度较为有限，从而影响了中心的工作质

量。第二、社区检验科对部分手工化验项目的推诿。原本可由社区检验科自身就能方便快捷完

成的手工项目，推诿与中心工作人员后，手工化验项目样本量的增加严重浪费了中心的人力资

源，也影响了中心的工作效率。第三，社区医生对中心所开展的化验项目不能全面的理解和掌

握，常会导致项目开具不当，为医生自身、患者和中心工作人员都带来了不便。在实验室管理

方面：第一，LIS 系统和 HIS 系统的不完善，不论是 LIS 系统还是 HIS 系统均存在一些的难以

解决的问题，使得它们不能够更好地为中心的运行发挥作用，甚至多次发生严重故障，导致中

心的工作流程受到影响。第二、样本量的增加也带来了仪器老化的速度加快，频繁的保养、维

护与维修，都影响了中心的工作效率。 
结论  工作人员、社区医院与实验室管理三个方面所暴露出的问题均影响了区域性临床检验中

心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277 
 
Cell-free micro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in urine serve 

as novel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recurrence prediction of bladder cancer 

 
Du Lutao,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Cell-free microRNA (miRNA) open up a new field for noninvasiv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bladder cancer (BC) based on their stability in urine supernatant.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ell-free miRNA in diagnosing and predicting 
recurrence of BC.   
Methods  MiSeq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candidate miRNAs for diagnosing 
cancer in a screening cohort of 12 participants (BC patients and controls).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s of candidate miRNAs 
which were then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in 540 participants.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seven-miRNA panel (miR-7-5p, miR-22-3p, miR-29a-3p, miR-126-
5p, miR-200a-3p, miR-375, and miR-423-5p ) that provided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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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n AUC of 0.923 and 0.916 for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set, respectively. The 
corresponding AUCs of this panel for Ta, T1 and T2-T4 were 0.864, 0.930 and 0.978,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urine cytology, which were 0.531, 0.628 and 0.724, 
respectively (all at p < 0.05). Moreover,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nonmuscle-
invasive BC (NMIBC) patients with high miR-22-3p level and low miR-200a-3p level had 
worse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 (p = 0.002 and p = 0.040,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iR-22-3p and miR-200a-3p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recurrence of NMIBC (p = 0.024 and p = 0.00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specificity of the findings are needed to validated,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mi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from urine supernatant may have considerable 
clinical value in diagnosis and recurrence prediction of B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80 
 

体外研究应用血液循环 DNA“释放峰” 预测非小细胞肺癌化疗

疗效 
 

严萌 谢丽 谢文利 耿欣冉 宋现让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建立一个基于血液循环 DNA（cfDNA）的快速预测化疗近期疗效的模型。 
方法  体外培养 A549，H520，H460 细胞系，用 MTT 方法测化疗药物（顺铂，紫杉醇）72h
的 IC50，选择最佳给药浓度。接种相同浓度的细胞于十二孔板中，①分别在加药后连续的时

间点收集培养基上清；②分别在加药后不同时间段收集培养基上清。提取细胞培养基上清中的

cfDNA。采用 q-PCR 的方法测量细胞培养基上清中的 cfDNA 的含量。同时，用

xCELLigenceRTCA DP 多功能实时无标记细胞分析仪对细胞进行增殖的测定。 
结果  测得连续时间点细胞培养基上清中 cfDNA 的含量随时间上升而增加，并在给药后 36h 存

在一个 cfDNA 含量的“释放峰”，之后缓慢下降，但是在 48h 之后又出现了小的上升，较之 36h
峰值稍低。不同时间段测得的细胞培养基上清 cfDNA 的含量在 24-36h 和 36-48h 两个时间段

较高，与以上连续时间点测得的结果大致相同。不同细胞系峰值的升高程度反应此细胞系对化

疗药物的敏感程度。细胞增殖的结果示：细胞在较低药物浓度作用 36h 左右存活率降到最低，

之后维持平稳，到给药后 60h 左右存活率略有上升，与 qPCR 结果大致一致。较大给药浓度

时以上现象更为明显，但考虑到体内用药的安全性，大剂量呈现的明显结果只适用于体外实

验。 
结论  给予体外培养的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一线化疗药后，cfDNA 含量随时间发生变化，且存

在着一个“释放峰”，根据这一现象，可预测临床化疗给药的近期疗效，并辅助补充 RECIST 评

价方案，指导临床用药方案的及时更改，为患者制定最佳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有力支撑。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82 
 

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分析及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的流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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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波 陈定强 徐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  研究临床分离的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性及其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的流行分布情

况。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6 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微生物室分离出的头孢他啶

耐药（MIC≥16）的铜绿假单胞菌 111 株，分析其对 11 种抗生素的耐药性特点和多重耐药情

况，采用表型确证试验筛选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的菌株，并对表型试验阳性菌株进行相关耐

药基因的多重 PCR 检测。  
结果  111 株头孢他啶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对 11 种抗生素的不敏感率如下：哌拉西林 94.4%、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90.8%、头孢吡肟 81.1%、氨曲南 91.9%、美罗培南 72.7%、亚胺培南

73%、庆大霉素 55.9%、妥布霉素 41.4%、阿米卡星 31.5%、环丙沙星 73%、左旋氧氟沙星

66.7%、；超广谱 β-内酰胺酶表型确证试验阳性菌株共 23 株，阳性率为 20.7％；用多重 PCR
对 23 株表型试验阳性菌株进行检测，发现 20 株 β-内酰胺酶基因检测阳性，其中 19 株为

PER 型，5 株为 TEM 型，4 株同时携带 PER 型和 TEM 型耐药基因。  
结论  头孢他啶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对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不敏感率高，对氨基糖苷类和喹诺

酮类抗菌药物不敏感率则稍低，多重耐药现象普遍。其 ESBLs 基因可表现为不同的耐药基因

型，不同的 ESBLs 基因型可出现在同一株细菌中；本院铜绿假单胞菌 ESBLs 基因以 PER 型

最常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83 
 

外阴阴道念珠菌病病原谱及抗真菌药物敏感性特征 
 

王东江
1 吴文娟

2 周爱萍
2 温冬华

2 郭建
2 

1.同济大学医学院 
2.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医学检验科 

 
目的  了解嘉定区妇女外阴阴道念珠菌病(vulvovaginal candidiasis ,VVC)患者的年龄、菌群分

布以及体外抗真菌药物敏感性结果，为 VVC 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集 2015 年 7 至 10 月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VVC 患者阴道后穹隆分泌物样本，采用科玛

嘉念珠菌显色培养基结合 ATB ID32C 念珠菌鉴定卡进行培养和初步鉴定，所有菌株均采用真

菌内转录间隔区（ITS1、ITS4）测序鉴定。用 Sensititre®Yeast One 真菌药物敏感性鉴定系

统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测定最低抑菌浓度（MIC），依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CLSI,2012 M27-S4）标准判读 MIC 结果。  
结果  共分离出 829 株念珠菌，复发组 82 株。发病年龄以成年妇女（20～59 岁）为主（占

97.1%）。在分离的菌株中，白念珠菌占 77.1%（639/829），光滑念珠菌占 15.1%
（125/829），近平滑念珠菌占 3.4%(28/928)，热带念珠菌占 2.1% (17/829)，克柔念珠菌占

1.6%(13/829)，酿酒念珠菌占 0.8%（7/829）。分离的菌株对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

氟胞嘧啶、卡泊分净、阿尼芬净、米卡分净的敏感率分别是 51.8%、65.2%、34%、95.7%、

100.0%、100.0%、100.0%。  
结论  白念珠菌是 VVC 的主要病原菌，对唑类药物耐药率较高。VVC 患者应当根据药物敏感

性结果合理选择抗真菌药物，进行精准治疗，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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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86 
 

残余血小板活性和 CYP2C19 多态性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临床预后的关系 
 

乔蕊 杨硕 李蕾 张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部分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即使接受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后，仍然会发生临床缺血

事件。给予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后，患者仍可以检测到的血小板活性称为残余血小板活性

（Residual platelet activity，RPA）。而细胞色素 P450 2C19（CYP2C19）酶功能减低型突

变（*2 型或*3 型），可能导致氯吡格雷治疗后 RPA 水平仍较高。本研究旨在评价 RPA 和

CYP2C19 基因多态性与 ACS 临床缺血事件发生的相关性和对临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入选接受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治疗的 ACS 患者 202 例（男 66%，63±11 岁），使用全

血电阻法方法检测 RPA，并测定每个患者 CYP2C19 多态性。平均随访 16 个月记录临床缺血

事件的发生。 
结果  入选患者中 CYP2C19*2 型基因(681G>A)的携带率为 52.5%， *3 型基因(636G>A)的携

带率为 12.9%；二磷酸腺苷（Adenosine diphosphate，ADP）诱导的 RPA 在 CYP2C19*2 或

*3 型携带组高于未携带组（Z=-2.236，p=0.025）；而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
诱导的 RPA 在两组的差异无显著性（Z=-0.472，p=0.637）。随访中 18 例（9%）患者发生

了缺血事件，缺血事件组 ADP 和 AA 诱导的 RPA 高于与未发生缺血事件组（8.6±4.8Ω vs 
5.2±3.7Ω，p=0.013；8.6±6.8Ω vs 1.6±3.7Ω，p<0.0001）。ROC 分析显示以 6.5Ω（ADP 为

诱导剂）和 2.5Ω（AA 为诱导剂）为 RPA 截断值，对缺血事件发生的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7%
和 96%，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16%和 29%。生存分析显示是否为氯吡格雷低反应，缺血事件发

生的危险存在显著性差异（HR=2.86，c2=11.27，p=0.0008）；而是否为阿司匹林低反应

（HR=1.77，c2=1.74，p=0.19）和是否携带 CYP2C19*2 或*3 型基因（HR=0.89，c2=0.12，
p=0.73），缺血事件发生的危险存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  ACS 患者氯吡格雷低反应性与临床缺血事件的发生具有相关性；携带功能减低的

CYP2C19 基因型虽然可影响 RPA 水平，但尚不支持其与临床缺血事件的发生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87 
 

住院患者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临床特点与耐药分析 
 

段园园 曹敬荣 闵嵘 张丽丽 赵琪彦 王育英 谢威 王培昌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了解住院患者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的临床特点、预后及耐药情况，为临床经验治疗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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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 月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抗菌

药物使用和实验室结果。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采用 Vitek 2 Compact 系统和配套鉴定及药敏

卡，采用 Whonet5.6 进行耐药分析。 
结果  75 例入组者主要分布科室为 ICU、普外科、血液科和急诊内科，平均年龄 63 岁，合并

多种基础疾病中以肺部感染（46.67%）、颅脑疾病（30.67%）、糖尿病(29.33%）、胆道疾

病（18.67%）、低血红蛋白症(18.67%）、肾功能不全(14.67%)和实体器官肿瘤(13.33%)为
多见，发生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者 15 例（20.00%）。药敏试验结果显示 75 株肺炎克雷伯

菌产 ESBLs 的比率为 42.67%，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和厄他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6.67%、

10.67%和 8.0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16.00%）和阿米卡星（10.67%）耐药率较低（＜

20％）。本组总死亡率为 25.33%，MDR 组（29.73%）高于非 MDR 组（21.05%）。感染性

休克、入住 ICU 是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χ2=4.51 和 6.16, 0.01＜p＜0.05）。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常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多重耐药菌是临床抗感染的难点，碳青霉

烯类耐药菌的出现应引起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89 
 

儿童 EB 病毒相关抗体的检测及结果分析 
 

沈阳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12 

 
目的  分析大连市儿童医院就诊儿童 EB 病毒(EBV)感染情况。 
方法  收集大连市儿童医院 2015 年 8 月至 2015 年 11 月就诊的患儿血清，采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定量检测 120 例患儿血清 EBV 中 EA-G、EBV-M、VCA-G、EBNA-G 的含量。 
结果 120 例血清标本中，阳性标本数 86 例，总阳性率 71.67%。四种抗体在不同年龄组中阳

性率不同，EA-G 在 3~6 岁组标本中检出阳性率最低（3.7%），在>6 岁组阳性率最高

（15.38%），EBV-M 在 0~1 岁组标本中检出阳性率最低（10%），在>6 岁组阳性率最高

（30.77%），VCA-G 在 3~6 岁组阳性率最高（70.37%），在 0~1 岁组最低（30%），

EBVA-G 在 3~6 岁组阳性率最高（62.96%），在 0~1 岁组阳性率最低（2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在性别上，男性样本 63 例，阳性数 45 例，阳性率 71.43%，女性样本

57 例，阳性数 41 例，阳性率 71.93%，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此次研究的就诊儿童 EB 病毒感染率较高，不同年龄段感染率不同，EB 病毒感染在性别

上无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92 
 

MACC1 在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廖小春 曹友德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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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癌转移相关基因-1 ( MACC1)是 2009 年 Stein 等利用差异显示 RT-PCR 技术在结肠癌中

发现和命名的一个新的基因。研究发现，MACC1 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存在异常高表达，参与肿

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等多个方面。MACC1 与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预后等有较强的关联

性，可作为转移和预后的独立标志物，为恶性肿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和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298 
 

联合检测尿液 NMP22 与 HA 在膀胱癌诊断中的应用 
 

邓中华 曹友德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6 

 
目的  探讨尿液细胞核基质蛋白 22(nuclear matrix protein 22,NMP22)和透明质酸 (hyaluronic 
acid, HA)联合在膀胱癌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收集确诊为膀胱癌患者 88 例，膀胱炎患者 132 例、健康对照 80 例，所有病人均收集晨

尿 10ml,采用金标法检测对尿液中 NMP22 定性检测，定量 ELISA 检测尿液中 HA 含量，以大

于正常对照组尿液中 HA 水平上限为阳性界定值，比较 HA 单独检测、NMP22 单独检测与两

者联合检测对膀胱癌诊断的价值。 
结果  膀胱癌组、膀胱炎组和健康对照组尿液 HA 含量分别为（353.42±56.13）ng/mg，
（254.12±40.19）ng/mg 和（128.3±21.2）ng/mg；HA 单独检测诊断膀胱癌的敏感性为

89.2%（78/88），特异性为 82.5%（175/212），准确度为 84.3%（253/300）；NMP22 单

独检测诊断膀胱癌的敏感性为 64.2（56/88），特异性为 89.2%（189/212），准确度为

81.7%（245/300）；HA 与 NMP22 联合检测诊断膀胱癌的敏感性为 95.5%（84/88），特异

性为 96.7%（205/212），准确度为 96.3%（289/300）；HA 与 NMPP22 联合检测诊断膀胱

癌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均要高于 HA 和 NMP22 任一单独检测。 
结论  联合检测尿液 NMP22 与 HA 对膀胱癌的诊断要优于单独检测 NMP22 或 HA，联合检测

可提高诊断效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03 
 

肺癌靶向治疗分子标志物在不同类型标本中检出率比较 
 

崔瑾 程伟 李影 张玉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EML4-ALK 和 Ros1 作为肺癌的肿瘤驱动基因，是多种

靶向治疗的分子标志物。本研究通过对比不同种类肺癌标本的上述肿瘤驱动基因检出率，筛选

出可用于肺癌肿瘤驱动基因检测的最优标本类型。 
方法  采用蝎形探针扩增阻滞突变系统检测肺癌标本 EGFR 第 18、19、20、21 外显子突变及

EML4-ALK 和 Ros1 融合基因，并回顾分析 2013 年 8-2016 年 5 月在我院行 EGFR 基因突变

和 EML4-ALK 及 Ros1 融合基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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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904 例样本中检测到 400 例 EGFR 基因突变，包括 18 外显子突变 20 例，19 外显子突

变 178 例，20 外显子 30 例，21 外显子 188 例，其中 16 例存在双突变；不同类型标本的

EGFR 突变检出率：石蜡切片为 39.11%（88/225）、脱落细胞学标本为 56.44%
（127/225）、穿刺细胞学标本为 39.59%（116/293）、痰为 38.46%（30/78）、手术切除组

织为 47.06%（24/51）、外周血为 36.36%（8/22）等。350 例样本中检测到 25 例 EML4-
ALK 融合基因，不同类型标本的 EML4-ALK 检出率：石蜡切片为 7.48%（8/107）、脱落细胞

学标本为 6.98%（6/86），穿刺细胞学标本为 4.59%（5/109）、痰为 13.64%（3/22）、手

术切除组织为 23.08%（3/13）。105 例样本中检测到 4 例 Ros1 融合基因，2 例为脱落细胞学

标本，2 例为穿刺细胞学标本。 
结论  肺癌标本用于肿瘤驱动基因检测时，首选手术切除组织。但对于无法取得的患者在保证

肿瘤细胞含量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选择细胞学标本或痰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304 
 

JCI 质量改进在降低检验标本不合格率中的应用 
 

苏秋妮 兰小英 赵元勋 李珣 黄朝阳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361003 

 
目的  探讨 JCI 标准下质量改进法在降低检验标本不合格率中的应用。 
方法  针对 2014 年不合格标本原因进行分析，依据 JCI 标准下质量改进法，制定并实施相应

改进措施来降低检验标本不合格率。 
结果  改进措施实施后（2015 年）的不合格标本率为 2.12‰，显著低于实施前（2014 年）的

2.73‰（P<0.01）。 
结论  依据 JCI 标准下的质量改进法，从分析不合格标本原因入手，制定并实施改进措施、持

续改进可有效降低检验标本不合格率，保障患者医疗安全，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增加工作效

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07 
 

用滴滴数字式 PCR 快速定量检测移植受者体内供者的 DNA
可作为移植物损伤潜在通用的生物标志物 

 
王东平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266100 
 

背景  来源于移植受者体内移植物的游离循环 DNA（cfDNA）是潜在的排斥反应生物标志物。

通过采用供体和受体 DNA 的微阵列和大规模平行测序，在心脏移植术后的维持期内对其进行

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研究方法的缺点是成本高、检测时间长并需要供体的 DNA。因

此，本文通过采用液滴式数字 PCR（ddPCR），试图开发一种快速、经济有效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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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血浆样品从肝（(LTx, n = 10）、肾（KTx, n=9）、心脏（HTx, n _=8)）移植术后稳定

的患者中收集、同样直接收集在 7 名肝移植患者手术后的血浆样品。已知的单核苷酸多态性被

选为最小等位基因频率，其 41 种水解探针检测已被建立。前置放大血浆 cfDNA，接着采用传

统的实时定量 PCR 来界定有意义（异源的）的 SNP，然后将其作为指标使用 ddPCR 对移植

物来源的 cfDNA（cfDNA）进行量化（百分比）。 
结果  通过采用 2％的最小等位基因进行控制，伴随着 4％-14％的不精确性，平均回收率为

94％（SD，13％）。移植物来源的 cfDNA 含量在稳定的患者里， 肝移植患者小于 6.8％，肾

移植患小与小于 2.5％，心脏移植小于 3.4％。在无并发症的肝移植患者中，当天采集的血浆

样品中，移植物来源的 cfDNA 量约为 90％，在 10 天后采集的血浆样品中，只有 15％。2 例

经活检证实的排斥的患者中，移植物来源的 cfDNA 的量增加到 60％，但是 1 例没有发现胆汁

淤积增加现象。 
结论  一种新型的，经济有效的，快速的技术被开发用于量化移植患者的移植物来源的

cfDNA。该技术体现了一种用于早期发现排斥反应的、有前途的，潜在通用的生物标志物，其

使得更有效的治疗措施成为可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09 
 

抗 PR3 和抗 MPO 抗体在原发性小血管炎中的应用价值 
 

郭妮君 蒋薇 曹友德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抗蛋白酶 3(PR3)抗体、抗髓过氧化物酶(MPO)抗体在原发性小血管炎中的检测及临

床意义。 
方法  对 200 例临床诊断为原发性小血管炎及其它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血清,应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ELISA)检测抗 PR3 抗体和抗 MPO 抗体,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 ANCA。 
结果  ①原发性小血管炎患者抗 PR3 抗体及 cANCA 阳性率高于其它自身免疫病患者及健康对

照组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②19 例韦格纳氏肉芽肿病患者(WG)主要表现为抗 PR3 抗

体和胞浆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cANCA),阳性率分别为 73.7%和 63.2%,其它自身免疫病患

者中,82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抗 MPO 抗体和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pANCA)阳
性率分别是 19.5%（16/82）和 22%(18/82)。③ELISA 法检测抗 PR3 和抗 MPO 抗体与 IIF 法

检测 cANCA 和 pANCA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抗 PR3 抗体作为原发性小血管炎尤其是韦格纳氏肉芽肿病的一种敏感标记抗体,有利于该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12 
 

70 台便携式血糖仪的准确度验证 
 

王红彦 程勇 刘辰庚 王培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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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70 台便携式血糖仪的准确度验证。 
方法  60 台罗氏血糖仪、10 台拜耳血糖仪分别检测 5 份不同浓度的肝素抗凝全血的血糖水

平，以中位数为靶值，计算偏倚。 
结果  通过偏倚分析，70 台便携式血糖仪的偏倚均在可接受范围；拜耳血糖仪在不同血糖水平

的检测结果均低于罗氏血糖仪，且在样本 1、2、4、5 浓度水平的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结果比对与偏倚分析可用于同型号便携式血糖仪的质量检测与评价。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15 
 

Expression of αβ-crystallin and its potential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hen yiping1,chen xuechu1,jin xin2,cao qian1,xu keqian3 

1.湖南省人民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3.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α-B crystalline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and discuss its role in the prognosis and targeted therapy of TNBC by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among α-B crystalline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indice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SP assay was used to determine α-B crystalline 
expression in paraffin-embedded specimens of 30 cases of TNBC and 50 cases of non-
TNBC tissues. The differences in protein expressions among tissues were compared,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in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indices.  
Results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α-B crystalline was 66.67% in TNBC (20/30) and 
42.00% in non-TNBC (21/50),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x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NBC than in the non-TNBC tissues ( χ 2=4.566, P<0.05). The expression of α-B crystalline 
in breast cancer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erms of age, tumor diameter, and cancer 
stage (P>0.05), but exhibits a difference in term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he number 
of metastasized lymph nodes [P53, Ki67 (P<0.05)], which presen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r=0.251). The α-B crystalline expression in TNBC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indices such as age, tumor diameter nodal metastasis, number of metastasis, P53, cancer 
stage, and Ki67 (P>0.05). 
Conclusi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α-B crystalline expression between TNBC 
and non-TNBC. α-B crystalline is highly expressed in TNBC tissues, and the ex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NBC tissues than that in non-TNBC tissues. α-B crystalline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Consequently, the overexpression of α-B 
crystalline in TNBC may be a reason for unfavorable TNBC progno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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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铜绿假单胞菌Ⅲ型分泌系统中毒力基因作用机理研究 
 

李昕 刘周 管世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了解合肥地区铜绿假单胞菌Ⅲ型分泌系统（TTSS）毒力基因 ExoS 和 ExoU 的携带情况

及分布耐药特点。  
方法  对来自合肥地区 3 家三甲医院临床分离的 156 株铜绿假单胞菌，采用 PCR 法检测

ExoS、ExoU 毒力基因的携带情况；同时采用微量稀释法测定抗菌药物对细菌的 MIC。 
结果  156 株铜绿假单胞菌菌株中有 129 株携带Ⅲ型分泌系统（TTSS），其中 exoU-/exoS+
基因表型菌株为 99 株，占总阳性菌株 76.7%；exoU+/exoS-基因表型菌株为 21 株，占总阳性

菌株 16.3%。痰液标本和血液标本均以 exoU-/exoS+基因表型最常见，分布占阳性菌株的

62.0%和 11.7%。药物敏感试验分析，TTSS 阴性菌株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他啶、阿米卡

星、头孢吡肟、头孢噻肟的耐药性均高于 TTSS 阳性菌株（P 值均小于 0.05）。exoU-/exoS+
菌株和 exoU+/exoS-菌株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相似（P 值均大于 0.05）。 
结论  大多数铜绿假单胞菌中存在Ⅲ型分泌系统（TTSS），且以 exoU-/exoS+基因表型菌株

为多。检查菌株的 exoU、exoS 基因，对分析患者病情和临床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32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miR-200 family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rcinoma 

 
tan chaochao1,huang ying1,tan liming1,li cunyan1,tang hua1,zhu yan2,wang yupeng2,wang lei3,xiao jie4,deng 

zhonghua1,cao youde1 
1.湖南省人民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3.长沙市中心医院 

4.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global expression profile of miRNAs in pancreatic carcinoma and 
its potential relevance to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Methods  LNA microRNA microarrays were utilized to detect miRNA expression levels in 
eight surgically removed pancreatic carcinoma tissues (PCT)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normal 
pancreas tissues (NT). After initial microarray validation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s (qRT-PCR), miR-200a, miR-200b and miR-
205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study in another 47 paired PCTs and matched NTs by qRT-
PCR using Taqman microRNA assay. 
Results  Twenty-seven microRNAs were observed to be deregulated greater than two-fold in 
PCT compared with NT by microarray. Consistenting with the microarray,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00a by qRT-PC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umor tissues than in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P = 0.026); while miR-200b (P = 0.000) and miR-205 (P = 0.000) 
were downregulated in PCT. Interestingly, among the 47 pancreatic carcinoma cases, low 
level expression of miR-200b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drinking status (P = 0.026), 
high miR-200a expression (hazard ratio, 5.99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2.518–14.264; P = 
0.000) and low miR-205 expression (hazard ratio, 0.32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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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6; P = 0.009) were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independent of clinical covariates, 
including TNM staging, lymph node status. 
Conclusion  Our data thus indicats the potential of miR-200a, miR-200b and miR-205 as a 
novel diagnostic or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pancreatic carcinoma. Besides, these data will 
guide further studies that specific microRNAs might become potential targets fo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33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 Tim-3 的表达水平和意义 
 

李妹 崔天盆 
武汉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430022 

 
目的  检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 Tim-3 的表达，并比较其与类风湿因子、血沉和 C 反应

蛋白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47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和 40 例正常对照者的血清，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 Tim-3 的表

达，同时检测类风湿因子、血沉和 C 反应蛋白，比较相关性。 
结果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 Tim-3 的表达为(3.22±0.30) ng/mL，正常对照组为

(1.66±0.06) ng/mL,两者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im-3 与类风湿因子，血沉没有相关性，

与 C 反应蛋白成正相关。 
结论  Tim-3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显著增高，可能参与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疾病的发生

发展过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35 
 

Associations between polymorphisms in the 
evolutionarily conserved region of IGF-1 promoter and 

colorectal cancer risk 
 

hu liling1,Liu Rui 1,Wu Ping1,Xu Dandan1,2,Wang Ruyao1,2,Zhao lijie1 
1.Tianjin Union Medical Center 

2.Graduate Schoo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revealed several functional gene polymorphisms o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 for cancer risk.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investigate 
whether polymorphisms detected in the evolutionarily conserved region (ECR) of  IGF-1 
promoter associated with colorectal cancer risk and circulating IGF-1levels . 
Methods  In this case-control study, DNA was isolated from blood of 401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colorectal cancer (CRC) and 405 controls in order to determine IGF-1 genetic 
polymorphisms. Microsatellite (CA)n repeat, rs35767, rs5742612 and rs2288377 which 
located at the promoter region of IGF-1 were all determined by PCR, then followed by 
fragment analysis and gene sequencing. Serum leve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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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F-1 was measured by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CLIA) .Odds ratios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 were estimated using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IGF-1(CA)18/(CA)19 and (CA)21/(CA)21 genotypes wer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risk of CRC (OR=0.54,95%CI=0.30–0.99; OR= 0.41, 95%CI=0.18–0.93, respectively) 
as(CA)19/(CA)19 genotype was taken as reference, while rs35767 CT/TT genotypes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CRC (OR=1.39, 95% CI=1.14–1.86). Specially, subjects 
carrying rs35767 TT genotype had the highest risk of CRC (OR= 2.40, 95% CI=1.33–4.33) 
only in men. Moreover, these subjects carrying rs35767 CT/TT genotypes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serum IGF-1 levels as compared with CC 
genotype(139.19±50.41ng/ml, 156.71±39.79ng/ml, 130.43±42.58ng/ml,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Subjects carrying IGF-1(CA)18/(CA)19 and (CA)21/(CA)21 genotypes might 
have lower CRC risk than carriers of (CA)19/(CA)19 genotype , whereas male subjects 
carrying IGF-1 rs35767 TT /CT genotypes might have higher CRC risk than carriers of CC 
genotyp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40 
 

Influence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on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ang Ruyao1,2,Liu Rui1,Zhao Lijie1,Xu Dandan1,Hu Liling1 

1.Tianjin Union Medical Center 
2.Graduate Schoo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Many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nd colorectal cancer; type 2 diabetes has also been reported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However, whether type 2 diabetes can aggravate the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remained unclear.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ype 2 diabetes on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and colorectal cancer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Methods  This was a case-control analysis of 615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205 with 
diabetes) and 410 colorectal polypus patients. Fibrinogen and D-dimer levels were compared 
intergroup. A Khorana assessment model was applied for the comparison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betwee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diabetes. 
Association between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among all the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as evaluated.  
Results  Fibrinogen levels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diabetes patients (4.13±1.06 vs 3.94±0.98, 
P<0.05).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had higher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H=4.749, P=0.029). 
Female, diabetes, colon (compared with rectum), larger tumor size, advanced pT stage and 
pN stage increased the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with odd ratios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1.537(1.064, 2.220), 1.499(1.027, 2.186), 2.313(1.588, 3.370), 2.284(1.542, 3.383), 
4.429(2.088, 9.396), 1.822(1.230, 2.69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ype 2 diabetes increase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Female sex, diabetes, colon location, large tumor and poor stage are associated 
with an elevation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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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48 
 

COPD 中 IgG、IgA 和 IgM 型抗支气管上皮细胞抗体 
 

程贵莲 熊银 崔天盆 
武汉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430022 

 
目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自身免疫和支气管上皮细胞的损伤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的发病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循环的抗支气管上皮细胞抗体（anti-HBEC）结合到

COPD 患者的支气管上皮细胞上，可引起支气管上皮细胞的损伤。因此，本文旨在探讨

COPD 患者血清中 IgG、IgA 和 IgM 型 anti-HBEC 与 COPD 临床特点的关系。 
方法  用间接免疫荧光的方法对 170 例 COPD 患者和 150 例健康对照组血清进行 IgG、IgA 和

IgM 型 anti-HBEC 的检测，分析该抗体阳性与 COPD 患者的年龄、性别、BMI 和肺功能等的

关系。 
结果  COPD 中 IgG 型 anti-HBEC 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20.00%，7.33%，1:100 稀

释）（P<0.05); 
IgA 型 anti-HBEC 阳性率也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29.41%，8.67%，1:40 稀释）

（P<0.001)；IgM 型 anti-HBEC 阳性率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11.18%，6.67%，1:40 稀

释）（P>0.05)。IgG 和 IgA 型 anti-HBEC 阳性的 COPD 患者主要集中在 GOLDIII 期和 GOLD 
IV 期，并且 IgA 型 anti-HBEC 阳性的 COPD 患者 BMI 偏低（P<0.05）。 
结论  IgG 和 IgA 型 anti-HBEC 与 COPD 的 GOLD 分期有关联。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IgG 和

IgA 型 anti-HBEC 可能会作为评估 COPD 严重性的新型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56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药敏表型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分

子分型研究 
 

贾珉 
武汉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430022 

 
目的  研究从临床标本中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SA）的耐药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的发生率及了解我院临床分离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的葡萄球菌盒染

色体 mec( SCCmec) 分型、杀白细胞素( PVL) 阳性率。为临床预防、MRSA 流行监测, 制定

防治方案等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 技术）对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MRSA 进行 SCCmec 分型及 PVL
基因检测；MIC 法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对 14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结果 967 株 SA 中检出 210 株 MRSA，检出率为 21.7％。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

(MSSA)对克林霉素、复方磺胺甲嚼唑、四环素 3 种抗菌药物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39．7％、

31．7％、22．2％；对庆大霉素及喹诺酮类耐药率较低，为 6．3％一 14．3％。而 MRSA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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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霉素、B 一内酰胺类抗菌药物 100％耐药，对其他药物表现为多重耐药。未检出万古霉素

耐药菌株。MRSA 中检出 5 株 ST5-MRSA-Ⅱ-t002 占 2.4％；177 株 ST239-MRSA-Ⅲ-t030 型

占 84.3％；10 株 SCCmecⅣ型占 4.7％，其中 5 株 ST59-MRSA-Ⅳa-t437，5 株 ST398-
MRSA-Ⅳ；10 株 SCCmecⅤ型占 4.7％，其中 7 株 ST59- MRSA-Ⅴ-t437；8 株未分型占

3.8％；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57 
 

SOD、TAS 和血脂联合检测在冠心病的临床应用【摘要】 
 

孙淑艳
1,1 朱月平

1 陈倩倩
1 刘延清

2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2.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 河北 廊坊 065200) 
 

目的  探讨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总抗氧化能力(TAS）和血脂指标联合检测在冠心病诊

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 2015 年 2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冠

心病患者 78 例作为冠心病组,选择同期体检中心的健康体检者 5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 疾病组患

者根据症状体征、临床表现以及相关检查分为稳定型心绞痛组(SAP,25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组(UA,25 例)和急性心肌梗死组(AMI,28 例)。AMI 诊断标准符合全球统一标准。所有研究对象

均空腹采集静脉血，分离血清，应用日立 7600-21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总抗氧化能力(TAS)和多项血脂指标的水平,比较冠心病组与健康对照组以及冠

心病各组间差异。  
结果  冠心病组 SOD、TAS 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t 分别为 3.91、4.35，p<0.05)；而 TC、

TG、LDL-C、LPa 以及 ApoB 的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经 Spearman 相关分析表

明,血清 SOD 水平与 TAS 水平存在正相关(r＝0.780，P<0.05)。冠心病组间比较：AMI 组
SOD、TAS 水平低于 SAP 组(p<0.05),而 LDL-C 和 ApoB 的水平高于 SAP 组。与 SAP 组相

比，UAP 组 SOD 水平低（p<0.05）。  
结论  检测血清 SOD、TAS 有助于评价体内的抗氧化水平，同时联合检测多项血脂指标，有

助于冠心病心血管损伤和斑块不稳定的预测，为临床诊治冠心病和推断预后提供可靠的实验室

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58 
 

乙肝五项、Pre-S1 抗原与 HBV-DNA 相关性分析及对肝功能

的损伤 
 

王尚云 韦涌涛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 2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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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血清学标志物、乙肝前 S1 抗原和乙肝 DNA 定量之间的关系，

分析其对乙肝患者诊断和预后的意义，以及对肝脏损伤的作用。 
方法 分别使用化学发光法、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和荧光定量 PCR 法,同时对 260 例

乙肝患者的乙肝病毒五项、前 S1 抗原(Pre S1)、乙肝病毒 DNA(HBV DNA)进行定性、定量的

检测，并筛选出 40 名健康人作为质控对照，同时检测肝功能。  
结果  (1)大三阳患者 115 例: 乙肝 表面抗原(HBsAg)含量均＞250uIu/mL①：此类患者中乙肝

前 S1 抗原(PreS1-Ag)阳性者为 100 例，阳性率率为 87%；乙肝病毒 DNA(HBV DNA)阳性者

为 105 例，阳性率为 91.3%。PreS1-Ag 和 HBV DNA 同时阳性者为 100 例，同时阴性者 10
例，两者符合率为 95.6%。肝功能损伤者（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升高）18 例，阳性率

15.6%。(2)小三阳患者 145 例:此类患者中乙肝前 S1 抗原(PreS1-Ag)阳性者为 85 例，阳性率

率为 58.6%；乙肝病毒 DNA(HBV DNA)阳性者为 90 例，阳性率为 62.1%。PreS1-Ag 和 HBV 
DNA 同时阳性者为 65 例，同时阴性者 40 例，两者符合率为 72.4%。随着乙肝表面抗原含量

的的升高，PreS1-Ag 和 HBV DNA 的阳性率是升高的。肝功能损伤者 26 例，阳性率

17.9%。  
结论  与小三阳患者比较，大三阳的乙型肝炎患者，PreS1-Ag、 HBV-DNA 的阳性率，两者的

阳性符合率更高。小三阳的乙型肝炎患者，若 PreS1-Ag、 HBV-DNA 阳性，说明存在乙肝病

毒的再复制，具有传染性，处于活动期。乙肝前 S1 抗原检测较 HBV-DNA 简便，在不具备检

测乙肝 DNA 的实验室，可以由乙肝前 S1 抗原代替 HBV-DNA 反映乙肝病毒的复制和传染

性。乙肝病毒血清学标志物、HBV DNA 定量及 PreS1 抗原联合检测,更能准确反映临床 HBV
感染、复制、传染性及抗病毒治疗效果的状况，更好地预测肝功能的损伤情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360 
 

Prediction of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Using 
Urinary miRNA signatures 

 
Du Lutao,Jiang Xiumei,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Noninvasive methods of predicting the risk of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may 
expedite appropriate therapy and reduce morbidity and cost.    
Experimental Design  Here, MiSeq sequencing was used to identify urinary candidate 
bladder cancer biomarkers in 15 participants (NMIBC, MIBC and healthy donors) .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s of candidate miRNAs 
which were then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in 382 participants. These marker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 panel discriminating muscle-invasive from noninvasive disease. Finally, 
the ability of the panel to predict muscle-invasive disease was evaluated prospectively in 185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Three miRNAs formed a panel predictive of muscle-invasive 
disease. 
Results  The AUC of the three-miRNA panel was 0.84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795 
to 0.893) and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was 0.122, providing a sensitivity of 78.76% and a 
specificity of 80.53%. A threshold of 0.122 was selected to ensure good predictive ability for 
MIBC.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miR-24-3p level (p = 0.003), tumor stage 
(p = 0.008) and lymph node status (p = 0.019) maintained their significance 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ver survival of MI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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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Use of urinary miRNAs seems promising in 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y a patient 
harbors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These miRNAs also shed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biology of bladder tumor progression not obtainable by other method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61 
 

重庆市 7 家生殖健康中心乙肝两对半和梅毒项目比对结果调

查分析 
 

邹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了解重庆市计生系统生殖健康中心孕前优生检测项目乙肝两对半和梅毒开展情况及检测

质量      
方法   对重庆市 7 家计生医院 2015 年 1 月、7 月和 10 月共计三次与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检验

科进行现场比对的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   HB sAg、HB sAb、HB eAg、HB cAb 和梅毒三次比对全部合格 性能满意，HB eAb1
月全部合格、7 月有 3 家比对未合格，10 月有 1 家比对未合格  
结论  综合比对结果，乙肝两对半和梅毒项目除 HB eAb 总体检测性能略差，其他项目性能基

本满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66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对氨基糖苷类药物耐药机制研究 
 

彭敬红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分析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MDR-
Ab）的耐药率，研究其对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机制。 
方法  用琼脂稀释法法测定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用 PCR 法扩增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 AAC(3)-
Ia、AAC(6′)-Ib、ANT(3'′)-I、消毒剂与磺胺类耐药基因 qacE△1-sul1 和Ⅰ类整合酶基因 intl1。 
结果  MDR-Ab 对多黏菌素 B 和多黏菌素 E 全部敏感，耐药率较低的药物是头孢哌酮/舒巴

坦、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分别为 35.7%、50.0%和 52.3%；42 株 MDR-Ab 共检出

AAC(3)-Ia、AAC(6′)-Ib、ANT(3'′)-I、qacE△1-sul1 和 intl1 类耐药基因各 32、22、11、26、
25 株，检出率分别为 76.2%、52.4%、26.2%、61.9%和 59.5%。 
结论  MDR-Ab 耐药形势严峻，多黏菌素 B 和多黏菌素 E 是治疗 MDR-Ab 感染的有效药物。

MDR-Ab 对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是产生氨基糖苷钝化酶，Ⅰ类整合子也发挥了

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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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72 
 

抗 dsDNA 抗体荧光免疫层析检测技术研究 
 

吴淡娟 裘宇容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建立一种利用荧光微球免疫层析技术检测人血清中抗 dsDNA 抗体的方法。 
方法  以侧向流层析技术为基础，利用生物素(Biotin)-亲和素(SA)放大系统，将 dsDNA 固定在

硝酸纤维素膜膜上与荧光微球标记的鼠抗人 IgG 探针组成双夹心法，通过荧光免疫分析仪对荧

光强度进行对照分析实现人血清样本中抗 dsDNA 抗体的检测。  
结果 该方法可以在 15 分钟内完成检测，灵敏度 4.3IU/mL，线性范围 10.0IU/mL-
500.0IU/mL，精密度 7.6%；通过样本测试比对分析，与广州南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盒之

间具有很好的一致性，符合率达到 97.5%，其可较好的满足临床使用的要求。 
结论  建立了荧光免疫层析技术定量检测人血清中抗 dsDNA 抗体的方法。其灵敏度、线性范

围、精密度广州南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盒水平相当，但其快速、操作简单便捷的特色将为

急诊或特殊环境检测要求提供一种新的临床诊断方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75 
 

脑梗死患者血清 IMA HCY LDL-C 水平相关性分析 
 

张瑞妮 宋少婷、王丽萍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716000 

 
目的 脑梗死是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等特点，严重威胁

人类生命和生活质量，对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本课题为研究血清中缺血修饰蛋白

（ischemia modified protein，IMA)、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 HCY）、低密度脂蛋白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C）水平与脑梗死患者的关系,IMA 不仅在心肌缺血时产生，

在脑梗死等非心肌缺血性疾病患者血清中亦有升高，LDL-C、HCY 是脑梗死的危险因素，主

要目的为究探讨 IMA、HCY、LDL-C 三者与脑梗死的关系，并为临床早期诊断脑梗死和监测

脑卒中高危人群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脑梗死诊断主要依靠影像学，但由于其有时间窗的局限性，目前脑梗死的生化标志物研

究已经成为热点，本课题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就诊于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的脑梗死患者 85 例，为实验组。与同期健康体检者 50 例，为对照组。采用贝克曼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 AU2700 对血清 IMA（白蛋白-钴结合实验法）、HCY（酶循环速率法）、LDL-C
（选择性清除法）的水平进行检测，并进行组间比较与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实验组血清 IMA、LDL-C、HCY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同时实验组患者 IMA 与 HCY、LDL-C 存在正相关关系，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对照组 IMA 与 HCY、LDL-C 水平无相关性（P>0.05） 
结论  脑梗死患者 IMA、HCY、 LDL-C 水平较健康体检者增高且呈一定相关性，IMA、LDL-
C、HCY 三者很可能成为脑梗死早期诊断指标，通过测定脑卒中高危人群中血清 IMA、L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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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CY 水平，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从而减低脑血管疾病对家庭社会所带来的经济和精神负

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78 
 

阳虚体质的血浆 1H-NMR 代谢组学研究 
 

刘飞 张鹏 吴淡娟 赵明海 纪婷婷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应用核磁共振(NMR)波谱学的代谢组学方法，检测中医体质分类中阳虚体质与平和体质

的血浆代谢物，研究阳虚体质中特征代谢物的特点。 
方法  收集阳虚体质与平和体质各 8 人的血液样品，采用横向豫驰时间的分布曲线磁共振脉冲

序列（CarrPurcell Meiboom Gill CPMG）采集血液样品数据，观测血浆中的小分子代谢物。

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比较阳虚体质组与平和体质组血浆内源性差异代谢产物。 
结果  血浆中的代谢产物，与平和体质组相比，在阳虚体质组中乳酸（t=-3.018）、低密度胆

固醇脂蛋白（t=-2.849）、脂肪酸(-3.325)、氧化三甲胺（t=-5.217）、N-乙酰糖蛋白 t=-
4.684）浓度水平都有不同程度下降；而磷脂酰胆碱(t=3.901)、葡萄糖(t=3.390)与谷氨酰胺

(t=5.177)浓度水平都有不同程度升高。 
结论  阳虚、平和体质差异性代谢产物的发现，从代谢组学角度为体质可分及个体差异提供了

新的依据。阳虚、平和体质不仅存在体内生物合成与分解中能量代谢、糖代谢、脂代谢、氨基

酸代谢等的差异、改变，也存在神经递质、脏腑功能的改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87 
 

狼疮抗凝物实验室规范化检测进展 
 

谢波 徐升强 崔天盆 
武汉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430022 

 
狼疮抗凝物（Lupus anticoagulants，LAC）是一类针对带负电荷磷脂或磷脂与蛋白复合物的

自身抗体，其持续阳性预示动静脉血栓以及习惯性流产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此外监测 LAC 可

为临床医生进行抗凝治疗提供依据。但由于分析前，分析中诸多因素（如样本的准备、筛查试

验的检测试剂和方法选择）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重复性，其临床应用效果不太理想。本文

依据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英国血液学标准委员会(BCSH)以及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

会（CLSI）等相关指南及文献，对狼疮抗凝物实验室检测相关问题进行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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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395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半乳糖凝集素 9 的表达水平和意

义 
 

余芳
1 李妹

2 
1.武汉市第一医院针灸科 
2.武汉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目的  检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半乳糖凝集素 9 的表达，并比较其与类风湿因子、血沉

和 C 反应蛋白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42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和 42 例正常对照者的血清，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半乳糖凝集

素 9 的表达，同时检测类风湿因子、血沉和 C 反应蛋白，比较相关性。 
结果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半乳糖凝集素 9 的表达为 1.69±0.13 ng/mL，正常对照组为

0.92±0.05 ng/mL,两者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半乳糖凝集素 9 与类风湿因子，C 反应蛋白

没有相关性，与血沉成正相关。 
结论  半乳糖凝集素 9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显著增高，可能参与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疾

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05 
 

缺氧促进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向神经样细胞分化 
 

刘华 李芳 汪运山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良好应用潜力的

种子细胞，MSC 移植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其疗效已在动物实验中得到

了初步证实。而如何提高 MSCs 在体内向神经样细胞分化效率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本文旨

在探讨在低氧环境下对 MSCs 向神经样细胞分化的影响。 
方法  分离培养脐带 MSCs，流式细胞仪检测 MSCs 表面标志物 CD13, CD34, CD44, CD45, 
CD90, CD105 表达。MSCs 在细胞因子 bFGF、EGF 及 BDNF 、NGF 2 步法神经诱导培养条

件下，RT-PCR 及 western-blot 检测神经相关基因的表达及缺氧因子 HIF1a 的表达。同时将

MSCs 细胞置于 5%低氧环境下培养 24 小时，检测 MSCs 基因表达变化。 
结果  贴壁法分离得到脐带 MSCs 细胞，流式检测高表达 CD13、CD44、CD90 和 CD105，
纯度在 95%以上，不表达 CD34、CD45。MSCs 在 2 步神经诱导条件下，细胞形态向神经样

细胞分化，出现神经花环样结构。RT-PCR 及 wester-blot 检测发现诱导后的 MSCs 上调表达

神经相关基因 nestin、NSE、GAP43 及 MAP2，同时缺氧因子 HIF1a 表达上调。在 MSCs 在

缺氧条件下培养，细胞基因表达发生变化，HIF1a 表达上调，神经相关基因 nestin、 NSE、
GAP43 及 MAP2 表达上调。 
结论  我们成功分离得到脐带 MSCs 细胞，脐带 MSCs 在向神经样细胞分化过程中高表达

HIF1a，缺氧条件下，HIF1a 促进间充质干细胞向神经样细胞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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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08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 TAM 受体及 其配体的表达与临床意义 
 

程贵莲
1 熊银

1 罗光伟
2 崔天盆

1 
1.武汉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2.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科 

 
目的  探讨 TAM 受体 sAxl、sMer 和 sTyro3 及其配体生长停滞特异性蛋白 6(Gas6)在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COPD)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了 136 例 COPD 与 125 例健康对照者血清中 sAxl、sMer 和
sTyro3 与其配体 Gas6 的表达情况，分析其表达与 COPD 患者临床特点的关系。 
结果  COPD 患者血清中 sAxl、sMer 和 sTyro3 的浓度远低于健康对照组(sAxl: 16.95±0.57 
vs18.81±0.43 ng/ml, p < 0.05; sMer: 4.90±0.20 vs5.53±0.15 ng/ml, p < 0.05; sTyro3: 
2.78±0.07vs 5.69±0.15 ng/ml, p < 0.0001)，Gas6 在两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0.28±0.021 vs 
0.25±0.013ng/ml, p > 0.05)。根据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 (GOLD)将 COPD 分为 GOLD
Ⅰ、GOLDⅡ、GOLDⅢ、GOLDⅣ期，sTyro3 和 Gas6 的浓度在四期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但

从 GOLDⅠ到 GOLDⅣ期 sAxl 和 sMer 的浓度依次降低，且各期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且

sAxl 和 sMer 的浓度与 COPD 患者的肺功能指标 FEV1(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

FEV1/FVC(用力肺活量)等均有显著相关性(sAxl：p <0.0001；p < 0.0001；sMer：p < 0.05；
p < 0.001)。 
结论  COPD 患者血清中 sAxl、sMer 和 sTyro3 的水平显著降低，说明 sAxl、sMer 和 sTyro3
在 COPD 的发病机制中起到一定作用。sAxl 和 sMer 随 COPD 严重程度的增加，依次降低，

因此，sAxl 和 sMer 可能是监测 COPD 严重程度的新型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10 
 

胃癌组织中 lncRNA MALAT1 表达水平及意义 
 

任浩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检测 lncRNA MALAT1 在胃癌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特征

的关系，探讨其在胃癌诊断及预后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32 例胃癌患者癌变组织及正常胃组织，采用实时定量 PCR 对癌组织及正常胃组织

中 MALAT1 的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并分析其与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原发灶面积、远处转

移、TNM 分期等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结果  胃癌癌变组织中 MALAT1 表达水平（2.594±0.658）较正常胃组织（1.064±0.241）有显

著升高（P=0.0025）；TNM 分期为Ⅲ期和Ⅳ期的患者癌组织中其表达水平高于Ⅰ期和Ⅱ期的

患者癌组织（P=0.034）；出现远处转移的患者癌组织中其表达水平高于未出现远处转移的患



1071 
 

者（P=0.018）；其表达水平在年龄、性别、肿瘤原发灶面积、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上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lncRNA MALAT1 在胃癌癌组织中表达水平显著上调，可能与肿瘤的增殖及转移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415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antibodies to prothrombin, 
thrombin and Annexin-A5in Chinese patients 

with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potential interest in 
discriminating patients with thrombotic events and non-

thrombotic events 
 

Zhang Shulan,Wu Ziyan,Chen Si,Li Jing,Wen Xiaoting,Li Liubing,Zhang Wen,Zhao Jiuliang,Zhang 
Fengchun,Li Yongz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 is an autoimmune prothrombotic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recurrent vascularthrombosis and/or pregnancy morbidity. The presence of the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 (aPLs) represents a hallmark feature of APS.Although the recent 
updated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APS include lupus anticoagulant (LAC), anticardiolipin (aCL) 
and anti-β2-glycoprotein 1 (aβ2GP1) antibodies for routine test, continuous effort on the 
research for new clinically useful biomarkers greatly expanded our understanding of non-
criteria aPLs. To our knowledge, few, if any,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clinical relevance of 
antibodies to prothrombin (aPT), thrombin (aThr) and Annexin-A5(aANXA5)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PS. Given those results will enhance our appreciation of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those non-criteria aPLs,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role of those 
antibodies, particularly in their prognostic value for thrombosis. Sera from 229 subjects were 
tested, including 35 patients with primary APS, 51 patients with APS associated to other 
diseases, 30 patients with non-APS thrombosis, 32 patients with non-APS pregnancy-related 
morbidity, 42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39 healthy controls (HC). 
Serum IgG/IgM/IgA aCL, IgG/IgM/IgA aβ2GP1, IgG/IgM/IgA aPT, IgG/IgM/IgA aThr and 
IgG/IgM aANXA5 antibodies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Aesku Diagnostics, Wendelsheim, 
Germany)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The levels of IgG/IgM/IgA aPT, 
IgG/IgM/IgA aThr, andIgG/IgM aANXA5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PAPS 
and APSAOD compared with HC. Both IgG aPT and IgG aThr exhibited promising diagnosis 
potentials for APS with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16.3% and 95.8%(IgG aPT), and 
19.8% and 99.3% (IgG aThr), respectively.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LR+),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LR-)for IgG and IgM aANXA5 in the diagnosis of APS were 17.4% and 
11.6%, 99.3% and 99.3%, 93.8% and 90.9%, 66.7% and 65.1%, 24.94 and 16.63, and 0.83 
and 0.89, respectively.Importantly, both IgG aPT (OR, 4.06; 95% CI, 1.49-11.05) and IgG 
aThr (OR, 4.49; 95% CI, 1.62-12.45)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arterial, but not venous, 
thrombotic events. In addition,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IgG aANXA5 were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arterial thrombosis, but not in patients with venous thrombosis,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out thrombosis. A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IgG aANXA5 and arterial 
thrombotic events was identified (OR, 4.24; 95% CI, 1.45-12.34). No correlations were 
identified between IgG/IgM/IgA aPT,IgG/IgM/IgA aThr, or IgG/IgM aANXA5 and obstetric 



1072 
 

complications. In summary, our findings suggestthat aPT, aThr and aANXA5antibodies, 
especially the IgG isotype, could serve as promising biomarkers to identify patients at risk of 
arterial thrombosis in China.Our findings might shed insigh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IgG 
aPT,IgG aThr and IgGaANXA5 antibodies in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APS in Chinese 
hospital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19 
 
 Genetic diagnosis of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3 

gene in achondroplasia patients  
 

wang jun,wang yunshan,zhang xiaoqian,xu yihui,han shuyi,wang min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Abstract  Background To study the gene mutation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achondroplasia(ACH) and to set up a simple and rapid molecular diagnostic method to 
differentiate ACH from other similar genetic dwarfism.  
Methods  The specific fragment of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3(FGFR3) 
transmembrane domain was amplified from blood of 6 patients with ACH and 6 suspicious 
patients with ACH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hen mutation was screened and detected 
by sequencing. 
Findings  One out of 6 suspicious cases was ACH and 5 were 
pseudoachondroplasia(PSACH).  Interpretations The nucleotide 1138 of FGFR3 gene is also 
the hotspot of mutatio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CH. 
conclusion  A simple and rapid molecular diagnostic method has been set up to differentiate 
ACH from other similar genetic dwarfism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26 
 

武汉地区侵袭性酵母感染的质谱鉴定及流行病学分析 
 

胡志敏
1 张鞠玲

2 陈中举
3 周俊英 4 金正江

5 冷培
6 谢小芳

7 贾珉
1 王永涛

1 崔天盆
1 

1.武汉市第一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 医院 

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5.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6.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7.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评价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 MS）用于快速鉴定侵袭性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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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IFI）病原菌的可行性，分析武汉地区侵袭性酵母菌感染病

原菌的流行病学情况。 
方法  应用 ChromID? Candida 产色培养基进行初步鉴定，再用 VITEK 2-compact 系统和

Bruker MALDI-TOF-MS 系统分别鉴定武汉地区 216 株侵袭性感染酵母菌。对未能鉴定、鉴定

结果不一致或质谱鉴定得分低于 1.7 的菌株通过基因序列测定进行鉴定。 
结果  Bruker 质谱鉴定符合率在属水平上为 100％，种水平上为 98.1％。武汉地区 216 株侵袭

性酵母菌感染标本主要来源于外科及外科 ICU（50.5%）；主要分离于血液（35.7%）、腹水

（17.6%）及引流液（13.0%）；病原菌主要为白念珠菌（100/216，46.3%），近平滑念珠菌

（35/216，16.2%）和热带念珠菌（33/216，15.3%)。其中血液和引流液分离株中非白念珠菌

的比例较高，腹水分离株主要以白念珠菌为主。 
结论  基于 MALDI-TOF-MS 鉴定方法具有很好的准确性，并且其检测成本较低，实验准备时

间很短，MALDI-TOF-MS 可以用于侵袭性真菌感染菌种的快速鉴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30 
 

Effects of STAT3 gene silencing o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stomach cancer cells 

 
Tong shuqing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AIM   To construct siRNA expression vectors targeting STAT3 gene and to examin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siRNAs on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and its effect o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stomach cancer cell lines MGC-803. 
Methods  Two STAT3-siRNA fragments were synthesized, and then transfected into MGC-
803 cells. Then, STAT3 mRNA and protein were examin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after transfection. Inhibition on proliferat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MTT assay. 
Finally, The influence on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two STAT3-siRNA expression vectors were found to contain the correct siRNA 
sequences, as confirmed by sequencing , ultraviolet Tlot showed that the abundances of 
STAT3 mRNA and protei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relative to both the control and si-NC 
groups (P<0.05). MTT assay showed that, after transfection, cell proliferation in the siRNA 
group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si-NC group.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the abundances of STAT3 protein can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some apoptosis genes. 
Conclusion  Down-regulation of STAT3 of stomach cell lines MGC-803 can suppres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 cell 
apoptosis which suggests that STAT3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gene therapy of 
stomach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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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impact of high ratio of circulating miR-210 to 
miR-92b levels in bladder cancer patients 

 
Yang Yongmei,Qu ailin,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circulating microRNAs (miRNAs) are low-
invasive useful biomarkers for cancers. MiR-210 is the master hypoxamir that generally 
exhibits oncogenic properties in most human solid tumors including bladder cancer (BC). 
However, it remains unknown about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irculating miR-210 levels in 
BC. Herein, we aimed to test miR-210 and miR-92b, which are reported to be highly and 
poorly expressed in BC tissues, as candidates for serum biomarkers in BC.  
Methods  This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Evaluation of serum miR-210, miR-92b 
and ratios of miR-210/miR-92b using RT–PCR by comparing results from 84 BC patients and 
62 healthy controls. (2)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miR-210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3) Evaluation of whether serum miR-210 expression level could 
be used to reflect tumour dynamics in patients with BC. 
Results  (1) The serum level of miR-21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BC patients 
(P<0.0001), while that of miR-92b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009) and the miR-210/miR-
92b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001) in BC patients than in controls. Moreover, the 
miR-210/miR-92b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dvanced clinical stage. The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ROC 
(AUC) was highest for the miR-210/miR-92b ratio assay. (2) MiR-210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Grade (P=0.040) and T stage (P=0.003) in BC patients. (3) 
Serum miR-210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aired post-operative samples (P=0.005), 
and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001) in relapsed samples. 
Conclusion  The increased ratio of serum miR-210 to miR-92b levels contributes to tumor 
detection, stage prediction and dynamic surveillance in patients with B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32 
 

基于 CLSI  EP12-A2 文件要求的乙型肝炎五项定性检测性能

验证 
 

唐恩跃
1 何增品

2,2 崔晓花
2,2 杨永平

2,2 熊秋霞
2,2 

1.保山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云南保山 678000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检验科 云南昆明 650032 

 
目的  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免疫室酶联免疫法(E L I S A)定性项目乙肝五项进

行性能验证。定性项目的性能评价包括重复性评价（分析物浓度接近临界点时的重复性实验、

批内重复性、批间重复性）、方法学比较(包括未知临床诊断的方法学比较和已知临床诊断的

方法学比较）、检测限验证、特异性验证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分析物浓度接近临界点时的重复

性实验和方法学比较两项评价。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颁布的 EP12-A2 文件

《定性项目的性能评价》提出定性检测重复性须验证三个浓度值的临床样本，即 C50（临界

点）、C5（低于 C50 浓度 20%）和 C95(高于 C50 浓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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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 ELISA 法，通过稀释乙肝五项各项目强阳性标本得到临界值浓度( C50 )并验证其是

否正确；采用各个项目临界值( C50 ) - 2 0 % ~ +2 0 % 浓度范围的重复性实验验证其结果是否

包含 C5– C95 区间；用( C50 ) +2 0 %浓度验证检测限；常规手工操作试验和 TECAN 全自动

酶免检测两种方法检测 10 份阳性和 10 份阴性标本，对其结果进行方法学比较及分析。 
结果  5 个项目 C50 验证正确；临界值(C50)-2 0 % ~ + 2 0 % 浓度范围包含了 C5 – C95 区
间；检测限验证通过；5 个项目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一致性检验 Kappa 系数均为 1。 
结论 本实验室乙肝五项定性检测使用方法及试剂盒相关性能均验证合格, 常规手工操作试验方

法和 TECAN 全自动酶免检测方法两种方法学比较结果一致性较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33 
 

IgG4 相关性肝病与变态反应关系的初步探讨 
 

邬叶红 赵荣平 李敏 徐燕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10080750 

 
目的  IgG4 是 IgG 的一个亚型，血清 IgG4 含量为 0.08～1.4 g/L，约占血清总 IgG 含量的

0.8%～11.7%。Kamisawa 等于 2003 年提出了 IgG4 相关性疾病这一概念。本文初步探讨变

态过敏反应与 IgG4 相关性肝病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IgG4 相关性肝病患者 47 例(A 组)，男/女(22/25)，年龄 50(22-81)岁；自身免疫性

肝病患者 46 例(B 组)，男/女(10/36)，年龄 46(21-70)岁。用散射速率比浊法测定各组的血清

IgG4、IgG、IgE。 
结果  A、B 两组之间性别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5）；A、B 两组血清 IgG4、
IgG4/IgG（%）、IgE 水平[M(P20-P80)]在统计学上分别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A、B
两组血清 IgE 升高率分别为 63.83%、26.09%，两组之间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05）；血清 IgG4 和 IgE 升高率之间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性相关（P<0.005）。 
结论  多项研究表明 IgG4 RD 患者中 Th2 细胞以及可调节性 T 细胞免疫反应增强，同时部分

IgG4 RD 患者有过敏史，血 IgE 及嗜酸粒细胞水平升高、组织学表现中可见嗜酸粒细胞浸润。

因此有观点认为 IgG4 RD 可能是一种慢性过敏性反应而非自身免疫性反应。Zen 等报道的

IgG4 相关硬化性胰腺炎和胆管炎患者，受累器官组织中 Th2 细胞因子(IL-4、IL-5、IL-13)和调

节细胞因子表达上调。调节性 T 细胞阻止 Th2 免疫反应，它产生的 IL-10 可指导 B 细胞产生

的抗体从 IgE 向 IgG4 转换，导致组织内大量 IgG4 浆细胞浸润，而 TGF-β 促进组织纤维生

成。以 Th2 和调节性 T 细胞为主的免疫反应与过敏性疾病密切相关，提示该疾病的发病机制

可能是过敏反应，IgG4 在其中是抑制性抗体。本研究也显示 A、B 两组间血清 IgE 的升高率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血清 IgG4 和 IgE 升高率之间的关联性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IgG4 相关性疾病是一种新近认识的疾病，目前我国对此病的报道还为数不多，研究甚少，其

发病机制及诊断治疗方法还需进一步探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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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35 
 

系统性硬化病并发肺部层生镰刀霉感染 1 例 
 

胡志敏
1 郭莉娜

2 张鞠玲
4 杨启文

2 肖盟
2 徐志鹏

2 周小勇
3 崔天盆

1 
1.武汉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 
3.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 
4.解放军 302 医院检验科 

 
近几十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介入性治疗手段的丰富、免疫抑制及免疫缺陷人群的

增加、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及广谱抗生素的临床应用均为条件致病真菌的感染创造了先决条件，

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并发真菌性肺炎的发病率有较大幅度上升，其中镰刀霉属感染仅次于曲霉菌

属[1]。2014 年 4 月我们发现 1 例由层生镰刀霉引起的系统性硬化病患者肺部感染，经两性霉

素 B 治疗后感染受控，病例研究如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41 
 

3 种梅毒检测血清学检测方法比较 
 

陈兰兰 刘义庆 邹建文 段文冰 邵靖 张培莉 牛登冉 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通过对目前临床试验室常见的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进行简单的综述，并对各种方法进行

比较，总结出各种方法的诊断效率及灵敏度和特异性，有利于实验室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相对性

价比高的检测方法，同时指导临床医师正确认识梅毒的血清学检测报告，从而实现对梅毒的早

期诊断。 
方法  收集梅毒常规检测样本 1000 例，确诊梅毒阳性标本 54 例，预留的干扰样本 60 例，预

留的临界标本 26 例，分别用雅培微粒子化学发光法，罗氏电化学发光法，免疫印迹法三种方

法进行抗-TP 检测，比较雅培微粒子化学发光法和罗氏电化学发光法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  随机样本共 999 例。其中，根据 Abbott Architect 方法筛选阳性结果样本 9 例，使用罗

氏 Elecsys 方法检测后同为阳性结果的为 7 例，阴性结果的 2 例，雅培阴性罗氏阳性的样本为

4 例。两种检测方法阳性结果一致性为    %。根据 Abbott Architect 方法筛选阴性结果样本

990 例，使用罗氏 Elecsys 方法检测后同为阴性结果的为 988 例，阳性结果的 2 例，两种方法

阴性结果一致性为 99.60%。所有样本总体一致性为 99.50%， 
结论  罗氏 Elecsys 方法和 Abbott Architect 方法均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但是均有一定数量

的假阳性，检测结果在截断值（cut off 值）附近的检测结果，需要谨慎解读并结合临床实际情

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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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4 Expression and its modulation in gastric cancer 
 

Yang Yongmei,Qu ailin,Wang chuanx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To dectect CCR4 expression in dysplastic gastric mucosas, gastric 
adenocarcinomas with adjacent normal gastric tissues and paired metastatic lymph nodes 
from GC tissues,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GC cell lines. And to analysis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CR4 in GC and the reason for its modulation. 
Methods  1. IHC was performed on parrafined sections of 56 dysplastic gastric mucosas, 63 
gastric adenocarcinomas with 63 adjacent normal gastric tissues and 42 paired metastatic 
lymph nodes from GC tissues,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distribution of CCR4.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of tumor tissue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expression of 
CCR4 in relation to hist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its related molecule,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2. Flow cytometry (FCM) and real time RT-PCR were carried out to analyze 
CCR4 expression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MKN-28 (well differentiated), 
AGS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SGC-7901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nd MKN-45 (low 
differentiated)  
3. Stimulation of gastric cell lines with various cytokine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modulatory factors affcting CCR4 expression in GC cell lines. And we also explored the 
signal pathway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CCR4 in GC cancer cells by using a 
specific inhibitor of NF-κB. 
Results  1. There was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up-modulation of CCR4 in gastric tumor 
tissues (27/63; 42.9%) in comparison with adjacent normal gastric tissues （0/63; 0）and 
premaligant gastric tissues （2/56; 3.6%）(both P < 0.001). And CCR4 positive expression
（15/42; 35.7%） of primary gastric carcinoma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35/42; 83.3%）（P<0.01）.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of CCR4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P<0.01) in GC tissue has been found.  
2. Detectable levels of CCR4 mRNA expression were examined in four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by real-time RT-PCR,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CCR4 among them (all P>0.05).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showed low levels of CCR4 protein expression, also without 
signif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ll P>0.05). 
3. Stimulation of gastric cell lines with various cytokines showed that TNF-α uniquely 
upmodulated CCR4 expression through activation of nuclear factor-κB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Conclutions  1. We showed that CCR4 was negative staining in nonneoplastic cells, slowly-
intensifying in premaligant tissues, broadly expressed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and even 
more broadly expressed in lymph nodes metastasis cancer. CCR4 expression tended to 
increase gradu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the tumor. 
2. GC cells cannot constitutively express high levels of CCR4, which was not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of tumor, while might be upregulated by NF-κB-activating stimuli 
such as TNF-α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3. Although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CCR4 was expressed in gastric cancer, it is unclear 
about the modulation reason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distribution 
of CCR4 in several types of gastric tissues and used cytokine stimulation assays for further 
clarifying the prolfiles of CCR4 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as well as exploring its 
modulation mechanism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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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49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lasma visfatin and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NSCLC patients 

 
Tian wenjun1,Wang guanghai1,1,Li yu11,Liu yiqing1,Ju ying1,Shen yajuan1,Zhang bingchang1 

1.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Shandong Provincial Qianfoshan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3.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High levels of visfatin are correlated with worse clinical prognosis of various cancers. Whil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visfatin on progression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remain unclear.  
High visfatin levels in plasma have been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malignant disease, we 
therefore measured the levels of plasma visfatin from NSCL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The plasma levels of visfatin in NSCLC patients (585 ± 287 pg/ml) were significantly (p<0.01)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142 ± 61.1 pg/ml). We further evaluated the 
correlation of plasma visfati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including gender, age, 
TNM stage and metastasis. The high level of plasma visfatin was found to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NM stage (p=0.046),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15) and distant 
metastasis (p=0.003), where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visfatin and gender and 
age involvement was observed. Collectively,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plasma visfatin resulted in a more metastasis phenotype in NSCLC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52 
 

氨基糖苷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耐药基因检测及其 REP-PCR
分析 

 
俞静 李梅梅 陈峰 刘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检验科 200092 
 

目的  了解氨基糖苷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的检出率和菌株同源性，为

临床使用抗菌药物和控制院内感染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12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住院患者临床标本中分离

的阿米卡星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共 77 株，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系统进行细

菌鉴定及药敏测定；通过多重 PCR 法对鲍曼不动杆菌的 7 种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aac(3)-Ⅰ
a、aac(3)- Ⅱa、aac(6′)- Ⅰh、aph(3′)-Ⅵ、ant(2′′)- Ⅰa、 aph(3′)- Ⅰa 和 aac(6′)- Ⅰb)进行扩

增，并对阳性扩增产物进行基因测序。使用重复序列聚合酶链反应（REP-PCR）进行细菌的

同源性分型。 
结果  77 株鲍曼不动杆菌对氨基糖苷类、磺胺类、碳青霉烯类、喹诺酮类、青霉素及头孢菌素

抗生素耐药严重，均在 90％以上。7 种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中，aac(3)- Ⅰa、aac(6′)- Ⅰb
阳性 77 株（100％），、aph(3′)- Ⅰa 阳性 76 株（98.7％）， aac(6′)- Ⅰh 检出 1 株

（1.3％），未检出 aac(3)- Ⅱa、aph(3′)- Ⅵ和 ant(2′′)- Ⅰa。77 株耐药菌株高度同源，均为 A
分型，与同期分离的临床敏感株 REP 分型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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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院临床检出的阿米卡星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大部分具有多重耐药性，且其中存在多种氨

基糖苷类修饰酶基因，REP 分型一致提示存在院内感染爆发流行，需引起高度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64 
 

肺鼻疽奴卡菌病并发多发脑脓肿的病原学鉴定与临床分析 
 

王育英 曹敬荣 张丽丽 高世超 闵嵘 谢威 张红艳 李文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探讨肺鼻疽奴卡菌病合并多发脑脓肿的病原学分离鉴定特点，为临床和实验室认识及诊

疗该类疾病提供帮助。 
方法  分析患者临床资料、影像学检查、诊疗经过和实验室对病原菌的分离鉴定、药敏试验和

16SrRNA 序列测定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该患者有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史，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等，实验室检测白细胞、中性

粒细胞、C 反应蛋白升高；痰培养 2d 后有细菌生长，菌落白色粗糙、有皱褶，革兰染色镜检

为串珠状或分枝状革兰阳性杆菌，1%硫酸弱抗酸染色阳性，抗酸染色阴性；分离菌经细菌自

动化鉴定仪鉴定不能出结果，质谱和 16SrRNA 测序鉴定为鼻疽奴卡菌。药敏结果显示阿米卡

星、环丙沙星、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利奈唑胺和米诺环素为敏感，复方新诺明、头孢曲

松、氨苄西林和红霉素为耐药。肺部影像学显示双肺多发斑片状阴影、结节，后发展为空洞，

脑 CT 示多发脑脓肿。应用复方磺胺甲噁唑和头孢曲松联合治疗后肺部空洞吸收好转，经外科

手术引流及脓肿切除后患者病情稳定，回当地治疗。 
结论 分子学方法鉴定鼻疽奴卡菌快速、准确，早期病原诊断是治疗奴卡菌病的关键，治疗应

以磺胺类为主的联合治疗、早期、足量、足疗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66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在 HIV 感染者外周血中表达

研究 
 

李志东
1 熊秋霞

2,2 
1.昆明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 2011 级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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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对不同阶段的 HIV 感染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及 CD4+T 淋巴细胞

的研究，探索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与 HIV 感染疾病进展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3 例 HIV 感染者及 15 例健康对照，应用 FACS Calibur 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CD4+T 淋巴细胞绝对值、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数量及百分比。 
结果  除 AIDS 组与合并感染组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外，各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HIV 感染者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细胞与 CD4+T 细胞绝对计数显著正相关(r=0.881，P=0.004)。本次

研究中发现了 1 例(约占总例数的 4%，1/23)，即 CD4+绝对计数高(992 个/μl)、CD4+CD25+绝

对计数低(60.78 个/μl)、CD4+CD25+百分比低(1.50%)，且临床资料显示存在肺孢子菌的机会

性感染，符合 AIDS 的诊断。这一发现验证了我们的设想：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淋巴

细胞与 CD4+T 淋巴细胞绝对计数联合检测可较全面、准确地评估 HIV 感染者的免疫状态。 
结论  调节性 T 淋巴细胞表达与 HIV 感染疾病进展显著相关，可以作为 HIV 感染者疾病分期和

预后的免疫学辅助指标之一,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收集临床病历资料

并进行回访，以期望早日发现新的临床检测标志物，协助分析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的功能和状

态，以便更全面、准确地评估 HIV 感染者的免疫应答状态和疾病进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69 
 

EBV 的核酸及抗体检测对鼻咽癌的诊疗作用 
 

王晖 毕晓辉 杨坤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检测 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DNA 载量及 lgEBVDNA 检测在诊治鼻咽癌的临床意义。  
方法  以 2014.05-2015.05 共 164 例入住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的鼻咽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

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对其外周血 EBV-DNA 载量进行检测（n=89），同时检测

lgEBVDNA (n=51)，结合鼻咽癌的临床分期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在鼻咽癌的临床初级中级阶段（如 T1,N0,M0,Ⅰ），EBVDNA-初诊阴性组的比例大于初

诊阳性组（p<0.05）。在整个鼻咽癌诊疗过程中，EBVDNA 的载量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

lgEBVDNA 与放射标准摄取值 SUV 呈现正相关（p<0.05）。 lgEBVDNA 的滴度随着临床分级

的提升而增高，且具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EBVDNA 的载量检测和 IgEBVDNA 滴度检测能减少诊断和治疗的盲目性，对临床诊疗

及疾病分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动态观察能够反映疾病的变化，达到观察疗效的目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71 
 

蜡样芽孢杆菌引起化脓性脑膜炎的病原学检测及文献复习 
 

谢威 高世超 曹敬荣 闵嵘 王育英 张红艳 赵琪彦 路尧 王培昌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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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和病原学特点，为临床诊疗该类疾病提供

帮助。 
方法  分析患者临床资料、诊疗经过，以及实验室对病原菌的分离鉴定、药敏试验并复习相关

文献。对患者脑脊液和导管进行培养并观察菌落特征，采用 MALDI Biotyper 质谱和 16SrRNA
鉴定病原菌并进行药敏试验。 
结果 该患者有肝癌及鞘内吗啡泵植入史，临床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症状和体征，实验

室脑脊液检测符合化脓性脑膜炎，脑脊液和导管尖端培养有同种细菌生长，经质谱和

16SrRNA 测序鉴定为蜡样芽孢杆菌。药敏结果显示万古霉素、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和利奈

唑胺敏感，复方新诺明、青霉素、头孢曲松、头孢西丁、苯唑西林和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红

霉素和克林霉素为中介。临床应用万古霉素和美罗培南（后更换为左氧氟沙星）及拔除导管、

脑室引流等联合治疗后感染被有效控制。 
结论  临床分离到蜡样芽孢杆菌不应均视为污染，早期快速的病原诊断、正确的抗菌药物使用

和及时的拔除导管是治疗该菌感染的关键，治疗应以万古霉素为主的联合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474 
 

Evaluation of the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antibodies to 
beta2-glycoprotein 1 domain 1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antiphospholipidsyndrome 
 

Zhang shulan,Wu Ziyan,Chen si,Li Jing,Wen Xiaoting,Li Liubing,Zhang Wen,Zhao Jiuliang,Zhang 
Fengchun,Li Yongz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 is an autoimmun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recurrent 
thrombosis in arteries and veins and/or pregnancy morbidity. A hallmark feature of APS is 
the presence of the antiphospholipidantibodies (aPLs).Among those aPLs, anti-β2-
glycoprotein 1 (aβ2GP1) antibodi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the most clinically 
relevant autoantibodies in APS. β2GP1 is composed of 5 domains, and domain 1 (D1)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main immunogenic epitope targeted by aβ2GP1 antibodies from 
patients with APS. However, to our knowledge, few, if any,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role of 
aβ2GP1-D1 antibodie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PS.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evaluate this, as this information will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the 
aβ2GP1-D1 antibodies.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antibodies to 
aβ2GP1-D1 in the diagnosis of APS.Sera  from 229 subjects were tested, including 35 
patients with primary APS, 51 patients with APS associated to other diseases, 30 patients 
with non-APS thrombosis, 32 patients with non-APS pregnancy-related morbidity, 42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39 healthy controls (HC). Serum IgG aβ2GP1-D1, 
IgG/IgM anti-cardiolipin (aCL) and IgG/IgM aβ2GP1 were measured by a novel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CIA) based assay.The levels of IgG aβ2GP1-D1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APS, compared with disease controls and HCs 
(p<0.001).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IgG aβ2GP1-D1 antibodies was observed 
between patients with PAPS and APSAOD. When the manufacturer's recommended cut off 
of 20 CU was applied, the presence of IgG aβ2GP1-D1 antibodies in patients with PAPS, 
APSAOD, non-APS thrombosis, non-APS PRM, and SLE were 48.6%, 45.1%, 0, 0, and 
7.1%,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identified between IgG aβ2GP1-
D1 and IgG aβ2GP1 (p< 0.0001)(OR, 3.27; 95% CI, 1.59-6.71), indicating IgG aβ2GP1-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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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the predominant domain-specific antibodies in IgG aβ2GP1 family. Importantly, 
aβ2GP1-D1, but not aβ2GP1 non-D1,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rombotic 
events(odds ratios (OR), 3.27; 95% CI, 1.59-6.71). In addition, higher levels of aβ2GP1-D1 
antibodies (>40 CU and >100 CU)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OR values (4.48 and 3.67, 
respectively). Interestingly,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IgG aβ2GP1-D1 and obstetric 
complications was observed. Triple aPL positivit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risk factor for 
aPL-mediate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 this study,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IgG aβ2GP1-
D1 were found in patients with triple aPL positivity,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double and 
single aPL positivity.In summary, our data suggest a potential role of IgG aβ2GP1-D1 
antibodies in identifying APS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thrombosis, and thus could serve as a 
promising biomarker in clinical and therapeu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ur findings might 
shed insigh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IgG aβ2GP1-D1 antibodies in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APS in Chinese hospital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76 
 

BC6900 体液模式检测白细胞计数与分类的可比性评价 
 

孙德华 冯丽梅 熊铁 冯厚梅 裘宇容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 510515 

 
目的  对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检测脑脊液标本的白细胞计数及分类结果进行可

比性评价。  
方法  使用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手工法、SYSMEX XE5000 的体液模式分别

对 135 例脑脊液标本白细胞计数及分类结果进行检测，对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

式与手工法和 SYSMEX XE5000 的体液模式的结果的可比性进行分析。 
结果  BC6900 体液模式和手工法白细胞计数的相关系数为 0.992（P<0.001），Kappa 指数为

0.757（p<0.001）单个核细胞分类相关系数为 0.919（P<0.001）。BC6900 体液模式和

XE5000 体液模式白细胞计数相关系数为 0.996（P<0.001），Kappa 指数为 0.809 
（P<0.001），单个核细胞分类相关系数为 0.977（P<0.001）。 
结论  迈瑞 BC6900 血细胞分析仪体液模式白细胞计数与分类结果和手工法、SYSMEX 
XE5000 体液模式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可用于临床样品的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79 
 

戊型肝炎对老年人肝功能的影响 
 

鲁真真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戊型肝炎对老年人肝功能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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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戊型肝炎患者 208 例、根据年龄、性别进行分组，对肝功能相关指标谷丙转氨酶

ALT、谷草转氨酶 AST、γ—谷氨酰转肽酶 GGT、总胆汁酸 TBA、前白蛋白 PA、白蛋白

ALB、总胆红素 TBIL、直接胆红素 DBIL 进行检测，与 131 例慢性乙肝患者、100 例正常查体

检测结果相比较并行分析。 
结果  戊肝患者的 AST、ALT、GGT、TBA、TBIL、DBIL 检测均值明显高于乙肝患者组和正

常查体组，PA、ALB 低于乙肝患者组和正常查体组；50 岁以上（62.8±6.9）戊肝患者 AST、
ALT、PA、ALB 检测均值明显低于 50 岁以下（43.1±5.6）戊肝患者，TBIL、DBIL 检测均值

明显高于 50 岁以下（43.1±5.6）戊肝患者，且 P<0.05,GGT、TBA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男性

戊肝患者的 AST、ALT、GGT、PA、TBIL、DBIL 检测均值明显高于女性戊肝患者，TBA、
ALB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戊型肝炎感染对肝功能的损害严重，老年人比青壮年肝损害严重，黄疸程度重易发生瘀

胆，男性患者相对较多且对肝脏损害比女性严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90 
 

热休克蛋白 90α 在膀胱癌中的表达和意义 
 

季健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科 250012 

 
目的  研究热休克蛋白 90α（HSP90α）在膀胱癌中的表达和意义。 
方法  收集血浆标本侵袭性膀胱癌组 55 例，非侵袭性膀胱癌组 52 例及健康对照组 64 例，应

用荧光实时定量 RT-PCR 法检测血浆 HSP90α 的 mRNA 表达量，并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检测血浆 HSP90α 表达量；收集侵袭性膀胱癌组织 32 例、非侵袭性膀胱癌组织 25
例及正常膀胱粘膜组织 20 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HSP90α 的表达。 
结果  荧光实时定量 RT-PCR 法显示膀胱癌组血浆 HSP90α 的 mRNA 表达量显著高于健康对

照组（P<0.01）,并且与膀胱癌浸润程度密切相关（侵袭性膀胱癌组 vs. 非侵袭性膀胱癌组 
P<0.01）。ELISA 检测示膀胱癌组血浆 HSP90α 表达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但与

膀胱癌浸润程度无明显相关（侵袭性膀胱癌组 vs. 非侵袭性膀胱癌组 P>0.05）。免疫组织化

学检查显示 HSP90α 在膀胱癌组织及正常膀胱粘膜组织中均表达，但膀胱癌组织阳性细胞百

分率显著高于正常膀胱粘膜组织（P<0.01），而侵袭性膀胱癌组织与非侵袭性膀胱癌组织间

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HSP90α 在膀胱癌中高表达，提示其在膀胱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可作为膀

胱癌靶向治疗的分子靶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91 
 

人乳头瘤状病毒感染亚型、年龄分布、 
 

刘斌剑 魏菁菁 王冬梅 
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4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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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 16-79 岁妇女生殖道 HPV 亚型的感染状况，年龄分布及其混合感染比例，以及研

究 HPV 感染和下生殖道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509 例患者的宫颈脱落细胞，采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基因分型技术进行 HPV 分型

检测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分析 HPV 主要检出亚型和检出年龄段；并根据宫颈刮片和

解脲脲原体培养结果，比较 HPV 检出率和下生殖道感染的关系。所有结果使用 SPSS19.0 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HPV 的总检出率为 13.9%（350/2509），高危型 HPV 检出率为 10.4%（267/2509），

低危型 HPV 检出率为 3.3%（83/2509）。常见的 HPV 高危型为 16 亚型（2.98%）、58 亚型

（1.59%）、18 亚型（1.31%）、33 亚型（0.95%）和 56 亚型（0.91%）；常见的低危亚型

为：11 亚型（2.23%）、6 亚型（1.51%）和 43 亚型（0.91%）。人群感染高峰年龄段为 16-
20 岁(32.89 %) 和 56-60 岁( 30.0 %），以单一感染为主。宫颈炎组以及阴道炎合并宫颈炎组

患者与体检组患者相比，其 HPV 的检出率显著增加（p<0.05）；另外，解脲脲原体感染患者

的 HPV 检出率也显著增高（p<0.05）。 
结论  常见的 HPV 感染亚型为高危型 16 亚型、58 亚型、18 亚型及低危亚型 11 型和 6 型，并

存在两个年龄段的感染高峰，以单一感染为主。HPV 的检出率，尤其是 16 亚型、58 亚型和

33 亚型这几种高危型的检出率增加，和下生殖道感染有一定的相关性。了解女性 HPV 感染者

病毒基因型流行病学特征以及与下生殖道感染的相关性，对女性宫颈疾病的筛查及其治疗具有

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93 
 

ESAT-6 分泌系统在社区获得性金葡菌克隆株 ST398 致病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亚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了解社区获得性金葡菌(Community-associated Staphylcoccus aureus, CA-SA)克隆株

ST398 的临床感染率及毒力特征，研究 ESAT-6 分泌系统，尤其是膜蛋白 EssB 在金葡菌致病

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采用分子流行病学技术分析上海 3 所教学医院近年来 CA-SA ST398 的分离率。随机选

取医院获得性金葡菌(Healthcare-associated Staphylcoccus aureus, HA-SA)ST239 和 CA-SA 
T398 各 10 株，通过裸鼠皮肤脓肿模型对比其毒力差异。使用 RNA-Seq 等研究发现 EssB 蛋

白在 CA-SA ST398 中高表达。构建 essB 基因的敲除株及相应的回补株。并通过动物实验研

究敲除株的毒力改变。并通过研究 EssB 蛋白对细菌表型，相关毒素和蛋白酶表达的作用，及

EssB 蛋白在影响 ESAT-6 分泌蛋白，抵抗宿主免疫反应中的作用来研究 EssB 蛋白的作用机

制。 
结果  CA-SA ST398 的临床分离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儿童中分离率较高。CA-SA ST398
所形成的裸鼠皮肤脓肿面积和炎症反应都显著大于 HA-SA ST239（P<0.001）。EssB 蛋白在

CA-SA ST398 中高表达（P<0.001）。essB 敲除株在小鼠皮肤所形成的脓肿面积明显小于野

生株（P<0.001），并可使菌血症小鼠的死亡率明显下降（P<0.001）。此外，essB 敲除株感

染的小鼠血液及肾脏中细菌 CFU 计数也明显下降（P<0.05），所导致的炎症反应也明显弱于



1085 
 

野生株。EssB 蛋白可影响 Esx 蛋白的分泌，还会显著削弱细菌抵抗中性粒细胞的作用(P＜
0.01)。 
结论  EssB 蛋白在高毒力的 CA-SA ST398 中存在显著的高表达。EssB 蛋白与 CA-SA ST398
克隆株的毒力相关。essB 基因敲除所表现出的毒力缺陷，可能是 EssB 蛋白的功能缺失以及

EsxA 和 EsxB 等蛋白的分泌障碍所造成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499 
 

HMGB1 induces tumor cell invasion and αvβ3 integrin 
expression in huma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s 

 
zhu jianhua 

Wuhan No.1 Hospital 430022 
 

        High mobilitygroup box 1 (HMGB1) is an ubiquitous nuclear protein with multifunctions. 
It is involved i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in various human cancer.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ound that HMGB1 increased invas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αvβ3 in human non–small cell 
lungcancer (NSCLC) cells.Transfection of tumor cells with Toll-like receptor 4 (TLR4) shRNA 
reduced HMGB1-induced cell invasion and integrin expression. HMGB1 activated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phosphorylation, knockdown of tumor cell NF-κB/p65 inhibited HMGB1-
induced tumor cell invasion, αvβ3 
up-regulation and FAK activat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HMGB1 enhances the invasion 
of NSCLC cells by increasing αvβ3 integrin expression and FAK activation through TLR4/NF-
κB signaling pathwa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00 
 

FCM 评分系统的建立及其在 MDS 诊断中的意义 
 

张静文
1,2 郑倩

1 唐艳青
1 李明敏

1 潘建华
1,2 张玲

1,2 
1.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临床血液流式细胞检测中心 

2.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目的  初步建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诊断的流式细胞学评分系统(FCSS)，并且探讨其在

MDS 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研究比较 36 例确诊 MDS 患者与 29 例确诊非 MDS 患者骨髓样本中髓系细胞（粒

细胞、单核细胞）以及原始细胞的多参数流式细胞学特征，根据流式细胞学异常在两组患者中

出现的频率筛选出 FCSS 积分指标，初步建立 MDS 诊断的 FCSS；根据盲法原则应用该评分

系统对验证组中已确诊 MDS 或非 MDS 的 26 例患者进行评分，评估其在 MDS 诊断中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 
结果  MDS 的异常免疫表型主要见于 RAEB-Ⅰ型和 RAEB-Ⅱ型。RAEB-Ⅰ型患者骨髓的原始

细胞比例在 5％～9％，RAEB-Ⅱ型患者骨髓的原始细胞比例在 10％～19％，原始细胞比例大

于 20％时考虑 AML 可能，原始细胞比例在 1％～4％不排除低危 MDS。髓系原始细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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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5 表达减低、跨系列表达 CD56 或 CD7 等、跨阶段表达 CD11b 或 CD15 以及 CD13、
CD33 或 HLA-DR 表达缺失都提示其发育异常，为异常原始细胞。对成熟粒系细胞群抗原表达

异常的评估主要来自 CD16/CD13、CD15/CD11b 表达紊乱、异常表达 CD117、跨系列表达

CD56 或 CD7 等和 CD45 表达减低伴 SSC 减低，这些免疫表型提示粒细胞发育过程异常。对

单核细胞群抗原表达异常的评估主要是跨系列表达 CD56 或 CD7 等。根据以上特征出现的频

率筛选出 16 个对诊断 MDS 有意义的流式细胞学异常作为积分指标；验证组中 94.4％确诊

MDS 患者评分大于 2 分，确诊为非 MDS 患者的评分均小于 4 分；当以积分 3 分为指定阳性

临界值时，诊断 MDS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是 88.9％和 84.6％。 
结论  FCSS 具有可重复性、客观性和易于标准化的优势，对于 MDS 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04 
 

NGAL 检测在新生儿败血症中的应用 
 

杨惠聪 吴阿阳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新生儿败血症患者对血清、尿液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 Associated Lipocalin,NGAL）水平的影响。 
方法 检测新生儿 93 例新生儿败血症患者（其中败血症 55 例、严重败血症 38 例）血清及尿液

NGAL 水平，在感染治疗期间连续监测三天。35 例无感染新生儿为对照组。同时检测 CRP、
PCT 等炎症标志物。 
结果  在后续三天观察中发现败血症特别是严重败血症患者血清和尿液中 NGAL 水平均升高。

血清、尿液中 NGAL 水平升高的程度与 CRP、PCT 等炎症标志物有明显的相关性。与 NTISS
评分也存在明显的相关。 
结论 NGAL 不仅仅是 AKI 的指标，也能反映败血症的严重程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05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和临床意

义 
 

杨玉琮 夏晶 王跃飞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710061 

 
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累及多系统、多器官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国内外大

量的研究资料显示淋巴细胞亚群分布的异常可能是 SLE 发生与转归的重要因素，因此分析

SLE 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法  采用免疫荧光染色和流式细胞术检测 127 例 SLE 患者外周血中总 T(CD3+)、辅助/诱导

T 淋巴细胞(CD3+CD4+)、抑制/细胞毒 T 淋巴细胞(CD3+CD8+)、B 淋巴细胞(CD3—
CD19+)、NK 细胞(CD3—CD16+CD56+)的表达水平，对各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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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SLE 患者选自 2015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在西

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科住院的病人，所有患者符合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标准，参照临

床 SLE 活动性指数(SLE disease activity index，SLEDAI) 评分作为病情活动度判断标准及分

组，40 例稳定期，36 例轻度活动期，21 例中度活动期，30 例重度活动期。 
结果  重度活动组与稳定组、轻度活动组、中度活动组三组相比，总 T(CD3+)、
Th(CD3+CD4+)细胞明显下降（p<0.05）,B(CD3—CD19+)明显升高（P<0.05）, CD4+/CD8+
比值下降（P<0.05），。 
中度活动组与稳定组相比，CD3+明显下降（P<0.05）；其余各组比较，未见统计学差异。 
表中可见，随着疾病活动度的升高，B 淋巴细胞含量升高，而 CD3,CD4 含量下降，CD4/CD8
比值降低。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体内存在淋巴细胞平衡紊乱，B 淋巴细胞与疾病的活动度之间存在

一致性，T 淋巴细胞亚群也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各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淋巴细胞亚群的检

测不仅可以从细胞水平上全面了解患者的免疫状态，正确的判断病情，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SLE
的发病机制，从而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帮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07 
 

氨甲喋呤对映体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株的体外诱导蛋

白表达差异的研究 
 

沈佐君 
安徽省临床检验中心 230001 

 
目的  探索氨甲喋呤对映体（D-(-)-MTX 和 L-(+)-MTX）体外诱导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
细胞株 CCRF-CEM 和 BALL-1 蛋白表达的差异，了解不同氨甲喋呤对映体差生耐药性差异的

机制，为临床选用合理的甲喋呤对映体提供依据。 
方法  提取耐药前后的细胞株的总蛋白用双向凝胶（2-DE）电泳技术获得亲本细胞和耐药细胞

的电泳图，选择差异倍数在 2 倍以上而且边界比较清晰的蛋白点经胶内原位酶解，用基质辅助

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MS）测定肽质量指纹图（PMF），将所得的结果

进行生物学信息处理。 
结果  MTX 对映体处理的两株白血病前后总蛋白进行双向电泳考染图谱，经过扫描成像及

PDQuest 软件分析，CCRF-CEM, D-(-)-MTX-CCRF-CEM, L-(+)-MTX-CCRF-CEM, BALL-1, 
D-(-)-MTX-BALL-1, L-(+)-MTX-BALL-1 平均蛋白点数分别为：974±12, 1290±8, 
998±10, 1060±4, 1087±9, 1139±10。重复实验匹配率为：82.57%, 85.68%, 
84.72%, 88.41%,86.13%, 89.35%, 其中对于 CCRF-CEM 细胞株，耐 D-(-)-MTX 差异点数有

28 个，耐 L-(+)-MTX 差异点数有 80 个，对于 BALL-1 细胞株，耐 D-(-)-MTX 差异点数有 44
个，耐 L-(+)-MTX 差异点数有 38 个。选取差异斑点 17 个进行质谱鉴定，初步鉴定出 15 种蛋

白 HPSA5, HPSA8, EON1, EON2, PCNA, NPM1, CCT6A, CCT6B, DNAJA1, DNAJA4, 
CORO1A, CALR, VCP,  DYNC1I2, HSPD1。这些蛋白点可能和 MTX 治疗 ALL 过程中有着潜

在的作用。 
结论  不同 MTX 对映体在诱导 ALL 过程中导致蛋白表达发生变化，进行蛋白组差异分析发现

显著不同，提示临床使用 MTX 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时应关注耐药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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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15 
 

CYP3A5 和 MDR1 基因多态性联合评估湖北地区肾移植患者

FK506 用药 
 

魏菁菁 刘斌剑 王冬梅 周艳 郭华 
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430070 

 
摘要目的  研究 CYP3A5 6986A>G (rs776746) 、MDR1 3435C>T (rs1045642） 两个位点的

基因多态性对肾移植术后他克莫司血药浓度/校正剂量比值( C/D) 的影响，对肾移植患者基因

导向的他克莫司个体化给药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和数据。 
方法  125 例肾移植超过 6 个月的患者参加本研究，应用基因测序的方法检测上述两个位点的

基因型。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酶联免疫法测定 FK506 血药浓度的谷值。比较不同基因型间他

克莫司 C/D 值之间的差异。 
结果  在 125 例湖北地区人群中，CYP3A5、MDR1 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74%、34.8%。移

植术后 6 个月后，CYP3A5 G/G 型的 C/D 值显著高于 A/A 型和 AG 型 ( P ＜0.05)。CYP3A5 
A/A 型与 AG 型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MDR1 TT 型和 TC 型的 C/D 值显著

高于 CC 型( P ＜0.05) ，其中 TT 型与 TC 型比较，C/D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湖北地区肾移植半年以上的患者，术后服用他克莫司 C/D 值与 CYP3A5、MDR1 基因多

态性具有显著相关性。CYP3A5、MDR1 基因多态性的检测有助于帮助患者调整血药浓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18 
 

产前诊断中 FISH 鉴定染色体平衡易位来源研究 
 

吴阿阳
1 韦华

1 王瑞瑜
1 黄新力

2 杨育青
1 周艺华

1 庄红梅
1 

1.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2.北京贝康医学检验所 

 
目的  探讨利用 FISH 鉴定染色体平衡易位及其来源在产前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常规羊水细胞培养和染色体制备分析最后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进行鉴定。  
结果  常规 G 显带（320 条带）下分析胎儿的染色体核型为 46,XX,?17q25 mat；最后 FISH 鉴

定为 ish der(11)t(11;17)(p14.3;q25)(11pter-
,17qter+,11qter+)mat ,der(17)t(11;17)(p14.3;q25)(17pter+,17qter-,11pter+)mat。  
结论  FISH 能够弥补常规 G 显带条件下对亚显微结构异常难以鉴定的不足，以明确胎儿染色

体结构异常的来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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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biochemical indicators of blood 
lipid with 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s 

 
王冬梅 Jun Hu Qiao Ma Jiarui Ma Binjian Liu 

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430070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correlation of  the changes  in 
serum  levels of 
cholesterol (chol), lipoprotein (a) (Lpa) and homocysteine (HCY) with incident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Data  on a total  of 418 patients (318  cerebral infarction events and  100 cerebral 
hemorrhage 
cases)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Serum chol and HCY levels were tested by means of 
GPO-PAP. Serum Lpa levels were measured using latex agglutination turbidimetry.  
Results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showed signi?cantly higher serum  Lpa levels and 
anomaly  ratio than those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P < 0.05),  while no signi?cant hanges 
were identi?ed for chol and HCY (P > 0.05). Analyses by age indicated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Lpa concen- tration among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  60 years of age  (P < 
0.05).  No statistical signi?cance was  observed 
in other analyses carried out in the  study.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Lpa concentration is clearly correlated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cidence. Lpa  may act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and could 
be  used as a biomarker for this diseas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530 
 

强生 AutoVue Innova 全自动血型与配血分析仪的使用体会 
 

游升荣 郑淑辉 
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430070 

 
强生 AutoVue Innova 全自动血型与配血分析仪操作方便快捷，能极大缓解血库人员的工作压

力，保证血型检测的准确和输血安全，这已成为业界共识。我科于 2012 年 5 月引进该机，主

要用于 ABO /RhD 血型鉴定和不规则抗体筛查，分别使用 ABO /Rh 正反定型血型定型试剂卡

和抗人球蛋白（IgG，C3b/C3d）检测卡。厂家建议每日开关机，但我科根据工作需要实行 24
小时开机，常规和急诊使用人员多达 12 人，因此故障发生相对较多。本文总结了该机的的日

常保养、使用注意事项和装机以来出现过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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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value of the anti-granule protein-2 antibody 
for Crohn's disease: A PRISMA-compliant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Deng Chuiwen1,Li Wenli2,Li Jing1,Zhang Shulan1,Chen Si1,Li Yongzhe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Objectives  To perform a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anti-granule 
protein 2 (GP2) antibody for Crohn's disease (CD).  
Data sources  Three databases—EMBASE, ISI Web of Knowledge and PubMed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Approximately 5000 participants from several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search. STATA 11.2 software and Meta-DiSc 1.4 were used to perform the meta-
analysis. 
Results  Thirteen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The pooled diagnostic 
sensitivity of anti-GP2 antibody ranged from 14%-21%. The specificity was 96%-98% and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the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was 0.70-0.77. 
Conclusions  The anti-GP2 antibody IgG subtype have high specificity but relatively low 
sensitivity for the diagnosis of C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540 
 

XN-1000A1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的性能验证 
 

崔晓鸣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对 Sysmex XN-1000A1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的全血细胞计数主要参数进行性能评价，核实

其性能是否符合血液分析的质量要求。 
方法  参考 WS/T406 2012 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分析质量要求，依据 CLIA’88 中相关标准

和仪器厂商的要求对 Sysmex XN-1000A1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主要参数的本底计数、携带污染

率、精密度、线性与可报告范围、正确度。 
结果  Sysmex XN-1000A1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主要参数的本底计数、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符

合厂商要求，批内精密度小于 1／4CLIA’88，批间精密度、正确度符合卫生部规定行业标准要

求。 
结论  XN-1000A1 分析仪是一种较理想的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性能良好，可以满足临床检验

工作及疾病诊治的需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543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复检规则的建立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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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晓鸣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建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的血涂片复检规则并分析其应用。 
方法  采取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2 月天津市儿童医院收集的 1028 份儿童血标本，采取自动

血细胞进行分析，同时进行显微镜检查，以镜检结果作为诊断结果参照标准，制定暂行复检规

则。并应用于全血细胞分析以及白细胞分类中，同时根据复检情况制定出更具可行性的复检规

则。 
结果  采取仪器检测和血涂片镜检 1028 份我院的儿童血标本，指标结果显示，真阳性 156 份

（15.2%）、假阳性 92 份（8.97%），病情诊断意义的重要参数无假阴性，涂片复检为

24.17%，血液病细胞准确率为 100%，假阴性率为 2.73％，低于国际血液学专家组确定的

5％可接受限。 
结论  采取合理的血细胞计数、白细胞分类的血涂片复检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可确保检测报

告的准确性，提高科室工作效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45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感染的研究进展 
 

李胜英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肺炎是儿童时期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也是引起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肺炎可按解剖、病因或患

病环境加以分类。CAP 常见病原体为肺炎链球菌 SP、肺炎支原体 MP、肺炎衣原体 CP、流

感嗜血杆菌 HI 和呼吸道病毒（流感病毒 IV、腺病毒 ADV、呼吸合胞病毒 RSV 和副流感病毒

PIV）。CAP 的病原谱繁杂且多变，不同的国家、城市，不同的季节以及不同的发病年龄组，

其病原谱的构成均有所差异。近年来，国内外的众多学者纷纷对 CAP 的病原学进行研究分

析，目的在于指导 CAP 的经验性治疗，以减少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降低治疗费用，缩短住

院时间，减轻患儿病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47 
 

120 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感染研究 
 

卜桦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天津市儿童医院近一年住院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常见病原体以了解其构

成特点。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天津市儿童医院住院的符合社区获得性肺炎的 120 例患

儿进行痰及血液标本细菌培养及鉴定，病毒支原体检测及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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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病原检出结果概况  120 例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中检测出病原体的 87 例，单一感染 78
例（65%），其中细菌 26 例（21.67%），病毒 39 例（32.50%），肺炎支原体 13 例

（10.38%），混合感染 9 例（7.50%）。在病毒、细菌、支原体感染中，不同性别发病率均

无统计学意义。②细菌病原特点  检测出的细菌病原前三位分别是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按年龄分组后，6 岁-14 岁组细菌感染阳性率最高 48.00%，明显高于其

他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病毒病原特点  检测出的病毒病原前两位分别是呼吸道合胞

病毒、EB 病毒。按年龄分组后，0 岁-1 岁组细菌感染阳性率最高 64.29%，明显高于其他年龄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④肺炎支原体特点  按年龄分组后，6 岁-14 岁组细菌感染阳性率最高

32.00%，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①病原检出结果概况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天津市儿童医院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病

院感染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病毒、细菌、支原体。混合感染中，以两两混合感染形式较为常

见，三种混合感染少见。病毒、细菌及支原体感染中性别均无明显差异性。②细菌病原特

点  细菌感染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6-14 岁组细菌感染那阳性率最高，检测出的细菌病原

前三位分别是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③病毒病原特点  病毒感染率感

染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病毒感染常见于婴幼儿。检测出的病毒病原前两位分别是呼吸道

合胞病毒、EB 病毒。④肺炎支原体特点  支原体感染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年长儿童检出

率较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48 
 

运用血清法综合诊断 M 蛋白的重要性及相关思考 
 

卢伟
1 李畅

2 王淇泓
2 耿红莲

2 
1.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2.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目的 通过对 M 蛋白阳性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IgA、IgM 及 κ、λ 轻链定量测定、血清蛋

白电泳（SPE）和免疫固定电泳（IFE）的结果分析，探讨其对诊断 M 蛋白的指导意义，防止

误诊和漏诊，不断提高检验质量和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013 年 1244 例 M 蛋白阳性患者的血清 IgG、IgA、IgM 及 κ、λ 轻链定量测定、

SPE、IFE 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回顾性分析其相互关联及在诊断 M 蛋白中的重要价值。 
结果 血清蛋白电泳中出现 M 蛋白单峰的有 944 例（76%）；出现 M 蛋白双峰的有 27 例

（2%）；未出现 M 蛋白峰的有 273 例（22%）。在未出现 M 蛋白峰的 273 例患者中，IgA 型

102 例，IgG 型 44 例，IgM 型 3 例，κ 游离轻链型 41 例，λ 游离轻链型 55 例，IgD 型 28
例。M 蛋白类型：IgG 型 644 例（51.8%）；IgA 型 288 例（23.2%）；IgM 型 85 例

（6.8%）；轻链型 131 例（10.5%）；IgD 型 69 例（5.5%）；双克隆型 27 例（2.2%）。κ
游离轻链型的 κ 在正常范围（2.69±1.81），相比正常对照组升高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

κ/λ 相比升高有极显著性差异(P<0.001)，IgG、IgA、IgM、λ 降低有极显著性差异(P<0.001)；
IgGκ、IgGλ、IgAκ、IgAλ、IgMκ、IgMλ、λ 游离轻链型的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 IgG、IgA、IgM 及 κ、λ 轻链定量测定、SPE 和 IFE 在诊断 M 蛋白方面不可缺少，

不能相互替代 ，但能相互补充，只有综合分析其结果才能给临床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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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552 
 

山东地区 4115 例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检测结果分析 
 

赵万辉 刘义庆 王泽筠 亓琳 耿丽丽 张璐璐 王勇 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分析山东地区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 4115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病原体检测情况，

为本地区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流行病学提供资料。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FA)对 4115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血液中嗜肺军团菌(LP)、肺炎支原体

(MP)、Q 热立克次体(COX)、肺炎衣原体(CP)、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腺病毒(ADV)、甲型

流感病毒(IFA)、乙型流感病毒 (IFB)、副流感病毒 (PIVS) 等九项病原体进行检测，分析各种

病原体的检出情况。 
结果  4115 例患者中，九项病原体检测阳性率 30.84%（1269/4115），单项病原体阳性检出

率 24.86%（1023/4115），依次为 IFB 21.70% (222/1023)，PIVS21.30% (218/1023)，MP 
21.11%(216/1023)，LP 13.10%(134/1023)，ADV 9.29% (95/1023)，IFA 6.26%(64/1023)，
RSV 5.67% (58/1023)，COX 0.98%(10/1023)，CP 0.59% (6/1023)，二项病原体混合感染检

出率为 3.30%（136/4115），三项病原体联合检出率为 2.48%（102/4115），四项病原体联

合检出率为 0.19%（8/4115），IFB 、PIVS、MP、LP 在不同季节检出率有显著差别。 
结论 本地区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检出率较高，以 IFB 、PIVS、MP、LP 感染为主，应及早进行

不同病原体免疫球蛋白(IgM)检测，给临床提供准确的检验信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56 
 

广州地区不同检测系统精液常规分析主要指标 的生物参考区

间的建立及验证 
 

石汉振
1 陈茜

2 曾冬玉
2 

1.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2.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检验系 

3.越秀区登峰社区医疗服务中心 
 

目的  根据地域人群差异及不同检测系统建立实验室精液常规分析主要指标的生物参考区间，

并验证其是否更适用于本实验室所在区域人群；提高临床医生评价患者生育能力及诊断不育症

的准确性；同时为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提供更精确可靠的精液质量数据。 
方法  本实验主要根据 CLSI（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标准文件 C28-A3 文件，抽取 127 例正

常参考个体（即 2 年内已生育过健康孩子的男性），分别用三个不同检测系统（1.计算机辅助

精液分析系统测精子浓度、活动力；2.Marker 计数板测精子浓度、活动力；3.牛鲍氏血计数板

测精子浓度+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系统测精子活动力）建立生物参考区间，并另外收集 20 例

正常参考个体验证此实验室参考区间的适用性。 
结果  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系统、Marker 计数板、牛鲍氏血计数板测精子浓度生物参考区间分

别为≥27.6*106/ml、≥35.4*106/ml、≥31.0*106/ml。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系统、Marker 计数板

测精子总活动力生物参考区间分别为≥40.9%、≥49.4%；前向活动力生物参考区间分别为

≥32.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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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次实验建立的参考区间适用于本实验室区域人群，可作为新精液检查参考区间；亦可

将它推广到本区域内的其他实验室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60 
 

儿童手足口病血液学检测结果的分析 
 

姜琛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儿童手足口病血液学变化及临床特征。 
方法  选取 2015 年 5 月～2015 年 10 月期间天津市儿童医院诊治的手足口病患儿 678 例做为

观察对象（手足口病组），统计其阳性率进行 χ2 检验，比较男女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的发

病率。同时随机选取保健门诊同期进行体检的正常儿童 103 例作为健康对照样本（正常组），

进行血细胞检测，统计两组的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百分比和淋巴细胞绝对值，进行 t 检验比

较其统计学差异。 
结果  男孩发病 360 例，占发病总数的 53.1%，女孩发病 318 例，占发病总数的 46.9%，男女

之比为 1.13：1。年龄最大者 14 岁，最小者 4 个月，其中 1～2 岁发病率最高为 28.6%，4 岁

以下儿童 494 例，占发病总数的 72.86%，5 岁以后发病率明显降低，仅占 14.6%。0～5 岁儿

童发病率分别为 16.4%、28.6%、15.0%、12.8%、12.6%。血液学检查，手足口病组患儿白

细胞计数（9.19±3.47）×109/L，与正常组白细胞计数（9.16±2.94）×109/L 相差无几，两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足口病组淋巴细胞百分比占（42.91±17.32）%，较正

常组淋巴细胞百分比（47.02±14.87）%明显降低（P<0.05）。手足口病组外周淋巴细胞绝对

值（3.78±1.67）×109/L 明显低于正常组淋巴细胞绝对值（4.20±1.67）×109/L，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在 0～14 岁儿童中，4 岁以下儿童发病率较高。手足口病患儿血液学变化主要表现为淋

巴细胞百分比，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值都降低，白细胞无变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64 
 

乙型病毒肝炎患者 HBV-DNA 载量与免疫学检测结果及其肝

功能的关系研究 
 

王冬梅 刘斌剑 魏菁菁 周艳 
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 430070 

 
目的 探讨 HbeAg 阴性或阳性的慢性乙肝患者（CHB）的 HBV-DNA 载量及其肝功能某些指标

的关系。 
方法 对我院 997 例慢性乙肝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微粒子酶联免疫检测技术检测

HBV 血清标志物，采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对 HBV-DNA 进行定量分析。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对患者的肝功能指标（AST 、GGT、ALT）进行测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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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免疫学检测 HbeAg 呈阳性患者 HBV-DNA 阳性率达到 78.1%，阳性率显著高于 HbeAg
阴性患者；HBV-DNA 阳性和 HbeAg 阳性患者的 AST、ALT 均高于阴性患者，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但 GGT 两者无显著差异；在 219 例 HBeAg 阳性患者中进一步分析分析 HBV-DNA
不同模式时(>1000copies/ml 阳性或<1000copies/ml 阴性) 三个肝功能指标：AST 、GGT、
ALT。两组间三个指标均无差异。 
结论 慢性乙肝患者的 HBV-DNA 与 HBeAg 具有相关性，且当 HbeAg 检测阳性时无论 HBV-
DNA 载量如何都会造成患者肝功能的严重损害，出现并发症等情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66 
 

天津市儿童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姜琛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天津市儿童肺炎支原体（MP）感染发病率与性别、季节和年龄的关系。了解 MP 流

行趋势和致病特点，为临床诊断 MP 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运用胶体金法检测试剂盒，检测天津市儿童医院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4 月因发热咳

嗽或久咳未愈来本院门诊就诊的 12535 例儿童特异性肺炎支原体 IgM 抗体，统计其阳性率，

并在男女不同性别上进行统计学分析。在流行季节上，MP 感染可发生在任何季节，统计不同

月份的阳性率以了解其流行趋势。同时按照儿童的生长发育特点以及机体免疫力状况，将患儿

分成 4 组：0～1 岁组、1～3 岁组、3～6 岁组、6～17 岁组，对阳性率进行统计学分析以得出

其年龄分布。 
结果 ?在男女比例上，12535 例患儿中男性 6991 例，女性 5544 例，男∶女＝1.26∶1；共检

测出 3351 例 MP 阳性，总阳性率为 26.73%。其中女性患儿 MP 阳性率为 30.43%，明显高于

男性患儿的 23.8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流行季节上，冬季和春季

是 MP 发病的高峰期，其中 2 月份阳性率最高，为 30.26%，其次是 12 月份为 30.03%。?在
年龄分布上，0～17 岁各年龄段均有发生。在 0～1 岁组、1～3 岁组、3～6 岁组、6～17 岁

组，其 MP-IgM 阳性率分别为 14.29%、26.02%、25.12%、32.95%。0～1 岁组阳性率最低，

6～17 岁组阳性率最高。除 1～3 岁和 3～6 岁组之间阳性率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它各

年龄组间患儿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儿童 MP 感染率较高，女性患儿 MP 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患儿，冬季和春季是发病的高

峰期，≥6 岁的学龄期儿童为好发年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67 
 

EB 病毒 DNA 检测在小儿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临床应用 
 

宋宇 李娅 苏艳丹 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 EB 病毒 DNA 检测在小儿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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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收治的 36 例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临床资

料，其中男 24 例，女 12 例，年龄：1~10 岁，平均年龄：3.48±2.97 岁。纳入标准：①：所

有患儿均为首发；②：患儿临床体征和实验室检测均符合《实用儿科学》第 7 版关于 IM 的诊

断标准；③：患儿无血液系统疾病、无其他传染性疾病等；④：所有患儿及家属均知晓本研究

目的、过程、意义，签署知情同意书。另以 40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组，其中男 26 例，女 14
例，年龄：2~10 岁，平均年龄：3.63±2.84 岁。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中无差

异，P＜0.05，具有可比性。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EB 病毒 DNA（EBV-DNA 
），使用 ELISA 方法检测 EB-IgM，采用罗氏全自动分化分析仪进行测定 ALT、AST、CK、
CK-MB 含量。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 
结果  传单组 EBV-DNA 阳性率为 86.1%，对照组为 5.0%，P=0.001；随着 EBV-DNA 拷贝数

量增加，ALT、AST、CK、CK-MB 量随之增加、肝脾肿大发生率也随之增加，P＜0.05；随

着患儿热程延长，EBV-DNA 含量呈下降趋势，P＜0.05；患儿 EBV-DNA 首次检测载量与病

程呈正相关，r=0.673，P=0.006。 
结论  EBV-DNA 早期检测对患儿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诊断有意义，对患儿病情判定和预

后也有一定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68 
 

XN-1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计数有核红细胞的应用评价 
 

刘鑫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 Sysmex XN-1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计数外周血有核红细胞（NRBC）的准确性，

评价其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我院新生儿病房 107 例外周血样本，同时应用 Sysmex XN-1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荧光流式细胞技术和显微镜镜检法对每份样本中的 NRBC 进行计数，计算两种方法的精密度

和准确度，并进行比较。 
结果  以镜检法为金标准，Sysmex XN-1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计数 NRBC 灵敏度 100%，特

异度 86.4%，两种方法对于外周血 NRBC 检测方面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二

者之间呈良好的线性相关(r=0.988)。 
结论  Sysmex XN-1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计数外周血有核红细胞快速简便，准确度高，同时

能有效避免 NRBC 对白细胞计数时总数和分类的干扰，为临床的诊断与治疗提供可靠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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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70 
 

血清游离轻链检测在肾脏相关疾病中的应用 
 

余悠悠 潘秀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检验科 200092 

 
目的  定量检测血清游离轻链（serum free light chain, sFLC κ、λ ）在慢性肾脏疾病（CKD）

中的水平，分析在不同肾损伤情况下血清游离轻链的变化，探讨其在肾脏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将 96 例慢性肾脏疾病患者分为 3 组，62 例非骨髓瘤性慢性肾脏疾病患者，22 例 κ 型骨

髓瘤性肾病患者，12 例 λ 型骨髓瘤性肾病患者，另选取 40 例健康体检人群作为对照，采用散

射比浊法定量检测血清游离轻链(κ 、λ)的含量并计算 κ/λ 比值。 
结果  62 例非骨髓瘤性慢性肾脏疾病患者 sFLC κ、λ 和 κ /λ 比值均升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0.05)； 22 例 κ 型骨髓瘤性肾病患者 sFLC κ、λ 和 κ /λ 比值与对照组比较均有

显著性差异(P<0.05)；12 例 λ 型骨髓瘤性肾病患者的 sFLCκ 的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P>0.05)，sFLC λ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κ /λ 比值下降，与对照组比较

亦有显著性差异(P<0.05)。另外，随着 CKD 分期的进展，血清游离轻链 κ 、λ 进行性地升

高，尤其是在Ⅰ、Ⅱ、Ⅲ期的慢性肾脏疾病中，肾脏功能的损伤对血清游离轻链 λ 比对血清游

离轻链 κ 的影响更显著。 
结论 血清多克隆游离轻链(sFLC κ 、λ)水平检测，尤其 κ/λ 比值可反映肾损伤程度，当用于多

发性骨髓瘤疾病的辅助诊断时，应结合肾损伤程度进行综合评估，以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71 
 

艰难梭菌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何秀丽 贾茜 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医师

对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 ，CD）的有效预防与控制措施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方法  收集该院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艰难梭菌感染患者的相关危险因素病历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选取艰难梭菌的感染患者为病例组，无艰难梭菌的感染患者为对照组，对照组包括

稀便对照组和正常粪便对照组。主要从年龄（≥65 岁）、期间使用的抗生素、抑酸剂和肾功能

不全以及免疫抑制剂治疗等，通过与不同对照组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艰难梭菌感染的独

立危险因素。  
结果  完成对 49 例阳性病例组，75 例稀便对照组以及 75 例正常粪便对照组的分析。多因素分

析显示：入住 ICU(OR6.52, 95%CI 1.09-38.86,p=0.039)，外科手术(OR4.76, 95%CI 1.13-
20.06,p=0.034)，肾脏疾病(OR7.12, 95%CI 1.54-32.92,p=0.012)是 CDI 的独立危险因素。其

中暴露于头孢类抗生素和患有低蛋白血症是病例组与每个对照组比较分析时都有意义的独立危

险因素，然而对胃酸抑制剂分析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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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调查表明及时控制病情，合理的抗生素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地减轻高危患者艰难梭菌感染

的负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72 
 

评价 PCT、IL-6、CRP 在败血症患儿中的诊断价值 
 

穆云 杨毅 陈楠 张嘉懿 司萍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通过检测败血症患儿血清 PCT、IL-6、CRP 水平，利用 ROC 曲线评价该标志物的诊断

价值。 
方法  收集血培养阳性的败血症患儿 110 例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120 例，分析血清 PCT、IL-
6、CRP 生物学水平。绘制 ROC 曲线，探讨所筛选标志物的诊断价值和最佳临界值。 
结果  实验组 PCT、IL-6 和 CRP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CT、IL-6 和 CR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90、0.923、0.770，对应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0.075ng/ml、9.300 
pg/mL、6.100 ng/L。PCT 最佳临界点处的敏感度为 93.9%，特异度为 93.9%；IL-6 最佳临界

点处的敏感度为 78.8%，特异度为 100%； CRP 最佳临界点处的敏感度为 62.1%，特异度为

97.0%；。 
结论  IL-6 和 CRP 在诊断败血症时，具有较高的特异性，PCT 同时具备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在筛查败血症患儿时价值最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76 
 

NGAL 和 Cys C 在儿童肾病综合征并发急性肾损伤的早期诊

断价值 
 

沈永明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和胱抑素 C（Cys C）在肾病综合征

（NS）并发急性肾损伤（AKI）患儿中的改变。 
方法  对 89 例于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2 月 NS 住院患儿检测血清肌酐、血和尿 NGAL、血

清 Cys C 的浓度，并于对照组进行比对。 
结果  NS 和并发 AKI 的患儿的血清 NGAL、尿 NGAL/Cr 和血清 Cys C 较对照组均高，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血清 Cr 在 27 例 AKI 患儿的血清 Cr 明显高于其它两组（P<0.05）。 
结论  NGAL 配合血清 Cys C 有助于临床早期诊断 AKI，敏感性优于血清 C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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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578 
 

慢性腹泻患儿血清抗组织谷氨酰胺转移酶抗体的检测 
 

司萍 张嘉懿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抗组织谷氨酰胺转移酶抗体 IgA(tTGA)在儿童慢性腹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4 月天津市儿童医院不明原因慢性腹泻患儿 52 例，以 39
名健康儿童作为对照。采用 ELISA 方法测定 tTG 抗体水平，通过比较，评价 tTG 抗体在慢性

腹泻儿童中筛选乳糜泻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慢性腹泻儿童 tTG 抗体水平与性别年龄无关，并且实验组与对照组 tTG 抗体总体水平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 52 例患儿中，3 例患儿判定为阳性，阳性率是 5.77%，

对照组 39 例儿童中没有判定为阳性的个体。 
结论  对于单纯腹泻患儿，通过检测抗 tTG IgA 抗体可以筛查到一部分乳糜泻高度怀疑病例，

但筛查阳性率较低。对低龄腹泻儿童进行乳糜泻筛查，可以联合抗组织谷氨酰胺转移酶抗体与

其他乳糜泻相关抗体进行检测，以提高筛查的敏感度水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82 
 

降钙素原及其临床应用 
 

武爱敏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感染性疾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有效治疗的关键在于准确而快速的病原学诊断。降

钙素原是一个有助于感染性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生物标志物。其水平的增加不仅与细菌感染有

关，也与其他的微生物感染有关；不仅与系统性感染有关，也与局部感染有关。而且，检测降

钙素原水平可以指导抗生素的使用。本文的目的是回顾总结降钙素原的生物学作用，并讨论其

当前在临床使用的现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84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Sysmex xs-500i 与血涂片镜检嗜酸粒

细胞计数的相符性 
 

杨竹君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比较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Sysmex xs-500i 与血涂片镜检嗜酸粒细胞计数的相符性。 



1100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住院病例血常规结果 212 份，将其分为嗜酸粒细胞正

常组、嗜酸粒细胞增高组、嗜酸粒细胞异常增高组，分别进行仪器和血涂片嗜酸粒细胞计数比

较。 
结果  三组研究对象的仪器法和血涂片嗜酸粒细胞计数结果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Sysmex xs-500i 与血涂片嗜酸粒细胞计数基本一致，可信度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86 
 

天津地区秋冬季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状况分析 
 

张嘉懿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了解天津地区儿童秋冬季肺炎病人中肺炎支原体（MP）的感染情况。 
方法  采用被动凝集法对 1560 例儿童肺炎病例进行血清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对秋冬季节不

同时期、年龄及性别的支原体肺炎发病情况进行统计。 
结果  MP 的检出率为 15.06%(235/1560)，秋季感染率高于冬季。MP 滴度以 1：80 到 1：640
占大多数。发病年龄 5 岁以下明显低于 5 岁以上儿童及青少年。MP 感染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结论 MP 感染是天津地区秋冬季儿童肺炎的主要病因之一，5 岁至 16 岁是肺炎支原体的易感

人群，临床需加强对该年龄段人群 MP 感染的防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87 
 

山东省成人甲状腺功能三项指标化学发光法参考值范围的建

立 
 

王晓瑞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建立山东省成人甲状腺功能三项指标化学发光法参考区间, 并应用于临床筛查。 
方法  选择来我院健康查体人员，测定血清中 FT3、FT4、TSH,建立参考区间。分别将新建立

的参考区间与试剂盒提供的参考区间作为实验室诊断标准。 
结果  建立的山东省成人甲状腺功能三项指标化学发光法参考区间。 
结论  该参考区间为山东省成人甲状腺功能三项指标化学发光法参考区间, 并应用于临床筛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88 
 

儿童腹泻病原微生物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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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丹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了解儿童轮状病毒、腺病毒感染的情况，以利采取预防措施。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门诊腹泻患儿粪便标本 237 份，应用胶体金方法进

行轮状病毒、腺病毒的检测。 
结果  病毒检测阳性 115 例(48.5％)，其中轮状病毒阳性 98 例(41.4％)，腺病毒阳性 17 例

(7.2％)，轮状病毒和腺病毒同时阳性 5 例(2.1％) 冬季(12 月-2 月)是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峰期，

而腺病毒感染在各季并无明显差异。 
结论  病毒感染是导致儿童腹泻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以轮状病毒感染最为常见。轮状病毒感

染在秋冬寒冷季节明显增加，而腺病毒感染无明显季节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599 
 

全自动血细胞形态学分类识别系统—BCM-2 在外周血细胞分

类中的应用评价研究 
 

武秋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评价全自动血细胞形态学分类识别系统—BCM-2 分类与识别外周血细胞的能力。 
方法 选取 425 例外周血样本，经自动涂片染色后，采用 BCM-2 系统进行血细胞的预分类，记

录结果后由专业人员进行再分类。观察 BCM-2 系统自动分析的各类细胞与人工校准后的准确

度。计算 BCM-2 系统自动分析的各类细胞经人工校准前后与显微镜镜检结果的相关性。比较

BCM-2 系统的分析时间与显微镜检查的时间。 
结果 BCM-2 系统自动分析细胞总的准确率达到 94.9%。BCM-2 系统自动分类后，与人工镜检

在白细胞分类上的相关系数最好的是分叶核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为 0.91、0.938，最低为

嗜碱性粒细胞为 0.355。人工审核校准后各类细胞与人工镜检结果的相关系数均略有上升。

BCM-2 仪器可以较好的观察红细胞和血小板形态，与显微镜相比，形态学判断结果一致。选

择读取 WBC 数为 200 个，仪器分析所用时间 237.9±17.17s。人工镜检由三个具有中级职称

不同工作时间的检验人员进行，三位操作者平均检查时间为 274.8±60.84s。对于工作年限较

低的检验者来说，BCM-2 能够节省检验工作者的时间。 
结论 BCM-2 系统自动分析结果与人工显微镜检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

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10 
 

Predic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Thyroid Nodules 
Using a Combined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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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bing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200127 
 

Background   A key challenge in thyroid carcinoma is preoperatively diagnosing malignant 
thyroid nodules. A novel diagnostic test that measures the expression of a 3-gene signature 
(DPP4,SCG5 and CA12) has demonstrated promise in thyroid carcinoma assessment. 
However, more reliable prediction methods combining clinical features with genomic 
signatures with high accuracy, good stability and low cost are needed.  
Methodology/Principal Findings  25 clinical information were recorded in 771 patients. 
Feature selection and validation were conducted using random forest. Thyroid samples and 
clinical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142 patients at two different hospitals, and expression of the 
3-gene signature was measured using quantitative PCR. The predictive abilities of 
three models (based on the selected clinical variables,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and 
integrated gen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were compared. Seve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a training set (539 patients) and tested in three test 
sets, yielding predictive accuracies of 82.3% (n=298), 81.4% (n=70), and 81.9% (n=72). The 
predictiv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72.3%, 80.5% and 76.8% for the model 
based on the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 66.2%, 81.8% and 74.6% for the model based on 
the clinical data, and 83.1%, 84.4% and 83.8% for the combined model in a 10-fold cross-
validation(n=142).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integrated model, which combines clinical data 
with the 3-gene signature, is superior to models based on gene expression or clinical data 
alone. The integrated model appears to be a reliable tool for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thyroid tumor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12 
 

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的研究 
 

张建 张晓时 李晓丽 王传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研究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人群中的表达，探讨建立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临床参考区间 
方法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表面健康人 325 例，年龄

27～87 岁，平均 53.6 岁，男性 223 例，女性 102 例。根据双侧颈动脉和头壁干内-中膜增厚

及板块形成进行积分，分为 7 组（0～6）。0 分组 101 名，1 分组 21 名，2 分组 46 名，3 分

组 15 名，4 分组 72 名，5 分组 21 名，6 分组 49 名。直接法测定血清 sd-LDL、TC、HDL、
LDL，计算小而密脂蛋白胆固醇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计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 
结果 七个分组 sd-LDL 依次是 36.33±17.49、39.50±15.18、38.29±15.38、43.98±17.06、
42.81±20.24、39.34±14.49、34.08±15.01。TC 依次是 4.75±0.77、4.78±0.52、4.93±0.73、
5.04±0.82、5.01±0.86、5.18±0.90、5.11±1.03。sd-LDL/LDL 比值依次是 105.25±41.99、
115.25±36.92、119.52±41.71、122.88±31.98、125.74±50.65、126.20±28.02、
135.45±25.23。LDL/HDL 比值依次是 2.35±0.76、2.65±0.34、2.44±0.34、2.60±0.66、
2.50±0.84、2.70±0.94、2.35±0.96。Nldl/HDL 比值依次是 2.47±0.85、2.7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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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72、2.66±0.63、2.70±0.79、2.80±0.99、2.91±0.81。小而密脂蛋白胆固醇与总胆固

醇相关性小（R2=0.51）。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动

脉粥样硬化分级无统计学差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与动脉粥样硬

化分级无统计学差异。小而密脂蛋白胆固醇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与动脉粥样硬化分级有

统计学差异，随动脉粥样硬化分级升高，其比值升高。表面健康人群 95%分位为 62.9mg/dl，
无动脉粥样硬化表面健康人群 95%分位为 49.1mg/dl。 
结论 济南市地区成年人小而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参考区间为 9.2～49.1mg/d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16 
 

CEA、CA199 和 CA242 联合检测在结直肠肿瘤检测中的检

测意义 
 

朱美芹 
江苏省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目的  CEA，CA199 和 CA242 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CRC 最常用的血清学肿瘤标志物，其联合检

测对 CRC 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研究 CEA、CA199 和 CA242 联合检测对

CRC 的诊断价值。  
方法  结直肠癌 61 例，平均年龄为 61.2 (38~71)岁，结直肠癌均经手术或肠镜，病理检查确

诊。良性病变组 59 例，平均年龄为 59 (31~75)岁，对照组 58 例，均系健康体检者，平均年

龄 56.2 (33~72)岁。采用 Snibe MAGLUMI 化学发光仪 4000 测定 CEA、CA199 和 CA242。
仪器操作和试剂使用均按照说明进行，严格遵守标准操作规程。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采用 X±S 表示，经方差分析后，采用两标本 t 检验比较；计

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结直肠癌组血清 CEA 浓度和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直肠癌组血清

CA199 浓度和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直肠癌组血清 CA242 浓度和正常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61 例结直肠癌患者三项联合检测阳性病例共 51 例，阳性

率为 83.6%。59 例良性病变组三项联合检测阳性病例共 14 例，阳性率为 23.7%。58 例正常

体检者中 三项联合检测阳性病例共 3 例，阳性率为 5.17%。  
结论  在结直肠癌诊断中，CEA，CA199，CA242 的联合检测结直肠癌的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通过将三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查，弥补单项检测不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617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train-Specific Cell 
Aggregation Caused by a Single Nucleotide Change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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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Qian,Li Min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200127 
 

Strain-specific phenotypes are commonly observed in bacterial research;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 is unknown.  In the important human pathogen 
Staphylococcus aureus, the deletion of ftsH, which encodes the membrane-bound ATP-
dependent metalloprotease FtsH, elicits cell-aggregation in the strain Newman but not 
in USA300. Here, we show that the strain-specific cell aggreg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a 
single nucleotide substitution that rewires the FtsH regulatory network. First,we determined 
potential FtsH substrate proteins by mass spectrometry (MS)-based total proteomics. 
Although the abundance of 189 (Newman) and 154 (USA300) proteins was significantly 
altered by the ftsH deletion, only 33 proteins were identified in both strains, of which 11 were 
identified as core FtsH substrate protein candidates.  The FtsH-substrate nature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in vitro proteolysis assay for four proteins. In the strain Newman, the sensor 
histidine kinase SaeS has an L18P substitution in the first transmembrane helix, which 
rendered the protein susceptible to the FtsH-mediated proteolysis. Due to the increase of 
SaeS L18P in the ftsH mutant, Eap, a sae-regulon, was also increased in abundance, 
causing the Newman-specific cell-aggregation phenotype.  Regardless of the strain 
background, however, the ftsH mutants showed lower virulence and survival in a murine 
infection model, showing that, despite its heterogeneous roles in different strains of S. 
aureus, its conserved cellular functions are critical for staphylococcal pathogenesis and 
survival in the host. Our study also illustrates the elasticity of bacterial regulatory network, 
which can be rewired by a single substitution mut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31 
 

2014 年医院主要多重耐药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仁哲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目的  分析 2014 年医院检出的多重耐药菌的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分析，为多重耐药菌的治疗和

控制提供依据。 
方法  用 VITEK 2 compact 对 2014 年本院分离出的病原菌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用

WHONET5.5 软件对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性进行分析。 
结果  医院 2014 年，剔除同一患者重复分离的菌株，全年共检出细菌 4678 株，其中多重耐药

菌 1163 株，占 24.86%。主要的五类多重耐药菌中，以产 ESBLs 肠杆菌科细菌最多，共 785
株（67.5%）；其余依次是 MRSA,196 株（16.85%）；MDR-AB，81 株（6.96%）；MDR-
PA，64 株（5.5%）；CRE,12 株（1.03%）。其余多重耐药菌共 25 株，占 2.15%。多重耐

药菌的标本来源依次为呼吸道、尿液、伤口分泌物和血液。多重耐药菌的专业类别来源，重症

医学科分离数量最多，其余依次为外科、内科、儿科、肿瘤科、妇产科。产 ESBLs 肠杆菌科

细菌对头孢替坦、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以及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率

较低，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氟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较高。MRSA 对万古霉素、奎奴普丁、

利奈唑胺、替加环素、呋喃妥因耐药率为 0。MDR-PA 仅对阿米卡星耐药率较低。MDR-AB 仅

对米诺环素耐药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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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多重耐药菌普遍耐药率较高，临床治疗难度大，应加强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以及医院感染

预防和控制的相关培训，提高临床科室，尤其是重症医学科的重视程度，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减少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的发生，严格隔离措施，预防和控制多重耐药菌的传播，避免医院感

染爆发，保障患者安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43 
 

216 例疑似反应性关节炎患者的病原体检测及耐药性分析 
 

刘义刚 路 麒 李晓莹 陈瑞娥 金 炎 姬灿灿 王月玲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收集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疑似反应性关节炎患者泌尿生殖道标本 216 份，了解患者沙

眼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情况并分析支原体耐药状况。 
方法  对 216 例疑似反应性关节炎患者取泌尿生殖道标本，用胶体金法检测沙眼衣原体，用支

原体培养药敏试验试剂盒进行支原体属培养及 12 种抗菌药物的体外药敏试验。 
结果 216 例疑似反应性关节炎患者中，衣原体（CT）阳性 36 例，占 16.7%。解脲脲原体

（UU）阳性 157 例，占 72.7%，未检出人型支原体（Mh）。支原体对抗菌药物的敏感率最高

的是美满霉素(91.1%),其次是强力霉素(90.5%)、交沙霉素(89.2%)、四环素(82.2%)，敏感率

最低的是环丙沙星(0%)，其次是氧氟沙星(6.4%)、左氧氟沙星(12.8%)、司帕沙星(16%)。 
结论 疑似反应性关节炎患者中，支原体感染率高于衣原体，支原体感染以解脲脲原体为主，

对拟诊为反应性关节炎患者,应重视进行泌尿生殖道分泌物支原体的检测。美满霉素、强力霉

素、交沙霉素、四环素对支原体感染有较高的敏感性，反应性关节炎支原体感染患者可经验使

用上述药物。对应用较早的喹诺酮类药物已产生严重的耐药性，已不适合经验性用药。随着支

原体耐药菌株的日益增多，对疑似反应性关节炎患者进行泌尿生殖道分泌物支原体培养及药敏

试验，根据药敏结果指导临床科学、合理的使用抗生素，及时动态的掌握支原体的耐药变迁情

况，对降低支原体耐药性的产生及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是十分重要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45 
 

一个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家系 DNA 聚合酶 基因突变检

测与分析 
 

刘宇 王培昌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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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对一个基因损伤修复缺陷性疾病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Ataxiatel-angiectasia,AT)
家系 DNA 聚合酶(DNA 
polymerase,DNApol)基因突变分析，初步观察其稳定突变位点，为上述疾病易感基因风险突

变位点的进一步确定奠定基础。方法  1.对该家系先征者 DNA 聚合酶基因家族，POLA、
POLB、POLD1、POLD2、POLE1、POLG 测序，检测突变位点，分析并筛选有义突变位

点；2.对该家系成员在先征者有义突变区域直接测序。 
结果  1.AT 家系患儿 DNA 聚合酶基因无外显子突变，但在 POLE1 12p24.3 132696619 
A>G，该突变位置处于该基因的 3’UTR 
下游；2.家系中患儿的母亲、外祖母及舅舅发生 12p24.3 132696619 A>G。 
结论  AT 家系先证者在 DNA 聚合酶基因外显子没有检测到突变位点，但在 3’UTR 位置检测到

一有义突变位点，在家系成员中亦有突变，其可能为 AT 疾病的稳定突变位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53 
 

Temporal Trends in Syphilis and in the Serologic 
Diagnosis of Syphilis 

 
Kan BO 

2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41 
 

Introduction  The infection rate of syphilis in China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recent 
decades, becoming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concern. Early prediction of syphilis is therefo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heath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Methods  While direct tests (e.g., microscopy or PCR) are helpful in early syphilis, the 
mainstay of diagnosis remains serologic tests.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 using a 
nontreponemal test (NTT) followed by a treponemal test (TT) remains the standar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More recently, the ability to automate the TT has led to th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use of reverse algorithms using treponemal enzyme immunoassays (EIAs).  
Results  The syphilis incidence rates have increased three-fold from 2005 to 2012 in China. 
Physicians need to vigilantly screen high risk patients. There are still a decreasing number of 
syphilis serological tests carried out. 
Conclusions  While newer treponemal EIAs look promising,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ir utility. This article reviews current tests and discusses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syphilis diagnosis, with a focus on serologic tes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58 
 

基于细菌 16S rRNA 基因扩增临床不常见病原菌的价值 
 

曹敬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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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16S rRNA 基因扩增与测序在临床不常见病原菌鉴定中的价值，指导临床相关感染

的诊治。 
方法  选择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常规方法难以准确鉴定、无法鉴定或有特殊表型的细菌 12 株，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其 16S rRNA 基因，测序后进行 BLAST 比对鉴定菌种，并分

析相关感染的临床特点。 
结果  12 株菌经 PCR 扩增均得到阳性条带（约 1 500 bp），均鉴定到种（相似度≥99%），

分别为死亡梭杆菌 1 例、产单核细胞李斯特菌 2 例、马耳他布鲁杆菌 2 例、空间罗氏菌 1 例、

鼻疽奴卡菌 1 例、解糖葡萄球菌 1 例、放射性根瘤菌 1 例、二路普雷沃菌 1 例、解甘露醇罗尔

斯顿菌 1 例、阴道阿托波菌 1 例。16S rRNA 基因扩增灵敏度高，大肠埃希菌 ATCC 25922 的

最低检测限为 1.5×101 CFU/mL。12 例患者临床资料显示上述菌可引起临床多部位、多类型

感染，选用针对性抗菌药物治疗后 11 例好转，1 例死亡。 
结论 16S rRNA 基因测序方法可快速、准确鉴定少见菌、厌氧菌及难培养细菌，为临床不同类

型感染的病原学诊断和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59 
 

重庆地区 46 例唐氏综合征患者相关皮肤粘膜疾病调查 
 

蔡庆生
2,3 朱文兰

1,3 石宇
1,3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检验科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诊科 

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儿童发育重大疾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 认知发育与学习记忆障碍转化医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对重庆地区 46 例唐氏综合征患者相关皮肤粘膜疾病调查。 
方法 对门诊确诊的 46 例唐氏综合征患儿进行皮肤粘膜相关疾病的诊断，并对结果作统计学分

析。  
结果 46 例患儿中发现的皮肤粘膜疾病共计 25 种，其中湿疹的发病率最高，为 52.17%，裂纹

舌发病率为 23.91%，且该病发病率且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 
结论 随着唐氏综合征患者的存活年龄的增加，应加强对其皮肤粘膜疾病的关注，下一步研究

应增加样本量及开展多中心的联合调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65 
 

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刘军 吴毅凌 张国英 彭敬红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了解鲍曼不动杆菌在医院感染现状及耐药性差异，为有效预防及治疗医院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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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就诊患者送检标本中分离的 378
株鲍曼不动杆菌资料。 
结果  378 株鲍曼不动杆菌主要分离自重症监护室（ICU；176 株，47.00%），其次是内科

（127 株，33.42%）和外科（35 株，9.14%）；主要标本类型为痰标本（76.25%）。9 种常

用抗菌药物的药敏结果显示，ICU 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敏感率均<15%；明显低于内科

（<60%）和外科病区(<40%)。 
结论  不同病区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差异较大，ICU 分离株耐药性最严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667 
 

Temporal Trends in Syphilis  
 

Kan BO 
2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41 

 
Introduction  The infection rate of syphilis in China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recent 
decades, becoming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concern. Early prediction of syphilis is therefo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heath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Methods  While direct tests (e.g., microscopy or PCR) are helpful in early syphilis, the 
mainstay of diagnosis remains serologic tests.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 using a 
nontreponemal test (NTT) followed by a treponemal test (TT) remains the standar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More recently, the ability to automate the TT has led to th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use of reverse algorithms using treponemal enzyme immunoassays (EIAs).  
Results  The syphilis incidence rates have increased three-fold from 2005 to 2012 in China. 
Physicians need to vigilantly screen high risk patients. There are still a decreasing number of 
syphilis serological tests carried out. 
Conclusions  While newer treponemal EIAs look promising,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ir utility. This article reviews current tests and discusses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syphilis diagnosis, with a focus on serologic tes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68 
 

门诊患者泌尿道标本分离大肠埃希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机制 
 

范会 金 炎 邵春红 王 勇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了解从门诊患者泌尿道标本中分离出的大肠埃希菌的流行情况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

性，分析产 ESBL 菌株所携带耐药基因的情况。 
方法   收集自 2013 年 1 月-12 月门诊患者泌尿道标本分离的大肠埃希菌，使用法国 Vitek 
2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对细菌进行鉴定，采用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根据 2013
年 CLSI 规定使用表型确定试验检测 ESBL；PCR 方法检测产 ESBL 菌株的耐药相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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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收集门诊患者泌尿道标本分离的大肠埃希菌 366 株，其中产 ESBL74 株，占 20.2%
（74/366）。产 ESBL 菌株仅对碳青酶烯类药物、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头孢哌酮-
舒巴坦、呋喃妥因敏感性较高；对其他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较为严重，敏感性多在 50%
以下，尤其是对喹诺酮类药物敏感率只有 15 %左右，产 ESBL 菌株比非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

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明显升高。74 株产 ESBL 大肠埃希菌的主要耐药基因型是 CTX-M 型（71
株）和 TEM 型（47 株），分别占所检测菌株的 96.0 %（71/74）和 63.5 %（47/74），同时

携带 2 种以上基因的菌株 44 株，占所测菌株的 59.5 %（44/74），其中主要以 CTX-M-1 群

+TEM 型最多，检出 26 株，占 59.1 %（26/44）；同时携带 3 种基因有 1 株（1.4 %），。对

47 株含 TEM 型的菌株进行测序，全部为 TEM-1 型非 ESBL。 
结论 门诊患者泌尿道标本分离的大肠埃希菌中产 ESBL 菌株检出率较高，其耐药性高且常呈

多重耐药，基因型复杂和多样化，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应得到重视，应加强此类菌株耐药性的监

测，以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控制耐药菌株的蔓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81 
 

成人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黄莎莎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调查医院成人血流感染主要病原菌的分布特征及其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药物

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山东省立医院 2015 年 1 月份至 12 月份年龄在 18 岁以上成人血培养阳性标本，采

用 VITEKMS 全自动快速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进行鉴定，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药敏

分析系统及 K-B 纸片法进行药敏试验，应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在 2300 例成人血培养标本中共检出病原菌 199 株，阳性检出率为 8.6%，其中革兰阴性

菌 135 株，占 67.8%；革兰阳性球菌 57 株，占 28.6%；真菌 6 株，占 3.0%；排名前 5 位的

病原菌依次是大肠埃希菌（占 39.2％）、肺炎克雷伯菌（12.1％）、肠球菌属（占 8.0％）、

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7.0％）及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占 3.5％）。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

菌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的菌株检出率分别为 42.3％和 33.3％，肺炎克雷伯菌中出现对

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和厄他培南耐药的菌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检出率为

7.1％，粪肠球菌对多数药物的耐药率均低于屎肠球菌, 未发现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

胺耐药的葡萄球菌和肠球菌。 
结论  该院 2015 年血培养病原菌检出率低 ,病原菌种类多，以革兰阴性菌为主 ,耐药情况复杂,
实验室应加强血培养的检测工作 , 尽早为临床提供及时准确的药敏试验结果，临床医生应提高

对血液及导管的送检率，及时了解其病原菌的构成和耐药情况 , 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择抗

菌药物，采用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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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肿瘤坏死因子-α
和 CD8+CD28-T 细胞的水平变化及医学价值 

 
蒋雷 袁武锋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目的  探讨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 CD8+CD28-T 细胞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的变化及意义，同时探讨这三者在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病机制中的作

用。 
方法  选择我院冠状动脉造影确诊的急性冠脉综合征住院患者 80 例，根据临床症状、心电

图、 实验室检查结果等分为不稳定型心绞痛（UA)组（30 例）， 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NSTEMI)组 28 例和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组 22 例；另选取同期我院体检健康者

60 例作为对照组。按照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GRACE)危险评分软件对急性冠脉综合

征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分为低、中、高危组，其中低危组 20 例，中危组 38 例，高危组 22
例。患者经常规治疗后，判定疗效，分为治疗前组（80 例），和治疗后有效组（65 例）。检

测各组 MCP-1、TNF-α、和 CD8+CD28-T 细胞水平。分别采用 ELISA、免疫比浊法和流式细

胞术检测外周血 MCP-1、TNF-α 和 CD8+CD28-T 细胞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UA 组、NSTEMI 组及 STEMI 组患者外周血 MCP-1 和 TNF-α 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而三组患者 CD8+CD28-T 细胞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且 NSTEMI
组和 STEMI 组患者外周血 MCP-1 和 TNF-α 明显高于 UA 组（P<0.05），而 UA 组、NSTEMI
组及 STEMI 组患者外周血 CD8+CD28-T 细胞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高、中危组患

者 MCP-1 和 TNF-α 水平显著高于低危组（P<0.05），高危组患者 MCP-1 和 TNF-α 水平高于

中危组（P<0.05），高危组患者 CD8+CD28-T 细胞水平低于中、低危组（P<0.05），而中、

低危组患者 CD8+CD28-T 细胞水平无差异（P>0.05）。与治疗前组患者比较，治疗后有效组

MCP-1 和 TNF-α 水平显著降低（P<0.05）而 CD8+CD28-T 细胞水平显著升高（P<0.05）。 
结论  MCP-1、TNF-α 和 CD8+CD28-T 细胞参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发病过程并与病情相关，

可作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病情、危险分层判断及疗效评价的客观指标。MCP-1 和 TNF-α
可考虑作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治疗的一个靶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685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olymorphism of the TM6SF2- 
rs58542926 Gene and liver damage and the severity of 

liver fibrosis : A Meta-analysis 
 

shi mingqiao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Aims  A common non-synonymous polymorphism in transmembrane six superfamily 
member 2 (TM6SF2) gene had been recently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hepatocyte 
damage and the severity of liver fibrosis as well, but which still remains controversial 
between diffirent researche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M6SF2 
polymorphism and liver lesion as well as the severity of liver fibrosis, we performed a 
systematic review by a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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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electronically searched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CNKI(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WanFang Data and CBM(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from inception to January 27, 2016, to collect studies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M6SF2 polymorphism and the liver lesion and the severity of liver 
fibrosis.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literature, extracted data and assessed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Then, the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tata 12 software. Pooled odds ratio and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were 
performed in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among the studies was assessed through Chi-square test. If the I2 between 
the included studies was equal or more than 50%, we further explored the reason why 
the heterogeneity was exited through subgroup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12 studies were included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ve criteria and exclusive 
criteria. In the dominant model, carriers of the T allele (EK and KK individuals) showed 
a moderate effect on the risk of the severity of liver fibrosis (odds ratio:1.491; 95% 
confidence interval:1.131-1.851,P<0.0001) when compared with homozygous for the 
ancestral C allele(EE gene-type). The TM6SF2 gen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modulating 
lipid traits, including triglycerides (TG), total cholesterol (TC),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Carriers of the T allele showed lower levels of TG, TC, and 
LDL-C, the differences in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mg/dl) are 
-11.666, 95%CI（-16.088，-7.244）; -9.628，95%CI（-12.019，-7.237）, -3.821 95%CI（-
5.912，-1.730）,respectively. Carriers of the T allele revealed a higher level of alanine 
trsnsaminase (ALT) 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when compared with 
homozygous EE, the differences in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U/L) are 1.185，95%CI (0.042，2.329); 0.860，95%CI (0.560，1.161）, respectively.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TM6SF2 variant an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 in a large sample.  
Conclusion  The TM6SF2-rs58542926  gene appears to be an important modifier of blood 
lipid trait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 The C allele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TG, TC, and LDL-C, 
whereas the T allele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the severity of liver fibro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87 
 

肝细胞肝癌患者血清中 MicroRNA-134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潘华政 曹永献 王轶 宋广辉 刘世海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MicroRNA 能够在肿瘤患者血清或血浆中检测到，可以作为潜在的肿瘤非侵袭性诊断或

治疗性靶标。探讨在肝细胞肝癌患者血清中 MicroRNA-134 表达水平及其与肝癌患者临床病理

特征的关系，为 MicroRNA-134 作为肝癌诊断与治疗靶标的筛选提供理论数据。  
方法  收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手术切除 25 例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对其进行

MicroRNA 芯片筛测，选出肝癌组织中异常表达的 MicroRNA。收集 64 例肝癌患者术前血清

样本（肝癌组），收集 56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样本作为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

检测肝癌患者和正常人血清中 MicroRNA-134 的表达水平，分析肝癌患者术前血清

MicroRNA-134 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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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icroRNA 芯片检测肝癌肿瘤组织中 MicroRNA-134 较癌旁组织明显降低。与对照组相

比，肝癌组患者血清 MicroRNA-134 显著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性别、年龄、肿瘤直

径、TNM 分期、患者血清 AFP 水平与 MicroRNA-134 表达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MicroRNA-134 在肝癌患者血清中低表达，可能对肝细胞肝癌的诊断及治疗具有一定临

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89 
 

广州医科大学番禺校区宿舍空气霉菌浓度及其危险因素 
 

温晓茵
1 罗嘉莹

2 李玉勤
1 黄淑娟

1 袁艳
1 

1.广州医科大学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目的  霉菌浓度是室内空气污染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与居住者的健康有密切关系。大学生在

宿舍逗留时间较长，霉菌污染更容易影响其健康。而且学生来自不同地方，生活习惯不一致，

宿舍的霉菌生长特征可能与家居不同，因此监测高校宿舍内的霉菌浓度，确定影响其浓度的危

险因素，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重要依据尤为重要。 
方法  采用自然沉降法，对室内霉菌进行五点采样收集，37℃恒温培养箱培养 2 天，通过奥氏

公式记录为霉菌浓度，记录当天宿舍基本情况(温度、相对湿度、是否开空调、楼层、楼栋和

居住者的性别)。根据霉菌浓度，以加拿大卫生部门规定的 50cfu/m3为界，将宿舍分为浓度较

高的实验组和浓度较低的对照组进行对比。spss21.0 软件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和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次收集共 31 例，霉菌浓度 56.28±23.63cfu/m3。温度及相对湿度与霉菌浓度呈正相关

（P<0.05）。按照规定，可分为实验组 15 例，对照组 16 例。经卡方检验，开空调(P=0.000)
的宿舍和男生(P=0.035)宿舍霉菌浓度更低。Logistic 多因素分析显示湿度升高(P=0.024)和高

楼层(P=0.019)是霉菌浓度升高的危险因素。 
结论  相对湿度越高，霉菌浓度越高；楼层越高，霉菌浓度越低。加强室内除湿是保护室内空

气环境免受霉菌侵害的重要措施，这对低楼层居住者来说尤为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90 
 

急性粒单细胞白血病伴多圆核巨核细胞明显增多 1 例 
 

王术国 王玉洁 
青岛市市立医院 266071 

 
男 64 岁，因乏力伴牙龈出血 1 月余住院。查体：发热，畏寒伴有咳嗽、咳血，贫血貌，胸骨

无压痛，肝脾肋下未触及。按 2008 年 WHO 诊断标准诊断为急性粒单细胞白血病。 
骨髓象特点：骨髓增生明显活跃，原始粒细胞占 30.5%，该类细胞胞体大小不等；核呈圆形、

类圆形，染色质细致，核仁 2-4 个；胞浆量较少，内含红色颗粒。原幼单核细胞占 28%，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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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细胞胞体大小不等；核呈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形，可见凹陷、扭曲，染色质细致粒网状，

核仁 1-3 个，大而明显；胞浆量较多，内含细小粉色颗粒。红系占 13%，幼红细胞形态大致

正常，成熟红细胞大小不一。淋巴细胞占 3.5%。全片见巨核 175 个，多圆核巨核细胞占

93%，血小板散在少见。血象特点：WBC 分布增高，原幼粒单细胞占 25%。原始粒单细胞细

胞化学染色：POX(+)，AS-DCE 染色阳性率 30% ，α-NBE 染色阳性率：28%，ANAE 染色阳

性率：29%，NaF 抑制试验 ：抑制率 90%。 
免疫分型结果：分为 R3 和 R4 两群，R3 为原始细胞，占 33.58%，表达 CD117、CD33、
CD13、HLA-DR，部分表达 CD34、CD15、CD64、cMPO；R4 为幼稚及偏成熟单核细胞，

占 22.0%，表达 HLA-DR、CD13、CD33、CD64、CD14、CD15、CD11b、cMPO；R3、
R4 两群均不表达 CD7、CD34、CD20、CD10、CD19、CD3、CD56、CD5、CD41a、
CD117、CD138、cD79a，免疫分型结果符合急性粒单细胞白血病。 
染色体检查：46，XY。予 IA 方案化疗 2 个周期治疗后完全缓解。 
讨论：大多数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巨核细胞数目减少，此病例巨核细胞数目增多且呈明显病

态，多圆核巨核细胞占 91%（图 1），多圆核巨核细胞胞核 5-12 个，核呈圆形或者椭圆形，

圆形核之间多数无核丝相连，少数有核丝相连，胞浆量丰富，内含较多红色颗粒，无血小板生

成。巨核细胞病态现象在急性白血病中的意义目前尚未完全明了，刘琰[1]报道病态巨核细胞与

预后有关系，刘琰观察到初治急性白血病巨核细胞增多且伴有病态者中位生存期短，预后不

良，不过本病例目前治疗效果良好，预后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692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for Human Papillomavirus 
16/18 DNA Detection and Genotyping in Shanghai, China 

 
wang xueliang1,liu fen2,jiang lingli1,bao yun1,xiao yanqun1,wang hualiang1 

1.Shanghai Centr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2.Shanghai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Products 

 
Background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DNA detection and genotyping is now being 
used for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by a growing number of laboratories in Shanghai, but the 
degree of proficiency may vary between them.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clinical laboratories for HPV DNA detection and genotyping by an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EQA) program.   
Methods  The EQA panels were clinically validated by the Cobas 4800 HPV test, and 
distributed in May 2015 (panel 1) and September 2015 (panel 2). Each panel consisted of 
one negative sample and nine positive cell or clinical samples of HPV16 and HPV18 type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40 laboratories submitted 18 qualitative and 22 genotyping data sets 
in panel 1 and 45 laboratories submitted 18 qualitative and 26 genotyping data sets in panel 
2. In both panels, all laboratories used commercial assays and detected the negative 
samples correctly.   
Results  There were no false-positive results in qualitative data sets and only 2 false-positive 
results in genotyping data sets of panel 1 and panel 2, respectively. The false-negative rates 
were 8.0% for panel 1 and 2.7% for panel 2, respectively. For the non-genotyped data sets, 
almost all the laboratories (100% for panel 1 and 97.8% for panel 2, respectively) obtained a 
score of acceptable or better. For the genotyping results, acceptable or better scores were 
obtained in 81.8% (panel 1) and 100% (pan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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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ajority of laboratories in Shanghai have reliable 
diagnostic ability for HPV detection and genotyping. Moreover,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QA for monitoring the performance of clinical laboratori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698 
 

凝血试验标本采集以及分析前的质量控制 
 

王燕红 贾传华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探讨凝血检验中标本的采集和分析前的处理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和原因，为提高

检验结果的质量而采取的措施。 
方法  以我院 2015 年 8 月-2016 年 4 月门诊及住院患者采集的静脉血 50000 份为研究对象，

对样本进行逐个标记和检查，如发现有不合格者需重采血，用 Sysmex 公司的全自动血凝仪

CS5100 进行 PT、APTT、TT、Fib 测定，根据结果对相关医务人员、标本的采集、储存与转

运方面进行回访调查，找出对凝血试验的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原因分析。 
结果  发现有 1500 例可疑样本，占样本总数的 3%。可疑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采血顺但量偏

少的样本 200 例，第一次和第二次结果（PT、APTT、TT、Fib）差异明显 P<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枸橼酸钠负压管负压不够致量偏少者 10 例，第一次和第二次结果（PT、APTT、
TT、Fib）差异明显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采血不顺致量偏少但未见凝集 271 例，第一次

和第二次结果（PT、APTT、TT、Fib）差异明显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采血顺但血未与

抗凝剂充分混匀，有凝块者 220 例，第一次和第二次结果（PT、APTT、TT、Fib）差异明

显，P<0.05，具有统计血意义；采血不顺虽充分混匀仍可见凝块者 600 例，第一次和第二次

结果（PT、APTT、TT、Fib）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血意义；采血顺亦充分混匀仍见

凝固者 24 例，第一次和第二次结果（PT、APTT、TT、Fib）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

血意义；容器错误 108 例，第一次和第二次结果（PT、APTT、TT、Fib）差异明显，

P<0.05，具有统计血意义；送检超时者 15 例，第一次和第二次结果（PT、APTT、TT、
Fib）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血意义；从不当部位采血者 25 例，第一次和第二次结果

（PT、APTT、TT、Fib）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血意义；HCT>0.55 或<0.20 者未调

整者 27 例第一次和第二次结果（PT、APTT、TT、Fib）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血意

义。 
结论  检测时应对各个细节和操作谨慎小心才可能确保检验结果的可靠和准确，针对这些原因

采取遵照医嘱，严格三查七对；对医务人员和患者宣传教育；正确采集；及时送检措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02 
 

CKMB 检测高于 CK 检测值的原因简析 
 

於鑫 尚帅 
沈阳维康医院 1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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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酸激酶（CK）与其同工酶（CK-MB）的检测在临床上主要用于心肌损伤，其对急性心肌梗

塞（AMI）的诊断在过去的历史时期做出卓著贡献，一时间成为心肌梗塞实验室诊断的“金标

准”。在实际应用中发现 CK-MB 并不是心肌特异性标记物，在一些生理和病理现象中 CKMB
高于总 CK 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 CKMB 会高于 CK 很多，查实发现主要是检测方法学的影响

和限制所致。比较而言检测 CK-MB 的质量比检测 CK-MB 的活性可以更客观反映 CKMB 的

值。  
CK-MB 检测值高于总 CK 检测值的原因简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05 
 

重组 HMGB1-A box 蛋白对小鼠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炎的缓解

作用研究 
 

孙文萍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检验医学部 2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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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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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GB1 的特异性拮抗剂，本研究检测重组 HMGB1-A box 蛋白对小鼠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炎的

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实验室重组 HMGB1-A box 蛋白，鉴定其生物学活性，并且检测其浓度。将造模成功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 BALB-C 小鼠按照年龄性别分为两组，每组 20 只，实验组注射实验室重组的 
HMGB1-A box 蛋白，对照组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小鼠处死后，对小鼠肾脏进行病理学免疫

组化染色，分别检测实验组和对照组肾脏炎症细胞的浸润情况。实验室内重组小鼠 HMGB1-A 
box 蛋白对狼疮肾炎的作用用单核细胞跨血管内皮细胞迁移 Transwell 的方法检测。把微血管

内皮细胞株接种在具有通透性的 Transwell 小室的滤膜上，形成一单血管内皮细胞层，将该层

血管内皮细胞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用重组小鼠 HMGB1-A box 蛋白干预 24 小时，对

照组则用等量生理盐水干预相同时间，然后将单核细胞加入到上室中进行跨血管内皮细胞迁

移，20 小时后，将迁移至下室的单核细胞收集起来用细胞计数仪计数，并且比较实验组和对

照组之间单核细胞跨内皮细胞迁移的差异。 
结果  肾脏病理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狼疮小鼠肾脏炎症细胞浸润明显减轻；

Transwell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单核细胞跨内皮细胞迁移至下室的细胞较对照组

明显减少 (P＜0.05) 。 
结论  重组 HMGB1-A box 蛋白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小鼠肾炎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其中一种可

能的机制是减少了肾脏炎症细胞的浸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06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自然史中 HBsAg 和 HBsAb 共存血清

学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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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瀑 林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分析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自然史中 HBsAg 和 HBsAb 共存血清学模式中血清学指标与 HBV 
DNA 和肝酶的相关性，提高临床对 HBV 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收集 HBsAg 和 HBsAb 双阳性患者基本信息、血清学指标、HBV-DNA 和

ALT、GGT 结果，进行分期分析。  
结果  HBsAg 和 HBsAb 双阳性病例 520 例，占 HBV 感染者 2.8%，占总送检标本 0.42%；男

性 52.88%，女性 47.12%；HBV-DNA 阳性 136 例，占 47.89%。可划分为慢性乙型肝炎四期

的 184 例双阳性病例中，免疫耐受期 47 例（26%），免疫清除期 17 例(9%)，低复制期 108
例(59%)，再活动期 12 例(6%)。四期在年龄和性别分布上无差异(P>0.05， 见表 1）；四期

HBsAb 水平都较低，没有明显差异（P=0.077）；HBsAg、HBsAg/HBsAb、HBV-DNA、ALT
和 GGT 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2）；其中，低复制期 HBsAg 明显低于其他 3 组

（P<0.05）；免疫清除期和再活动期 GGT 均升高（P=0.626）。284 例双阳性病例中 HBV-
DNA 阳性的 136 例，占 47.89%。相关性分析，HBsAg、HBsAb、 ALT 和 GGT 与 DNA 呈正

相关（r=0.255、0.188、0.177、0.237，P<0.05，见表 3）。免疫耐受期， DNA 与 HBsAg 和

HBsAg/HBsAb 呈正相关（r=0.657，0.634,p<0.001）；免疫清除期，GGT 与 HBsAg 和

HBsAg/HBsAb 呈负相关(r=-0.566，-0.483，P<0.05)；低复制期均无相关（P>0.05）；再活

动期，DNA 与 HBsAb 呈负相关(r=-0.607,p<0.05)。 
结论  HBsAg 和 HBsAb 双阳性模式并不少见，主要出现在低复制期，在该模式中 HBsAb 的阳

性并非表示疾病的好转，四期分布差异大，机制复杂，各期间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08 
 

荧光染色法对低于参考范围的血小板计数性能评价 
 

韩才均
1 赵万韬

2 
1.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2.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荧光染色法(PLT-F)对低于参考范围的血小板计数性能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将 170 例血小板减低标本分为低值组、中低值组及血小板聚集组。以显微镜手工法为参

考方法，比较分析低值组和中低值组荧光染色法(PLT-F)、电阻抗法(PLT-I)与显微镜手工法的

一致性及其精密度；应用上述 3 种方法检测血小板聚集组，评价血小板报警信息的准确性。 
结果 低值组 PLT-F 和 PLT-I 与显微镜手工法的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893、0.705(p 均小于

0.05)，中低值组 r 分别为 0.925、0.886(p 均小于 0.05)；PLT-F 和 PLT-I 在低值组 CV 分别为

1.9%~2.8%、4.2%~12.8%，中低值组 CV 分别为 1.7%~2.6%、2.2%~2.9%；血小板聚集组

经涂片染色，镜检确认存在血小板聚集团块，PLT-F 血小板报警信息提示 24 例标本均存在聚

集，而 PLT-I 的报警信息提示 14 例标本存在血小板聚集。 
结论 与 PLT-I 相比，PLT-F 对于血小板减低标本检测具有更好的精密度和准确性且 PLT-F 血

小板报警信息灵敏、特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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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09 
 

乙型肝炎病毒耐药突变的焦磷酸测序法检测试剂与 Sanger 双
脱氧链终止法检测试剂的比对分析以及临床初步应用 

 
夏前林 郑江花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目的  将检测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耐药突变位点的焦磷酸测序检测试剂与

Sanger 双脱氧链终止法（Sanger 法）检测试剂进行临床比对评价分析，为临床诊断和个体化

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引物与模板 DNA 退火后在 DNA 聚合酶、三磷酸腺苷硫酸化酶、荧光素酶和双磷酸酶的

协同作用下每一个 dNTP 的聚合与一次荧光信号的释放偶联起来，通过荧光信号的形式实时记

录模板 DNA 的核苷酸序列，分别用该焦磷酸测序检测试剂与 Sanger 法检测试剂检测临床乙

肝患者的血清样本 445 份。与 Sanger 法检测试剂比对，计算焦磷酸测序检测试剂的特异度、

灵敏度以及总符合率；并计算 Kappa 值，比较二者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与 Sanger 法检测试剂比对，焦磷酸测序检测试剂的特异度为 100%，灵敏度为

99.82%，总符合率为 99.86%，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994，一致性强度为最强。 
结论  焦磷酸测序检测试剂适合于临床对 HBV 样本进行耐药性诊断，其特异度和灵敏度与

Sanger DNA 测序法一致性较强，且其具有检测速度快、操作方便、测序成本低等优点，能更

快的对临床乙肝患者提供用药指导建议，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11 
 

手术室物体表面不同清洁和消毒方法效果比较 
 

周强
1 张文

1 蓝锴
1 程招敏

1 赵嘉文
1 

1.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2.广东医学院 

 
目的  采用不同的清洁和消毒方法处理手术室物体表面，对清洁和消毒效果进行对比，寻找合

理的清洗和消毒方法。 
方法  随机选取手术室内未经过血液污染及血液污染的床头台面（70cm×70cm）各 40 个，消

毒液现配现用。分别用清水、75%酒精和含氯消毒液进行擦拭消毒；采用 SPASS16.0 软件对

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数据以`x±s 表示，用 SNK-q 检验进行比较，

P<0.05，为差异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未经血液污染物体表面，三种方法杀菌率分别为：98.67±0.02%、  97.82±0.03%和

98.35±0.02%不具统计学意义；经血液污染物体表面，三种方法杀菌率分别为：

98.57±0.02%、  88.93±0.15%、  98.34±0.03%，含氯消毒液组与清水组、75%酒精组与清水

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而含氯消毒液组与 75%酒精组杀菌率不具统计学意义。 
结论  洁净手术室未被有机物污染的物体表面选择清水擦拭有效可行，既能达到环境质量要求

又能减少消毒剂对环境和物体表面的破坏，为患者及医护人员提供舒适安全的室内环境，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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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12 
 

2014 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 
 

黎七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了解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分离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方法  临床分离菌采用 MIC 法及 K-B 法按统一方案进行细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按 CLSI 2014
年版标准判断。  
结果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收集本院临床分离菌共 7740 株, 其中革兰阳性菌占 29.4%, 革兰阴

性菌占 70.6%。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中甲氧西林耐药株(MRSA 和 MRCNS) 
分别为 30.2%和 77.2%。葡萄球菌属中甲氧西林耐药株对主要药物的耐药率显著高于甲氧西

林敏感株，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及利奈唑胺耐药的菌株。肠球菌属中粪肠球菌对主要抗生素的耐

药率低于屎肠球菌, 屎肠球菌有少数万古霉素耐药株（2.3%），出现少数耐利奈唑胺的粪肠球

菌（0.9%）。非脑膜炎肺炎链球菌 PISP 和 PRSP 比例较高，未发现万古霉素耐药株。大肠

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中产 ESBLs 株分别为 59.5%和 31.8%。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

生素仍高度敏感, 总耐药率小于 2.0%。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分别为

24.5%和 17.9%,鲍曼不动杆菌对两者的耐药率分别为 71.9%和 75.0%。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

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增加明显。  
结论  细菌耐药性严重，尤其是多重耐药菌对临床构成严重威胁。合理选用抗菌药,加强感染控

制措施是当务之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714 
 

上海地区 GGT 正确度验证计划调查结果分析 
 

虞啸炫 欧元祝 唐立萍 居漪 王美娟 刘文彬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通过一级参考方法赋值的 GGT 正确度控制品将临床实验室的终端结果溯源到酶学的 SI
单位，同时实现临床实验室的 GGT 结果可比性。 
方法  经过离心过滤处理分装得到四个正确度控制品通过冷链运输发放给临床实验室，其中

A、D 添加了稳定剂甜菜碱，对样品连续检测三天。与发放的正确度控制品同步，用 IFCC 一

级参考方法为正确度控制品赋值，得到靶值。四个样品，每个样品不分组进行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CV%及与靶值的偏倚 Bias%的统计；再根据仪器品牌分组进行均值，标准差，变异

系数 CV%及与靶值的偏倚 Bias%的统计。 
结果  73 家实验室结果显示：四个样品的总体 CV 均在 10%以内，而与靶值偏倚均不大于

7%；73 家实验室根据仪器品牌分为八组，六组中，日立，罗氏，西门子，贝克曼 AU 系列这

四组的组内变异系数及与靶值的偏倚较小，均在 5%以内；贝克曼和雅培组内变异稍大于其它

组，均为 6%左右，雅培组偏倚在 9%左右，而贝克曼组均值与靶值偏倚均超过了 25%。以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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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10%为合格判断标准，总体合格符合率满足 80%的标准，采用靶值的±5.25%，总体合

格符合率均不满足 80%的标准。 
结论  以 IFCC 参考方法为溯源的 GGT 检测系统的临床结果与 IFCC 参考方法赋值的结果偏倚

较小，而与 IFCC 参考方法不同的贝克曼配套试剂 GGT 检测系统的临床结果存在较大的系统

偏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15 
 

3 种常用细菌鉴定方法对人苍白杆菌鉴定能力比较 
 

蓝锴 屈平华 陈月英 周强 张文 陈茶 
广东省中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 API 20 NE、西门子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和 VITEK MS 对人苍白杆菌鉴

定的准确性。    
方法  分别采用 API 20 NE、西门子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和 VITEK MS 鉴定 17 株人

苍白杆菌，以 16s rRNA 测序结果作为金标准。    
结果  API 20 NE 和 VITEK MS 均能准确鉴定 17 株人苍白杆菌，鉴定准确率 100%；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出现一株属水平的错误鉴定。    
结论  API 20 NE 对人苍白杆菌鉴定准确率高，但操作繁琐、耗时；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准确鉴定率较 API 20 NE 和 MALDI-TOF MS 低，且耗时；MALDI-TOF MS 不仅准确鉴

定率高，且鉴定速度快，用于临床病原菌的鉴定具有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速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16 
 
Upregulated lncRNA-PCAT1 is closely related to clinical 
diagn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as a predictive biomarker 

in serum 
 

shen xianjuan,cong hui,wang xudong,wu xinhua,ju shaoiq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serum PCAT-1 expression in 
multiple myeloma (MM) and examine the potential usefulness of this molecule as a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in MM. 
Methods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60 patients with primary MM, and 48 healthy 
controls. Serum PCAT-1expression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RT-qPCR. In addition,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serum PCAT-1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lactic acid dehydrogenase (LDH), β2M, λ light chain and κ light chain were assessed.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serum PCAT-1 in MM patients 
(78.32±137.5)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10.36±20.36) (U=307.0,P<0.0001) 
and was signi?cantly correlated with β2M concentration (r=0.461, P=0.0002), but no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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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H, κ light and λ light chain concentration (r=0.061, P=0.641; r=0.007, P=0.956; r=-0.090, 
P=0.499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it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different isotype of MM 
(H=7.464, P=0.024).The AUC of the ROC curve of serum PCAT-1 was 0.892 (95% CI 0.833-
0.950), which is higher than other markers. Combining PCAT-1 and β2M together, the 
sensitivity was highest compared with other markers alone, or combined.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serum PCAT-1 in MM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healthy controls, suggesting that it may prove to be useful in the auxiliary 
diagnosis of MM.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20 
 

红细胞脆性、MCV、MCH、HbA2 在诊断地中海贫血中的应

用 
 

王会敏 何柯新 柯培锋 马艳 胡珺 陈颖婷 欧阳芬 
广东省中医院 510006 

 
目的  探讨红细胞脆性、MCV、MCH、HbA2 在诊断地中海贫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分析我院同时做地中海贫血筛查及基因诊断的 930 例患者的检

查结果，并将其分为对照组、贫血组、α-地贫组和 β-地贫组。 
结果  地贫组与贫血组在 MCV 和 MCH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红细胞脆性方面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贫血组与 α-地贫组在 HbA2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他各组与前者及其他

各组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下的面积中，α-地贫组中所有参数的

面积均为达到 90%，β-地贫组中红细胞脆性和 HbA2 的面积均达到 90%，而 MCV 和 MCH 的

面积较小；红细胞脆性、MCV、MCH、HbA2 的在 α-地贫组中的最佳诊断截断值分别为：

50.5、71.65、23.25、2.65；β-地贫中的最佳诊断截断值分别为 48.5、71.05、23.1、3.55。 
结论  红细胞脆性、MCV、MCH、HbA2 四个参数在诊断地中海贫血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多个

参数综合考虑，可为临床诊断地中海贫血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22 
 

浅谈尿沉渣分析仪  综述 
 

黄玉华 
沈阳维康医院 110021 

 
显微镜的形态学自动化检查发展速度相比其它生化、血球、血凝等分析仪迟缓。主要原因是很

难做到“机器视觉”的自动化和与手工镜检判定的一致性。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各学科技术相互

融合几年间各制造商推出几十个型号的产品系列外形各异，但就分析原理可分成两大类，第一

类：以流式激光阻抗为分析原理的 UF 系列。第二类：显微镜图像分析系列。这些产品机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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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尿沉渣分析仪准确性可达到 95%。但就目前所有仪器均不能被取而代之显微镜尿残渣检

查的这一“金标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36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2011-2012 年鲍曼不动杆菌临床感染

分布及耐药分析 
 

曹美华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255400 

 
目的  研究分析我院鲍曼不动杆菌(ABA)的临床感染分布及耐药谱的改变。 
方法  收集我院 2011 年和 2012 年不同科室鲍曼不动杆菌检出情况，及对抗生素的耐药率，并

进行比较分析其变化趋势。 
结果  检出鲍曼不动杆菌的最多的科室为重症监护病房（ICU），主要来源于痰及咽拭子，

2012 年鲍曼不动杆菌的检出率和对抗生素的耐药率均比 2011 年有所增多,有统计学意义。且

2012 年其耐药率大部分都是超过 50%。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数量日趋增多，其耐药率逐年增多，耐药种类亦显著地上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40 
 

乙肝病毒大蛋白在慢性乙型肝炎中检测的相关性分析 
 

高嫣妮 李筱莉 陈燕 叶倩 
福建省肿瘤医院检验科 350014 

 
目的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病人中乙肝病毒大蛋白(HBV-LP)与 HBV-DNA、HBV-M、ALT、AST
及 AFP 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185 例乙型肝炎（HBsAg 阳性）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 60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

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进行 HBV-LP 检测，采用荧光定量法检测 HBV-
DNA，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AFP、ALT 乙肝两对半标志物，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185 例 HBsAg 阳性患者观察组患者中，HBV-LP 和 HBV-DNA 的总阳性率为 80.5%
（149/185），总符合率为 67.1%（24/85）；132 例(71.4%)HBV-LP 阳性，105 例

(56.2%)HBV-DNA 阳性，HBV-DNA 中等程度复制组和高复制组间，HBV-LP 的表达量存在统

计学差异（P<0.05）。31 例大三阳患者中 HBV-LP 阳性率为 100%、HBV-DNA 阳性率为

90.3%，两者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3.153，P=0.238）； 136 例小三阳患者

中，HBV-LP 阳性率为 65.4%、HBV DNA 阳性率为 48.5%，两者阳性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χ2 =7.934，P=0.005）。HBeAg、HBeAb 阴性的乙肝患者中 HBV-LP 与 HBV-DNA 阳

性率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HBV-LP 表达与 HBV-DNA 含量呈正相关

(r=0.337，P<0.05)。对照组血清中检测不到 HBV-LP 与 HBV-DNA 的存在。HBV-LP 阳性患

者的 ALT、AST、AFP 水平高于 HBV-LP 阴性患者 （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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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BV-LP 阳性率高于 HBV－DNA 且与 HBV－DNA、ALT、AST 及 AFP 明显相关，可作

为除乙肝两对半以外的重要血清标志物，很好地反映 HBV 复制及预后情况，可以作为临床抗

病毒治疗监测的一个良好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41 
 

血小板新型参数 MPC  MPM  L-PLT 在冠心病诊断中的意义  
 

刘畅 黄玉华 
沈阳维康医院 111000 

 
目的  讨论血小板新型参数-：血小板浓度（MPC）；平均血小板质量（MPM）；大血小板

（L-PLT)在冠心病（CHD）患者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根据 CHD 的诊断标准选取 CHD 患者 100 例，采用德国西门子生产的 ADVIA2120 血液

分析仪测定血小板新型参数 MPC、MPM、L-PLT，数据采用 SPSS11. 0 统计学软件处理，通

过对血浆中血小板新型参数 MPC、MPM、L-PLT 的检测，探讨其在冠心病和正常人群中的诊

断意义。 
结果  显示 CHD 患者的 MPC、MPM、L-PLT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44 
 

紫癜灵对慢性 ITP 患者 IDO/TTS 介导的色氨酸代谢途径的影

响 
 

高云龙
1 陈秋杰

2 卓兰云
1 马艳

1 吴新忠
1 

1.广东省中医院 
2.广州市海珠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通过观察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中药紫癜灵治疗前后 T 淋巴细胞上的吲

哚胺 2,3-双加氧酶（IDO）及色氨酰-tRNA 合成酶（TTS）的表达、血浆色氨酸（Trp）和犬尿

氨酸（Kyn）的浓度变化，探讨紫癜灵治疗 ITP 患者的生物机制。 
方法  选取健康志愿者（正常对照组）与慢性 ITP 患者各 20 例，患者采用紫癜灵中药煎剂进

行治疗，正常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在患者治疗前后分别采集肝素抗凝血标本。流式细胞仪检

测 CD4+及 CD8+T 淋巴细胞中 IDO 和 TTS 的表达，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系统检测血浆的

Trp 和 Kyn 浓度。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ITP 患者治疗前 CD4+ 、CD8+ T 淋巴细胞中的 IDO 表达减低

（P<0.05)，但 TTS 的表达升高（P<0.05）；血浆 Trp 浓度、Kyn 浓度、Kyn/Trp 比值均增加

（P<0.05）。治疗有效组 CD4+、CD8+ T 淋巴细胞的 IDO 表达高于治疗前（P<0.05），但

TTS 的表达较治疗前降低（P<0.05）；血浆的 Trp 浓度较治疗前降低（P<0.05），但 Kyn 浓

度和 Kyn/Trp 比值都较治疗前升高（P<0.05)。治疗无效组相关参数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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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药紫癜灵可通过影响慢性 ITP 患者体内 IDO/TTS 介导的色氨酸代谢途径发挥其治疗作

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47 
 

2013-2015 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北院细菌分布和细菌耐药监

测分析 
 

许育 朱旻 李光辉 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北院 200040 

 
目的  了解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北院临床分离菌及其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和耐药性。 
方法  采用 VITEK-Compact(MIC 法)、纸片琼脂扩散法（K-B 法）对病原菌进行药物敏感试

验。M100-S22-S24 标准判断结果。 
结果  2013-2015 年华山北院临床分离株（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重复菌株）共 4328 株。

其中革兰阳性菌 1264 株，占 29.2%，革兰阴性菌 3064 株，占 70.8%。住院患者 2964 例占

68.5%，门急诊患者 1364 例占 31.5%。4328 株临床分离株中以克雷伯菌属和大肠埃希菌最

为多见，分别占 20.5%和 14.8%。革兰阴性菌中肠杆菌科细菌占 58.1%（1780/3064），非发

酵菌占 34.0%（1041/3064）；革兰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 30.8%（389/1264），凝固酶阴

性葡萄球菌 12.7%（160/1264），肠球菌 34.8%（440/1264），链球菌 20.6%
（260/1264）。MRSA 和 MRCNS 检出率分别是 45.2%和 68.1%，未发现葡萄球菌中对万古

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耐药株；MRSA 和 MRCNS 对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和其他测试药物

耐药率均显著高于 MSSA 和 MSCNS。粪肠球菌对氨苄西林、高浓度庆大霉素和呋喃妥因等

的耐药率均低于屎肠球菌。屎肠球菌中 VRE 检出率为 2.2%（2/229），未见 VRE 粪肠球

菌。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仍然十分敏感，但是克雷伯菌属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

高，为 10.1%。但是不动杆菌属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高，为 35.8%；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率

约在 29.2%。对目前临床上沿用的抗菌药物全部耐药者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达 26.1%
（59/226），肺炎克雷伯菌 XDR 检出率为 10.1%（64/635）。 
结论 华山北院是 2012 年底新建的一所三级综合性医院，与华山医院 2014 年细菌分布和耐药

性相比，细菌分布相似，多重耐药菌（MRSA、MRCNS、VRE、MDR-AB、MDR-PA）检出

率均低于华山医院，多重耐药菌株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

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菌仍是我院当前抗感染治疗的难点和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如何有效控

制耐药菌传播是抗感染治疗的重要工作，做好细菌多重耐药菌的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采

取有效感控措施，防止多重耐药菌在医院内传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48 
 

EB 病毒不同抗体及 EB 病毒 DNA 检测在鼻咽癌血清学 
 

叶倩 李筱莉 陈岩松 郭俊英 余小龙 崔兆磊 陈燕 
福建省肿瘤医院检验科 3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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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价 EB 病毒(EBV)抗衣壳抗原 VCA-IgA 抗体、抗早期抗原 EA-IgA 抗体、抗立即早期抗

原 Rta-IgG 抗体和 EBV-DNA 检测在鼻咽癌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160 例初治鼻咽癌，133 例症状相似的非鼻咽癌患者和 163 名健康体检者的血清和

血浆。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 VCA-IgA、EA-IgA 和 Rta-IgG 抗体的水平，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血浆 EBV-DNA 的相对含量。按鼻咽癌 2008 临床 TNM 分期法进行分期，计算不同

分组、各临床分期以及鼻咽癌治疗前后的各抗体阳性率、抗体水平以及 EB-DNA 的检测结果

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鼻咽癌组 VCA-IgA、EA-IgA、Rta-IgG 和 EBV-DNA 阳性率均高于鼻咽相关疾病组及健

康对照组（均 P<0.05）。血清 VCA-IgA 和 EA-IgA 结果相对 A 值（即 rA 或 S/CO 值）在Ⅰ、

Ⅱ期与Ⅲ、Ⅳ 期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阳性率在各期间比较差异统无计学差异

(P>0.05)。Ⅰ、Ⅱ期患者 EBRta-IgG 的 rA 值和阳性率明显低于Ⅲ、Ⅳ期患者(P<0.05)； EBV-
DNA 阳性率及 EBV-DNA 中位数水平随着临床分期的升高而增高，Ⅰ、Ⅱ期与Ⅲ、Ⅳ 期间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治疗有效患者（CR+ PR）的 EBV-DNA 含量明显低于治

疗前水平（P<0.05）。 
结论  VCA-IgA、EA-IgA、Rta-IgG、EBV-DNA 检测有助于鼻咽癌的辅助诊断、临床分期预测

及疗效评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751 
 

Intronic SNP rs13385731 of RASGRP3 Confers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Systematic Lupus 

Erythematosus 
 

Li Ping1,Lv Guanting1,2,Zhang Shulan1,Cui Ying2,Li Jing1,Chen Hua1,Li Yuan1,Zhou Aihong1,Lu Sha1,Wu 
Ziyan1,Chen Si1,Li Jing1,Wen Xiaoting1,Mu Shijie2,Zhang Fengchun1,Li Yongzhe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Tangdu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is a chronic, inflammatory autoimmune 
disease capable of damaging multiple organs. Although the etiology of SLE has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certain genetic factors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its pathogenesis, clinical 
expression, and production of its characteristic autoantibodies. RASGRP3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SLE in Chinese, while, a replication study found only a slight association 
between RASGRP3 and SLE in Caucasia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variants 
related to SLE etiology in Chinese populations.    
Methods  We performed replication and fine-mapping assays using blood samples obtained 
from 1,516 SLE patients and 1,448 control subjects of Chinese Han ancestry to locate SNPs 
of RASGRP3 that may contribute to development of SLE.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activities 
of the RASGRP3 promoters, we detected the chromatin signatures of the 3 promoters in one 
EBV-induced cell line derived from the PBMCs of CHB population that us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HapMap Project in 2003. 
Results  After detected in samples obtained from 768 SLE patients and 768 control subjects 
of Han ethnicity in northern China,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rs13385731 was the only SNP 
associated with SLE in the entire region tested (OR = 0.712, range = 0.553-0.916; p = 1.62E-
04),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report. To pinpoint RASGRP3 variants possibly 
related to SLE occurrence, we analyzed 14 SNPs in the promoter site and the first intr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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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GRP3 isoform a around rs13385731 in a second cohort of northern Chinese Han (748 
SLE patients and 680 control subjec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wo intronic SNPs 
(rs13385731 andrs1342599)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LE, and highly linked in both of 
the control samples (r2 = 0.913) and HapMap Chinese Han samples (r2 = 1).Additional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C allele of rs13385731 and T allele of rs13425999 were both 
associated with lower expression of RASGRP3in vivo and in vitro. Results of an EMSA 
assay performed with nuclear lysates from PBMCs displayed that the T allele of rs13385731 
had strong binding ability. Rs13425999 was negative for the protein binding analysis. 
Conclusion  Our results explain how harboring the RASGRP3 allelers13385731 can affect 
the risk of developing SLE in individuals of Chinese Han ethnicity. Our results showing that 
this variant affects the binding of nuclear proteins, which provide evidence for ectopic 
regulation of the Ras-raf pathway implicated in SLE development. Specific SNPs of 
RASGRP3 were shown to help protect against SLE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57 
 

CD73 分子在癌症中的重要作用 
 

吴炯 高姚怡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嘌呤在癌症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信号通路受到一系列核苷酸酶调控。这些酶

中，CD73 是关键酶之一，可以催化 AMP 水解为腺苷，从而介导腺苷的生物学作用。目前的

研究已经发现 CD73 高表达于多种实体肿瘤。多个因子和机制都参与 CD73 表达的调控。越来

越多的研究发现 CD73 是体外癌细胞的增殖、转移和侵袭，体内肿瘤血管生成和肿瘤免疫逃逸

机制的关键调控分子。基于 CD73 在肿瘤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成为了靶向治疗一个有力

的潜在靶点。体内试验的证据显示对于癌症患者，靶向阻断 CD73 将成为有效的治疗手段。此

篇综述主要说明 CD73 在癌症发展过程中的多重作用，包括它的临床意义、它在肿瘤生长、转

移、血管生成中的促进作用、它对免疫反应的抑制效应、CD73 表达的调控机制以及抗 CD73
治疗的现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62 
 

一例产科 DIC 患者从发病到出院实验室诊断检验的报道 
 

张东宇 曲婷婷 
沈阳维康医院 1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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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 DIC 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D-二聚体的定量连续检测,可作为纤溶状况的监测指标,有助于

临床判断治疗效果及预防患者病情的恶化，所以 D-二聚体定量检测应逐步运用到 DIC 的诊断

中来。 
实验室常规检查对 DIC 的诊断和治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上述病例，在常规检查时间

接胆红素异常增高，结合网织红细胞增高，可以提示患者体内有溶血，接下来凝血检测 PT、
APTT、TT 均延长，FIB 为 0.332，D-二聚体和 FDP 均增高，结合基础疾病和临床症状故诊断

为 DIC。在治疗过程中，根据 TP 和 ALB 的结果，临床判定输入蛋白的多少，根据凝血、D-二
聚体和 PLT 的结果，临床判定补充凝血因子和血小板的多少，根据 RBC 和 Hb 的结果，临床

判定输血的多少，故实验室检测数据对 DIC 的诊断和治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 DIC 临

床病程迅猛凶险，实验室检测试验必须快速准确，通常应在 1h 内报告临床，常用快速检测指

标有血小板计数（BPC）、PT、APTT、Fbg、DD、FDP 等。这些指标能有效对 DIC 作出明

确诊断，尤其是 D-二聚体的检测，阳性率较高，被认为是目前最有价值的指标之一。但目前

D-二聚体检测大部分仍采用的是定性或半定量的方法，有研究发现 D-二聚体的含量与患者机

体的纤溶状况呈正向相关,其含量随病程的进展而逐渐增高,经治疗有效后,DD 含量逐渐降低。

故在 DIC 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D-二聚体的定量连续检测,可作为纤溶状况的监测指标,有助于

临床判断治疗效果及预防患者病情的恶化，所以 D-二聚体定量检测应逐步运用到 DIC 的诊断

中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63 
 

ROC 曲线分析标志物检测模型在合并肝硬化肝癌患者中的诊

断价值 
 

林莺莺 陈燕 胡敏华 陈岩松 周旭升 罗玲清 
福建省肿瘤医院检验科 350014 

 
目的  通过建立 ROC 曲线和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并评价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IVKA-
Ⅱ）、高尔基体蛋白 73（GP73）、甲胎蛋白（AFP）和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四种肝

癌标志物不同检测模型在肝硬化肝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建立最佳诊断模型。 
方法  以治疗前 72 例肝硬化肝癌、60 例肝硬化、6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 60 例健康体检者

为研究对象，用不同方法检测 PIVKA-Ⅱ（化学发光酶免疫检测法）、GP73（酶联免疫法）、

AFP（电化学发光法）和 AFP-L3（微量离心柱法）的血清水平，建立单项检测的 ROC 曲

线，确立各指标的最佳诊断临界值（cutoff 值），使用 SPSS 做多变量观察值的 ROC 曲线，

建立 Logistic 回归方程，评价多变量检测模型的诊断指标，确定最佳诊断模型。 
结果  血清 PIVKA-Ⅱ、GP73、AFP 和 AFP-L3 在肝硬化肝癌组中的血清水平高于肝硬化组、

慢性乙型肝炎组和健康体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项检测时，PIVKA-Ⅱ的曲

线下面积最大，为 0.938，cutoff 值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5.8%和 86.1%。多联组合的

检测模式中，四项指标联检的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0.977，cutoff 值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

为 95.8%和 91.1%。四项指标联检为最佳诊断模型。Logistic 回归方程确立最佳诊断模型的肝

癌风险概率值,风险概率值随着分期和肿瘤大小的升高而升高，Ⅰ-Ⅱ期的敏感性高达

88.89%。小肝癌的敏感性达 87.50%。 
结论  ROC 曲线评价 PIVKA-Ⅱ、GP73、AFP 和 AFP-L3 联合检测为肝硬化肝癌最佳诊断模

型，其在肝硬化肝癌患者中具有很好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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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69 
 

药物对常用临床生化检验指标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银花 
锡林郭勒盟东乌旗人民医院 026300 

 
目的  分析研讨药物对常用临床生化检验指标的影响和对策状况。 
方法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我院共 36521 人接受临床生化检验，回顾性分析其资

料，总结其因药物影响导致临床生化检验指标结果出现偏差的状况，并提出相应预防措施。 
结果  此研究所纳入的研究时间阶段共 36521 例接受常用临床生化检验，其中共 146 例因药物

影响对临床生化检验指标结果造成偏差，占比为 0.4%，和检验结果未受影响的例数

（99.60%）之间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常用临床检验指标结果造成影响的药物包

括解热镇痛药物（阿司匹林、消炎痛、保泰松片可让人体肌酐、胆红素、血糖、尿素、转氨

酶、践行磷酸酶等指数上升，降低白蛋白指数）、利尿药物、抗风湿药物（阿司匹林药物会提

升镁离子、淀粉酶、尿酸、碱性磷酸酶、血糖指数，吲哚美辛会提升尿素氮、肌酐、丙氨酸转

氨酶、血糖等指数，降低尿酸、血清白蛋白指数）、抗糖尿病药物、维生素 C、激素类药物、

抗生素药物（此类药物可让人体血压尿酸浓度上升，头孢菌素类药物会让检测结果受到影响，

四环素类和红霉素药物会让转氨酶和胆红素指数上升）、抗癌药物（人体血液内红细胞、血红

蛋白、白细胞、血小板数量、肝功能、转氨酶、胆红素等指数上升）。 
结论  患者在接受生化检验前，明确药物近期使用状况，给予必要性措施，尽量将药物对临床

生化检验指标的干扰性降低，确保临床生化检验指标结果的准确性，为临床医生在制定诊治方

案时提供一定依据，进而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70 
 

综合性医院临床用血情况调查分析 
 

龚玮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01821 

 
目的  通过对瑞金医院近五年临床用血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在成分输血的基础上，提倡合理、

有效利用有限的血液资源，为科学管理和调配血液资源以及血站的储采血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血库管理软件统计该院 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输血总量、各科室用血情况、

各季节用血情况、血液成分、血型等资料，最后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全年所有科室成分输血率高达 99.9%，其中悬浮红细胞占全年输血总量的 36.0％，血浆

用量占 52.0％。红细胞输注中各科室占比为外科 59.3％，内科 20.4％，急诊 19.9％；血浆输

注中的占比为外科 62.8％，烧伤科 30.1％，内科 2.4％，急诊 3.9％。血小板输注占比为外科

10.0％，内科 61.1％，急诊 27.1％。冷沉淀输注占比为外科 79.5％，内科 1.1％，急诊

15.3％。血液 a、儿科 a、干部 a、烧伤 a、感染 a、消化 a、急诊 a、移植 a、呼吸 a、心外 a、

骨科 a、泌外 b、SICUb、创外 b、妇产 b、神外 b、胸外科 b对红细胞悬液、血浆、血小板和冷

沉淀等各类血制品的使用率存在显著性差异(a，P<0.01;b，P<0.05)，有统计学意义；普外科



1128 
 

(P>0.05)和肾脏科(P>0.1)各类血制品使用率无统计学意义。临床用血中四种血型与我国汉族

健康人群血型分布无统计学意义（P>0.5）。各个季节血制品使用率除了全血（P<0.01），其

他血制品无统计学意义（P>0.5）。 
结论  临床科室由于不同疾病的需求，输注的血制品类型存在明显差异。输血科应定期对医院

临床输血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便指导临床严格掌握输血适应症，合理科学用血，提倡成分输

血，节约血液资源。制定未来储血计划，并为血站采血计划提供依据，避免盲目采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72 
 

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方法 
 

周佳烨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心血管疾病目前已经成为对健康的巨大威胁，因此就需要对心血管疾病进行评估与并对相关风

险因素进行管理。从上个世纪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心血管风险因素的研究，

并先后推出了多个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系统；例如 Framingham 风险积分、SCORE 风险积

分，QRISK2 风险积分，Reynold’s 风险积分，中国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危险评估模型等。但是

由于研究人群和地区的差异，各个风险积分系统的应用范围各不相同，并且也各具特色。在

此，对目前各个主要心血管疾病风险积分系统及其研究人群作一个比较。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又十分复杂，例如年龄、高血压、吸烟、血脂异常、糖尿病、超重与肥

胖、代谢综合征等。同时心血管疾病发病过程缓慢，潜伏期较长。因此就需要有工具对心血管

疾病风险进行评估，再合理地进行干预，达到预防心血管事件发生的效果。从上个世纪以来，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心血管风险因素的研究，并先后推出了多个心血管疾病风险评

估系统，并且随着研究的进展，这些风险评估工具也在逐步完善。但是由于种族地域的不同，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不同【2】，部分评估方式并不适用于我国人群。而在国内，关于心血

管疾病风险因素的大型研究开展的相对较少，也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适用于中国人群的心

血管风险评估工具。 
由于各个风险积分系统的推导队列以及纳入的风险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在同一个人群中运用不

同的积分系统来评估风险所得出的 10 年期 CVD 事件风险可能也会存在较大差异【11】
【4】。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新的风险因子将会被纳入新的心血管风险研究中

去，要将心血管风险评分工具做到既要广泛适用，又要个体化，任重而道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2775 
 

Association Study of APRIL, SPATA8, PDGFRA and 
POLB Polymorphism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Li Ping1,Li Yuan1,Zhou Aihong1,2,Chen Si3,Li Jing1,Wen Xiaoting1,Wu Ziyan1,Li Liubing1,Zhang Fengchun1,Li 

Yongzh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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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3.Beijing Anzhen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 association of APRIL, 
SPATA8, PDGFRA and POLB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can be replicated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Chinese SLE patients (n=1247) and ethn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n=1440) were genotyped for the APRIL, SPATA8, PDGFRA and POLB 
SNPs, rs3803800,rs8023715, rs1364989 and rs12678588 by using the 
SequenomMassArray system. 
Results  The Chinese Han SLE patients and controls had statistically similar frequencies of 
alleles and genotypes of 4 genes polymorphisms. Moreover, no association signal was 
detected on different genetic models(additiv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or in SLE subgroups 
stratified by variou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Conclusion  Different genetic backgrounds from different ancestries and various populations 
may result in different genetic risk factors for SLE. We did not detect an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ith SNPs of APRIL, SPATA8, PDGFRA and POLB.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81 
 

友谊街道社区人群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风险预期评估 
 

吴炯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调查评估上海市宝山区友谊社区老年人群的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特点以及心血管疾病风

险预期。 
方法  以上海市宝山区友谊社区为调查点入组人群主要为 60 岁以上社区老年人群，共计 1983
人，其中男性 824 人，女性 1159 人。使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调查受试者基本信息及基

线发病情况。留取血清样本检测一系列可能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生化免疫指标；并计算

Framingham、Reynold’s、SCORE 等心血管疾病风险积分，比较其差异。 
结果  在友谊社区老年人群中，高血压的基线发病率为 55.82%，糖尿病为 18.1%，冠心病

（包括心肌梗死、心绞痛）为 1.21%，缺血性卒中为 1.51%。收缩压及吸烟率男性明显高于

女性（P＜0.001），而 TC 与 HDL-C 女性则明显高于男性（P＜0.001）。CRP、BMI 指数、

糖尿病发病率、人群总体高血压治疗率男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计算得到

Framingham、Reynold’s、SCORE 高危地区、SCORE 低危地区的平均风险比分别为

28.73%、13.95%、7.29%、4.14%；相对于 Reynold’s 风险积分，Framingham CVD 风险积

分显著高估友谊社区老年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 
结论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社区老年人群总体是一个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Framingham CVD、

Reynold’s、SCORE 风险积分系统预测本人群的 10 年期心血管疾病风险存在较大差异。

Framingham CVD 相对 Reynold’s 高估友谊社区老年人群心血管疾病发病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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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788 
 

全自动免疫检测装置（HISCL-5000）对输血前 8 项检查项目

的性能评价 
 

王蓓丽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评价 HISCL-50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的检测输血前 8 项目的性能，我们根据美国临床和

实验室标准化协会颁布的 EP 系列文件，对 HISCL-5000 分析仪的分析性能进行评价。 
方法  采用 HISCL-50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对 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
HCVAb、HIVAb、TPAb 这些感染性指标进行性能评价，对这些项目的精密度、准确度、线性

进行验证，进行血清盘以及干扰试验检测。 
结果  输血前 8 项检测性能验证良好，属于可接受范围。 
结论  HISCL-50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可用于本实验室对输血前 8 项检查的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89 
 

TRUST 滴度试验在梅毒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于谨铭 孙华 李咏梅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255400 

 
目的  探讨 TRUST 滴度试验在梅毒治疗及疗效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141 例 2013～2014 年本院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患者，进行血清 TRUST 滴度试验，

同时应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病毒核酸扩增(PCR)方法对患者分泌物进行梅毒螺旋体检测，

结合血清学检测结果对照首发临床表现，分析 TRUST 滴度试验在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患者中

的临床应用。 
结果  141 例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患者中，分泌物 TP-DNA 阳性 79 例， 阳性率 56.0%，

TRUST 滴度试验在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 77 例，阳性率 54.6%，两者比较，两种方法检测结

果无差别(χ2=0.17，P>0.05)。TRUST 滴度试验滴度高低与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结果与呈高度

正相关（r=0.9459,t=24.89，P<0.05）。 
结论  TRUST 滴度试验可以反映患者临床症状，对梅毒患者临床治疗及疗效监测有一定指导意

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793 
 

ALT 正确度控制品的研究及正确度验证调查结果分析 
 

欧元祝 虞啸炫 唐立萍 王美娟 刘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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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通过 ALT 正确度验证计划的调查分析，了解上海地区 ALT 正确度验证的整体情况,及稳

定剂甜菜碱在正确度控制品中的运用，从而优化正确度验证计划方案。 
方法  经过离心过滤处理分装得到四个正确度控制品 A、B、C、D，通过冷链运输发放给临床

实验室，其中 B、D 添加了稳定剂甜菜碱，对样品连续检测三天。与发放的正确度控制品同

步，用 IFCC 一级参考方法为正确度控制品赋值，得到靶值。计算单个实验室每个样品均值与

靶值的偏倚 Bias%，以 6%为允许偏倚判断标准。采取同步法进行 ALT 正确度控制品-20℃三

天稳定性实验，并对所有实验室四个样品连续三天检测的结果分别进行稳定性分析。 
结果  ALT 正确度控制品-20℃的三天稳定性实验结果与各实验室 ALT 正确度控制品稳定性情

况分析均显示，添加甜菜碱的 ALT-B 和 ALT-D 样品均很稳定；未添加甜菜碱的 ALT-A 和

ALT-C 样品均不太稳定。74 家实验室统计结果显示，ALT-A、ALT-C 只有 23.0%和 33.8%在

允许偏倚范围内，而 ALT-B 和 ALT-D 各实验室均值与靶值的偏倚均有 66.2%在允许偏倚范围

内。41 家三级医院 ALT-B 样品 65.8%在允许偏倚范围内，ALT-D 样品 63.4%在允许偏倚范围

内；33 家二级医院 ALT-B 样品 66.7%在允许偏倚范围内,ALT-D 样品 69.7%在允许偏倚范围

内。ALT-B 和 ALT-D 两个样品均在允许偏倚范围内的医院为 59.5%，其中三级医院 61.0%，

二级医院 57.6%。 
结论 不添加稳定剂的 ALT 样品稳定性无法满足正确度验证的需要，添加了稳定剂甜菜碱的

ALT 样品可以很好的满足正确度控制品的需要。所调查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实验室的偏倚符

合率未见明显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95 
 

Clinical value of (1 -3)‑β‑d‑glucan and galactomannan 
 

Tong tong 1,2,shen jilu2,xu yuanhong2,wang zhongxin2 
1.安徽医科大学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 - 3)?β?d?glucan is the composition of fungal cell wall. The detection of it applies to all 
early diagnosis of deep fungus infection,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invasive candidiasis and 
invasive aspergillosis. Galactomannan, an early marker of invasive aspergillosis, is a 
component of cell wall of aspergillus spp.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these two items have 
more high valu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which not only reduces each item’s false positive rate 
and false negative rate, but also increases the sensitivity of each detections. The aim of this 
review is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BDG , galactomanna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item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798 
 

三种 EB 病毒抗体检测在鼻咽癌风险评估中的作用 
 

郭俊英 陈燕 崔兆磊 郑瑜宏 李筱莉 辛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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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肿瘤医院检验科 350014 
 

目的  探讨 VCA-IgA、EA-IgA、Rta-IgG 三种抗体在鼻咽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评估不同结果

模式在鼻咽癌风险评估中的作用； 
方法  1．采用 ELISA 方法，分别检测 2155 例未经治疗的鼻咽癌患者及 6957 例健康体检者血

清中 VCA-IgA、EA-IgA、Rta-IgG 吸光度，通过 S/CO 值进行定性，比较两组间以及鼻咽癌组

中不同临床资料三种抗体阳性率的差异，并对鼻咽癌的病例构成比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2155 例鼻咽癌患者中，以男性非角化未分化鳞癌为主，不同分期中以 N2、M0 及 III/IV
期为主，病例数随 T 分期逐渐增多； CA-IgA、EA-IgA、Rta-IgG 在鼻咽癌组中阳性率分别达

89.88%、46.59%和 63.25%；三种抗体检测在健康人群中的特异度分别为 89.65%、96.89%
和 94.87%，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三者检测的 Youden 指数分别为 0.79、0.43
和 0.58；ROC 曲线分析显示，曲线下的面积 VCA-IgA>Rta-IgG>EA-IgA；危险度分析显示，

VCA-IgA、EA-IgA 和 Rta-IgG 三项检测均阳性者危险度最高（OR＝167.64，95%CI：
99.008-283.853），其次为 VCA-IgA 和 Rta-IgG 两项阳性（OR＝28.45，95%CI：22.069-
36.675），三项抗体均阴性者危险度最低（OR＝0.08，95%CI：0.065-0.090）；VCA-IgA 抗

体检测在鼻咽癌中以 41~60 岁阳性率最高（P<0.01），而 Rta-IgG 阳性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

高，另外 VCA-IgA 以非角化未分化性鳞癌阳性率最高（P<0.01）；EA-IgA 阳性率与 T 分期具

呈线性相关（P<0.01）； 
结论  鼻咽癌中以非角化未分化鳞癌和分期为 T2 以上、N2M0  III/IV 的中年男性为主；三种抗

体诊断价值排序：VCA-IgA 最优，其次是 Rta-IgG，EA-IgA 相对较弱。鼻咽癌筛查中，以

VCA-IgA、EA-IgA 和 Rta-IgG 三项阳性危险度最高，VCA-IgA 和 Rta-IgG 两项阳性危险度次

之，而三项抗体均阴性者危险度最低；VCA-IgA、EA-IgA、Rta-IgG 阳性率与临床分期呈正相

关，且主要与 N 分期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800 
 

品管圈活动降低血液标本不合格率 
 

周佳烨 郭玮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使用品管圈的方法分析不合格血液标本产生的原因和制定相应的政策，减低临床不合格

标本率。  
方法  成立品管圈，确定降低不合格血液标本发生率为本次活动主题，应用品管手法对我科

2014 年至 2015 年不合格血液标本发生情况进行查验、分析，确定不合格真因，拟定和实施对

策并进行各项对策效果确认。  
结果  品管分析不合格标本的真因主要为为标本凝块、标本量少、标本抽错管、条码问题、送

检超时和重复采血。 通过加强临床沟通、改进采血流程等措施有效下降不合格标本率

（0.078%下降至 0.023%）。品管圈活动提高了圈内成员的团队精神和质量管理能力。  
结论  品管圈活动对于降低血液标本不合格率有较好的效果，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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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 ALP 正确度验证调查结果分析 
 

唐立萍 欧元祝 虞啸煊 王美娟 刘文彬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通过 ALP 正确度验证计划的调查分析，了解上海地区 ALP 正确度验证的整体情况,从而

了解上海地区各实验室 ALP 检测结果的准确情况。 
方法 经过离心过滤处理分装得到高低浓度正确度控制血清样本 A、B，通过冷链运输发放给临

床实验室，对样品连续检测三天，每天两次。与发放的正确度控制品同步，用 IFCC 一级参考

方法为正确度控制品赋值，得到靶值。计算单个实验室每个样品均值与靶值的偏倚 Bias%，以

行标 10%为允许偏倚判断标准。 
结果 83 家临床实验室统计结果显示，A、B 样本各实验室均值与靶值的偏倚分别为 60.2%和

62.7%，在允许偏倚范围内。24 家三级医院两个样本偏倚范围分别是-24.7%～14.1%及-
30.8%～13.4%，两个 A 样本均为 70.8%(17)在允许偏倚范围内；41 家二级医院两个样本偏倚

范围分别是-34.5%～44.8%及-34.2%～44.9%，两个 A 样本均为 61.0%(25)在允许偏倚范围

内；8 家一级医院两个样本偏倚范围分别是-35.4%～60.8%及-35.5%～61.8%，两个 A 样本均

只有 37.5%(3)在允许偏倚范围内；10 家未定级医院两个样本偏倚范围分别是-19.3%～14.5%
及-19.6%～14.5%，两个 A 样本分别为 60.0%(6)和 70.0%（7）在允许偏倚范围内。A 和 B 两

个样本均在允许偏倚范围内的医院为 57.8%，其中三级医院 62.5%，二级医院 58.5%，一级

医院 37.5%，未定级医院 60.0%。 
结论 所调查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实验室及未定级医院的偏倚符合率未见明显差异，一级医

院的偏倚符合率明显较低，且偏倚范围较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23 
 

Exogenous WWOX enhances apoptosis and weakens 
metastasis in CNE2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through the caspase-dependent mechanism 
 

Cui Zhaolei,Lin Yingying,Hu Minhua,Luo Lingqing,Xin Xiaoqin,Chen Y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Tumor Biotherapy，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Teaching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50014 
 

Objective  We sought to evaluate the biological feature of WWOX restoration in human 
CNE2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Methods  pCMV-WWOX-EGFP plasmid was transfected into CNE2 cells and cell metastasis 
ability was assessed by in vitro cell invasion assay. Expression of the apoptosis-associated 
protein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blotting.  
Results  In vitro experiments manifested that transiently overexpressed WWOX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proliferation as well as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the CNE2 cells. Of note, 
WWOX-induced apoptosis could be partly reversed by the selective caspase inhibitor, Z-
VAD-FMK. Furthermore, immunoblotting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ectopic expression of 
WWOX could trigger the intrinsic apoptotic signaling pathway characterized by a down-
regulation of Bcl-2 and Bcl-xL, and up-regulation of Bax and Cytochrome c along with a 
remarkable activation of the caspase cas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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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WWOX behaves as a potent tumor suppressor in CNE2 cells, possibly by 
enhancing apoptosis and weakening metastasis via the intrinsic apoptotic pathwa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29 
 

2 型糖尿病患者同型半胱氨酸与凝血指标结果分析 
 

厉吉霞 王梅春 杨红梅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同型半胱氨酸(Hcy)、凝血指标的

关系。 
方法  15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以糖化血红蛋白 6.5%为临界，分为血糖控制良好组

(HbA1c<6.5%)及血糖控制不良组(HbA1c>6.5%)，同时，选取 30 例健康体检者为正常对照

组，比较各组间同型半胱氨酸（Hcy）及凝血指标（PT, APTT ,TT, FIB-C）的差异，并分析各

指标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糖尿病控制良好组 Hcy 显著增高（P<0.05），凝血指标变化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糖尿病控制不良组较其他两组，Hcy 显著增高（P<0.01），APTT 显著下降

（P<0.05），FIB-C 显著上升（P<0.05）；糖尿病患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APTT 缩

短与糖化血红蛋白（HbA1c）呈正相关。 
结论  血浆 Hcy 水平及凝血功能异常可能是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危险因素。2 型糖尿病； 同型

半胱氨酸；糖化血红蛋白；凝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37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Epstein-Barr virus capsid 
antigen-IgA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hen Yan,Xin Xiaoqin,Cui Zhaolei,Zheng Yuhong,Guo Junying,Chen Yansong,Lin Yingyi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Tumor Biotherapy，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Teaching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50014 

 
Objective  Epstein-Barr virus capsid antigen immunoglobulin A (EBV VCA-IgA ) exert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This meta-
analysis aimed to evaluate the poole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VCA-IgA for NPC.  
Methods  Literature fulfilling the criteria was searched in PubMed and Embase databases. 
Studies quality was assessed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is Accuracy 
Studies (QUADAS) criteria. The pooled diagnostic parameters were generated using a 
bivariate meta-analysis model.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ased on the platforms of 
Meta-Disc 1.4 and Stata 12.0 software. The trim and fill adjustment method was applied to 
further assess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publication bias. 
Result  Twenty one studies comprising 2986 NPC patients and 3507 controls were included 
in this meta-analysis. The overall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erum VCA-IgA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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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C were 0.83 (95%CI: 0.82-0.84) and 0.88 (95%CI: 0.87-0.89), respectively, accompanied 
by a pooled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of 49.87 and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0.9390. 
Moreover, our stratified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combinations of multiple EBV antigen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DOR and AUC of 0.93, 0.95, 331.8, and 0.9850, respectively) yielded 
higher accuracy than single VCA-IgA test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DOR and AUC of 0.83, 0.88, 
49.87 and 0.9393,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the immunoenzyme assay (IEA) seemed to be 
a better alternative for the analysis of serum VCA-IgA level, with a sensitivity of 0.92, 
specificity of 0.94 and AUC of 0.9644.   
Conclusions  Serum VCA-IgA hallmarks promising accuracy in the management of NPC 
and that paralleled test of multiple EBV antigens may be more suitable for NPC 
serodiagnosis than single VCA-IgA assa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40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nti-endothelial cell antibody for 

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 A meta-analysis 
 

Li Liubing,Chen Si,Deng Chuiwen,Zhang Shulan,Wu Ziyan,Zheng Wenjie,Zhang Fengchun,Li Yongz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s  This meta-analysis aim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nti-endothelial cell 
antibodies (AECA) in patients with 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  
Methods  Several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EMBASE, ISI web of knowledg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were systematically retrieved. About 1500 patients from several studies 
were analyzed. STATA 12.0 software and Meta-DiSc statistical software, version 1.4 were 
adopted for analyses.  
Results  This meta-analysis included 9 studies. The pooled DOR for GPA, MPA and EGPA 
were 1.60 (95% CI, 1.18 - 2.18), 1.07 (95%CI, 0.69 - 1.65), 2.49 (95%CI, 1.18 - 5.22), 
respectively.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LR+ and LR- for MPA were 0.21 (95%CI, 
0.14 - 0.29), 0.71 (95%CI, 0.69 - 0.73), 1.05 (95%CI, 0.73 - 1.50), 0.99 (95%CI, 0.90 - 1.09), 
respectively, while 0.59 (95%CI, 0.39 - 0.78), 0.68 (95%CI, 0.65 - 0.71), 1.51 (95%CI, 1.13 - 
2.04), 0.67 (95%CI, 0.44 - 1.04) for EGPA. The AUC for GPA, MPA and EGPA were, in 
order, 0.65 (Q* = 0.62), 0.51 (Q* = 0.51) and 0.65 (Q* = 0.61).  
Conclusion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ECA for GPA and EGPA was almost identical, both 
higher than that for MPA. AECA had low sensitivity but relatively high specificity in 
diagnosing AAV.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48 
 

Meta-analysis: Diagnostic Accuracy of Anti-
carbamylated Protein Antibody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Li Liubing1,Deng Chuiwen1,Chen Si1,2,Zhang Shulan1,Wu Ziyan1,Hu Chaojun1,Zhang Fengchun1,Li 

Yongzh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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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Beijing Anzhen Hospital 

 
Objective  he anti-carbamylated protein (CarP) antibody is a novel biomarker that might help 
in the diagnosi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We aim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nti-
CarP antibody for RA.  
Methods  W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Web of 
Science, and Scopus for studiespublished by December 15, 2015.Studies in any language 
that evaluated the utility of the anti-CarP antibody in the diagnosis of RA in which healthy 
donors or patients without arthritis or arthralgia served as controls were included. Two 
investigators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studies for inclusion, assessed study quality and 
abstracted data. A bivariate mixed-effects model was used to summarize the diagnostic 
indexes from 7 eligible studies.  
Results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s for 
anti-CarP antibody were 42% (95% CI, 38% to 45%), 96% (95% CI, 95% to 97%),10.2 (95% 
CI, 7.5 to 13.9), and 0.61 (95% CI, 0.57 to 0.65), respectively. The summary diagnostic odds 
ratio was 17 (95% CI, 12 to 24), and thearea under summary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was 80% (95% CI, 77% to 84%).  
Conclusion  Anti-CarP antibodyhas a moderate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RA with high 
specificity but relatively low sensitivit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51 
 

胃功能检测在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筛查中的应用 
 

董海荣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010030 

 
目的   胃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特点。本研究对呼和浩

特地区筛查人群进行血清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 PG)、幽门螺杆菌免疫球蛋白 G 
(Helicobacter pylori IgG Antibodies, Hp-IgG)抗体、胃泌素-17 (gastrin-17, G17)联合检测，评

估血清 PG、Hp-IgG 抗体及 G17 联合检测在呼和浩特地区用于筛查萎缩性胃炎及胃癌的应用

价值,为胃癌筛查及诊治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提高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率。   
方法  对呼和浩特地区 392 名受检者行胃镜联合活检筛查,并留取血清待检。将受检者根据胃镜

及病理结果分为 3 组：非萎缩性胃炎组(113 例)、萎缩性胃炎组(274 例)、胃癌组(5 例)。以酶

联免疫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定量检测受检者空腹血清 PGⅠ、PG
Ⅱ值、G17 值，胶体金法定性测定血清 Hp-IgG 抗体,分析各组中血清 PGⅠ、PGⅡ、PGⅠ

/PGⅡ比值(PGR)水平、G17 水平及 Hp-IgG 抗体阳性率的差异性。使用 SPSS17.0 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  血清 PGI、PGR 在萎缩性胃炎组较对照组降低(P<0.05)，PGR 在胃癌组较对照组降低

(P<0.05)。Hp,总体阳性发生率为 51.25%，各组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萎缩性胃炎组、浅表

性胃炎组、胃癌组。血清 G17 水平在胃癌组较正常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萎缩性胃炎组与正常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O.05)。   
结论    ①Hp 感染是萎缩性胃炎和胃癌发生的高危因素,Hp 阳性组中胃癌与萎缩性胃炎发生率

高。血清 PGI、PGR 可用于筛选萎缩性胃炎及胃癌。②异常水平 G17 高度提示胃癌发生,低水

平血清 PGI、PGR 并低水平 G17 能够高度提示胃窦萎缩与胃窦癌,低水平血清 PGI、 PGR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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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 G17 能够高度提示胃体萎缩与胃体癌,血清 PGRG、17 对于病变部位诊断较敏感。

抗体与 G17 联合检查能够更全面反映胃粘膜的功能状态,提高预测胃癌的准确率，在胃癌高发

区，该方法能够作为胃癌筛查方法,提高胃癌及萎缩性胃炎的检出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57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primary open angle glaucoma in China 

 
Zhou Jianwei1,Kong Cui1,Yang Yongjun2,Dong Haixin 1,Wang Dianyi1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济宁市皮肤病防治院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Hp) infection and primary 
open-angle glaucoma (POAG); and meantime,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POAG 
induced by Hp.  
Methods  30 consecutive POAG patients, 30 primary angle-closure glaucoma (PACG) and 
cataract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and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iseases. 
The sera and aqueous humo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used to detect Hp-specific IgG 
antibody (Hp-Ab) with dot immunogold filtration assay (DIGFA). Meantime, 14C-urea breath 
test (14C-UBT) was carried out to detect Hp infection of all participants.  
Results  The Hp-Ab positive rate was 76.7% (23/30) and 66.7% in sera samples and 
aqueous humor samples for POAG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data of other two groups (all P<0.05). In 14C-UBT,the Hp-Ab positive rate 
was 63.3% in POAG group and it was approach that of serological result detected by DIGFA 
(P>0.05). There were little numbers of positive ANA and ENA in the three groups and it’s no 
meaning to make statistically analysis. Conclusions  Ther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Hp 
infection and POAG, and the autoimmune was suggested as the key mechanism in our 
opinio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58 
 

ITP 患者血清 IL-2、4、6、10 及 TNF-α 与 IFN-γ 测定的临床

意义分析 
 

李守玮
1 李霞

2 
1.沂南县人民医院 

2.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白细胞介素（IL）、肿瘤坏死

因子-α（TNF-α）与 γ-干扰素（IFN-γ）水平的变化。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分别对 53 例 ITP 患者治疗前、后及 50 例正常对照者

血清 IL-2、 IL-4、 IL-6、 IL-10、TNF-α、IFN-γ 水平，并对其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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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3 例 ITP 患者治疗前血清 IL-2 IL-6、TNF-α 及 IFN-γ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后及正常对照组

（p<0.01 或 p<0.05）；血清 IL-4 IL-10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后及正常对照组（P<0.01）。ITP
患者治疗后除 IL-6 水平外，其余各项指标均恢复至正常对照组的水平（p>0.05）。 
结论  ITP 作为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存在多种细胞因子的异常，有效治疗后则多数细胞因子

恢复至正常。因此，临床上对 ITP 患者应定期观察其血液中 IL、TNF-α 和 IFN-γ 水平变化，以

判断其病情变化、治疗效果及其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60 
 

MPO 对急性冠脉综合症早期筛查的临床意义 
 

马学华 冯磊光 宋志伟 林春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150001 

 
目的  通过对不同分组及发病不同时间段患者血清学标志物的检测，初步探讨髓过氧化物酶

(MPO)对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的早期筛查意义。  
方法  参照 ACC/AHA 指南收集两组病例，其中 ACS 组 164 例，稳定性心绞痛(SAP)组 105
例。同时选取 76 例冠脉造影正常者作为对照组。ACS 组又分为两组，其中心肌梗死(AMI)组
71 例，不稳定性心绞痛(UA)93 例。检测所有入选病例一般生化学指标及心肌肌钙蛋白

I(cTnI)、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髓过氧化物酶(MPO)水平。 
结果  ACS 组血浆总胆固醇水平高于对照组，cTnI、hsCRP、MPO 高于 SAP 组及对照组（P
＜0.05），SAP 组 hsCRP 高于对照组（P＜0.05）。AMI 组胸痛发生后 6-72 小时 cTnI 水平

高于 SAP 组和 UA 组（P＜0.05）；UA 组 12-72 小时 cTnI 水平高于 SAP 组（P＜0.05）。

AMI 组胸痛发生后 12-72 小时 hsCRP 水平高于 SAP 组和 UA 组（P＜0.05）；UA 组胸痛发

生后 12-72 小时 hsCRP 水平高于 SAP 组（P＜0.05）。AMI 组胸痛发生后 2-48 小时 MPO 水

平高于 SAP 组，2-24 小时高于 UA 组（P＜0.05）；UA 组 2-24 小时 MPO 水平高于 SAP 组

（P＜0.05）。 
结论  MPO 作为一种炎性指标，可反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预测 ACS 患者的预后。

MPO 早于其它心肌损伤标志物，在 ACS 患者发生胸痛的早期即可升高。对于 cTnI、CK-MB
等心肌损伤标志物不高的胸痛患者，检测其 MPO 水平，对防止漏诊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62 
 

ARA55 participates in TGFβ1-induced EMT in CNE2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by binding with Smad7 

 
Chen Yan,Cui Zhaolei,Xin Xiaoqin,Zheng Yuhong,Lin Yingying,Chen Yansong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Tumor Biotherapy，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Teaching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50014 

 
Objective  This study focused on validating the functional role of ARA55 in TGFβ1-induc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n human CNE2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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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Expression of ARA55 in the CNE2 cells was stimulated by TGFβ1. Co-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RA55 and Smad7.  
Results  Our results manifested that forced expression of ARA55 enhances growth as well 
a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the CEN2 cells. Cells depleted of ARA55 resulted in suppres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capability, along with a down-regulation of N-cadherin and 
up-regulation of Claudin-1. Further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alysis exhibited that induced 
ARA55 yields a direct physical interaction with Smad7 in TGFβ1 signaling.  
Conclusions  ARA55 exerts a causative role and functions as a critical regulator in TGFβ1-
mediated EMT in CNE2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through binding with Smad7.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65 
 

无偿献血中 HIV 合并梅毒感染情况分析 
 

王妤 
贵州省血液中心 550002 

 
目的  分析贵阳市献血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合并梅毒感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保证

血液安全，减少血液浪费。 
方法  对贵阳市 2009-2013 年无偿献血者 HIV 合并梅毒感染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2009-2013 年无偿献血者 300693 人次，其中 HIV 确认阳性共 167 例，HIV 合并梅毒感

染 37 例，占 22.0%，HIV 合并梅毒感染者中以男性居多，年龄以 40 岁以下居多，学历高中以

下占大部分，也有几个大学以上学历。 
结论 为提高血液安全，应加强献血知识宣传，保护好献血者隐私，使其配合医生征询问答，

从源头上排除部分高危献血者；科学合理用血，最大程度减少因输血带来的风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66 
 

白血病相关 miRNAs 研究进展 
 

刘婷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MicroRNA(miRNA)是一类在转录后水平调控基因表达的非编码、短链 RNA，其功能涉及多种

生物学过程。研究发现多种 miRNAs 在白血病中起着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作用。本文主要综述

了近年来 miRNAs 在白血病中表达谱与作用研究，总结了 miRNAs 有望成为白血病的潜在治

疗靶点或工具。为进一步深入了解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提供借鉴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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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定量方法测定肝脏脂肪含量预测多种代谢疾病风险研究 
 

夏明锋 卞华 林寰东 颜红梅 邵文琦 常薪霞 张林杉 潘柏申 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本课题组前期已经建立无创超声定量肝脏脂肪含量的方法，并在大规模社区研究中验证

了其有效性。本研究旨在长风社区中老年人群中进一步探讨超声定量方法测定肝脏脂肪含量与

多种代谢性疾病的关系。  
方法  研究入组 2010-2012 年上海长风社区 5626 例受试者。除外合并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

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肝酶或胆红素大于 1.5 倍正常上限的其他慢性肝病及未行超声定量肝脂

肪含量检测 710 例，共有 4916 例受试者（男性 1692 例，女性 3224 例）纳入分析。每一受

试者均经过详细的既往史及生活运动方式调查、形体参数以及血糖、血脂、肝酶等血生化指标

测定、超声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检测。肝脏脂肪含量采用本课题组建立的超声定量肝脏脂肪含量

方法测定。  
结果  1)研究入组 4916 例受试者肝脏脂肪含量中位数 5.6%，20.4%受试者合并糖尿病，

28.8%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26.4%合并代谢综合征； 2) 单因素相关分析显示肝脏脂肪含量与

BMI（r=0.334,P<0.001）、腰（r=0.284,P<0.001）、空腹血糖（r=0.177,P<0.001）、餐后血

糖（r=0.227,P<0.001）、血甘油三酯（r=0.287,P<0.001）,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r=0.047,P=0.003）呈显著正相关，与血 HDL-c 呈显著负相关（r=-0.186,P<0.001）；3）多

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肝脏脂肪含量增加显著增加肥胖、高脂血症、糖尿病及颈动脉粥样硬

化患病风险，且对肝脂肪含量>10%的受试者其肥胖、代谢综合征、糖尿病、血脂紊乱及动脉

粥样硬化风险显著升高[OR 值分别为 4.035(3.208-5.075)，3.415 (2.856-4.084)，
1.620(1.322-1.984)，1.827(1.545-2.159)和 1.255(1.055-1.494)，P<0.001]；4)在研究人群中

筛选出 BMI<24kg/m2、血糖正常且无代谢综合征任意组分、肝酶正常的 356 例受试者，其肝

脂肪含量中位数 3.85%，95%分位数 10.8%。  
讨论  超声定量肝脏脂肪含量与多种代谢疾病患病风险独立相关，肝脂肪含量 10%可能是临床

上提示 NAFLD 患者多种代谢性疾病风险增加和早期干预的重要切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78 
 

TNFSF4 和 ANKRD55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 DM/PM
相关性研究 

 
李柳冰

1 陈思
2 李静

1 温晓婷
1 吴子燕

1 张奉春
1 李永哲

1 
1.北京协和医院 
2.北京安贞医院 

 
目的  分析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的 TNFSF4 和 ANKRD55 基因多态位点与中国汉族人群

皮肌炎/多发性肌炎（DM/PM）易感性的关系，探讨这些位点与 DM/PM 患者合并间质性肺病

（ILD）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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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病例对照研究共收集样本 2297 例，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离子飞行时间质谱基因分

型方法对 1017 例 DM/PM 患者和 1280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关联分析。ILD 的诊断依据高分辨率

CT（HRCT）。 
结果  rs7731626（ANKRD55）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在 DM 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24，OR=0.76，95%CI=0.59-0.96）。但该位点的基因型频率在两组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rs2205960、rs844644、rs844648（TNFSF4）三个多态位点和

rs6859219 （ANKRD55）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在 DM/PM 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加性模型和显性模型下，rs7731626 位点基因分布在 DM
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加性模型：P=0.027，OR=0.76，95%CI=0.60-
0.97；显性模型：P=0.031，OR=0.75，95%CI=0.58-0.97）。其他位点基因型频率在三个遗

传模型下均无显著差异。临床症状分析中，rs7731626 位点在 DM 伴发 ILD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6，OR=0.65，95%CI=0.47-0.88）。 
结论  研究显示 ANKRD55 基因区域的 rs7731626 位点与 DM 易感性和伴发 ILD 相关，DM 可

能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共同易感基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84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IGF-1、IGFBP-1 及 SHBG 对 PCOS 不孕

的意义表达 
 

陈开军 公维国 
山东省蒙阴县人民医院 276200 

 
目的  该课题主要研究探讨免疫放射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IGF-I、IGFBP-1 含量的意义表达，为

临床疾病诊断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具体内容为：①将含有已知抗体的抗血清吸附在微量滴定

板上的小孔里，洗涤一次；②加待测抗原，如两者是特异的，则发生结合，然后把多余抗体洗

除；③加入与待测抗原呈特异的酶联抗体（二抗），使形成“夹心”；④加入该酶的底物，若看

到有色酶解产物产生，说明在孔壁上存在相应的抗原。该研究能够按预期的进度顺利实施，将

对临床疾病的早期诊断,探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实验室诊断方法。将对 PCOS 的早期诊断，提

高疾病的早期知晓率及临床治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法  研究期间患者在接受临床治疗前，在其他诊断的基础上，研究组采用免疫放射双抗体夹

心法检测 IGF-I、IGFBP-1 含量，具体步骤为：①将含有已知抗体的抗血清吸附在微量滴定板

上的小孔里，洗涤一次；②加待测抗原，如两者是特异的，则发生结合，然后把多余抗体洗

除；③加入与待测抗原呈特异的酶联抗体（二抗），使形成“夹心”；④加入该酶的底物，若看

到有色酶解产物产生，说明在孔壁上存在相应的抗原。对照组患者只进行其他诊断，未采用免

疫放射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IGF-I、IGFBP-1 含量。 
结果  通过研究 LH、LH／FSH 比值、SHBG、FAI、HOMA-IR、等指标，提示 LH、LH／FSH
比值、SHBG、FAI、HOMA-IR 均是危险因素。因此在诊断 PCOS 高雄激素血症生化指标中

首选 FAI。因为其不仅反映游离睾酮水平还反映胰岛素抵抗水平，较单纯查血清总睾酮优越，

有临床应用价值。 
IGF-I 与 BMI 因素无关，IGFBP-1 水平与 BMI 呈负相关，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呈正相关；

IGF-I、IGFBP-1 与睾酮、游离睾酮、空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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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因此在临床上常用用二甲双胍和罗格列酮等胰岛素增敏剂治疗也正是基于此，其使

PCOS 患者可增加 IGFBP-1 的水平，IGFBP-1 与 IGF-I 结合可以降低 fIGF-I 水平，从而使

PCOS 患者血清 fIGF 活性正常，使卵泡顺利发育。在临床治疗上应采用联合用药降低 IGF-I
的活性或 fIGF-I 水平，是开辟治疗 PCOS 新的有效途径。因此，检测 IGF-I 和 IGFBP-1 的水

平对 PCOS 的诊断、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85 
 

肝脏脂肪含量、肝酶与骨代谢及其标志物的关系研究 
 

夏明锋 林寰东 卞华 颜红梅 常薪霞 邵文琦 张林杉 潘柏申 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近期研究发现骨骼、脂肪组织及肝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调控网络。临床上脂肪肝病变与

骨量流失之间的关系也正逐步被揭示。本研究采用超声定量肝脏脂肪含量方法，进一步探索社

区人群中肝脏脂肪含量、肝酶与骨密度之间的关系。  
方法  研究入组 2010-2011 年上海长风社区中老年受试者 2224 例。除外已知合并病毒性肝

炎、自身免疫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及其他慢性肝病，肾功能不全、缺少骨密度数据及绝经前女

性的 441 例受试者，共有 1659 例纳入分析。每一受试者均经过详细的既往史及生活运动方式

调查、形体参数测定以及血糖、血脂、肝酶等血生化指标测定。肝脏脂肪含量采用本课题组新

建立的超声定量肝脏脂肪含量方法测定。腰椎、髋部骨密度及体脂成分采用 GE iDXA 仪器测

定。  
结果  1) 研究入组 1659 例中老年男性及绝经后女性，其肝脏脂肪含量中位数 4.9%，该人群

NAFLD、代谢综合征、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 31.8%，29.2%和 18.7%；2) 相关分析显示校正

年龄、体重后，男性受试者超声定量肝脏脂肪含量与腰椎（r=-0.116,P<0.001）、髋部（r=-
0.095,P=0.014）及全身骨密度（r=-0.134, P<0.001）呈显著负相关，绝经后女性肝脏脂肪含

量与腰椎（r=-0.093,P=0.008）、全身骨密度（r=-0.107，P=0.002）呈显著负相关；3）作为

肝脏损伤标志物，男性受试者中血清 ALT 水平与全身(r=-0.164, P<0.001)、腰椎(r=-
0.102,P=0.005)、髋部骨密度(r=-0.075,P-0.041)呈负相关,绝经后女性血清 ALT 与骨密度无显

著相关性；4）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年龄、体重、吸烟、饮酒、代谢综合征各组分、体

脂百分比后，男性肝脏脂肪含量和肝酶 ALT 仍与身体各部位骨密度、及骨钙素水平呈独立负

相关；5）按照有无脂肪肝和有无肝酶异常分组，ALT 异常的 NAFLD 患者其骨密度显著低于

ALT 正常 NAFLD 患者或无 NAFLD 者。  
结论  本研究显示肝脏脂肪沉积和炎症可能是中老年男性骨量流失的危险因素，对于合并肝酶

升高的男性 NAFLD 患者应筛查骨密度情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87 
 

老年人血清梅毒抗体与抗核抗体水平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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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淑静 董海新 周建伟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研究老年人血清梅毒抗体与抗核抗体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以 230 例血清梅毒抗体检测结果弱阳性或阳性（以下统称阳性）的≥60 岁老年人为试验

组，200 例健康体检梅毒抗体阴性的≥60 岁老年人为对照组，对两组血清标本进行抗核抗体检

测，统计分析两组老年人抗核抗体阳性率的差异性。探讨老年人血清梅毒抗体与抗核抗体水平

的相关性。 
结果  230 位梅毒抗体阳性试验组老年人中 144 人抗核抗体为阳性，阳性率为 62.6%，而 200
位对照组老年人中 33 人为阳性，阳性率为 16.5%，二者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 
结论  血清梅毒抗体阳性的老年患者抗核抗体阳性率高于健康体检老年人，抗核抗体阳性率高

可能是老年人梅毒抗体假阳性率偏高的影响因素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88 
 

3785 例输血前患者血液感染性指标检测结果分析 
 

韩竖霞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目的  调查本院拟输血患者输血前四项检测的情况，探讨输血患者输血前血液感染性指标检测

的意义，避免医疗纠纷和医护人员的职业感染。 
方法  对我院 3785 例住院患者输血前血液进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抗-HC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HIV)和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检测，并对检测结

果进行分析。 
结果   3785 例患者 HBsAg 阳性 388 例（10.2％）、抗-HCV 阳性 54 例（1.4％）、抗-TP 阳

性 73 例（1.9％）、抗-HIV 6 例（0.16%）。 
结论  受血者在输血前进行相关血液感染性指标检测不仅可以降低经输血途径传播传染性疾病

的几率，而且为避免医疗纠纷或为输血后出现的传染性疾病确诊提供法律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896 
 

Ro-52 与 ANA 相关性研究 
 

冯善丽 申爱华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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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抗 Ro-52 抗体联合 ANA 在各种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895 例抗 Ro52 抗体阳性患者，间接免疫荧光检测抗 Ro-52 抗体核型分布，根据检

测结果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我们将 895 例患者根据荧光核型分为阴性、核颗粒型、核均质型、核均质颗粒混合型、

胞浆颗粒型、核颗粒胞浆颗粒型、核均质胞浆颗粒型、核仁型、核仁颗粒型、核膜型、细胞骨

架型、着丝点型共 11 组进行统计分析，其百分比分别为 15.1%、41.3%、11.2%、6.3%、

6.5%、4.8%、6.4%、2.1%、2.2%、0.6%、0.2%。其中核颗粒型人数为 370 人，百分比高达

41.3%。 
结论  荧光核型可分为均质型、颗粒型、核仁型。而均质型及颗粒型的分型主要是帮助判断风

湿免疫性疾病，在 895 例中抗 Ro52 抗体阳性患者中，核颗粒型的比例高达 41.3%，强烈提

示临床抗 Ro52 抗体可作为风湿性免疫疾病的不可缺的诊断指标。在与其他 ENA 抗体的联合

检测，实验结果表明 15 项抗体中同时出现三种抗体阳性的几率最高，达 27.7%( 248 /895)，
其次是双阳性占 20.4%( 183/895)，在抗 Ro52 抗体合并双阳性的病例中，与抗 SSA 抗体、抗

SSB 抗体的合并阳性率较高，分别为 23.3% ( 209 /895) 和 14.3% ( 128 /895)，说明 Ro52 抗

体且和 La 抗体有很强的关系，而 SSB 抗体又常与 SSA 抗体共存，另外，Ro52 抗体也可以在

血清中单独出现。IgG 抗体是 SSB 抗体中主要的抗体，而 IgA 和 IgM 很少。IgG 能够在 SS 病

人的唾液中检测到，还包含少量的 IgA。SSA 抗体是多克隆的，血清电泳经常表现出寡克隆

La 的 IgG 抗体反应[8]，但是其他的研究者展现出 La 抗体的多样性，在给正常的老鼠注射重组

La 蛋白后会发生这种多克隆 Ro 抗体和 La 抗体反应。这个过程能够刺激抗原特异性的辅助性

T 细胞，然后刺激特异性 B 细胞，包括对 SSB 的不同的非重叠区域抗体的产生。而且，相同

的抗原刺激会迅速引起 Ro60 抗体的产生。这些发现表明对于多种 Ro/La 蛋白成分的抗体的产

生可能是单一的抗原表位反应，并且可以解释在不同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有混合的自身抗体检

测模式。另外一个 Ro 抗体和 La 抗体产生的机制可能与抗原凋亡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01 
 

miR-26a 和 PLAG1 在侵袭性脑垂体腺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

义 
 

于传亭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0 

 
目的  脑垂体腺瘤是一种恶性肿瘤，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侵袭性增长。miR-26a 在脑垂体腺瘤

中异常高表达，预示其可能涉及的致病机理。PLAG1 作为 miR-26a 的靶基因，在脑垂体腺瘤

中低表达。miR-26a 或 PLAG1 的异常表达与脑垂体腺瘤的侵袭性相关，但与脑垂体腺瘤的发

生率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 
方法  从神经外科收集侵袭性和非侵袭性的脑垂体腺瘤组织，与此同时正常的垂体组织取自尸

体解剖。qRT-PCR 用于检测 miR-26a 和 PLAG1 的表达，同时蛋白印迹用来检测 PLAG1 蛋

白的表达。我们分析了 miR-26a 和 PLAG1 之间表达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病理特征之间的相关

性。ROC 分析显示 miR-26a 和 PLAG1 在侵袭性和非侵袭性脑垂体肿瘤的鉴别诊断中有实用

性以及在判断患者预后中具有价值。 
结果  miR-26a 在脑垂体肿瘤中显著高表达，然而 PLAG1 低表达，尤其在侵袭性脑垂体肿瘤

中。miR-26a 和 PLAG1 在侵袭性和非侵袭性脑垂体肿瘤的鉴别诊断中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miR-26a 高表达而 PLAG1 低表达的患者预后不良。miR-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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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LAG1 可作为影响患者诊断的独立指标。 
结论  miR-26a 可能是通过抑制 PLAG1 的表达来促进脑垂体肿瘤的发生与侵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02 
 

半胱氨酰白三烯 D4 的研究进展 
 

郭冬梅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半胱氨酰白三烯 D4(Cysteinyl Leukotriene D4,LTD4)属于白三烯家族（cysteinyl 
leukotrienes ，CysLTs），半胱氨酰白三烯包括 LTC4、LTD4 和 LTE4，是由 5-脂氧合酶活

化花生四烯酸转换而来。LTD4 是炎性细胞趋化因子中作用最强的半胱氨酰白三烯分子，主要

有活化的单核细胞、肥大细胞和巨噬细胞等产生，参与多种重要的病理生理过程。LTD4 能够

诱导平滑肌细胞增殖和收缩，增强嗜酸性细胞的趋化迁移，增加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在哮

喘发作，炎症和过敏中发挥关键作用。LTD4 主要通过该受体 CysLT1 发挥效应，CysLT1 受

体与 CXCR4 等多种趋化因子受体有相似结构，同属于 G 蛋白耦联受体家族。有研究发现

LTD4 诱导 CD34+造血干细胞发生浓度梯度移动，而且能够进行跨内皮细胞迁移，说明 LTD4
在造血干细胞动员至外周循环和归巢至骨髓过程中发挥趋化作用。RT-PCR 结果表明白三烯合

成酶—5-脂氧合酶不只在成熟白细胞中表达，在外周血和骨髓来源的 CD34+造血干细胞中都

有表达。这些研究提示 LTD4 分子可能以自分泌或旁分泌形式在造血微环境发挥调控增殖分化

等多种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04 
 

盐酸小檗碱对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脂谱的影响 
 

常薪霞 王喆 张金兰 邵文琦 颜红梅 卞华 蒋建东 潘柏申 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本课题组临床研究发现，与单纯生活方式干预相比，口服盐酸小檗碱 16 周能够显著改

善非酒精性脂肪肝合并 2 型糖尿病或糖代谢异常患者的脂肪肝。然而，小檗碱减轻脂肪肝的机

制尚不明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肝脏某些脂质成分的改变导致脂肪肝的发生，更进一步的研

究表明脂肪肝与血清脂质谱的改变相关。本研究拟采用脂质谱的方法分析盐酸小檗碱治疗脂肪

肝前后血脂谱的表达，以探索盐酸小檗碱改善脂肪肝的作用机制。  
材料与方法  经口服 75 克葡萄糖诊断的 2 型糖尿病／糖代谢异常的患者，排除曾服他汀类、

贝特类、及影响脂肪肝的药物，合并甲减、皮质醇功能异常、肝肾功能异常等疾病，共 80
例，随机分为单纯生活方式干预组（n＝41）及生活方式干预同时予口服盐酸小檗碱干预组

（n＝39），分别给予相应的治疗 16 周，治疗前后所有受试者均采用磁共振波谱分析方法测

定肝脏脂肪含量，并抽取空腹血，用于液相色谱-质谱法分析患者治疗前后血脂谱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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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单纯生活方式干预相比，生活方式干预加上盐酸小檗碱治疗能显著减低肝脏脂肪含量

（52.7% 
vs. 36.4%，p=0.008）。同时盐酸小檗碱对体重、胰岛素抵抗及血脂的益处均显著高于单纯的

生活方式干预。两组治疗前后采用液相色谱-脂谱方法共测定了 61 种游离脂肪酸、54 种鞘磷

脂、86 种磷酸甘油酯及 55 种甘油酯。在治疗前后，两组均有多种不同脂质成分发生了改变，

包括游离脂肪酸、磷酸甘油酯及甘油酯等。相比而言，盐酸小檗碱对脂质谱成分的影响更明

显。两组治疗前后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对鞘磷脂的影响。盐酸小檗碱能显著减低血清神经酰胺及

磷酸化-1 神经酰胺的水平，但是单纯生活方式干预对血清神经酰胺没有影响。  
讨论  脂质是细胞膜的基本组成部分。研究表明肝脏游离脂肪酸的过多、磷脂等失衡均促进脂

肪肝的发生。动物实验表明通过抑制神经酰胺的合成来减少肝脏及血清神经酰胺能够改善脂肪

肝。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盐酸小檗碱降低血清鞘磷脂水平，这可能是盐酸小檗碱改善脂肪肝的机

制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05 
 

烟酒对济南市健康男性血清癌胚抗原水平影响 
 

孙立智 
1.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2.济南市中心医院 

 
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antigenCEA)是糖蛋白的一种，主要由人体的粘膜上皮

细胞来产生，因存在于胚胎的胰腺﹑肝脏﹑消化道上皮组织中，最早在人的癌变结肠组织中发

现，故称为癌胚抗原。人出生后，由于某些原因，CEA 的形成受到抑制，因此很难测出正常

人血液中的 CEA。临床上，常将存在于许多与胃肠或肺来源有关的外胚层组织的癌细胞中

CEA 用于消化道恶性肿瘤及肺癌诊断。尽管一般临床指南中不推荐将 CEA 作为普通人群中筛

查结直肠癌的指标，但由于其具有检测方便、费用较低的优点，在我国还是被许多医疗机构作

为体检常规项目之一。由于血清 CEA 水平受多种生理和病理因素的影响，造成一定的假阳性

率，给临床工作带来困扰，故有必要对常见 CEA 的影响因素做一探讨，明确不同人群中 CEA
的正常范围。目前未发现针对北方人群尤其是山东人群大数据的 CEA 正常范围的研究。因此

本课题组选取三代以内生活在山东省份的健康个体，旨在分析山东人群中常见 CEA 的影响因

素与正常值之间的关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08 
 

2 型糖尿病患者伴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对血尿酸的影响 
 

常薪霞 林寰东 张林杉 邵文琦 颜红梅 卞华 夏明锋 潘柏申 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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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 NAFLD 高发人群 2 型糖尿病患者中，通过回顾性分析有无合并 NAFLD 及肝酶水平对

高尿酸血症的影响，从而探索肝脏脂肪沉积对高尿酸血症的作用。  
材料和方法  采集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病史资料包括糖尿病病程、饮酒史、肝炎病史等、形

态学参数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生化指标如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肝酶、尿

酸、尿素及肌酐等，采用肝脏超声诊断是否存在脂肪肝。排除标准：1.1 型糖尿病、特殊类型

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分型不详的糖尿病患者，2.酒精摄入量男性≥140g/周，女性≥70g/周；3. 
其他已知原因的肝脏脂肪沉积如药物、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等，4. 糖尿病急性严重并发症、严

重的肝肾疾病、重症感染、终末期肾病及合并其他内分泌疾病如皮质醇增多症、席汉氏综合

征、甲状腺疾病等，5. 恶性肿瘤、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既往明确诊断痛

风或高尿酸血症、目前在口服降低尿酸药物。共 1651 例纳入分析。  
结果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患者的血尿酸水平较单纯 2 型糖尿病患者

显著升高（331.8±90.8μmol/L vs.280.4±86.7 μmol/L，P<0.001），高尿酸血症检出率也显著

增高（21.3% vs. 8.8%，P<0.001）。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校正了年龄、性别、体重

指数（BMI）后，是否存在 NAFLD 是发生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影响因素（OR 2.407，95%CI 
1.390-4.170）。同时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ALT、GGT 水平升高也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发

生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讨论  本研究表明高尿酸血症除了与高嘌呤饮食有关，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 NAFLD 是高尿酸血

症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且血清 ALT、GGT 水平升高作为反映肝脏脂肪含量及肝脏损伤的指

标，也是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肝损伤程度的加重，发生高尿

酸血症的风险增加。NAFLD 促进 2 型糖尿病患者高尿酸血症发生的致病机制仍未完全明确。

大量的研究表明高尿酸血症与 NALFD，促进 NALFD 的发生，那么这两种疾病孰因孰果或孰

先孰后，目前尚无定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09 
 

冠心病患者血浆尾加压素Ⅱ、血管紧张素Ⅱ和内皮素-1 水平

及临床意义 
 

郭焕 王雪楠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研究血管活性物质尾加压素Ⅱ（UⅡ）、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和内皮素-1（ET-1）在

冠心病患者体内的变化，以探讨它们在冠心病发病过程中的意义。 
方法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 44 例冠心病患者和 30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浆 UⅡ、AngⅡ和 ET-1 的

变化。 
结果  冠心病患者血浆 UⅡ、AngⅡ和 ET-1 的含量分别是 1.51±0.44pg/ml，
114.14±15.91pg/ml，98.64±9.58pg/ml；健康对照组血浆 UⅡ、AngⅡ和 ET-1 的含量分别是

4.41±0.57pg/ml，66.65±12.22pg/ml，49.16±6.69pg/ml；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1）。 
结论  UⅡ、AngⅡ和 ET-1 可能对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有促进作用，可做为临床观察病情发展的

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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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15 
 

爱护佳洗手液和快速无水消毒液手部皮肤消毒效果的观察 
 

李伟霞 董海新 李晓哲 钱震雯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探讨爱护佳外科洗手液和快速无水消毒液手部皮肤消毒效果，为手部皮肤消毒选择消毒

液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棉试子涂抹采样法对工作中 100 位医务工作人员应用爱护佳外科洗手液前后进行采

样，次日，同样方法对这 100 位医务工作人员应用快速无水消毒液前后进行采样。采用琼脂倾

注法培养，计算细菌菌落数(cfu/cm2)和除菌率，并对爱护佳外科洗手液和快速无水消毒液的

消毒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爱护佳外科洗手液组与快速无水消毒液组除菌率分别为 91.12％和 99.31％，两组手部细

菌菌落数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 
结论  应用爱护佳外科洗手液和快速无水消毒液均是医务人员手部清洁消毒的有效方法，快速

无水消毒液消毒效果更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18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肿瘤诊断中的意义 
 

王念跃 
南京市第二医院 210003 

 
目的  研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恶性肿瘤与正常人中的表达情况,来判断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是否可以作为恶性肿瘤诊断的指标。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217 例恶性肿瘤患者血清和 100 例正常人血清中的 VEGF 浓度。 
结果  肿瘤患者 VEGF 浓度显著高于正常人（P<0.01），且 VEGF 在不同肿瘤中表达情况不

同，以 84.6pg/ml 为临界值，肺癌、卵巢癌、肠癌、肝癌和胃癌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

90.0%、71.4%、69.6%、69.6%和 55.6%，而在宫颈癌、食管癌和乳腺癌中低表达，分别为

18.8%、41.7%和 43.8%。 
结论  VEGF 是重要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在恶性肿瘤患者血清中 VEGF 高表达，可作为恶性肿

瘤诊断监测的重要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20 
 

类固醇激素信号通过上调 PTEN 基因表达抑制胰岛素信号的

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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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乾

1 汪运山
1,2 赵小凡

2 
1.济南市中心医院 

2.山东大学 
 

目的  类固醇激素信号与胰岛素信号都是昆虫发育重要的信号转导途径，为了探究两种信号的

相互调控机制。 
方法  通过 RNAi 干扰基因 Akt 的表达，检测其它基因表达以及翻译后修饰的变化。过表达质

粒 Akt 结构域融合蛋白 PH-RFP 可以部分指示 insulin 信号的激活情况，利用 RT-qPCR 检测

基因表达量的变化。 
结果  类固醇激素（20E）通过抑制 Akt 磷酸化拮抗胰岛素信号.从棉铃虫细胞系干扰 Akt 或高

浓度的 20E 均能上调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导致细胞凋亡。免疫印迹实验结果显示，20E 能

够抑制 Akt-PH 结构域的向细胞膜的迁移并抑制 Akt 的磷酸化，为探究上游的调控机理，我们

检测 20E 诱导后 PTEN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deleted on 
chromosome ten，一种磷酸酯酶)的表达，结果发现 PTEN 能受 20E 诱导上调表达，并且干

扰 PTEN 能解除 20E 对 Akt 磷酸化和细胞膜迁移的抑制。干扰转录因子 EcRB1 和 USP1 能抑

制 20E 诱导的 PTEN 的表达。 
结论  蜕皮激素通过 EcRB1 和 USP1 上调 PTEN 的表达抑制 Akt 的磷酸化，从而上调凋亡相

关基因的表达导致细胞凋亡，此研究阐明 20E 信号拮抗胰岛素信号的具体分子机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21 
 

耐亚胺培南铜绿假单胞菌的感染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晓哲 刘元元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了解我院分离的耐亚胺培南铜绿假单胞菌的分布情况和药敏状况，为临床治疗铜绿假单

胞菌引起的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K-B 法检测铜绿假单胞菌对九种抗生素的敏感性，比较亚胺培南耐药和敏感的铜绿

假单胞菌的药敏试验的不同，运用 WHONET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耐亚胺培南铜绿假单胞菌主要分离自痰（89.6%），少量来自尿液（10.4%）。分布科

室主要是重症监护室（62.50%）、呼吸科（12.50%）和急诊科（8.34%）。耐亚胺培南铜绿

假单胞菌对阿米卡星敏感性最高，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环丙沙星、庆大霉素的敏感性为中

等水平。亚胺培南敏感的铜绿假单胞菌对九种抗生素的敏感性均大于亚胺培南耐药的铜绿假单

胞菌的敏感性。 
结论  我院耐亚胺培南铜绿假单胞菌多来源于有呼吸道感染的危重病人。亚胺培南耐药的铜绿

假单胞菌对常用抗生素耐药严重，治疗建议应用阿米卡星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或环丙沙星联

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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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某医院铜绿假单胞菌分布及耐药性变迁 
 

裴凤艳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了解近 6 年某医院临床分离铜绿假单胞菌（PAE）的分布及其耐药性变迁。 
方法  以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4 版为标准判定药敏试验结果，使用

WHONET 5.6 软件分析数据。 
结果  6 年临床标本中共分离 PAE 1 578 株，分离率逐年上升，但 2014 年略有下降，平均为

16.30%。其中，27.53%分离自呼吸内科患者，其次为急诊 ICU（8.03%）和烧伤病房

（5.42%）。标本来源以呼吸道为主，占 83.84%。2009～2012 年间 PAE 耐药性整体呈上升

趋势，但 2013～2014 年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氨曲南、头

孢吡肟、头孢他啶、头孢哌酮/舒巴坦等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反而下降。平均耐药率最高的是替

卡西林/克拉维酸（37.92%），超过 20%的抗菌药物有亚胺培南（28.96%）、左氧氟沙星

（25.80%）、氨曲南（25.08%）、美罗培南（24.23%）、哌拉西林（20.77%）。 
结论 加强抗菌药物管理、正确医院感染控制，对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高其敏感性、减

少耐药菌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23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治疗前后血尿酸水平变化的影响因

素分析 
 

颜红梅 常薪霞 夏明锋 卞华 邵文琦 张林杉 林寰东 姚秀忠 饶圣祥 曾蒙苏 屠印芳 贾伟平 潘柏申 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对伴糖代谢异常的 NAFLD 患者治疗前后肝脏脂肪含量（HFC）与血尿酸关系进行定量

分析，探讨血尿酸水平（SUA）变化与 HFC 下降的关系及其他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和方法  对符合条件受试者 184 位分别采用单纯生活方式干预组（n=62）、吡格列酮

15mg qd（n=60）、小檗碱 0.5g tid（n=62）治疗共 16 周。采用质子磁共振波谱方法（1H 
MRS）评估治疗前后 HFC 变化。  
结果 1. 基线数据按照性别分组，显示年龄、HFC、腰围、WHR、体重、血肌酐、总胆固醇

（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存在性别差异，BMI、血压、ALT、AST、ALP、γ-
GT、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BG）、2 小时血糖（2H 
B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治疗后 HFC 从 33.80%下降至 19.63%（p<0.001）、SUA 水平自 362.25μmol/L 下降至

347.61μmol/L（p=0.001），其他代谢参数均显著下降，包括： 
FBG、2hBG、HbA1c、ALT、AST、γ-GT、体重、腰围、WHR、收缩压、舒张压（配对 t 检
验 P 均<0.05），HDL-c 上升（P<0.05），但 LDL-c 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TC、

LDL-c、腰围的下降存在性别差异，其他参数包括 HFC、SUA 的下降无性别差异。 
3.  单因素相关分析显示，治疗前基线 SUA 在男性与 HFC 相关，与其他代谢参数无关；在女

性中 SUA 与体重、BMI、ALT、AST、γ-GT 相关，与其他代谢参数无关；治疗后 SUA 变化，

男性与 HDL-c 的下降负相关，女性与 HFC，2H 
BG，HDL-c、BMI、体重、ALT、AST、γ-GT 的下降有关，与其他代谢参数的变化无关。  



1151 
 

4.  分别以 SUA 及 SUA 的下降为因变量，以 HFC、BMI、腰围、WHR、血糖、血脂、肝酶及

相应治疗后变化水平等为自变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男性 SUA 与 HFC 独立相关；女性

SUA 与 AST、2H 
BG、糖化血红蛋白独立相关，男性患者中 SUA 下降与 FBG 与 2H 
BG 下降独立相关；女性患者中治疗后 SUA 下降与 ALP 的下降独立相关。  
结论  血尿酸与代谢参数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男性血尿酸水平与肝脏脂肪含量密切相关。男

性患者中，积极控制尿酸水平有助于降低血糖，女性患者中尿酸的改变与 ALP 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24 
 

非酒精性脂肪肝人群发生糖代谢异常风险的前瞻性研究－上

海长风研究 
 

林寰东 李潜 陈玲燕 邵文琦 夏明锋 齐齐格 潘柏申 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在社区中老年人群中进行前瞻性观察，探讨非酒精性脂肪肝人群发生糖代谢异常的风

险。  
方法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7 月对 633 例于 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9 月参加上海长风社区

45 岁以上中老年多种慢性疾病调查的基线人群进行随访，检测空腹血糖和糖负荷后 2 小时血

糖，根据 1999 年 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FBG≥6.1mmol/L 和/或 2hBG≥7.8mmol/L 定义为糖

代谢异常人群。采用超声半定量方法测定肝脏脂肪含量（LFC），以基线 LFC 超过 9.15%为

脂肪肝组，剔除 136 例基线已诊断糖尿病患者，剩余 497 例基线糖代谢正常者（男性 181
例，占 36.4%）进入统计分析，入组分析人群中位随访时间 4.71 年。  
结果  1、基线脂肪肝组 181 例，非脂肪肝组 316 例。脂肪肝组糖代谢异常发生率高于非脂肪

肝组（43.6% 
vs 31.6%，P=0.007）。脂肪肝组糖代谢异常发生风险增加 21.3%（RR：1.213，95%CI：
1.046～1.407）。2、按基线肝脏脂肪含量每增加 5%分组，与 LFC<5%相比，LFC 
5%~10%、10%~15%和大于 15%组发生糖代谢异常的 RR 分别为 1.090、1.109 和 1.409
（95%CI 分别为 0.933~1.273，0.902~1.365，1.136~1.747）。3、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基线 LFC 水平是未来发生糖代谢异常的危险因素，且独立于基线入组时的年龄（RR：

1.026，95%CI：1.007~1.046）。  
结论  非酒精性脂肪肝增加糖代谢异常的患病风险，肝脏脂肪含量超过 15%较肝脏脂肪含量小

于 5%，发生糖代谢异常的风险增加 40.9%。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25 
 

干化学法与湿化学法检测浆细胞淋巴瘤患者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显著差异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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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 孔飞飞 董海新 金呈强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是一种非血浆特异酶，是肝功能检验的重要指标，是反映肝细胞受

损最敏感的指标。目前临床常用的 ALT 检测方法有两种：湿化学法和干化学法。两种方法由

于检测原理不同，会使检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结果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而两种方法进行

ALT 检测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国内鲜有报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27 
 

鲍曼不动杆菌临床现状及治疗策略研究进展 
 

刘欣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鲍曼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是一种导致医院感染的重要致病菌。其具有快速获

得以及传播耐药的能力，并出现对 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喹诺酮类

或氨基糖苷类耐药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多重耐药菌株、范耐药菌株和全耐药菌株，并有逐年

上升的趋势[i]。根据 2012 年由《中华医学杂志》组织，32 位国内知名专家共同发起，邀请全

国 326 位专家参与，历时 7 个多月，召开了 12 场专题讨论会，撰写的《中国鲍曼不动杆菌感

染诊治与防控专家共识》都没有有效的单一药物能克服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的问题。因此，找到

新的抗菌药物或联合用药方案，控制和减少鲍曼不动杆菌的危害，具有迫切的临床需求和现实

意义。考虑到一些中药成分也具有抗菌活性，如大蒜素、黄芩苷、小檗碱等，且由于各自完全

不同的化学结构和抗菌机制，它们有可能绕过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机制，或者通过与常规抗生

素的联合使用，协同杀死耐药菌，缓解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问题。合理、有效地将天然抗菌产

物与抗生素联合使用抗菌是治疗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一项新挑战。现将鲍曼不动杆菌临床现状

及治疗策略研究进展综述如下，以期为今后鲍曼不动杆菌的抗菌研究提供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29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病风险和肝脏脂肪含

量关系的研究－上海长风研究 
 

林寰东 王丹 夏明锋 周佳烨 齐齐格 李小明 马慧 潘柏申 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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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在社区中老年人群中探讨 25(OH)D 与非酒精性脂肪肝和肝脏脂肪含量的关系。  
方法  自 2009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对上海长风社区 3306 名（男性 1420 名，女性 1886
名）无过度饮酒史的 45 岁以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

围、血压），空腹采血检测血糖和血脂，75 克葡萄糖负荷后检测餐后 2 小时血糖。采用 GE
公司 LOGIQ P5 彩超仪测量肝肾比值并经公式定量计算肝脏脂肪含量（LFC），以 LFC 超过

9.15%定义为脂肪肝。25(OH)D 水平<50，50-75，>75nmol/L 分别定义为维生素 D 缺乏、不

足和正常。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该人群平均年龄 62.61±9.45 岁，NAFLD 的患病率为 33.0%，NAFLD 组 25(OH)D 水

平低于非 NAFLD 组（43.26±18.35 vs 45.34±18.99nmol/L，P=0.126）。2) 维生素 D 缺乏组

NAFLD 患病率和 LFC 高于维生素 D 不足组和正常组（分别为患病率 34.5%，30.8%和

26.6%，P=0.015；LFC 6.3%，5.8%和 5.3%，P=0.014）。维生素 D 缺乏组 NAFLD 的患病

风险较维生素 D 正常组增高 41.9%（OR=1.419，95%CI：1.044-1.929，P=0.015）。3) LFC
四分位分组显示，LFC 水平最高组 25(OH)D 水平最低。4)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25(OH)D 水平

与 LFC 呈负相关（b＝-0.017，P=0.012）。25(OH)D 水平每增加一个标准差，NAFLD 的患

病风险降低 0.6%（OR＝0.994，95%CI：0.990-0.998，P=0.003）。校正年龄和性别后，

25(OH)D 水平与 LFC 和 NAFLD 之间仍然存在负相关关系。   
结论  在社区中老年人群中，血清 25(OH)D 水平与 LFC 呈负相关，维生素 D 缺乏是 NAFLD
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31 
 

Positive association of genetic variations in PLA2R1 
gene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lupus 

nephriti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zhou Aihong1,2,Li Yuan1,Lv Guanting3,Li Ping1,Chen Si1,4,Li Jing1,Wen Xiaoting1,Wu Ziyan1,Zhang 
Shulan1,Wang Jianbo2,Zhang Fengchun1,Li Yongzhe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3.Beijing DNALead Co.LTD 
4.Beijing Anzhen Hospital 

 
Lupus nephritis (LN) is a common and serious manifestation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and could cause nephrotic syndrome 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Membranous nephropathy is the most common diagnosis in adults with the nephrotic 
syndrome, and both 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IMN) and LN are autoimmune 
diseases of the kidney, they may share common disease mechanisms that overlap with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PLA2R1 with SLE/LN. Four SNPs at functional loci in 
PLA2R1(rs4664308, rs6722275, rs35771982, and rs33985939were analyzed in SLE patients 
(n= 1247) and healthy controls (n= 1174) using the SequenomMassArray system 
method.PLA2R1 displayed a nominally significantly genetic association with SLE (for 
rs4664308, P = 0.02, odds ratio [OR]: 1.1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2-1.31; for 
rs6722275, P = 0.01, OR: 1.17, 95%CI: 1.03-1.32; for rs35771982, P = 9.1×10-3, OR: 1.18, 
95%CI: 1.04-1.34) and LN (for rs4664308, P = 0.04). The frequencies of genotyp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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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6722275 and rs35771982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SLE patients and 
controls (all p ? 0.05).Our results provide new evidence that polymorphisms of PLA2R1 were 
associated with SLE/LN patients, and PLA2R1 might be a susceptibility gene for SLE/LN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33 
 

金黄色葡萄球菌 L-乳酸脱氢酶多克隆抗体对其生物膜形成的

影响 
 

梁秉绍 杨丽媛 董慧 李飞 黄艳梅 陈吟霜 谢永强 钟华敏 周珍文 
广州医科大学，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000 

 
目的  生物膜形成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医疗器械相关感染的重要毒力因素。乳酸脱氢酶对于金黄

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至关重要。本研究制备金黄色葡萄球菌 L-乳酸脱氢酶多克隆抗体，探索

L-乳酸脱氢酶多克隆抗体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方法  使用重组 L-乳酸脱氢酶免疫 Balb/c 小鼠获得多克隆抗体，ELISA 检测抗体滴度，并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影响进行研究。将各菌液的终浓度调整至 0.05 麦氏

浓度。分别将菌液与倍比稀释的 L-LDH 多克隆抗血清、TSB 培养液、免疫前阴性血清、环丙

沙星药液置于 37 ℃恒温培养箱中孵育 48 小时。以结晶紫为染料，30%的醋酸为脱色剂，于

570 nm 波长下测定相应的吸光值预测各组生物膜形成能力。 
结果  ELISA 检测小鼠抗血清效价为 1:50000，L-乳酸脱氢酶多克隆抗体在稀释倍数为 1:1000
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的抑制率为 66.4%，在稀释倍数为 1:2000 时的抑制率为

41.4%，在稀释倍数为 1:4000 时的抑制率为 16.2%。而该多克隆抗体对表皮葡萄球菌生物膜

形成没有抑制作用。 
结论  该多克隆抗体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为后续使用该多克隆

抗体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防治的研究奠定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34 
 

脑脊液常规检查在临床应用中的广泛性 
 

刘燕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脑脊液常规是神经内科用来鉴别化脑，病脑或结脑的一种常用检查方法。正如其名它是一种常

规检查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它只能协助诊断并不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它却是临床诊断应用中

不可或缺的一种检查方法。本文就其在临床某些疾病中应用的广泛性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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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35 
 

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患病情况调查与分析 
 

张林杉 卞华 颜红梅 夏明锋 邵文琦 常薪霞 高键 潘柏申 高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调查三甲医院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各种慢性并发症患病情况以及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横断面调查，收集中山医院内分泌科 2009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住院 2 型

糖尿病患者的病史资料，统计人口学资料、现病史、既往史、人体学参数、血液及尿液生化指

标、颈动脉及下肢动脉超声、眼底照相、神经肌电图。排除原发性肾脏疾病、恶性肿瘤、肝硬

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甲状腺功能异常、垂体功能异常、药物及其他特殊疾病。 
结果  ①共 1413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纳入分析（男性 51.3%，女性 48.7%）；平均年龄

60.1±13.3 岁，BMI 24.8±3.8 kg/m2，糖尿病病程 7.0（1.0-12.0）年，FBG 8.5±3.4 mmol/L，
HbA1c 9.6±2.3%。②合并高血压患者占 55.0%；合并冠心病（包括心绞痛、心肌梗塞、冠脉

斑块、心力衰竭）患者占 12.5%；脑卒中（包括脑梗死、脑出血、混合型卒中）患者占

15.4%；周围血管病变（包括颈动脉斑块、间歇性跛行、下肢动脉斑块、下肢闭塞性动脉硬

化）患者占 46.4%。③合并糖尿病肾病患者占 33.3%，其中微量白蛋白尿（UAE30-
300mg/24h）357 人，显性蛋白尿（UAE>300mg/24h）113 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占

27.2%；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包括肢体麻木症状、肌电图检测提示）患者占 32.1%；糖尿病

足患者占 0.7%。④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大血管并发症中，糖尿病病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是发生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血肌酐水平是脑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周

围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为年龄和糖尿病病程。微血管并发症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危险因素

有糖尿病病程、BMI、收缩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UAE 与糖尿病病程、高血压病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呈线性独立正相关

（P<0.05）。影响周围神经病变发生的因素有糖尿病病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P<0.05）。 
结论  住院 2 型糖尿病患者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患病率相当高，有临床症状和神经检测依据

的周围神经病变比例也不容小觑。慢性并发症不仅与血糖水平和糖尿病病程相关，血脂和血压

水平也是影响其发生的危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38 
 

艰难梭菌感染诊断治疗研究进展 
 

刘元元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近年来艰难梭菌已成为院内感染重要的病原体之一，艰难梭菌相关性疾病的发生越来越多。特

别是随着高致病性菌株的出现和传播，艰难梭菌感染在欧美甚至全球都呈严峻形势。面对当前

的感染现状，研究人员试图从多个方面对艰难梭菌感染进行深入研究，以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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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控制感染的发生和传播。本文将对艰难梭菌感染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进

展进行阐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39 
 

上海地区儿童肺炎病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及分子特征研

究 
 

宋珍
1 顾飞飞

2 王粟
2 肖淑珍

2 韩立中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系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微生物科 

 
目的 分析上海地区 2014-2015 年儿童肺炎病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株的耐药和分子流行特

征，为有效降低 MRSA 在儿童中的感染与发病，制定本地区防治措施提供循证依据。  
方法 收集上海两家儿童专科医院 2014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6 月 30 日住院肺炎患儿送检呼吸

道标本中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共 107 株，采用 K-B 纸片扩散法和琼脂稀释法分别测定金黄

色葡萄球菌对 19 种抗菌药物和万古霉素的敏感性；采用 PCR 法检测金黄色葡萄菌的 14 种毒

力基因并对受试菌进行 spa、SCCmec、agr 分型；利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了解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流行情况。  
结果 107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中 MSSA 占 58 株（54.2%），MRSA 占 49 株（45.8%），未发

现对替考拉宁、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利福平、奎奴普丁/达福普汀、利奈唑胺、万古霉素耐

药菌株，但对青霉素（93.5%）、磷霉素（60.7%）、红霉素（51.4%）和克林霉素

（30.8%）耐药率较高。MRSA 对大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明显高于 MSSA（P<0.05）。阳

性检出率最高的毒素是 sea（28/107，26.2%）和 seb（42/107，39.3%），另外，共检出 6
株 lukS/F-PV 阳性株（6/107，5.6%）。CC59（32.7%）、CC188 (13.1%)、CC7 (12.1%) 、
CC398 (9.3%)和 CC6（7.4%）是最常见的 MLST 型；t172（16.8%）、t189（12.1%）、

t437（9.3%）、t091（9.3%）和 t034（6.5%）、是最常见的 spa 型。  
结论 儿童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中 MRSA 感染率较高，除 β-内酰胺类药物外，对非 β-内酰胺类

药物（红霉素、磷霉素、克林霉素）也有较高耐药率，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是治疗儿童金黄色

葡萄球菌肺炎较为理想的药物。ST59-SCCmecIV-t172 和 ST59-SCCmecIV-t437 是上海地区

儿童肺炎病原菌 MRSA 最常见的分子型，并且 3 株 MRSA lukS/F-PV 阳性株全部集中在

CC59 群。对于 MRSA 的感染控制战略的实施，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43 
 
Serum ApoE concentration and polymorphism influence 

serum lipids levels in Chinese Shandong Han 
population 

 
XU YI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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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Background  Apolipoprotein E (ApoE) which has been shown to influence serum lipid 
parameters and ApoE levels could bind to multiple types of lipid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etabolism and homeostasis of lipids and lipoproteins. Previous study shows that 
ApoE concentr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s serum lipid levels independently of 
ApoE polymorphism. But only a few studies have been performed in Shandong 
Han population. Therefore, studying the effect of ApoE polymorphism on ApoE concentration,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serum lipid levels in Shandong province was very important.  
Methods  A total of 100 healthy han people including 500male and 500 femal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studied from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In order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of ApoE polymorphism and serum level on lipid profiles, the ApoE genotypes, as 
well as levels of fasting serum ApoE and other lipid parameters, was detected in all subjects.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ApoE E3 allele was greatest (83.1%), and that of E2 and E4 was 
9.4% and 7.5%, respectively,  which is similar in Asian populations. ApoE2 allele carriers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poE levels but lower levels of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and ApoB. Female has a higher ApoA1 level in E2/E2, 
E2/E3, E3/E3, E3/E4 and E4/E4 alleles than that of male.  
Conclusion  Our study provides data to support that ApoE level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ApoE polymorphism in a gene-dose manner. And ApoE level in combination with ApoE 
polymorphism influences serum lipid parameters in Shandong Ha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45 
 

2014 年度山东省与济医附院临床送检标本主要病原菌耐药分

析对比 
 

钱震雯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2014 年尿液标本细菌构成情况，济医附院与山东省总体一致，仅在肺炎克雷伯菌和屎肠球菌

排序上有差异。山东省尿液标本分离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对碳氢酶烯类药物、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保持较高敏感率；与呼吸道来源的菌株不同，大肠

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情况相似，对多数常用药物的耐药率在 50%以上。尿液分离的屎

肠球菌耐药率明显高于粪肠球菌，两者均存在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菌株，应引起临床重视。尿液

来源大肠埃希菌、粪肠球菌对呋喃妥因的耐药率均低于 10%，而肺炎克雷伯菌、屎肠球菌对

该药耐药率较高，奇异变形杆菌对其天然耐药。济医附院尿液标本主要病原菌对常见抗菌药物

的耐药率与山东省数据整体差距不大，但肺炎克雷伯菌多数药物的耐药率都明显高于山东省数

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49 
 

PETIA 法胱抑素 C 和 B2-微球蛋白试剂盒抗干扰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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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梅

1 张之芬
2 

1.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2.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应用 CLSI EP7-A2 文件对 PETIA 法胱抑素 C（cystatin C，Cys C）和 β2-微球蛋白

（β2-microglobulin，b2-MG）试剂盒抗干扰性能进行评价。 
方法  根据 CLSI EP7-A2 文件，对 PETIA 法 Cys C 和 b2-MG 试剂盒进行干扰评价试验。 
结果  配对差异实验结果显示：0.2 g/L 游离胆红素（FBil）、0.288 g/L 结合胆红素（CBil）、

0.03 g/L 维生素 C（vit C）、37 mM 甘油三酯（TG）对 Cys C 和 b2-MG 测定无干扰，5 g/L
血红蛋白（Hb）对高浓度 Cys C 和低浓度 b2-MG 测定均有干扰。5 个浓度系列的剂量效应实

验结果显示，Hb 对 Cys C 和 b2-MG 测定可产生非线性干扰。 
结论  依据 EP7-A2 文件，应用医学统计软件分析显示，PETIA 法 Cys C 和 b2-MG 试剂盒具

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基本能满足临床需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52 
 

常规实验室检查在多发性骨髓瘤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秦静静 董海新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回顾分析 56 例初诊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患者实验室常规检测结果, 筛选

MM 危险因素，探讨常规实验室检查对 MM 的早期诊断意义。 
方法  对 56 例 MM 患者测定血常规、肝功、肾功、乳酸脱氢酶（LDH）、血钙(Ca)含量及免

疫球蛋白定量( Ig)。 
结果  ①几乎全部患者 Hb 异常免疫球蛋白结果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其他正常的多克隆免

疫球蛋白受到抑制。②70%-90% 患者球蛋白、β2 微球蛋白和乳酸脱氢酶异常增高，23.21%
患者血 Ca 升高， 
结论  免疫固定电泳和骨髓穿刺检查是诊断 MM 的重要指标，Ig 定量、球蛋白、β2 微球蛋白

和乳酸脱氢酶及血 Ca 对 MM 辅助诊断和预后判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53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the TNFSF4 and 1 
TNFAIP3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2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Li Jing,Hou Yong,Li Yuan,Wu Ziyan,Sun Fei,Chen Si,Wen Xiaoting,Zhang Fengchun,Li Yongz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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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NFSF4 and TNFAIP3 polymorphisms have been related to susceptibility for 
different 22 autoimmune diseases including SSc in Caucasian population. Whether the 
polymorphisms in the 23 TNFSF4 and TNFAIP3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Sc in 
Asians has not been identified. 24 Therefore we sought to explore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TNFSF4 and TNFAIP3 in SSc and 25 subphenotype. 26 
Methods  The TNFSF4 SNPs (rs1234314, rs2205960, rs12039904 and rs844648) and 
TNFAIP3 SNPs 27 (rs5029939 and rs6932056) were genotyped in a cohort of 1030 SSc 
patients and 1215 healthy controls, 28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method. 29 
Results  The rs844648 in TNFSF4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Sc in the allelic 
and 30 genotypic frequencies (p =1.7×10-3and p=5.0×10-3). The allelic frequencies of the 
rs6932056 in the 31 TNFAIP3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Sc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s (p=5.0×10-3). Other three 32 TNFSF4 SNPs (rs1234314, rs2205960 and 
rs12039904) and the TNFAIP3 SNP (rs5029939) 33 demonstrated weak association with 
SSc for the allelic frequency (p<0.05). In addition, all of the six 34 SNPs were associated 
with ILD (p<0.05). The rs1234314-rs2205960 haplotypes CG and GT were 35 related to SSc 
(p=0.024 and p=0.022). The rs12039904-rs844648 haplotypes CG and TA were related 36 
to SSc (p=0.005 and p=0.026). 37 
Conclusion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identify TNFSF4 and TNFAIP3 polymorphisms were 
associated 38 with SSc/ILD patient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indicating that TNFSF4 
and TNFAIP3 might be 39 susceptibility genes for SSc/ILD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60 
 

网织血小板及血小板相关参数在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及

脓毒症中的应用 
 

宋辉
1 刘旋

1 石翠明
1 常敏

1 完颜新蕊
2 

1.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济宁医学院生物科学学院 

 
目的  探讨网织血小板（RP）及血小板相关参数在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和儿童脓毒

症所致血小板减少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在来我院门诊就诊及住院患者中，收集经临床初次确诊的儿童 ITP 及儿童脓毒症导致的

血小板减少的患者各 30 例，收集患者血液标本，通过 XN-9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其网织

血小板比率、网织血小板绝对值、平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对

检测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 
结果  健康对照组：RP%为 2.9（1～4.8），RP 绝对值为 5.8(1～14.4) ，MPV 为 10.4（7.6-
13.2）,PDW 为 13.0（9.0-17.0）,而儿童 ITP 组和儿童脓毒症组 RP%分别为 16.8（6.8～
23.5）、8.3（4.1～14.8），MPV 分别为 20.0（11.3-26.7）、14.3（10.2-18.4）PDW 分别

为 26.5（16.6-30.2）、18.6（14.6-24.2）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尤其 ITP 组结果更

高；而绝对值分别为 3.6（1.3～9.5）、4.5（1.6～10.1），低于对照组。 
结论  网织血小板（RP）及血小板相关参数检测可以作为儿童 ITP 及儿童脓毒症导致的血小板

减少患者血小板生成动力学及疾病的鉴别诊断指标，以及患者骨髓造血功能的评估及治疗后血

小板的生成和恢复情况的监测都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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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61 
 

尿肌氨酸在前列腺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许耘川 马妍慧 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检验科 200092 

 
目的  应用 LC-MS 法对前列腺癌、健康和疾病对照尿液样本中肌氨酸含量进行检测，并评价

尿肌氨酸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收集 2014 年 5 月至 2014 年 10 月入的院前列腺癌患者 36 例，良性前列腺增生

（BPH）患者 15 例和我院健康体检患者 122 例，随机尿 5 mL。初步确定正常人尿肌氨酸的

参考范围；比较前列腺癌患者、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及健康人群的尿肌氨酸水平，并通过

ROC 曲线评价尿肌氨酸对前列腺癌诊断及良性前列腺增生鉴别诊断的效果；比较不同病理分

级和分期的前列腺癌患者的尿肌氨酸水平；研究肌氨酸与 PSA 比值联合诊断的意义。 
结果 本实验室的尿肌氨酸参考区间为≤365.91 ng/mL，尿肌氨酸/肌酐参考区间为≤0.325 
mg/g。PCa 组肌氨酸/肌酐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群（P<0.01）和 BPH 组（P<0.05）；肌氨酸/
肌酐水平在健康人群组与 BPH 组中无明显差异；分析非 PCa 组（健康人和 BPH）与 PCa 组

的尿肌氨酸/肌酐 ROC 曲线，其截断值为 0.286 mg/g，灵敏度为 75%，特异性为 90.79%，曲

线下面积为 0.871；分析各指标鉴别诊断 BHP 和 PCa 的 ROC 曲线，得出 PSA 比值和肌氨酸/
肌酐的两指标 AUC 值分别为 0.700 和 0.752。 
结论 应用肌氨酸诊断 PCa，结果显示 PCa 患者的尿肌氨酸/肌酐水平显著高于 BPH 患者和正

常人。ROC 曲线分析表明，无论是诊断 PCa，还是鉴别诊断 BPH，尿肌氨酸/肌酐对于 PCa
均有较好的诊断能力，尤其对鉴别诊断 BPH 的能力优于传统的 PSA 比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65 
 

Polymorphisms in the CCR6, but not CAV1, are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Li Jing,Hou Yong,Li Yuan,wu Ziyan,Sun Fei,Chen Si,Wen Xiaoting,Zhang Fengchun,Li Yongz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CCR6, CAV1 and CTGF gene have been thought to be involved in fibrosis. Their 
polymorphisms have been related to susceptibility for different autoimmune diseases in 
Caucasian population. Whether the polymorphisms in the CCR6, CAV1 and CTGF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Sc in Asians has not been identified. Therefore we sought to explore 
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CCR6, CAV1 and CTGF in SSc and subphenotype. 
Methods  The CCR6 SNPs (rs3093023, rs10946216, and rs3093005), CAV1 SNPs 
(rs2052105 and rs959173) and CTGF SNP (rs9399005) were genotyped in a cohort of 1030 
SSc patients and 1215 healthy controls,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method. 
Results   The rs3093023 in CCR6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Sc in the allelic 
and genotypic frequencies (p =3.2×10-3and p=7.6×10-3). In addition, the rs3093023 of 



1161 
 

CCR6 was also especially associated with SSc patients without ILD, PAH and the anti-Scl-70 
antibody. The CTGF SNPs (rs9399005) demonstrated weak association with SSc for the 
allelic frequency (p<0.05). The rs3093023-rs10946216 haplotypes AT and GC were related 
to SSc(p=8.6×10-3and p=0.0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identify CCR6 polymorphisms were associated with 
SSc patient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indicating that CCR6 might be susceptibility 
genes for SSc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69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与白细胞、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单

核细胞的关联分析 
 

王娜 陈明凯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肺炎支原体患儿和非肺炎支原体感染的肺炎患儿的 CRP,WBC 与单核细胞

及降钙素原的差异，探讨这四项指标对肺炎支原体（MP）的病情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 10 日以来入住本院的 MP 感染儿童患者 100 例，另选取 100 例同一时

期入住本院的非支原体感染的肺炎儿童患者作为对照组，利用 ABX Pentra MS CRP 对

CRP,WBC,单核细胞和 Cobas E601 对降钙素原进行检测，比较两组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MP 患儿和对照组的 CRP 均出现增高或不增高，二者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

患儿的单核细胞计数，可增高或不增高（P＞0.05），二者无显著性差异；WBC 计数也随 MP
的感染而升高，p>0.05，无显著差异;降钙素原随 MP 相较对照组出现增高的患者比例要高，

但两组之间降钙素原的变化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CRP、单核细胞、降钙素原检测对于医生考虑肺炎患儿是否感染肺炎支原体时不具有参

考价值，而 WBC 水平下降或正常，具有统计学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72 
 

多发性骨髓瘤肾损害的实验室相关分析 
 

韦慧萍 兰访 秦雪 李山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530021 

 
目的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肾损害相关因素的分析。 
方法  记录 57 例初诊 MM 患者的性别、年龄，检测并收集患者未治疗前的血常规、尿常规、

生化、血清免疫固定电泳、血尿 β2-微球蛋白以及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根据血肌酐浓度

（133μmmol/L）分为肾功能正常组和肾功能异常组，对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再通过多重线

性回归对肾功能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1、57 例 MM 患者中发生肾损害 17（29.82%）例，其中男 12 例，女 5 例，男女比例为

2.4：1。2、MM 患者平均年龄为 57.8 岁，肾功能异常组中年龄≥60 岁 8（47.1%）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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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9（52.9%）例；肾功能正常组中年龄≥60 岁 19（47.5%）例，<60 岁 21（52.5%）例；两

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3、根据国际分期标准（ISS）I 期 8（14.0%）例，II 期
23（40.4%）例，III 期 26（45.6%）例。II 和 III 均出现了肾功能异常，且 III 期患者中肾功能

异常发生率高，两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4、根据免疫固定电泳对 MM 患者进

行分型，其中 IgA15（26.3%）例，发生肾损害 5（33.3%）例；IgG32（56.1%）例，发生肾

损害 11（34.4%）例；两者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5、统计分析实验室指标显示血红

蛋白（Hb）、球蛋白（G）、尿素（Ur）、尿酸（UA）、光抑制素 C（Cys-C）、内生肌酐

清除率（Ccr）、血钙（Ca）、血清 β2-微球蛋白（血清 β2-MG）、尿 β2-微球蛋白（尿 β2-
MG）、24 小时尿蛋白定量在两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经过绘制散点图和相关性分析，

Hb、G、Ur、UA、Cys-C、Ccr、血清 β2-MG、尿 β2-MG、24 小时尿蛋白定量与血肌酐

（Cr）存在直线相关关系。6、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Cys-C、白蛋白（Alb）、血清 β2-MG
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是 Cr 的影响因素，其中 RDW 对其影响最大。 
结论  Cys-C、Alb、血清 β2-MG 以及 RDW 可反应肿瘤负荷，间接反应 MM 患者的肾损害、

分期及预后，为临床的个体化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79 
 

CD27-CD70 信号途径在急性冠脉综合征 IgG 水平增高中的作

用研究 
 

黄立娟 张晓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 150086 

 
目的  检测 ACS 患者血清 IgG 水平，CD4+CD70+T 细胞与 CD19+CD27+B 细胞的数量，并

通过体外阻断 CD27-CD70 信号试验，探讨 ACS 患者是否存在体液免疫异常，初步阐明

CD27-CD70 信号途径在 ACS 患者体液免疫异常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 ELISA 法检测 ACS 患者血清中的 IgG 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 ACS 患者

CD4+CD70+T 细胞与 CD19+CD27+B 细胞的数量，用免疫磁珠法分离 ACS 患者 CD4+T 细

胞与 B 细胞，以 anti-CD70 单克隆抗体处理 CD4+T 细胞，然后进行 T-B 细胞共培养，测定阻

断后上清液中 IgG 水平。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CS 患者外周血 CD4+CD70+T 细胞和 CD19+CD27+B 数量明显增

高(P<0.01)，而且 ACS 患者血清 IgG 水平也明显增高(P<0.01)。用 anti-CD70 抗体阻断

CD27-CD70 信号后，B 细胞产生的 IgG 水平明显降低 (P<0.05)。 
结论  ACS 患者血清中的 IgG 水平增高，存在体液免疫异常；体外实验证实 CD27-CD70 信号

途径参与 ACS 患者 IgG 水平升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84 
 

流式细胞仪检测 NHL 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临床意义 
 

杨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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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医科大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流式细胞仪检测 NHL 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临床病情的关系。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34 例 NHL 患者和 33 例正常人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CD4、
CD8）、CD4/CD8 比值、B 淋巴细胞（CD19）及 NK 细胞含量。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34 例 NHL 患者中，18 例治疗缓解后病情稳定进行监测的患者中其

CD3+ 、CD3+ CD4+ 、CD3+ CD8+、 CD4 /CD8 比值、CD19 及 NK 细胞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16 例治疗效果不明显及复发的 NHL 患者，其 CD3+ 、CD3+ CD4+ 及 CD4 
/CD8 比值明显降低，CD3+ CD8+显著增高，具统计学意义（P<0.05），CD19 和 NK 细胞虽

略有增高，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流式细胞仪检测 NHL 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对临床判断疗效、监测复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90 
 

过敏性疾病患者 IL-18 基因多态性分析及 EB 病毒抗体检测 
 

阎丽平 曲松本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目的 对青岛地区过敏性疾病患者进行 IL-18 -137G/C 和-607A/C 基因多态性的检测，同时检测

外周血中 EB 病毒早期抗原（EA）IgM、IgA 抗体和衣壳抗原（VCA）IgG、IgA、IgM 抗体的

表达，明确 IL-18 在过敏性疾病不同分组中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探讨 EB 病毒感染

过敏性疾病的相关性及上述细胞因子在过敏性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青岛地区过敏性疾病包括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皮炎患者各 80 例为研究

对象，另选取经健康查体排除患有过敏性疾病的社区居民 50 例为对照研究。应用 PCR 技术

进行 IL-18 -137G/C 和-607A/C 基因多态性的检测；通过半定量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检测上述标本中的抗 EB 病毒多种抗体水平。  
结果  ①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皮炎患者 IL-18 基因-607 位点均存在 CC、CA、AA 三种基因

型，过敏组以 CA 型多见；IL-18 基因-137 位点均存在 GG、GC、CC 三种基因型，过敏组中

GG 型占绝大多数；过敏性哮喘组和过敏性皮炎组与对照组 IL-I8 基因-607 位点基因型频率和

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 05）；过敏性哮喘组和过敏性皮炎组与对照组 IL-18
基因-137 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 05) ；过敏性哮喘组和皮炎

组 IL-18 基因-607 位点和-137 位点不同基因型间血清 IL-18 水平比较均差异无显著性(P>0. 
05)。②过敏性疾病患者外周血抗 EB 病毒抗体 EA-IgM、 EA-IgA 和 VCA-IgM 水平显著高于健

康对照组（P <0．01），而 VCA-IgG 和 VCA-IgA 水平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3 种不

同的过敏性疾病组性别比较，差别无显著意义 (c2=2.29, P>0.05)；但 3 种不同过敏性疾病组

各年龄段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c2=16.67, P<0.01）。  
结论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可能与本身血清 IL-18 水平低下有关，血清 IL-18 表达降低可能参与促

进过敏反应的发生。过敏性疾病患者存在 EBV 的活动性感染，EBV 感染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发展有一定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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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油对 2 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抵抗的作用研究进展 
 

白艳香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玉米油能降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其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E，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

李育红研究表明玉米油联合格列本脲对 2 型糖尿病小鼠具有降糖降血脂作用[35]，陈翰卿

[36]、温宪春[37]及 Wenzhu Zhao[38]等人研究发现玉米须提取物可以改善 2 型糖尿病大鼠糖

脂代谢，研究玉米油对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影响，对 2 糖尿病患者能够控制血糖、预防和

减少并发症、改善生活质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98 
 

幽门螺杆菌标准四联疗法在江苏东台地区的临床疗效研究 
 

吴李培 徐康 宣世海 周玉贵 张薇 王敏 陈伟 赵建春 
东台市人民医院 224200 

 
目的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pylori）是引起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粘膜淋巴

组织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的重要病原体。全球约有一半以上人口感染 H.pylori，但在感染人群

中大约有 20%发生消化性疾病，且疾病的严重程度不同。H.pylori 感染的治疗一直是广大胃肠

病工作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而在 H.pylori 感染治疗中关键问题在于 H.pylori 对抗生素的耐药

性，H.pylori 对抗生素耐药是导致 H.pylori 根除失败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旨在探讨幽门螺杆菌

标准四联疗法根除方案在本地区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3 年 3 月-2016 年 3 月于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或门诊就诊

H.pylori 感染患者 860 例，将 860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随机分为五组，采用 2012 年“第四次全

国幽门螺杆菌共识会议-井冈山共识”推荐根除方案分别进行治疗，比较其各自根除率。  
结果  兰索拉唑肠溶片 30mg 每天 4 次，胶体果胶铋干混悬剂 150mg 每天 4 次，在此基础上 A
组加用阿莫西林 1000mg 每天 2 次，克拉霉素 500mg 每天 2 次，疗程 10d；B 组加用阿莫西

林 1000mg 每天 2 次，左氧氟沙星 500mg 每天 1 次，疗程 10d；C 组：加用阿莫西林

1000mg 每天 2 次，呋喃唑酮 100mg 每天 2 次，疗程 10d ；D 组：加用四环素 750mg 每天 2
次，甲硝唑 400mg 每天 2 次，疗程 10d；E 组：加用四环素 750mg 每天 2 次，呋喃唑酮

100mg 每天 2 次，疗程 10d。五组治疗根除率分别为 67.5%、61.4%、80.0%、62.5%、

86.2%，C 组和 E 组具有较高的根除率。 
结论  在治疗幽门螺杆菌病人时，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在治疗前先做药敏试验，然后根据药敏结

果有针对性的选择药物进行治疗。本地区临床医生在治疗幽门螺杆菌病人时可推荐使用 C 组

合（阿莫西林+呋喃唑酮），这样可提高治疗根除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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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检测碳氢霉烯酶试验的方法学比较 
 

李彬
1 卢燕芳

1,2 徐小红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比较三种常见的检测碳青霉烯酶筛查方法，对临床实验室选择检测方法提供依据。 
方法:以本实验室保存的 109 株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为研究对象，以 PCR 法为标准，

改良 Hodge 试验及组合纸片法筛查碳青霉烯酶菌株，与 PCR 方法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并作统计

学分析。 
结果: PCR 法共检出 54 株携带碳青霉烯类基因，占 49.5%,其中 IMP 型 40 株（IMP-4 型 26
株，IMP-8 型 14 株），NDM-1 型 4 株，KPC 型 7 株；改良 Hodge 试验检出碳青霉烯酶阳性

菌株 70 株（64.2%）；组合纸片法检出碳青霉烯酶阳性菌株 46 株，其中疑似产金属 β-内酰

胺酶 34 株（31.2%），疑似产 KPC 酶 11 株（10.1%）。以 PCR 方法为标准，改良 Hodge
试验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88.9%（48/54），60.0%（33/55）；组合纸片法的灵敏度和特

异性分别为 57.4%（31/54），72.7%（40/55）。 
结论: 改良 Hodge 试验和组合纸片法均适用于临床实验室，但检测结果的确证应以 PCR 法为

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01 
 

3320 例产前及输血前感染性标志物检查结果分析 
 

杨霞霞 刘燕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为了解受血者输血前血液感染情况，确保输血安全，探讨其检测的必要性。 
方法  用 ELISA 法测 HBsAg、Anti—HCV、Anti—TP、Anti—HIV。 
结果  在 3320 例产前及输血前血清中检测出 HBsAg 阳性率为 9、2％、Anti—HCV 阳性率为

1、25％、Anti—TP 阳性率为 1、90％、Anti—HIV 阳性率为 0、12％。 
结论  进行产前、输血前、术前血源性指标检测，可了解受血者输血前状况，保障临床输血安

全，减少医患纠纷，对加强医务人员的自身防护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06 
 

Diagnostic Value of Anti-Aquaporin-4 Antibodies in 1 
Sjögren Syndrome: A Meta-analysis 

 
Li Jing,Deng Chuiwen,Qiao lin,Zhang Shulan,Wen Xiaoting,Zhao Yan,Zhang Fngchun,Li Yongz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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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nti-aquaporin-4 antibodies in 
Sj?gren syndrome  by performing a meta-analysis.  
Methods   Three databases, namely, EMBASE, ISI Web of Knowledge, and PubMed,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Data of approximately 200 participants were extracted from studies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TATA 11.2 software 
and Meta-DiSc 1.4.  
Results  This meta-analysis included 10 studies. Pooled diagnostic odds ratio was 0.56 
(95%CI, 0.36–0.86). 25 Pooled sensitivity was 0.22 (95%CI, 0.17–0.27), and pooled 
specificity was 0.87 (95%CI, 0.85–0.89). 26 Pool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s 
were 0.76 (95%CI, 0.61–0.75) and 1.09 (95%CI, 1.01–1.78), 27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the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as 0.59.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nti-AQP4 antibodies had moderate specificity and 
low sensitivity 29 for diagnosing Sj?gren syndrom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08 
 

血清铁蛋白和高敏 C 反应蛋白与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 
 

张向晖 董海新 赵元明 孙卓祥 程盼盼 靳 超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29 

 
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的血清铁蛋白（SF）、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水

平变化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方法 测定 86 例妊娠期糖尿病孕妇（GDM 组）及 120 例糖耐量正常的孕妇（NGT 组）SF、
hs-CRP 水平。 
结果 GDM 组 SF、hs-CRP 明显高于 NGT 组 （P 值分别为 0.031、0.007）。GDM 组和 NGT
组 SF 均与 hs-CRP 呈正相关（GDM 组：r＝0.352、P＝0.003；NGT 组：r＝0.285，P＝
0.001）。 
结论  SF、hs-CRP 可能参与了 GDM 患者的发病过程，可作为 GDM 的预测因子，亦可作为

GDM 防治的新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13 
 

VITEK-2 Compact 细菌自动化与药敏仪器检测碳氢霉烯类耐

药肠杆菌科细菌的性能评价 
 

李彬
1 何清雯

1 曹颖平
1 陈玮媛

2 黄丽雅
2 林齐立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技术与工程学院 
 

目的  评价 VITEK-2 Compact 细菌自动化鉴定与药敏仪器对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CRE）的鉴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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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同时用 PCR 法和 VITEK-2 Compact 系统检测本实验室保存的 93 株 CRE。以 PCR 结

果为标准，评价 VITEK-2 Compact 仪器对 CRE 菌株的鉴定能力。   
结果  VITEK-2 Compact 细菌自动化仪器检测肠杆菌科碳青酶烯酶的灵敏度为 76.4%、特异性

为 34.2%、阳性预测值为 62.7%、阴性预测值为 50.0%。   
结论  VITEK-2 Compact 细菌自动化仪器检测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的灵敏度有待提

高，实验室需结合其他方法给予补充，以提高该仪器的鉴定率与准确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19 
 

AFP 抗原致敏的 DC-CIK 细胞的抗肿瘤活性研究 
 

谢圣高
1 陈潇凡

1 宁勇
1 郑义

2,1 
1.湖北中医药大学检验学院 

2.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负载 AFP 抗原的树突状细胞（DC）与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细胞共培养

对肝癌 HepG2 细胞杀伤活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M-CSF）和重组人白细胞介素-4（rhIL-4）诱

导健康志愿者外周血产生成熟树突状细胞（DC），并用 AFP 锚定抗原致敏 DC，用肿瘤坏死

因子-α （TNF-α）诱导 DC 成熟，并与 CIK 细胞共培养 10 天。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共培养体

系中 CD3+CD8+、CD3+CD56+表型细胞比例，用乳酸脱氢酶（LDH）方法和 ELISA 试剂盒

检测共培养细胞对肝癌细胞 HepG2 的杀伤作用以及培养上清液中 IL-12 和 IFN-γ 水平。  
结果   与未负载 AFP 锚定抗原的 DC-CIK 比较，负载 AFP 锚定抗原的 DC-CIK 体系中 
CD3+CD8+、CD3+CD56+双阳性分子表达增高，对 HepG2 细胞具有更强的杀伤活性

（p<0.01），且其上清液中检测到的 IL-12 和 IFN-γ 较对照组高（p<0.01）。 
结论 负载 AFP 锚定抗原的 DC 细胞能显著提高 DC- CIK 细胞对肝癌细胞系的抗肿瘤效应。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3020 
 

A comparison study between point-of-care testing 
systems and central laboratory for determining blood 

glucose in venous blood 
 

wei huiping,lan fang,he qitian,li haiwei,zhang fuyong,qin xue,li sh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Medical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China 530021 
 

Background  Diabetes Mellitus (DM) is a metabolic disease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hyperglycemia. Blood glucose (BG) is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abet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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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nagement of diabetes. Point-of-care testing (POCT) is generally 
used by patients themselves or medical personnel to monitor BG.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 of POCT on venous blood samples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laboratory system to determine the reliability of POCT measurement results 
as diagnostic criteria. 
Method  A total of 162 venous whole blood samples were pooled in this study,which 
include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were determined by three POCT systems randomly.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laboratory system, which uses the Glucose 
GOD-PAP method (HITACHI 7600P-120). The accuracy was evaluated by the ISO standard 
15197:2013. 
Result  Bland-Altman and Passing-Bablok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ree POCT systems 
were comparable with the reference method (0.65, 95% CI: -0.57 to 1.86, Y=-0.11+0.95X for 
ACCU-CHEK®Performa; 0.40, 95% CI: -1.3 to 2.1, Y=0.036+0.96X for ACCU-CHEK® 
Active; 0.70, 95% CI: -0.44 to 1.83, Y=-0.073+0.95X for OneTouch®UltraVue). According to 
ISO 15197:2013, all POCT systems showed 100% of the results within 0.83 
mmol/L (15mg/dl) at BG concentration <5.55 mmol/L (100mg/dl); 92%, 89.2%, and 95.7%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within 15% at BG concentration ≥5.55 mmol/L (100mg/dl) for 
ACCU-CHEK®Performa, ACCU-CHEK® Active, and OneTouch®UltraVue,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OCT system cannot replace the central laboratory system as a provider 
of a standard result in clinical diagnosis. It can only be used as a screening tes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33 
 

Dendritic cells modified by Ad-sh-SOCS1 enhance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IK) cell immunotherapeutic 

efficacy in cervical cancer models 
 

Zheng yi1,2,feng junxia2,huang jing2,qiu bo3,xie shenggao1 
1.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 Huadu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3.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  Cervical cancer constitutes a major problem in women’s health worldwide, but its 
therapy remains unsatisfactory.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IK) cells exhibit potent anti-tumor 
efficacy in preclinical models and have proven safe and effective against 
various malignancies; however, its anti-tumor activity faces some challenges and need 
improvement to meet clinical requirements.  
 Method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SOCS1 silencing DCs can shorten CIKs 
culture time in vitro and improve its anti-tumor activity. After DCs were cultured for 3 days 
and infected by Ad-sh-SOCS1 (designed as gmDCs) and pulsed with E7. 49-57 epitope 
peptide, gmDCs and CIKs were co-cultured for 5 days or 9 days.  
 Results  We found that gmDCs significantly stimulated co-cultured CIKs expansion and 
increased the secretion of IFN-γ and IL-12. Moreover, gmDCs-activated CIKs showed higher 
cytotoxic effects against TC-1 cells. The in vivo study showed that the animals infused by 
gmDCs-activated CIKs (day 10) had prolonged survival rate and time.  
 DiscussionTaken together, our data indicate that DCs modified by adenovirus-mediated 
SOCS1 silencing can shorten the expansion time of CIKs and enhance the immunotherapy 
on TC-1 cell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which may improve the current cervical cancer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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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46 
 

乙型肝炎病毒 T1762/A1764 突变和 A1896 突变与疾病预后

的相关性分析 
 

曹东林 陈伟 陈倢 韦洪江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510317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 T1762/A1764 和 A1896 突变与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相关

性。 
方法  收集 237 份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的血清，通过测序法和错配 PCR 扩增法检测乙

型肝炎病毒 BCP 区 T1762/A1764 和前 C 区 A1896 突变。并收集标本 HBV-DNA 拷贝数、甲

胎蛋白和其他临床数据，进行相关性等统计分析。  
结果  乙型肝炎病毒 BCP 区 T1762/A1764 突变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疾病进展密切相关，能

降低乙型肝炎病毒的复制，增强乙型肝炎病毒 E 抗原的血清学转换和清除，并与血清中甲胎蛋

白的含量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136，P<0.01），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癌呈正相关（相

关系数为 0.346，P<0.001）。前 C 区 A1896 突变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癌不相关（相关

系数为 0.068，P>0.05）, 但与乙型肝炎病毒 E 抗原的血清学转换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12, 
P<0.01)，与血清中甲胎蛋白的含量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109,P<0.05）。 
结论 乙型肝炎病毒 BCP 区 T1762/A1764 突变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硬化和肝癌进展密切

相关，可降低乙型肝炎病毒的复制，增强乙型肝炎病毒 E 抗原的血清学转换和清除，并升高血

清中甲胎蛋白的含量。而乙型肝炎病毒前 C 区 A1896 突变在乙型肝炎病毒 E 抗原的血清学转

换和清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与血清中甲胎蛋白的含量密切相关，但与肝癌的进展无明显

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52 
 

肝癌患者血清中 miRNA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桂瑞丰 
黄冈市中心医院 438000 

 
目的  探讨肝细胞性肝癌（HCC）患者血清中 miR-27a、miR-30a、miR-106b、miR-490 这四

种 miRNAs 的表达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 50 例肝癌患者为研究组、50 例慢性肝病患者及 5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

组，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各组血清四种 miRNAs 表达水平，并比较其与患者临床病

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应用受试者回归（ROC）曲线分析 miRNA 对于肝癌诊断的价值。 
结果 血清 miR-27a、miR-30a、miR-490 在 HCC 患者、慢性肝病患者及健康对照中表达无显

著差异（P＞0.05），HCC 患者血清 miR-106b 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及慢性肝病组均显著升

高(P＜0.05)；血清 miR-106b 表达水平在不同肿瘤分化程度及临床分期有显著差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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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血清 miR-106b 区分肝癌与慢性肝病及正常人的临界值为 0.038，
曲线下面积( AUC)为 0.782，诊断敏感度为 0.82，特异度为 0.75。  
结论 miR-106b 在肝癌患者血清中表达升高显著，可作为肝癌诊断与预后评估的有效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53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血清细胞因子动态变化及其预警价值 
 

张春燕
1,2 田亚平

1,2 黄文荣
3 张朋军

1,2 温新宇
2 董振南

2 
1.解放军总医院，转化医学实验室 

2.解放军总医院，生化科 
3.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 

 
目的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是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主要并发症之

一，严重影响了移植成功率和生存率。目前仍然缺乏无创的 aGVHD 预警生物标志物。在本研

究探索了 aGVHD 血清细胞因子和生化指标的动态变化预警价值。 
方法  监测 allo-HSCT 后发生 aGVHD 和未发生 aGVHD（non-GVHD）患者移植后 100 天内

的血清 IL-8， IL-10，sCD40L，TNF-α，MCP-1，MIP-1α，RANTES，LIGHT 浓度变化和 19
种常规生化指标。 
结果  allo-HSCT 前后和疾病发生时，aGVHD 和 non-GVHD 组患者血清细胞因子和生化指标

都存在显著差异（p<0.05)。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7 天和+14 天建立 aGVHD 预警模

型，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模型能够预警 aGVHD 发生，对 2 ~ 4 级 aGVHD 的阳性预测

率和阴性预测率超过 70%。 
结论  我们的数据表明，aGVHD 发生前血清细胞因子和生化指标就已发生变化。由于这些指

标的特异性较低，所以很容易被临床工作忽视。通过细胞因子和生化指标的联合应用，建立的

预测模型将大大提高这些指标对 aGVHD 的预警能力，在 aGVHD 发生前 1~2 周预警疾病发

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68 
 

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鲍曼不动杆菌复合群 的分子流行病学初

步研究 
 

袁文丽 沈彦均 邓德耀 张唤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分析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鲍曼不动杆菌复合群的分子流行病学特

征。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2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微生物室各类临床样本中

鲍曼不动杆菌分离株 319 株，应用 16S-23SrRNA 基因间隔区序列分析进行 A.baumannii、
A.pittii 和 A.nosocomialis 的鉴定。评价 OXA-51 基因扩增在 A. baumannii 快速鉴定中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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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较 A. baumannii、A. pittii 和 A. nosocomialis 感染患者死亡率的差异性；分析 A. 
baumannii、A. pittii 和 A. nosocomialis 对 IMP 的耐药率；PCR 扩增分析 IMP 耐药的

A. baumannii、A. pittii 和 A. nosocomialis 产碳氢霉烯酶的基因型。结果 319 株细菌经 16S-
23SrRNA 基因间隔区序列分析后分为三种：A. baumannii288 株（90.28%）、A. pittii 24 株

（7.52%）和 A. nosocomialis20 株（6.27%）；288 株 A.baumannii 中均检出 OXA-51，A. 
pittii 和 A. nosocomialis 中均未检出；A.baumannii 感染的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率为 23.96%，较

A.pittii 和 A.nosocomialis 感染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率（依次为 12.5%和 14.29%）显著增加；

A.baumannii 的 IMP 耐药率为 64.58%（186 株），较 A.nosocomialis 和 A.pittii 的 IMP 耐药

率（依次为 14.28%和 8.33%）显著增高。其中仅 A.baumannii 检出 OXA-23，检出率为

69.89%（130 株）。 
结论  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分离出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以 A.baumannii 为主。OXA-51
对 A.baumannii 的快速鉴定具有一定价值。A.baumannii、A.pittii 和 A.nosocomialis 的 IMP 耐

药率有显著差异。产生 OXA-23 型碳青霉烯酶是 A.baumannii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重要机

制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69 
 

下调 miR-223 逆转吉西他滨耐药的胰腺癌细胞 EMT 
 

马佳 
1.蚌埠医学院生化与分子教研室 

2.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3.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研究所 

 
目的  探讨吉西他滨耐药的胰腺癌细胞中 miR-223 调控 EMT 的潜在作用机制。 
方法  荧光定量 PCR 和蛋白印迹用来证实在 AsPC-1 和 PANC-1 耐药细胞中是否获得了

EMT。侵袭，迁移和黏附试验用来更深入的鉴定耐药细胞中 EMT 的特征。 
结果  我们发现吉西他滨耐药的胰腺癌细胞获得了 EMT 特性，例如长的纤维细胞样形态，低

表达上皮细胞样标志物 E-cad，高表达间质细胞样标志物。此外，我们发现在耐药细胞中

miR-223 显著高表达。转染 miR-223 inhibitor 后，细胞中 miR-223 的下游靶基因 Fbw7 的表

达升高并下调了 Notch-1 表达。同时，上皮细胞样标志物 E-cad 等表达升高，间质细胞样标志

物 vim 表达降低。且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降低。 
结论  在吉西他滨耐药的胰腺癌细胞中下调 miR-223 表达能逆转其 EM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70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唾液酸在鼻咽癌诊断中的应用 
 

黄阶胜 顾向明 李莹莹 杜国有 
中山市中医院 528400 

 
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Hcy）和唾液酸（SA）在鼻咽癌（NPC）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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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经病理确认的 NPC 患者 60 例为 NPC 组，我院保健科健康体检者 77 人作为正常对照

组。循环酶法检测 Hcy，酶法测定 SA 水平，对两组 Hcy、SA 均数进行比较并进行相关性分

析，就 NPC 患者的阳性率进行比较，绘制 ROC 曲线，比较 Hcy 和 SA 与 NPC 的关系及临床

应用价值。 
结果  ①分别比较两组血清 Hcy 和 SA 含量，Hcy 水平 NPC 组（22.78 士 6.81）较正常对照组

（12.75±4.27）明显增高(P<0.01)；SA 水平 NPC 组（77.88±15.18）较正常对照组

（60.91±9.52）亦明显增高(P<0.01)．②Hcy 和 SA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03 和

0.849，对 NPC 诊断均有显著意义(P=0．000)。③血清 Hcy 和 SA 间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r=0.318，P<0.01）；血清 Hcy 和 SA 对 NPC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达 85.01%和 53.31%， 其
单项检测与两者联合检测对 NPC 的诊断阳性检出率差别有统计意义（χ2：32.85，P=0.000）. 
结论  血清 Hcy 和 SA 检测对 NPC 的诊断均具临床意义且两者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联合检测

可提高 NPC 的诊断性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75 
 

肝炎相关病毒在新生儿黄疸中分布的相关性研究 
 

李崇之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医院 255000 

 
目的  探讨肝炎相关病毒在新生儿黄疸中的分布情况及对肝脏损伤情况。 
方法  收集 1427 例新生儿外周血样，其中 565 例黄疸患儿，862 例非黄疸患儿。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和 PCR 检测人巨细胞病毒（HCMV）、甲肝病毒（HAV）、乙肝病毒（HBV）、丙

肝病毒（HCV）、单纯疱疹病毒（HSV）、EB 病毒（EBV）等病毒的情况，分析病毒的分布

情况；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TBIL、ALT 等肝功项目进行检测，分析病毒对肝功损害的情

况。 
结果  1427 例中病毒感染阳性数 274 例，其中 HCMV157 例、HAV- IgM 2 例、HBV92 例、

HCV- IgM 3 例、HSV- IgM 12 例、EBV 8 例。HCMV 和 HBV 所占比例较多，在病毒感染率中

分别占 57.30%和 33.58%。黄疸组与非黄疸组中 HCMV、HBV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HCMV 感染组总胆红素、谷丙转氨酶的浓度值均高于非 HCMV 感染组，两组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 
结论  HCMV 是引起新生儿黄疸中病毒感染的主要原因，其次是 HBV 感染。HCMV 感染与新

生儿肝脏的损伤具有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76 
 

免疫层析法检测孕妇 B 族链球菌带菌状况分析 
 

顾向明 马兰 杜国有 
中山市中医院 5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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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免疫层析法检测妊娠晚期孕妇 B 族链球菌(GBS)的感染情况，为预防 GBS 感染提供

依据。 
方法  对本院晚孕及临产孕妇 1725 例采取宫颈和肛周拭子及时送检并检测,按不同年龄与晚孕

及临产进行分组,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725 例孕妇年龄 27.92±4.42 岁，99 例阳性，年龄 27.82±4.56 岁，阴性 1626 例，年龄

27.93±4.42 岁，GBS 阴阳性孕妇年龄上无显著差异；1725 例孕妇总带菌率为 5.72%, 30 岁以

下组 1170 例带菌率为 5.64%，30 岁及以上组 555 例带菌率 5.94%，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X2=0.058,P>0.05）,晚孕 1255 例,GBS 带菌率 6.37%,临产 473 例,GBS 带菌率 4.05%,两组

间亦无统计学差异(X2=3.53,P>0.05）。 
结论  不同年龄、晚孕期和临产孕妇 GBS 带菌率均无统计学差异。免疫层析法检测 GBS 感染

不失为一快速、简便、易在基层医院推广的检测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77 
 

尿蛋白电泳对肾脏疾病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聂亚红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目的  蛋白尿是肾脏疾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普通的表蛋白定性或定量很难区分尿蛋白的

来源，采用十二烷基磺酸钠-琼脂糖凝胶电泳（SDS-AGE 技术）对蛋白尿组成成分进行分类，

判断尿蛋白的来源对不同肾脏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收集 30 例尿蛋白定性阴性的健康体检者做正常对照和 190 例 2013 年 1 月-2014 年 5 月

在我院肾内科住院的患者，对所有非浓缩尿标本进行 SDA-AGE 蛋白电泳，分析尿中出现的蛋

白质种类，同时实验室现有设备检测检测患者血清生化指标血肌酐（CRE）。 
结果  30 例健康体检者 SDA-AGE 结果为 2 例出现淡染的白蛋白条带，即生理性蛋白尿；另

28 例均未出现任何条带为阴性。非浓缩蛋白电泳结果糖尿病肾病患者 45 例，原发性肾病综合

征患者 55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 70 例，高血压肾病患者 20 例，根据 SDA-AGE 非浓缩蛋

白电泳结果分为单纯性、肾小球性、肾小管性以及混合性蛋白尿四种类型，其中糖尿病肾病患

者四种蛋白尿类型所占比例 8.3%、16.5%、4.9%、70.3%，肾病综合征患者所占比例 3.1%、

60.7%、3.1%、33.1%，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 25.3%、37.1%、11.2%、26.4%，高血压肾病

患者 28.2%、19.3%、16.4%、36.1%。结果表明不同疾病根据不同的表现特点其蛋白区带不

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并且所有患者其不同蛋白尿种类不同其肾损害程度不

同（P<0.01）。而对不同种疾病的血清肌酐的比较发现，不论患者肾功能正常与否，其血清

肌酐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832，p<0.01）。 
结论  引起肾脏损害的原发病不同其蛋白组成成分不同，非浓缩尿 SDA-AGE 电泳技术简单快

捷无损伤，对于判断肾损伤的部位与病变类型有较高的临床应用意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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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 PCR 检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血液中 HLA-B27 的临

床意义 
 

王平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评估 SYBRGreen I 实时荧光 PCR 法检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HLA-B27 的临床诊断价

值。 
方法  以我院在 2014.6-2016.1 月就诊的门诊和住院病人 86 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为研究对象，

分别采用 SYBRGreen 
I 实时荧光 PCR 法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其 EDTA-K2 抗凝血中 HLA-B27，再以 62 例非强直性脊

柱炎患者为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和比较两种方法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结果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97%(143/148)，两法检测结果高度一致（Kappa 指数

=0.86），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SYBRGreenI 实时荧光 PCR 法检测 HLA-B27 准确可靠，可排除 HLA-B7 阳性在流式细

胞术检测 HLA-B27 引起的假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05 
 

Sysmex XS-800i 血细胞分析仪评价 
 

刘汉领 
临沂市第三人民医院 276023 

 
目的  对 Sysmex XS-800i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初步评价。 
方法  采用细胞化学光吸收，流体聚焦阻抗、差别溶解、电阻法对白细胞进行五分类测定，红

细胞和血小板采用流体聚焦法，血红蛋白测定利用 SLS 血红蛋白检测法，并和 MEK-8222K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较。 
结果  此种血细胞分析仪在血常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结论  SvsmerXS-800i 血细胞分析仪精密度、准确度表现优异，线性范围宽，携带污染率低，

Sysmex XS-800i 血细胞分析仪完全适合在门诊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12 
 

子痫前期患者外周血 Th17 细胞及 Treg 数量的 meta 分析 
 

刘慧 石瑛 张展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2740 

 
目的  系统评价外周血中 Th17 细胞及 Treg 细胞与子痫前期的相关性，探讨两者数量变化与子

痫前期发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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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字化期刊数

据库和维普数据库中关于外周血中 Th17 细胞及 Treg 细胞数量变化与子痫前期关系的病例-对
照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 2016 年 3 月。由两名评价员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分别对文献进

行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 5.3 软件对纳入文献的相关数据进行 Meta 分

析。  
结果  共纳入 11 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 7 篇，英文文献 4 篇，共计 266 例子痫前期孕妇和

266 例健康孕妇。11 篇文献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质量评分均≥5 分，质量较优。Meta 分析结果

显示：子痫前期孕妇外周血中 Th17 细胞数量高于健康孕妇［MD=1.41，95% CI 为
（0.71,2.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子痫前期孕妇外周血汇总 Treg 细胞数量

低于健康孕妇［MD=-1.54，95% CI 为（-1.75,-1.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01）。 
结论 子痫前期孕妇外周血中 Th17 细胞数量增多以及 Treg 细胞数量减少与子痫前期的发病密

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15 
 

miR-34a 调节滋养细胞自噬的研究 
 

徐娜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 miR-34a 对滋养细胞自噬的影响。 
方法 miR-34a 模拟物、miR-34a 抑制物及各自阴性对照转染 JAR 细胞后，采用 Raealtime-
PCR 检测各组 miR-34a 的表达情况，运用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 Beclin1 和 LC3B 的蛋白表

达情况。利用透射电镜观察细胞中自噬小体的形成情况。  
结果 miR-34a 的表达水平： miR-34a 模拟物组（62.33±9.60）明显高于模拟物阴性对照组

（1.39±0.34），miR-34a 抑制物组（0.27±0.16）低于抑制物阴性对照组（0.94±0.61），空

白对照组为 1.01±0.13。蛋白表达情况：miR-34a 模拟物组的 Beclin1 和 LC3BⅡ/Ⅰ均低于对

照组，miR-34a 抑制物组的 Beclin1 和 LC3BⅡ/Ⅰ均高于对照组。透射电镜的结果显示，与对

照组相比，miR-34a 抑制物组细胞中观察到明显增多的自噬小体，miR-34a 模拟物组细胞中的

自噬小体明显减少。 
结论 miR-34a 可以抑制滋养细胞的自噬，影响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参与了子痫前期的病理

生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20 
 

OXA-51-like 基因介导镇江地区鲍曼不动杆菌多重耐药的研究 
 

吴亮
1 阴晴

2 高雁
2 段秀杰

2 夏秋风
2 万瑛

2 时露
2 张慧

1 李明辉
1 

1.江苏大学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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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鲍曼不动杆菌是引发医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体之一，特别是近年来该已普遍获得对碳青

霉烯类抗生素的多重耐药性，并极易在 ICU 等病区发生大规模传播流行，但对于其获得多重

耐药性的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本研究采用多重 PCR 技术分析了镇江地区鲍曼不动杆菌

OXA 基因携带情况，探讨了其多重耐药性传播机制。    
方法  针对鲍曼不动杆菌 OXA-23 基因、OXA-24 基因、OXA-51 基因和 OXA-58 基因序列设

计引物，采用多重 PCR 方法检测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近 2 年来分离鲍曼不动杆菌 200 株中上述

基因携带情况。并进一步设计引物，扩增获得 OXA-51-like 基因 ORF 序列，通过 BLAST 比对

该基因序列信息。 
结果  在受检鲍曼不动杆菌菌株（多重耐药菌和敏感菌株）中均扩增出 OXA-24 基因，携带率

为 100%（200/200）。从多重耐药菌株中扩增出 OXA-51 基因，携带率为 98%（98/100）。

进一步研究 OXA-51-like 基因序列发现其可能是定位于染色体外的 OXA-138 基因。 
结论  镇江地区鲍曼不动杆菌多重耐药性可能是通过由质粒编码的 OXA-51-like 基因（如 OXA-
138 基因）进行传播的，临床相关科室应密切关注上述耐药传播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35 
 

(1,3)-β-D-葡聚糖联合半乳甘露聚糖对恶性血液病患者伴侵袭

性真菌病的临床价值 
 

童彤 沈继录 徐元宏 王中新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1，3）-β-D-葡聚糖（G 试验）联合半乳甘露聚糖（GM 试验）对诊断恶性血液病

患者伴侵袭性真菌病(IFD)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具有高危侵袭性真菌感染（IFI）的病例 193
例，根据患者所检测血浆 G 试验和 GM 试验的临床结果，分析其单项和联合检测时在 IFD 诊

断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PPV）、阴性预测值（NPV）。并同时分析 GM 试验结果

在 IFD 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变化趋势。 
结果  在血液肿瘤伴 IFD 的患者中，单独血浆 G 试验的检测敏感性、特异性、PPV 和 NPV 分

别是 71.7%、89.3%、71.7%、89.3%；单独 GM 试验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PPV 和 NPV
分别是 54.7%、94.3%、78.4%、84.6%；串联检测（两项同时阳性）的敏感性、特异性、

PPV 和 NPV 分别是 39.6%、99.3%、95.5%、81.3%；并联检测（两项中任意一项阳性）的

敏感性、特异性、PPV 和 NPV 分别是 86.6%、84.3%、67.7%、94.4%。17 例 GM 试验阳性

患者接受抗真菌治疗后 14 例有效，3 例无效。治疗有效组血浆 GM 值均从第 2 周开始下降，

第 3 周均降至正常水平,治疗无效组 GM 值持续升高，有效组和无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血浆 G 试验和血浆 GM 试验对恶性血液病患者伴 IFD 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两者联合

检测的临床诊断价值进一步提高，可作为 IFI 诊断的指标之一；动态监测 GM 值有利于评估临

床抗真菌治疗的疗效。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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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43 
 

2015 年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分离菌耐药性监测 
 

王健 沈继录 徐元宏 王中新 黄颖 吴庆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了解分析 2015 年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分离菌的分布和耐药性情况。 
方法  采用纸片扩散法（K-B 法）或自动化仪器进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 
结果  2015 年临床分离菌 5882 株，革兰阴性细菌 3882 株，占 66.0%；革兰阳性细菌 1642
株，占 27.9%；真菌 358 株，占 6.1%。葡萄球菌属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的检出率分别为 57.5%和 82.9%。葡萄球菌属

中发现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非敏感株，未发现替考拉宁耐药株。肠球菌属中粪肠球菌和屎肠球

菌的检出率分别为 46.1%和 46.8%，并两者均发现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非敏感株。大肠埃希

菌、克雷伯菌属和奇异变形杆菌产超光谱 β 内酰胺酶（ESBL）菌株的检出率分别为 62.0%，

32.2%和 21.4%。肠杆菌科对碳青霉烯类的保持较高的敏感性，对厄他培南，亚胺培南和美罗

培南的总耐药率均低于 10%。真菌对各类抗菌药物的敏感率为 66.7%～96.9%，对 5-氟胞嘧

啶的敏感率最高，为 96.9%。 
结论  本院的细菌耐药性仍对临床的抗菌治疗构成严重威胁，应加强耐药性的监测并合理规范

抗生素的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46 
 

关于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患者死亡率的

系统综述 
 

许良飞 孙晓曦 马筱玲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230000 

 
目的  近年来，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杆菌（CRKP）感染的发生率迅速增减，且由

于其治疗方法非常有限，已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尽管已有文献报道 CRKP 感染的死亡率相对

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敏感肺炎克雷伯杆菌（CSKP）的死亡率较高，但也有一些研究结果与之

相反。为了从总体上研究 CRKP 感染的死亡率，并探究与死亡率的相关因素，我们进行了此

次研究。 
方法  利用计算机系统地在 PUBMED 和 EMbase 两个数据库中检索与 CRKP 感染死亡率相关

的文章，时间截止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并对检索到的文章进行筛选和质量评估，选择合格

的相关文章纳入本研究。 
结果  在本综述中，CRKP 患者共有 2462 名，CSKP 患者有 2239 人，其总的死亡率分别是

42.14%和 21.12%。CRKP 患者的死亡风险是 CSKP 患者的 2.8 倍。在 CRKP 患者中，血流

感染患者死亡率为 54.30%，而尿路感染只有 13.52%，低于 CSKP 患者的死亡率；ICU 患者

和接受器官移植患者的死亡率分别是 53.90%和 43.13%；产 KPC 酶菌株感染患者死亡率为



1178 
 

47.66%，产 VIM 酶菌株感染患者死亡率为 46.71%。最后从地域上来看，来自北美洲，南美

洲，欧洲，亚洲的感染患者的死亡率分别是 33.24%，46.71%，50.06%及 44.82%。 
结论  我们的研究显示 CRKP 患者死亡率高于 CSKP 患者，尤其是血流感染病人，ICU 患者以

及器官移植病人，且病人的死亡率同病人自身的身体状况有密切关系。本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对

于身体状况较差的感染者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且需要积极研究新的抗菌治疗方法和手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49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mortality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 Mortality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 
pneumonia infection. 

 
xu liangfei,ma xiaoling,sun xiaoxi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230000 

 
Purpose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linical attention owing to its very limited therapeutic options, and its incidence has increas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it is accepted that drug resistance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ortality in general，but some other studies found no such relationship. Given the 
accepted association between drug resistance and increased mortality,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to evaluate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RKP and related 
factors.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published until December 2015 
was conducted. We selected and assessed articles reporting mortality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RKP. 
Results  Pooled mortality was 42.14% among 2462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RKP versus 
21.16% in those infected with carbapenem-susceptible K.  pneumoniae (CSKP).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 or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 was 
54.30% and 13.52%, respectively, and 53.90% and 43.13% in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r who underwent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SOT). Mortality was 
47.66% in patients infected with K.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 (KPC)-producing K. 
pneumoniae and 
46.71% in those infected with VIM-producing K. pneumoniae. Geographically, mortality 
reported in studies from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was 33.24%, 
46.71%, 50.06%, and 44.8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patients infected with CRKP have higher mortality 
than those infected with CSKP, especially in association with BSI, ICU admission, or SOT. 
We also considered that patients’ survival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 Our results imply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RKP infection in patients in 
a poor state of health, and that strict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and new 
antibiotics are required to protect against CRKP infec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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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150 
 

MicroRNA expression profiles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dysregulated microRNAs in drug-resistance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their exosomes 
 

Zhong Shanliang,Zhao Jianhua,Li Wenjing,Chen Weixian,Zhang Xiaohui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OBJECTIVE  Chemoresistance is still the major problem of anticancer drug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vidence suggested that exosomes-mediated communication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mitting drug resistance through delivery of miRNAs. We aimed 
to explore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s of drug-resistance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corresponding exosome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drug resistance.  
METHODS  Two resistant sublines were established by exposing parental MCF-7 cell line to 
increasing doses of docetaxel and adriamycin, respectively.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s of 
the cell lines and their exosomes were evaluated using microarray. Bioinformatic 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to predict gene targets of the dysregulated miRNAs and to analyze their 
potential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rug resistance.  
RESULT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some of the miRNAs exhibited similar or consistent 
expression changes in resistance cell lines and their exosomes, and the others either were 
dysregulated only in one of them, or showed changes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mong the 
dysregulated miRNAs, 25 miRNAs were consistently up-regulated in exosomes and their 
cells of origin.  
CONCLUSIONS  Networks of KEGG pathways and PPI, and GO terms of predicted target 
genes of the 25 miRNAs provided us a global view of the function of these miRNAs. Further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se 25 miRNAs in acquisition of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is needed to clarify their contribution to chemoresistanc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62 
 

青岛市黄岛区居民碘营养现状调查和妊娠中期妇女甲状腺激

素参考值范围探讨 
 

王学
1 封勇

1 乔秀丽
1 封娟

1 王欣
1 顾如意

2 韩福俊
3 

1.青岛市黄岛区人民医院 
2.共青团青岛市黄岛区团校 
3.黄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评估青岛市黄岛区居民和妊娠妇女碘营养现状，为本地区居民科学合理补碘提供依据。

探讨本地区妊娠中期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范围，规范本地区妊娠中期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标准。   
方法  随机抽取青岛市黄岛区四所直属小学 8-10 周岁学龄儿童 356 名、妊娠中期妇女 104 名

进行随机尿的尿碘含量测定。采集正常产检妇女静脉血进行甲状腺激素检测，取 95%可信区

间，采用百分位数计算双侧限值，用 P2.5 表示下限，P97.5 表示上限。   
结果  青岛市黄岛区 356 例 8-10 周岁学龄儿童尿碘中位数为 208.7μg/L，达到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WHO）等提出的碘摄入标准。青岛市黄岛区 104 例妊娠妇女尿碘中位数为 130μg/L，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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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提出的碘摄入标准。妊娠中期妇女促甲状腺激素（TSH）中位数

1.77mIU/L,参考值范围（0.60-3.92）mIU/L；游离甲状腺素（FT4）中位数 12.62pmol/L,参考

值范围（9.10-16.21）pmol/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中位数 4.3pmol/L,参考值范围

（3.31-5.59）pmol/L。   
结论  青岛市黄岛区普通居民碘营养现况整体水平符合参考标准，妊娠中期妇女碘营养水平不

足，本地区居民应继续食用加碘盐。本研究得到的本地区甲状腺激素参考值范围有利于对妊娠

期甲状腺功能异常疾病做出正确诊断，及时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64 
 

HCMV 感染患者血浆 sHLA-G 和 IL-10 水平相关性研究 
 

田可港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00 

 
目的 研究巨细胞病毒( humancytomegalovirus，HCMV) 感染患者中血浆可溶性人类白细胞抗

原－G( solublehumanleukocyteantigen－G，sHLA－G) 及白细胞介素－10( interleukin－10，
IL－10)的水平与其相关性。 
方法 收集 122 例 HCMV 活动性感染患者的外周血标本，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FQ－PCR) 
检测血清 HCMV DNA 载量；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测定血浆 sHLA－G 和 IL－10 水

平。 
结果 HCMV 活动性感染患者血浆 sHLA－G 水平［54．91( 6．75～282．72) U/ml］明显高于

对照组［21．32( 1．07～260．35) U/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 血浆 IL－10
的水平［9．24( 1．61～41．77) pg/ml］明显高于对照组［2．33( 1．15～4．28) pg/m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血浆 sHLA－G 和 IL－10 水平与血清 HCMV DNA 载量之间

无明显相关性( P＞0．05) 。 
结论 HCMV 活动性感染患者血浆 sHLA－G 和 IL－10 水平显著升高，可作为 HCMV 活动性感

染诊断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69 
 

Comparison of urine and cevix/genitial cytology 
samples for detecting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in 

clinical patients  
 

Yang Hui1,Luo Zhao-Yun 1,Li Lie-Jun 2,Xie Long-Xu2,Yang Li-Ye1 
1.Chaozhou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Chaozhou Hybribio Limited Corporation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is the main cause of cervical cancer.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DNA detection and genotyp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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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oArray assay on paired cevix/genitial and urine sample and to examine if urine 
sample could be used to monitor HPV infection.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agreement on HPV status between the paired urine and cevix/genitial samples was 77.1% 
(155/201, 95%CI: 0.713-0.829) for females, with kappa value 0.523 (95%CI: 0.469-0.632), 
while agreement between urine and genital in males was extremely low. Agreement between 
paired samples showed that generic viral detection had significantly greater agreement in the 
samples obtained in females than males. Moreover, greatest agreement was found for 
HPV16 for type-specific identification in females (76.47%，0.74-0.947), followed by the other 
12 HR-HPV types’ identification, while the agreement for low-risk HPV detection is fair. 
Despite reduced sensitivity, urine appears to be an appropriate surrogate sample for type-
specific HPV detection in females for epidemiological objectives. The utility of urine for type-
specific detection in males is less certai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70 
 

不同基因型丙肝患者脂肪性肝病发生率及血糖血脂水平差异 
 

甘志超 赵冰红 刘莹 黄前川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检验科 430070 

 
目的  探索不同基因型丙肝患者脂肪性肝病发生率、血糖及血脂水平差异。  
方法  收集 72 例丙肝患者血清，采用 PCR-反向点杂交法检测丙肝基因型，同时检测患者空腹

血糖和血脂，并采用 B 超检测患者脂肪性肝病发生情况。丙肝病毒基因 1b 型感染者作为“1b
组”，其余基因型丙肝感染者作为“非 1b 组”，分析比较两组间血糖水平、血脂水平及脂肪性肝

病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  基因 1b 型丙肝患者脂肪性肝病发生比例为 14.00%（7/43），非 1b 型为 36.36%
（8/22），两组间脂肪性肝病发生比例无统计学差异（P=0.056，Fisher 精确概率法）。两组

间空腹血糖、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无明显差异（t=1.850，P= 
0.069；t=1.100，P= 0.281；t=-0.527，P=0.600； t=1.434，P=0.157；t=0.922，
P=0.361）。“1b 组”与“非 1b 组”间性别构成及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126，P=0.801；
t=0.625，P=0.534）。  
结论  不同基因型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机体糖代谢和脂类代谢变化无明显差异，引发宿主脂肪

性肝病的风险也无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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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78 
 

血清 CgA 测定在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应用价值评估 
 

吴俊
1,2 卢仁泉

1,2 郭林
1,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目的  旨在探索血清嗜铬粒蛋白 A ( chromograninA,CgA)在神经内分泌瘤（Neuro-endocrine -
neoplasm，NEN）的检测和疗效监测中的临床意义,观察血清 CgA 在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浓度

水平变化，及其对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病情监测和在判断预后价值。 
方法  选取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63 例确诊为神经内分泌瘤(NEN)患者作为研究组，胃肠

胰肿瘤患者 16 例以及选取我院健康体检的 30 例健康对象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ELISA）方法测定神经内分泌肿瘤组，胃肠胰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血清 CgA 的浓度

水平变化。 
结果  血清 CgA 在诊断神经内分泌肿瘤中效果相当。在神经内分泌肿瘤组中血清 CgA 浓度水

平明显高于胃肠胰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p<0.05），然而在胃肠胰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中比较

两组血清 CgA 浓度水平变化表达差异并不明显（P>0.05)；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通过手术治疗

后血清 CgA 浓度水平明显下降，手术治疗前和治疗后两者比较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p<0.05）；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在出现肝脏转移后血清 CgA 浓度水平明显的升高，出现肝

脏转移前和转移后两者比较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然而血清 CgA 浓度水平在

性别，年龄，原发部位，肿瘤分级中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CgA 与 Ca199
联合检测敏感性为 96.3%，在很大的程度上为临床诊断神经内分泌肿瘤提供了可靠的指标。 
结论  神经内分泌瘤(NEN)中血清 CgA 特异性高，且血清 CgA 浓度与手术治疗相关，还可作

用于监测肿瘤的发展与转移并且检测其疗效，为在临床上诊断神经内分泌瘤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作用和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79 
 

329 例 不同年龄段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免疫表型差异分析 
 

郑源海 林元峰 许瑞元 周艳贞 
漳州市医院 363000 

 
目的  研究不同年龄段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 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ALL）
的免疫表型特点，探讨其在预测疾病预后及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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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 CD45/SSC 设门的四色流式细胞术对 329 例不同年龄段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进

行免疫分型。 
结果  所有检测病例中，表达率最高的淋系抗原为 CD19、HLA-DR 、CyCD79a 和 cTdT，其

次为 CD10、CD22、CD34、CD38、CD20 和 CyIg； 髓系抗原 CD13 和 CD33 常伴随表达，

CD11b、CD15、CD117 与 T 系抗原 CD4、CD7 和 CD56 很少表达。婴儿 CD10 阴性早 B-前
体-ALL( Pro-B-ALL)发病率高，达 60% ；CD117 高表达，达 40%。Pro-B-ALL 在其他儿童及

青少年较少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又增加，青年和中老年发病率分别为 22.7%和

14.8％明显高于儿童组（4.4%）。成人 B-ALL 免疫表型特点受年龄影响较小，不同年龄段成

人 B-ALL 的抗原表达异质性较小。成人 B-ALL 相对于儿童 CD10 和 CD38 表达下降，CD34、
CD13 和 CD33 表达上升，存在多种具有不良预后意义的抗原异常表达。前 B-ALL （Pre-B-
ALL）在各年龄组发病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发病率有增高

的趋势，且 CD20 相对于早 B-前体-ALL 与普通-B-ALL 表达明显上升。   
结论  不同年龄段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存在特征性免疫表型特点，有助于预测疾病预后及指

导临床个体化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3184 
 

Proteolytic processing and autocrine prostate cancer 
cell signalling 

 
Liu Yu1,2,Hollenberg Morly2,Jiang Xiaofeng1 

1.Fo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2.University of Calgary 

 
Hypotheses  1.PC3 and other prostate cancer derived cells (DU145, LNCaP) express 
functional PARs 1 and 2 that can signal (Calcium elevation; ERK/MAPkinase/migration) 
by proteolytic activation.2. PC3, DU145 and LNCaP cells can secrete proteinases into their 
growth medium that can regulate PAR function. 
Methods  1. Calcium, ERK/MAPKinase signaling and migration: Measure PAR-stimulated 
fluo-4 fluorescence emission at 530 nm, relative to calcium signalling caused by 1 μM 
ionophore, A23187 (%I); western blot for Phospho-ERK; Boyden Chamber for 
Transwell migration.  2. N-terminal cleavage by cell supernatants: monitoring chromogen 
released from N-terminal-tagged PAR1 and PAR2 expressed in a CHO-cell test system: 
Chromogen in cell supernatant of ‘test-cells’ released by proteinase from PC3, DU145 and 
LNCaP cells is measured relative to chromogen released from untreated test-cells. 3. 
Visualizing intact(yellow) VS.N-terminally cleaved(green) PAR1:Dually-tagged PAR1, with N-
terminal mCherry and C-terminal YFP appears yellow when intact and green when 
activated by N-terminal proteolysis. Dually tagged PAR1 is expressed in HEK (control: J.Biol. 
Chem. 288:32979, 2013) or PC3 cells and the activation status is visualized by confocal 
imaging. 
Results  1.Prostate cancer cells express functional PARs 1 & 2, and it can be activated by 
PAR1/PAR2 proteinases or peptides. Minimal PAR1 and PAR2 calcium signalling in LNCaP 
cells compared with PC3 and DU145 cells. PAR signalling in DU145 cells was less than 50% 
of that observed in PC3 cells. 2. A prostate cancer-derived KLK can mimic ERK activation in 
DU145 cancer cells caused by PAR1 and PAR2. 
3. Supernatants from all three cell lines released the N-terminal chromogenic tag from 
both PAR1 and PAR2. 4. Proteolytic processing can be blocked by the s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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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ase inhibitor, Soya Trypsin Inhibitor (STI) and by a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 GM6001 (GM). 5. Dually-tagged PAR1 (N-terminal mCherry; C-terminal YFP 
(Mihara K. et al. J. Biol. Chem. 288:32979, 2013) is intact (yellow) when visualized in HEK 
293 cells, but is proteolytically processed (green) when expressed in PC3 cells. 
Conclusions  1.Prostate cancer cells express functional PARs 1 & 2. PAR1/2 stimulation of 
calcium/ERK signalling and cell migration can be mimicked by a prostate cancer-derived 
tissue kallikrein, KLK7.  2. All three prostate cancer cell lines secrete active serine and metal 
proteinases that can regulate PARs.  3. The prostate cancer cell microenvironment that 
expresses both PARs and their activating proteinases can be regulated by an autocrine-
paracrine PAR signalling feedback loop.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85 
 

D-二聚体测定在肺栓塞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由红雷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0 

 
目的  探讨 D-二聚体（D-D）测定对于肺栓塞疾病（PE）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我院就诊的 PE 患者 36 例作为 PE 组，同期就诊非

PE 患者 36 例为非 PE 组，同期健康体检者 36 例为对照组，检测并比较三组的 D-D、纤维蛋

白原（FIB）水平。 
结果  PE 组的 D-D 及 FIB 水平均显著高于非 PE 组及对照组（P0.05）；PE 组的 D-D 阳性率

为 94.44%,显著高于非 PE 组的 33.33%和对照组的 22.22%（P0.05）。 
结论  PE 患者存在明显的 D-D 水平升高，检测 D-D 对于 PE 的诊断具有重要辅助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90 
 

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感染临床诊断与治疗研究进展 
 

诸葛宝忠 朱德全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276003 

 
类鼻疽伯克霍尔德菌（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是类鼻疽病原菌，可引起慢性或急性肺参

与疾病、溃疡性鼻/气管病变及内脏脓肿。人类鼻疽临床表现类似于蹄类动物，为慢性或急性

局部感染、急性肺部感染等。 
类鼻疽菌是人兽共患病类鼻疽的病原体，为两端钝圆、两极浓染、无芽孢的革兰氏阴性杆菌。

1911 年 Whitmore 首先在缅甸仰光发现了该病，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军在越南战争中

因该病遭受严重损失后，才引起重视。类鼻疽菌在自然界存在于地方流行区的浅水（死水）和

土壤中，特别多见于稻田[1]。实验室诊断注意事项、药物敏感试验等进展，对该菌引起的临床

诊断和实验室安全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类鼻疽菌根据热敏感性抗原分为血清Ⅰ型和Ⅱ型。血清Ⅰ型具有热敏感性抗原和耐热抗原，主

要分布于亚洲；血清Ⅱ型仅有耐热抗原，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和非洲[2,3]。我国军事医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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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研究人员用 Sephadex200 从一株具有热敏感性抗原的菌株纯化出该抗原，用双向琼脂扩散

试验证明了我国大部分菌株为血清Ⅰ型[3]。另一种分型方法是把能否利用 L-阿拉伯糖（Ara）
作为分型的依据，将其分为 Ara－和 Ara＋菌株。不能利用 Ara 者为 Ara－，一般为有毒株，

几乎所有临床分离株和大部分动物分离株均属 Ara－；反之为 Ara＋，一般为无毒株，主要分

离于环境和部分动物中[4-5]。Heiss 等[6]首次报道该致病菌由荚膜多糖结构表达 2 个不同的 6
脱氧庚烷 3)-2-O-Ac-b-D-6dHepp-、3)-a-D-Manp-。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194 
 

血清循环 miRNA 在肝癌诊断的应用研究 
 

刘珊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探讨血清循环 miRNA 的表达水平是否与肝癌的发生相关，对使用 miRNA 作为新的肿瘤

标志物在临床上应用进行初探.  
方法   同期收集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 30 例肝癌患者作为肝癌组，体检中

心体检结果正常且肿瘤相关病史的体检者 3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感染科收治的慢性乙型肝炎

或肝硬化患者作为肝病组。应用荧光定量 RT-PCR 技术检测全部入组血清中 3 种 mi RNA（mi 
R-183、mi R-24、mi R-221）的相对表达量，分析各组血清中的表达情况差异。  
结果  血清循环 mi R-183 及 miR-24 表达量在肝癌组较肝病组及正常对照组均明显升高，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病组较正常对照组表达差异则不明显（P>0.05），血清循环

mi R-221 的表达量在肝癌组及慢性肝病组均升高，两组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肝癌组及肝病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检测血清循环 mi R-183 及 miR-24 表达量对于肝癌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

值，血清循环 miRNA 作为微创性肝癌诊断标志物，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检验方便特异

性高，但对其在临床广泛应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00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rge 
Outbreak of dengue fever in Chao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 2015 
 

Yang Hui,Lin Feng ,Zheng Xiangbin ,Yang Liye 
Chaozhou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521021 

 
Guangdong, one of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experienced a serious outbreak of 
dengue in 2014. Unfortunately, a large-scale dengue outbreak reoccurred in Chaozhou, 
another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5. At least 1372 dengue cases were reported in 
this outbreak. In the current study, 580 dengue-positive patien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Chaozhou Central Hospital.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dengu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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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40 laboratory-positive serum specimens were chosen for the DENV stereotyping and 
molecular analysis. In clinical, fifteen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severe dengue fever. 
Most of the 15 severe dengue patients were old aged (>75 years) and were with 
underlying diseases. Compared to the non-severe dengue patients (NSDF), the platelet 
count in patients with SDF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SDF patients.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nd creatine kinase (CK)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DF patients compared to NSDF patients. Dengue virus (DENV) RNA 
detection from the serum samples confirmed dengue virus serotype 2 (DENV-2) to be the 
pathogenic agent of this outbreak. Genetic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isolated strains were 
belonged to cosmopolitan genotype, which were grouped closely with Malaysia strains from 
2010 and 2014. These results help clarify the etiology of this dengue fever outbreak and be 
beneficial in predicting and controlling future dengue outbreaks in Chin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08 
 

不稳定性心绞痛 CRP、IL-6 和 Fib 水平的动态测定及临床意

义探讨 
 

姜虹 厉吉霞 王梅春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0 

 
目的 动态测定不稳定性心绞痛（UAP）患者血清 CRP（C 反应蛋白）、IL- 6 (白介素-6)和 Fib
（纤维蛋白原）水平，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1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收治的 162 例 UAP 患者，对照组为同期体检的 58 例

健康人，动态监测 UAP 患者 CRP、IL-6 和 Fib 含量，以及出院后患者心脏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入院时 UAP 低危组患者的 CRP、IL-6、Fib 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t=2.175，2.893，
2.075，P=0.032，0.004，0.040 <0.05）；中危组也均显著高于对照组（t =3.257，5.759，
2.867，P =0.001，0.000，0.004 <0.01）；高危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t=5.028，6.716，
4.158，P=0.000，0.000，0.000<0.001）。出院时 UAP 低危组患者的 CRP、IL-6、Fib 含量

均显著低于入院时含量（t =2.761，2.945，2.118，P =0.028，0.003，0.031 <0.05）；中危

组也均显著低于入院时含量（t=2.985，3.157，3.548，P=0.003，0.001，0.000 <0.01）；高

危组患者也均显著低于入院时含量（t=3.472，4.018，5.097，P =0.000，0.000，
0.000<0.001）。出院后半年 CRP、IL-6、Fib 升高组心脏事件发生率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X2=23.655，2.211，14.442，P=0.000，0.000，0.000<0.0001）。 
结论  UAP 患者 CRP、IL-6、Fib 含量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且随着病情缓解，含量会有所降

低，是反映 UAP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有效指标，但其特异性差，需慎重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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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病毒相关胃癌及 EB 病毒阳性细胞系中病毒潜伏膜蛋白基

因 LMP1、2A 和 2B 的甲基化状态及表达 
 

李静 田清武 朱元祺 韩春华 周雨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EB 病毒是一种重要的 DNA 病毒，属 γ-疱疹病毒家族，在人群中感染普遍，并与多种 B
细胞或上皮细胞来源的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肿瘤病毒基因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表观遗

传学机制，特别是 DNA 甲基化，调节基因的启动子活性。本研究旨在探讨 EBV 潜伏膜蛋白基

因 LMP1、2A 和 2B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及其对基因表达的影响，以揭示其在 EBV 相关胃癌发

生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MSP）和亚硫酸氢钠法依赖的基因测序法（BSP）检测 41 例

EBV 阳性胃癌组织标本和 5 种 EBV 阳性细胞系（B95-8，Raji，GT38，GT39 和 EBV-AGS）
中 EBV 潜伏膜蛋白基因 LMP1、2A 和 2B 的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RT-qPCR）检测去甲基化药物 5-氮杂-2'-脱氧胞苷（5-Aza-CdR）作用前后 EBV 阳性细胞

系中三种基因的表达情况。 
结果 （1）MSP 和 BSP 法检测结果显示，B95-8 细胞系中 LMP2A 基因呈现完全未甲基化状

态外，伴随着 LMP2A mRNA 的较高表达；其余 EBV 阳性细胞系中 LMP1、2A 和 2B 基因启

动子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甲基化，呈现不同程度的 M+U 型，伴随着相关 mRNA 不同水平的表

达。（2）EBVaGC 病例癌组织中 LMP1、2A 和 2B 基因启动子大部分呈现高甲基化状态（M
型），少数伴随部分未甲基化（M+U 型），完全甲基化率分别为 75.6% (31/41)、70.7%
（20/41）和 85.4% (35/41)。（3）MSP、BSP 和 real-time qPCR 检测显示，5-Aza-CdR 处
理后，GT39 中的 LMP1 mRNA 几乎没有变化，而其他 4 种细胞系（B95-8，Raji，GT38 和 
EBV-AGS）中可见 LMP1 mRNA 水平升高；LMP2A mRNA 水平在 GT38 细胞系中显著升高

而在其他 4 种细胞系中降低；Raji、 GT38 和 AGS-EBV 细胞系中 LMP2B mRNA 表达水平升

高, 而 B95-8 和 GT39 细胞系中降低，差异表达具有统计意义（P<0.05）。 
结论  EBV 相关胃癌和细胞系中 EBV 潜伏膜蛋白基因 LMP1、2A 和 2B 的表达受其启动子甲

基化程度的影响，并同时具有宿主细胞依赖性，或还受其他多种表观遗传机制的调节，进而在

EBV 相关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64 
 

EDTA 钾盐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的原因探究及纠正措施比

较 
 

唐玉凤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检验科 100091 

 
目的  探讨枸橼酸钠抗凝仪器法和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稀释模式两种方法能否

替代草酸铵手工计数法纠正 EDTA 钾盐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EDTA-dependent 
pseudothrondmcytopenia，EDTA-PTCP）及血小板减少原因的初步分析。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上检测和审核过

程中发现并确定的 EDTA-PTCP 的患者标本 39 例，①首先用其血浆在 Cobas 8000 全自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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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仪上检测免疫球蛋白 G(IgG)、免疫球蛋白 A(IgA)、免疫球蛋白 M（IgM）、免疫球蛋白

E（IgE）、血清总补体活性（CH50）、补体 C3（C3）、补体 C4（C4），与健康对照组进

行比较。血浆 IgG、IgA、C4、CH50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IgM、IgE、C3 组间比较

采用秩和检验。②重新采集上述已经确定为 EDTA-PTCP 患者的静脉血，各吸取 20μl 和 40μl
分别加入 1%草酸铵稀释液和血细胞分析专用鞘液中，前者用于手工法计数血小板，后者用于

仪器稀释模式检测血小板，注入 1.8ml 静脉血于 3.8%的枸橼酸钠抗凝真空采血管中，用于仪

器法检测血小板。手工计数法与枸橼酸钠抗凝仪器法和仪器稀释模式两种方法的一致性评价采

用 Bland‐Altman 分析法。  
结果  ①C3 和 CH50 数值健康对照组高于病例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IgG、IgA、C4、IgM、IgE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以手工计数法为标准，Bland
‐Altman 分析法对枸橼酸钠抗凝仪器法和仪器稀释模式 2 种方法的一致性评价结果显示，前

者有 2.5%（1/39）的点在 95%一致性界限以外，后者有 5.1%（2/39）的点在 95%一致性界

限以外。以 CLIA’88 能力比对检验的分析质量要求为评价标准，枸橼酸钠抗凝仪器法有 1 例超

出血小板计数的允许误差限值为靶值±25%的范围，仪器稀释模式有 5 例超出血小板计数的允

许误差限值为靶值±25%的范围。  
结论  血浆 CH50 和 C3 减低可能是导致 EDTA-PTCP 的原因之一。枸橼酸钠抗凝仪器法和仪

器稀释模式两种方法均不能完全替代草酸铵手工计数法纠正 EDTA-PTCP，必须辅以手工计数

或血涂片复核血小板数量，才能给临床发出准确可靠的检验结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73 
 

PBL 教学法在病原生物与免疫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宋长芹 李光武 汪晓静 张远 宋立清 武蕾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50002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作为一门桥梁课程，在我校几乎所有专业讲授。我们以往采用传统的教学法

讲授，它是以知识的单向灌输为主，重理论、轻能力，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以问题为基

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 1969 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Barrow 在加拿

大 Mc Master 大学提出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

导。它注重知识的应用和技能的培养，已成为西方医学教学的主流。为了提高病原生物与免疫

学在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学生中的教学效果，我们进行了 PBL 教学法的应用探讨。 
目的 探讨病原生物与免疫学的 PBL 教学法在高职高专学生教学中的教学效果。 
方法 将我校 2012 级大专护理专业四个班的学生分为两组，分别采用 PBL 教学法和传统教学

法对《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中球菌、肠道杆菌和其他微生物部分进行讲授。教学效果评价

方式为：对两组学生采用闭卷考试，题型是名词解释、简答题及病例分析题，满分为 100 分，

采用 SSPS v13.0 统计软件对两组的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 两组成绩经统计学分析，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在高职高专层次学生中《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中球菌、肠道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

PBL 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相比，未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原因分析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一、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接受的都是传统教学

法，而且他们是大一新生，对相关医学知识了解的少；二、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强、

不愿意花时间查阅资料，倾向于等老师给出答案；三、他们对这种全新的 PBL 教学模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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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适应；四、目前我们无法实现小班上课，这种较低的师生比也是影响 PBL 教学效果的一

个主要因素；五、图书馆、网络等教学辅助设施和手段尚需进一步完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78 
 

异形淋巴细胞报警信息可信度分析及临床应用 
 

方勇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61 

 
目的  探讨 Sysmex XT-4000i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异型淋巴细胞报警信息可信度分析及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 103 份有异型淋巴细胞报警的血常规标本及 100 份无

异型淋巴细胞报警的血常规标本，同时涂片作显微镜镜检，以异型淋巴细胞>5%为镜检阳性判

断标准，计算出异型淋巴细胞报警信息的真阳性、假阳性、真阴性、假阴性的比率。 
结果  203 份血常规标本的异型淋巴细胞报警的真阳性率 43.6%（45/103),假阳性率

56.3%(58/103)，真阴性率 98%(98/100)，假阴性率 2%(2/100),敏感性 95.7%，特异性 62%。 
结论  Sysmex XT-4000i 异型淋巴细胞报警提示可以作为异型淋巴细胞筛选的指标，具有较高

的特异度及敏感性但仍需结合镜检结果予以确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79 
 

FLT3 基因表达水平与急性白血病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唐思诗 叶远馨 陆小军 周易 周娟 余江 郭曼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中 FLT3 基因表达量与 FLT3-ITD 突变、临床表现及疾病预后的

相关性及意义。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87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初诊时骨髓标本中 FLT3 基因表达

量，并探讨其与患者体内 FLT3-ITD 突变、临床症状、其它实验室检查结果及疾病预后的相关

性。  
结果 患者初诊时 FLT3 表达量为(FLT3 /ABL)0.05%～50.0%，将 FLT3 表达量使用四分位数分

类法分为低表达、较低表达、中表达和高表达四组。急性白血病患者 FLT3 表达量与 FLT3 基

因突变具有相关性(P=0.042)。AML 患者体内 FLT3 基因表达量明显高于 ALL 患者

（P=0.038）。FLT3 基因表达水平与骨髓中白血病细胞所占比例及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成正相

关，与患者性别、出血、贫血、头晕及乏力有相关性(P<0.05)。  
结论 FLT3 基因高表达与急性白血病 WHO 分型、FLT3-ITD 突变、白血病细胞数、外周血白

细胞计数、患者性别、出血、贫血、头晕及乏力症状相关。短期随访显示，FLT3 基因高表达

对急性白血病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仍然表现出影响趋势，可能是预后

不良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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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83 
 

健康人外周血中肺炎链球菌相关抗体水平检测 
 

周杰
1 罗红

2 孙文平
2 杨光

2 
1.大连市友谊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检验学院 
 

目的  通过原核表达技术获取肺炎链球菌（ATCC49619）自溶素 LytA 重组蛋白（rLytA），以

此为抗原，检测其抗体在健康人中的携带率，为肺炎链球菌感染的血清学诊断奠定基础。  
方法  根据 Genbank 中公布的肺炎链球菌 M66 菌株 lytA 基因序列设计合成特异性引物。以肺

炎链球菌基因组 DNA 为模板， PCR 技术扩增 lytA 基因序列；通过构建的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lytA，以 IPTG 诱导获取重组蛋白（rLytA）。以 rLytA 为抗原，建立 ELISA 反

应模式，测定健康体检人群中相应 IgG 和 IgM 抗体，并与痰培养结果比较，判定健康人中

rLytA 抗体水平。 结果  成功获得原核表达的 rLytA。健康人中血清 IgM 类抗 LytA 的抗体阳性

率为 0， IgG 类抗 LytA 的抗体阳性率为 11.1%，痰培养阳性率为 27.8%。 
结论  血清 IgM 类抗体为感染早期的指标，IgG 类抗体可用于感染晚期指标或流行病学调查。

以重组蛋白 LytA 为抗原建立 ELISA 反应模式，检测 IgG 类 LytA 抗体，可用以快速、客观判

断健康人鼻咽部携带率较高的肺炎链球菌基础抗体水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91 
 

肝移植患者术后细菌感染的病原学特征及耐药性分析 
 

李晓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613000 

 
目的  探讨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患者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预防和抗感染治疗提供经

验和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9 月肝移植患者的临

床资料，总结细菌感染的发生率、发生部位、病原学特征及耐药性分布。  
结果  230 例肝移植患者中 144 例术后发生细菌感染，感染率为 62.6%。共分离出 282 种菌

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占 227 株（80.5%），最常见的是鲍曼不动杆菌；革兰阳性球菌占 55
株（19.5%），其中以屎肠球菌最为常见。282 株病原菌中，痰液标本中检出的细菌数量最

多，为 195 株，占 69.2％，其次为胆道，共检出病原菌 27 株，占 9.6％。革兰阴性菌对碳青

霉烯类、喹诺酮类和氨基苷类抗生素敏感,对其它常用抗菌药普遍耐药。而革兰阳性菌对喹诺

酮类等耐药率较高，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和达托霉素较敏感。 
结论  肝移植患者术后细菌感染较常见，感染部位主要是呼吸系统及胆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

杆菌为主，其中以鲍曼不动杆菌最常见，对常见抗菌药物耐药，呈多重耐药性，临床需采取有

效措施来预防和抗感染治疗，以减少该类病人的感染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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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296 
 

Ⅱ型糖尿病患者检测尿电导率的临床意义 
 

方芳 邓德耀 申旭梅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病人检测尿电导率的临床意义。 
方法  设置 62 例Ⅱ型糖尿病患者为病例组，以 43 例糖尿病肾病病人为病种对照组，120 例健

康者为正常对照组。留取住院患者的晨尿,所有标本 2h 内检测完毕。用 UF-1000i 尿沉渣分析

仪检测其尿电导率，采用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加 LSD－T 检验和 SNK 检验对三组尿电导率进行

比较。 
结果 与正常组尿电导率（22.04±6.22）ms/cm 比较，Ⅱ型糖尿病无并发症组（18.97±6.83）
ms/cm、糖尿病肾病组间（12.43±3.28）ms/cm 显著降低，三者间有显著差异

（P=0.00<0.05）。 
结论  Ⅱ型糖尿病无并发症患者、糖尿病肾病患者均能引起电导率降低，检测尿液电导率对于

临床早期发现及监测Ⅱ型糖尿病对肾脏功能的损害程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02 
 

内毒素检测在重症病人下呼吸道感染诊断中的应用 
 

孙玉娟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目的  探讨血清内毒素含量检测在重症病人下呼吸道感染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2 月入住我院重症监护病房并发生下呼吸道感染的患者 80
例，在应用抗生素前留取晨痰做细菌培养，同时抽取空腹血测血清内毒素水平。比较痰细菌培

养和内毒素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根据痰细菌培养结果将培养阳性者分为革兰阴性杆菌感

染组、革兰阳性杆菌感染组，比较两组内毒素水平的差异。 
结果  80 例患者中，痰细菌培养阳性的有 46 例，其中革兰阴性杆菌感染者 36 例，革兰阳性杆

菌感染者 10 例，痰细菌培养的阳性率为 57.5%。血清内毒素水平检测阳性的有 60 例，阳性

率为 75%，痰培养的敏感性小于内毒素检测，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内毒

素水平革兰阴性杆菌感染组(89.54±22.35)pg/ml 明显高于非革兰阴性杆菌感染组

（18.23±4.32）pg/ml，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痰培养相比，血清内毒素检测在重症病人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断中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尤其对于革兰阴性杆菌，由于临床呼吸道感染者中革兰阴性杆菌感染占大多数，且内毒素检测

具有检测更快速、简便，可以更早的出结果，因此内毒素检测对重症病人下呼吸道感染的早起

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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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13 
 

川崎病患儿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变化的

意义 
 

李梅爱 谭晓明 邝婉仪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通过测定川崎病患儿血清中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同型半胱氨酸（HCY）、心

肌酶（CK、CKMB）及全血白细胞（WBC）水平，探讨其在川崎病中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6 年 5 月我院住院的川崎病患儿 24 例（KD 组），KD 组入院首

日空腹采血；同期性别、年龄相匹配的门诊健康体查儿童 32 例为对照组。分别检测两组血清

中 hs-CRP、HCY、CK、CKMB 和全血 WBC 的水平，并对两组上述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KD 组 hsCRP、HCY 和 WBC 的水平分别为（96.37±60.33）mg/L、（7.42±2.71）
umol/L、（12.84±4.93）×109/L，对照组 hsCRP 、HCY 和 WBC 的水平分别为

（1.66±2.81）mg/L、（5.55±1.89）umol/L、（9.23±2.66）×109/L。KD 组 hsCRP、HCY 和

WBC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分别为 0.010、0.000、0.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KD 组 CK、CKMB 分别为(41.50±46.47)U/L、（17.77±10.08）U/L，对照组 CK、
CKMB 分别为(131.59±63.86) U/L、(27.09±12.30)U/L，KD 组血清 CK、CKMB 水平明显低于

对照组（p 分别为 0.000、0.005），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血清 hsCRP 和 HCY 水平检测可作为川崎病诊断和疗效观察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41 
 

心肌四项联合超敏 C-反应蛋白检测对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诊断

的临床意义 
 

曹志强 任更朴 张树仁 王克俊 周宪伟 房忠卫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252600 

 
目的 探讨心肌四项（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肌红蛋白(MYo)，肌钙蛋白 I(cTnI)，氨基末端

B 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与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联合检测对提高急性心肌梗死

（AMI）早期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了我院 157 例 AMI 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所有研究对象的心肌四项、hs-CRP 检测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联合检测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符合率最高为 94.67%，优于诊断符合率为 92.31%的

心肌四项（CK-MB, MYo, cTnI, NT-proBNP）检测，并且必要的复查可以避免漏诊和误诊。 
结论 心肌四项联合 hs-CRP 检测及必要的复查相比较心肌四项检测能够有效提高 AMI 早期诊

断符合率，对于及时挽救患者生命有重要意义，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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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50 
 

热休克蛋白 90α 在乳腺癌诊断的临床应用 
 

莫新凯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250117 

 
目的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严重危害妇女的

身心健康。热休克蛋白 90α(Hsp90α)作为细胞的重要组成成份，其水平与恶性肿瘤的发生、进

展、恶性程度尤其是转移密切相关。本研究血浆 HSP90α 在乳腺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为进

一步探讨血浆 HSP90α 在乳腺癌患者血液中表达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奠定基础。  
方法  本研究为选取 125 例健康人群和 168 例乳腺癌患者血浆 Hsp90α 含量的检测与分析。  
结果  健康人群的 HSP90α 平均含量 28.65 ng/ml，而乳腺癌患者的 HSP90α 平均含量为

114.30ng/ml，Hsp90α 的含量在乳腺癌患者中比健康人显著升高，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HSP90α 可作为乳腺癌辅助诊断的重要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56 
 

质粒介导鲍曼不动杆菌 blaoxa-23 基因的分布及其耐药性研

究 
 

陈艺升 高晶 应春妹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00011 

 
目的  了解本院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和分子流行特征，检

测质粒介导的碳青霉烯类耐药基因 blaoxa-23 在鲍曼不动杆菌中的表达，并分析其与耐药性的

关系。 
方法  收集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共 87 株。采用琼脂稀释法检测菌株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

物的耐药性；采用多位点序列分型（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技术鉴定基因型别

并进一步分析菌株流行特征；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碳青霉烯酶（OXA）基因，同时

检测质粒介导的 blaoxa-23 耐药基因所在的转座子结构，并用 Southern 杂交确定 blaoxa-23
耐药基因所定位的质粒。 
结果  87 株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率较高，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

别为 74.7%（65／87）和 80.5%（70／87）。菌株可分为 6 个 ST 型，分别是 ST-208（45
株）、ST-191（15 株）、ST-540（8 株）、ST-195（2 株）、ST-381（2 株）和 ST-368（1
株）。其中，ST-208 型是主要流行型别。除 ST-381 以外，其余 5 种型别均属于 CC92 克隆

群，具有基因同源性。87 株鲍曼不动杆菌均携带 OXA-51 基因，未检出 OXA-24 和 OXA-58
基因。此外，81 株鲍曼不动杆菌携带 OXA-23 基因，其中 56 株为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

菌（carbapenems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CRAB）。56 株 CRAB 中，54 株的 blaoxa-23 基因位于 Tn 2008 转座子上，其

余 2 株位于 Tn 2006 转座子上，未检测到 Tn 2007 转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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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临床分离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率较高，同时存在 CRAB 的播散流行；

产 OXA-23 酶在鲍曼不动杆菌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中发挥重要作用；blaoxa-23 耐药基因主

要位于 Tn 2008 转座子上，可能通过高活动能力的 Tn 2008 型转座子，上载不同的质粒，利

用质粒的高移动性，导致 CRAB 菌株广泛传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59 
 

全血细胞减少的骨髓细胞学检查及病因分析 
 

侯霞 邓德耀 田维娟 朱丽红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分析讨论骨髓细胞学检查在全血细胞减少中的应用价值及其病因分析。   
方法  对本院收治的 111 例全血细胞减少症患者的骨髓象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11 例全血细胞减少症的患者中，引起全血细胞减少的疾病主要以血液系统疾病为主，

占 82.0%，主要为急性白血病（24.3%）、巨幼细胞性贫血（18.9%）、再生障碍性贫血

（15.3%）、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14.4%）；非血液系统疾病占 18.0%，主要为免疫相关性

全血细胞减少症（8.1%）、肝病（3.6%）、甲亢（2.7%）。   
结论  引起全血细胞减少的病因中，主要为造血系统疾病，其次为非造血系统疾病。骨髓细胞

学检查能明确显示骨髓的形态及增生情况，是造血系统疾病诊断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全血细胞

减少性疾病的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但同时也要注意，因全血细胞减少症的病因复杂，需要密

切联系临床进行综合分析，以明确病因，减少误诊和漏诊，提高其诊断的正确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61 
 

6208 例标本抗酸杆菌涂片染色结果分析 
 

李艳蕾 邵明君 张宇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结核分枝杆菌检查是确诊结核病的主要依据，其中涂片染色直接镜检的方法简便易行，价格低

廉，可作为结核病筛查的重要手段。本文对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014 年 12 至 2015 年 5 月共 6
个月的 6208 例标本抗酸杆菌染色结果进行分析。 
目的  通过分析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6 个月抗酸杆菌染色标本的结果，比较几种标本的阳性率及

其临床意义。 
方法  痰液为厚涂片染色直接镜检；支气管镜灌洗液及尿液、胸腹水 3000 转离心 3 分钟，弃

去上清，取下层沉渣厚涂片染色镜检；脓肿分泌物直接涂片染色镜检。 
结果  6 个月共收到标本 6208 例，其中痰液标本 4756 例，大多数为住院病人重复送检标本，

痰涂片染色阳性 32 例。支气管镜灌洗液 1402 例，涂片染色阳性 31 例。其中支气管镜灌洗液

阳性且痰涂片阳性 4 例（全部为住院病人），支气管镜灌洗液阳性而痰涂片阴性 10 例（全部

为住院病人），单纯痰涂片阳性 28 例（全部为住院病人），单纯支气管镜灌洗液阳性 1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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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门诊病人）。胸腹水标本 22 例，全部为阴性。尿标本 20 例，其中阳性者 1 例。脓肿

分泌物标本 8 例，阳性者 2 例。 
结论  痰涂片标本易获得，病人留取无痛苦，但是阳性率低，需多次提检；高度怀疑者可行支

气管镜检查，留取支气管镜灌洗液做进一步染色，可提高阳性率。门诊病人一般无法多次来留

取痰标本，且多数为当地医院数次查痰液抗酸杆菌阴性者，故为了提高阳性率最好直接行支气

管镜检查留取支气管镜灌洗液查抗酸杆菌。尿液及脓肿、分泌物抗酸染色阳性者在我院少见，

仅在临床高度怀疑结核病时提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62 
 

ACE、ACE2 检测在狼疮性肾炎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刘英超
1 李霞

2 张秋月
1 任更朴

1 齐子芳
1 

1.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2.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风湿科 

 
目的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giotensin convening enzyme，ACE）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agiotensin convening enzyme 2，ACE 2）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
angiotensin system，RAS）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ACE、ACE2 表达平衡在维持机体

体液平衡、血压稳定，以及心、肾功能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拟通过实验观察狼疮性

肾炎患者血液中 ACE、ACE2 表达，探讨 ACE、ACE2 在狼疮性肾炎患者发病及肾损伤过程

中起到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 ACE、ACE2 检测作为狼疮性肾炎早期诊断及疾病严重程度评价

指标的可能性。 
方法  1、留取我院正常查体者、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狼疮性肾炎患者血清及全血（每组不少

于 30 例，并制定严格的入组标准），进行 RT-PCR 和 ELISA 实验观察 ACE、ACE2 表达；

2、选取狼疮性肾炎患者 60 例，根据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进行评分、分组（分为轻、中、重度三

组），测定各组患者 ACE、ACE2 的表达。 
结果  1、与正常对照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相比，狼疮性肾炎患者 ACE 表达明显升高，

ACE2 表达明显降低，差距有统计学意义（P<0.05），狼疮性肾炎组 ACE/ACE2 表达显著失

衡；2、根据轻、中、重度分组测定 ACE、ACE2 表达发现：重度狼疮性肾炎患者 ACE 表达

显著升高，ACE2 显著降低，三者之间比较差距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ACE、ACE2 表达参与了狼疮性肾炎疾病的发生发展；2、ACE、ACE2 表达失衡可

能是造成狼疮性肾炎肾损伤的原因之一；3、ACE、ACE2 表达失衡程度与狼疮性肾炎疾病的

严重程度相关；4、ACE、ACE2 检测可以作为狼疮性肾炎早期诊断及疾病严重程度的评价指

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64 
 

胎盘特异性 miR-520g 与子痫前期发生的关系及其临床价值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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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倩 姜连生 谭龙益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检验科 200940 

 
目的  研究妊娠期母体血清 miR-520g 变化规律及其与子痫前期发生的关系，探讨其作用机

制。 
方法  1. 建立 PE 生物样本库，全程收集孕妇产检血标本。2. 应用定量 RT-PCR 技术检测各孕

期血清中 miR-520g 含量。3. 通过原位杂交技术观察 miR-520g 在胎盘滋养细胞和内皮细胞的

分布情况。4. ELISA 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液及孕早期血清中 MMP2、VEGFA 水平。5. 采用免

疫组织化学技术观察 MMP2、VEGF、EprinB2 和 EPHB4 在胎盘滋养细胞、内皮细胞的分布

情况。6. 利用 miR-520g mimic 和 inhibitor 建立绒毛外滋养细胞、子宫微血管内皮细胞干预模

型，研究 miR-520g 对两种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 
结果  1. 随孕程进展，血清 miR-520g 的表达量增加；孕早期，子痫前期组血清 miR-520g 显

著高于对照组，孕中、晚期血清 miR-520g 表达量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2. 孕早期子痫前期

患者血浆中 MMP2 浓度高于正常孕妇，差异具有显著性；两组血浆中 VEGFA 浓度无显著差

异。3. miR-520g 主要分布于滋养细胞胞浆。4. MMP2 主要存在于合体滋养细胞胞浆中； 
VEGFA 、EphrinB2 广泛存在于滋养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及间质细胞中； EPHB4 在细胞滋养

细胞膜强表达，在合体滋养细胞弱表达。5. 与对照组相比，miR-520g mimic 和 inhibitor 转染

后 HTR8/SVneo、HUtMEC 内 MMP2、VEGFA、Ephrin B2、EPHB4 mRNA 浓度无明显变

化。6. 与对照组相比，miR-520g mimic 和 inhibitor 转染 HTR8/SVneo 后，VEGF、MMP2 的

表达降低， EPHB4 蛋白浓度无显著变化, HTR8/SVneo 不表达 Ephrin B2。7. miR-520g 
mimic 能够抑制 HTR8/SVneo 迁移、侵袭，促进其凋亡，对 HUtMEC 生物学行为无明显影

响。 
结论  1. 孕早期母体血清中 miR-520g 可能是子痫前期发生的预测指标。2. miR-520g 可能通

过促进滋养细胞凋亡、抑制 MMP2 和 VEGFA 的生成进而抑制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的方式影

响 SpA 重塑，推测 miR-520g 可能参与 PE 的病理生理过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366 
 

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在 CCL5 诱导的乳腺癌 MDA-MB-231 细

胞迁移中的作用 
 

栾虹 陈俊丽 王齐晖 王银玲 周立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110001 

 
目的  探讨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c-Met）在 CC 型趋化因子 5（CCL5）诱导的乳腺癌 MDA-
MB-231 细胞迁移中的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乳腺癌细胞株 MDA-MB-231 和 MDA-MB-468，以及胃癌细胞株 NUGC4；
Western Blot 法检测三种细胞株表面 CCL5 受体（CCR5）的表达；构建 CCR5 基因沉默质粒

转染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Transwell 法检测转入 siCCR5-3 沉默质粒和未转入质粒的

MDA-MB-231 细胞体外迁移能力的改变；Western Blot 法检测经 2ng/ml CCL5 刺激后 0、5、
10 和 30min 时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磷酸化 c-Met 的表达。 
结果  与人胃癌细胞株 NUGC4 和乳腺癌细胞株 MDA-MB-468 相比较，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株 CCR5 表达量升高；CCL5 诱导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迁移能力增强，通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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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5 沉默质粒转染 MDA-MB-231 细胞可以降低 CCR5 的表达， 抑制细胞的迁移能力。乳腺

癌 MDA-MB-231 细胞经 CCL5 处理后，c-Met 水平在 CCL5 刺激 10 min 时表达明显升高。 
结论  CCL5/CCR5 信号通路可以促进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的迁移能力；c-Met 蛋白参与

CCL5/CCR5 信号通路诱导的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的迁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02 
 

2004-2014 年分离自眼内炎患者的病原体及药物敏感性分析  
 

刘春红 吉建 曹文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眼内炎是眼科常见的严重损害视功能和眼球结构的疾病。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致眼

内炎的病原体和药物敏感性发生了变迁。鉴于此，我们对临床上分离自眼内炎患者的病原体特

点及药物敏感性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以期为眼内炎及时有效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4 年 4 月～2014 年 4 月经临床诊断为感染性眼内

炎患者的玻璃体、房水等临床标本中分离出的病原体资料，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结果  2004 年 4 月～2014 年 4 月我院 743 例送检标本中，577 例培养阳性，其中 65% 为革兰

阳性菌，16.6% 为革兰阴性菌，18.4%是真菌。葡萄球菌在革兰阳性菌中最为常见，铜绿假单

胞菌是常见的革兰阴性细菌，曲霉菌是常见的真菌致病菌。10 年中检出革兰阴性菌在致病菌

中所占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P=0.019)，而革兰阳性菌有增高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分离自眼

内炎患者的病原体中真菌的比例高于文献报道。经回顾性统计分析，革兰阴性菌和革兰阳性菌

对万古霉素，亚胺培南，青霉素 G，阿米卡星和复方新诺明的敏感率有增高趋势。革兰阳性菌

对万古霉素最为敏感，革兰阴性菌对头孢他啶、环丙沙星和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分别为 50.5%、

82.2%和 81.3%。 
结论  眼内炎最主要的病原菌为革兰阳性菌，葡萄球菌最为常见，万古霉素仍是革兰阳性菌最

敏感的抗生素；而革兰阴性菌对环丙沙星和阿米卡星的敏感性优于对头孢他啶的敏感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08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清腺苷脱氨酶和 C 反应蛋白的

检测及意义 
 

王建新 苏建友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近年来已经成为老年人群的

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血清腺苷脱氨酶(ADA)是评价细胞介导免疫功能的一项常用指标。C 反

应蛋白(CRP)属于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参与机体非特异免疫的重要成分。同时检测血清 ADA
和 CRP 水平评估细胞免疫状态，探讨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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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101 例老年 COPD 患者作为病例组，按照病程分期急性加重期组（43 例）和稳定

期组（57 例），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老年人 5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 3 组 ADA 活性及 CRP 水

平。 
结果  加重期组 ADA 活性明显高于稳定期组和对照组(P<0.001)，稳定期组和对照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加重期组 CRP 明显高于稳定期组和对照组(P<0.001)，稳定期组和对照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老年 COPD 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受损，同时检测血清 ADA 和 CRP 水平可作为病程分期的

指标，有助于临床的诊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22 
 

Tipe2 调控 RAW264.7 细胞炎症作用的探讨 
 

徐万菊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探讨 tipe2 在小鼠巨噬细胞（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炎症反应的调节作用。 
方法 敲除 tipe2,用 RT-PCR 法检测其在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的表达情况，然后在 mRNA 水

平上用阴性对照组与 sirna-tipe2 组进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与血管形成的检测，ｗｅｓｔｅ

ｒｎ ｂｌｏｔ法对 tipe2 在 RAW264.7 蛋白的表达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 与阴性组相比较，沉默 tipe2 后，无论在 RT-PCR 的 mRNA 水平的检测，还是在 CCK8
的检测、transwell、侵袭、血管拟态与 Western blot 等方面的检测，明显低于阴性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本研究显示 tipe2 在 RAW264.7 细胞上高表达，且能促进 RAW264.7 细胞的增殖、迁移

与侵袭，并且还参与 RAW264.7 细胞的血管形成，进一步揭开了 tipe2 在小鼠巨噬细胞系ＲＡ

Ｗ２６４．７细胞上参与的炎症反应，为炎症性疾病的治疗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33 
 

联合检测 CRP 和 PCT 在儿童 ALL 白细胞减少合并感染中的

临床意义 
 

朱冬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 CRP 和 PCT 在儿童 ALL 白细胞减少合并感染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选取 2013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入院 44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白细胞减少合并感染患儿作为感染组，选取同期在我院门诊        进行复查的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未出现并发症的儿童 40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研究对象血清 CRP、PCT 水平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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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①感染组患儿血清 CRP 水平（mg/L）、PCT 水平(ng/ml)较对照组患儿均显著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t=4.871、3.487，P<0.05）；②感染           组血清 CRP、PCT 检测的阳性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CRP、PCT 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为

79.55%，显著高于 CRP、        PCT 单独检测（P<0.05）；③感染单项指标中，CRP 的敏感

性较高，PCT 特异性较好，综合评价各项性能指标，联合检测 CRP、PCT 的性能指

标          更佳。 
结论 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白细胞减少合并感染中，联合检测血清 CRP 和 PCT 对可提

高临床对感染的诊断效率，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了一定依            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34 
 

儿童和成人血液病患者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徐春晖 林青松 吕燕霞 孙福军 苏东 
中国医科院血液病医院 临床检测中心 300020 

 
目的  了解儿童和成人血液病患者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为减少血流感染、合理用

药提供依据。 
方法  对中国医科院血液病医院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5 月儿童及成人住院患者送检的血培养

标本，使用 BACTEC-9120 及 BACTEC-9240 全自动血培养仪培养，用 VITEK 2 全自动微生

物鉴定系统进行菌种鉴定和药敏试验。 
结果  2015 年 1 月-2016 年 5 月我院共送检血培养标本 8259 份。其中儿童标本 2111 份，阳

性标本 177 份，阳性率为 8.38%。成人标本 5847 份，阳性标本 535 份，阳性率为 9.15%。

共检出病原菌 735 株。儿童革兰阳性菌占 55.6%，阴性菌 44.4%。成人革兰阳性菌占

24.6%，阴性菌占 74.1%，真菌 1.8%。成人和儿童大肠埃希菌中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

（ESBL）的分离率分别为 52.3%  和 48.3% 。产 ESBL 的肺炎克雷伯分离率为 25.7%和

5.9%。成人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

啶、头孢唑肟、头孢吡肟、氨曲南、妥布霉素和喹诺酮类的耐药率均高于儿童。成人与儿童金

黄色葡萄球菌中 MRSA 的检出率分别为 20%和 15.8%，检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利福平、左

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呋喃妥因、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替加环素、奎奴普丁/达福普汀均全

部敏感。成人和儿童 MRCNS 的检出率分别为 79.0%和 88.7%，CNS 对青霉素、苯唑西林、

红霉素、磺胺类的耐药率均高于 60%。成人铜绿假单胞菌的检出率为 11.6%，检出的 73 株铜

绿假单胞菌中碳青霉烯类耐药的 7 株均来自成人，比例超过 10%，其中仅 3 株对哌拉西林/他
唑巴坦敏感，且 1 株为全耐药菌。 
结论  血液病患者儿童血培养以革兰阳性菌为主，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占第一位，成

人血培养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大肠埃希菌占第一位。对革兰阳性菌的感染首选万古霉素，利

奈唑胺。对革兰阴性杆菌，儿童和成人患者部分药物存在差异，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

抗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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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人附睾蛋白 4 水平作为潜在的肾功能受损标志 
 

陈娟 牟晓峰 张蓉 周爱凤 邓华 王耿新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患者肾功能状态对血清人附睾蛋白 4 (HE4) 水平的影响，探讨血清 HE4
水平用于评价慢性肾脏病 (CKD) 患者肾功能状态的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集 260 例非肿瘤慢性肾脏病住院或门诊患者的空腹静脉血，采集 50 例表观健康人的

空腹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待用。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血清 HE4 水平，用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血清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C( CysC)、肌酐( Cr)、尿素( Urea) 和尿酸( UA) 水平。

计算患者的内生肌酐清除率(Ccr)。 比较表观健康人群与 CKD 不同分期患者间血清 HE4、 
CysC、 Cr、Urea 和 UA 水平及 Ccr 的差异，分析 HE4 水平与 CysC、Cr、Urea、UA 水平及

Ccr 的相关性。比较 CKD 不同分期组间的血清 HE4 水平的差异。 
结果  血清 HE4、CysC、Cr 和 Urea 水平随着 CKD 分期的进展而增高( P 均<0.05) ，CKD 患
者血清 HE4 水平与 CysC、Cr、Urea、UA 水平均呈正相关(P 均<0.05) ，与 Ccr 呈负相关

( P<0.05)。随着肾损害分期的增加，患者血清 HE4 水平随之升高， CKD 不同分期组间的血

清 HE4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患者肾功能状态对血清 HE4 水平有明显的影响，血清 HE4 水平可用于评价早期非肿瘤 
CKD 患者的肾脏功能损伤程度，临床在应用 HE4 进行疾病诊断及监测时要充分考虑到肾脏因

素对血清 HE4 水平的影响，以免误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40 
 

孕期肝酶水平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的风险性研究 
 

姜连生 厉倩 谭龙益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200940 

 
目的  肝酶是常规产检项目，是评价肝损伤的重要指标，γ-谷氨酰氨基转移酶除作为肝损伤的

指标外，还能够评价体内氧化应激状态。各孕期肝酶水平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的关系尚不

明确，本文通过回顾研究肝酶在各孕期变化规律，评价肝酶水平变化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

的风险。  
方法  回顾分析在我院产检并生产的 154 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及 131 名正常妊娠患者肝酶

检测结果，比较两组患者孕各期肝酶变化差异。 
结果  AST、ALT、ALP 水平在两组患者孕早、中期血清中无明显差异，孕晚期妊娠期高血压

疾病组 ALT、ALP 显著高于对照组；GGT 在孕 14-20 周高于对照组（P=0.002），而在其他

各期中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孕中期 γ-谷氨酰氨基转移酶升高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的风险性相关，而 ALT、ALP
仅孕晚期存在差异，不能作为妊娠期高血压发生的预测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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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地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分子型别及相关特征

调查 
 

周义正
1 王昌富

1 李艳
2 

1.荆州市中心医院 
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明确荆州地区流行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主要分子型别和相关流行病

学特征。 
方法  连续收集 2014 年 1 至 12 月分离自荆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患者并经 mecA 基因检测确证为

MRSA 80 株。采用全自动微生物检测仪 Vitek 2 Compact 对所有菌株进行 17 种抗菌药物的药

敏试验，采用多重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基因测序分别检测菌株的 spa 和 SCCmec 分子型

别，并采用 PCR 法检测所有菌株的 pvl 毒力基因。采用 χ2 和 Wilcoxon 秩和检验对数据进行

处理。 
结果  80 株 MRSA 中共检出 16 种 spa 分子型别，以 t030 和 t437 为主，分别为 40 株(50%)和
23 株(28.8%)；共检测到 SCCmecⅠ-Ⅴ型 77 株，以 SCCmecⅢ和 SCCmecⅣ型检出最多，

分别为 36 株（45.0%）和 28 株（35.0%），且 SCCmecⅢ对应的 spa 型别以 t030 为主

（33/36，91.7%），SCCmec Ⅳ对应的 spa 型别以 t437 为主（20/28，71.4%）， 
t030/SCCmecⅢ MRSA 感染患者年龄大于 t437 型/ SCCmecⅣ患者，前者患者多来自外科和

重症监护病房（ICU），后者多来自儿科，感染 t030/ SCCmecⅢ和 t437 型/ SCCmecⅣ菌株

患者在年龄和病区构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46.500 和 607.500，χ2=33.724 和

29.768，P<0.05 或<0.01）；t030/ SCCmecⅢ 型 MRSA 菌株对利福平、红霉素、克林霉

素、四环素、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环丙沙星和庆大霉素的耐药性均＞70%；t437/ 
SCCmecⅣ型 MRSA 除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和四环素耐药外，对多种非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

均敏感，耐药率基本＜20%。 另外，检出携带 pvl 的 MRSA 11 株（13.8%），以 t437-
SCCmecⅣ型为主（7 株）。 
结论  荆州地区流行的 MRSA 分子型别众多，但以 t030- SCCmecⅢ型和 t437- SCCmecⅣ型

为主。t030- SCCmecⅢ型菌株表现出多重耐药的特点，感染对象多为来自外科和 ICU 病区的

老年患者；t437- SCCmecⅣ型菌株对多种非 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敏感，感染对象主要为儿童

和青少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49 
 

临床检验实验室生化免疫自动化流水线的应用及优化 
 

乔理华 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  通过自动化系统的应用建立高效、安全、精准化的实验室工作流程。 
方法  本院引进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配置包括样本前处理模块、2 台免疫化学发光仪、1 台

生化分析仪、轨道、样本后处理单元以及数据管理软件 DM2。通过调整分配检测项目、合理

使用进样模式、设置报告自动审核规则等手段，对实验室工作流程进行优化。比较自动化流水

线使用前后的开展项目、工作量、人员配置、样本周转时间（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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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构建了实验室的检验流程，通过 DM2 软件的审核规则可对 75%的样本通过自动审核，

样本周转时间（TAT）缩短 50%。  
结论  实验室自动化的应用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要发挥其最大效用，需对工作流程作进一步

调整及优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65 
 

肿瘤标记物检测在肺部孤立性结节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王琳 吴传勇 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 10197833 

 
      摘要: 为研究外周血中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角

质蛋白 19 片段(CYFRA21-1)、糖链抗原 125(CA125)、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检测在肺

部孤立性结节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我们选取上海市胸科医院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1 月 295
例因肺部孤立性结节入院患者的血清标本,其中恶性结节患者 221 例，良性结节患者 74 例，采

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患者血清中 SCC 的表达水平，采用流式荧光法检测血清中

CEA,NSE,CA125 和 CYFRA21-1 的表达水平，评价现有肿瘤标志物在良恶性肺部孤立性结节

鉴别诊断[1]中的价值。结果显示，良性和恶性肺部孤立性结节患者血清中 CA125 和 SCC 的

浓度无明显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恶性结节患者血清中 CEA,NSE 和

CYFRA21-1 的检测水平显著高于肺部良性结节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肺部孤

立性结节鉴别诊断中,CEA 的灵敏度为 59.7%，特异度为 81.1%，NSE 的灵敏度为 36.7%,特
异度为 85.1%,CYFRA21-1 的灵敏度为 50.2%,特异度为 70.3%,三者联合检测灵敏度达 60.2%,
特异度达 85.1%。以上研究说明肿瘤标志物中 NSE,CYFRA21-1 和 NSE 的联合检测在肺部孤

立性结节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69 
 

双链 RNA 依赖性蛋白激酶基因融合绿色荧光真核表达质粒的

构建及其抗 HBV 活性的研究 
 

王爱华 管世鹤 杨凯 孙蓓蓓 张浩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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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构建能够表达双链 RNA 依赖性蛋白激酶（PKR）蛋白的绿色增强荧光蛋白-PKR
（pEGFP-PKR）真核表达质粒，并进一步研究 PKR 蛋白在 α 干扰素（IFN-α）抗乙型肝炎病

毒（HBV）中的作用。  
方法  以 pEGFP-N1 为空载体，运用分子克隆技术构建重组质粒 pEGFP-PKR，并通过双酶切

和直接测序两种方法进行验证。以能分泌完整 HBV 病毒颗粒子的肝胚瘤细胞株 HepG2.2.15
细胞为细胞模型，分别以 IFN-α、基因转染表达 PKR 蛋白及 IFN-α 与 PKR 蛋白联合等方式处

理细胞，荧光显微镜观察 PKR 蛋白在细胞内的表达，电化学发光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

术分析细胞上清 HBV 抗原表达和细胞病毒复制水平。 
结果  酶切鉴定和序列分析证实成功构建重组质粒 pEGFP-PKR；荧光显微镜下可见融合绿色

荧光蛋白 pEGFP-PKR 在 HepG2.2.15 细胞中表达；IFN-α 处理后，HepG2.2.15 细胞分泌的

HBV 抗原未见显著减少，而 PKR 蛋白单独处理组 HepG2.2.15 细胞分泌的 HBV 抗原显著减

少(P＜0.05)；联合处理组具有明显抑制 HBV 抗原分泌的作用(P＜0.01)。但以上 3 种处理组均

不能有效抑制细胞外 HBV DNA 的表达。 
结论  在体外肝癌细胞模型中，IFN-α 单独处理并不能有效抑制 HepG2.2.15 细胞中 HBV 抗原

分泌及复制，PKR 蛋白能抑制 HBV 抗原的分泌，IFN-α 与 PKR 蛋白联合作用具有抑制 HBV 
抗原分泌的作用，但均不影响细胞外 HBV DNA 的复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80 
 

Serum tumor markers determination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suggests the histological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Liu Mingjun,Liu Linjie,Yu Teng,Sun Guiro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266003 

 
Objective  To evaluate six tumor markers (CEA, CYFRA21-1, SCC, NSE, ProGRP and 
CA125) diagnostic value in patients with suspicion of lung cancer, and determine the 
possible usefulness of six tumor markers in the histological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Methods  The serum levels of six tumor markers were measured in 2097 patients with 
suspicion of lung cancer. For all the serum specimens, the concentrations of CEA, NSE, 
CA125 and CYFRA21-1 were measured using ROCHE E601, the level of SCC was 
assessed using Maglumi 4000, and the level of ProGRP was measured by 
ARCHITECT i2000.  
Results  CEA was the best marker to discriminate lung cancer and LBD. CYFRA21-1 was a 
sensitive marker in lung cancer, and most-sensitive marker in NSCLC. ProGRP showed a 
better clinical performance than that of NSE in discriminating between SCLC and NSCLC. 
Tumor markers were related to histological type: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CYFRA21-1 or 
SCC level with sqamous tumor (p<0.05), significantly higher CEA and CA125 serum levels in 
adenocarcinoma (p<0.05), and ProGRP and NSE in SCLC (p<0.05). NSCLC was diagnosed 
with sensitivity 87.12% and specificity 64.61%, while SCLC with sensitivity 62.63% and 
specificity 99.5%. The combination of tumor markers was also helpful in the diagnosis of 
adenocarcinoma an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e sensitivity was 68.1% and 81.63%, 
specificity was 70.73% and 65.93% in differentiation of adenocarcinoma an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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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Six tumor markers serum concentrations were related to lung hist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tumor markers could discriminate a group of patients with a high risk of lung 
cancer and suggest the histological diagnosis in them.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86 
 

不同细菌感染患者血浆 PCT 水平的变化 
 

颜洁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 215004 

 
目的  尽管治疗的方法不断改进,但血液感染性疾病病死率仍居高不下，而尽早发现血液感染，

预测菌种类型对治疗的意义重大。WBC、CRP 等传统指标受诸多因素影响，难以提供准确的

诊断依据；血培养虽是诊断血液感染性疾病的金标准，但其培养周期长，易受杂菌污染和临床

经验性用药的影响。近年来发现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可以反映细菌感染。本实验主

要分析不同细菌感染患者血浆 PCT 水平，探讨血流感染中 PCT 作为阳性预测指标的应用价

值，以及 PCT 与不同菌种的相关性，为血流感染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搜集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15 年 6 月—2016 年 3 月血培养阳性患者 140 名作为试验

组，阴性患者 60 名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 PCT 与 WBC 的水平。同时将实验组按培养结

果分为革兰阳性菌 (G+)组与革兰阴性菌 (G-)组各 70 名，分析 G+与 G-感染时的 PCT,WBC 表

达差异情况。同时分析血液、引流液、腹透液等不同标本类型的患者 PCT 的表达情况。入选

标本用 Cobas e411 测定 PCT，BC6800 血球仪检测白细胞数，BD BACTECTM  FX 自动血

培养仪培养细菌，BD Phoenix-100 System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系统及传统的血平板培养

和生化反应及药敏实验鉴定细菌。 
结果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 PCT 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试验组的 PCT 水平明显升高（P＜
0.001）。G+组与 G-组比较，前者 PCT 浓度明显低于后者（P＜0.05），两组的 WBC 数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按照不同的浓度区段划分，PCT<2.0ng/ml 的时，G+组患者的百

分率明显高于 G-组患者（P<0.05），PCT>2.0ng/ml 的时，G-组患者的百分率明显高于 G+组
患者（P<0.05）。 
结论  PCT 可作为细菌培养阳性的预测指标；G-感染时的 PCT 水平明显高于 G+，PCT 的浓

度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区分两类细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495 
 

微小 RNA-26a 在肝细胞癌血浆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陈淑英
1 林勇

1,1 陈秋丹
2,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目的  检测肝细胞癌患者血浆中微小 RNA-26a(miR-26a）的表达水平，探讨 miR-26a 作为肝

癌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价的一种生化指标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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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50 例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实验组），同时选取 30 例健康

体检者（阴性对照组 1），30 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或乙型病毒性肝炎导致的肝硬化（阴性对

照组 2）作对照；并对 30 例肝癌患者术前、术后 1 周及术后一个月的表达水平进行对比分

析。采用基于 2(-ΔΔCt)的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法对上述各组血浆中 miR-
26a 进行相对定量分析,统计 miR-26a 的表达水平与肝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间的关系。并用受

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血浆 miR-26a 对肝癌的预测价值。 
结果  1．肝癌患者血浆中 miR-26a 表达水平较阴性对照组均明显降低(p<O.001)，实验组较阴

性对照组 1 下调约 10 倍(p<0.01)，实验组较阴性对照组 2 降低约 4 倍(p=O.032)。 2．miR-
26a 在肝癌患者术后血浆中的表达水平呈进行性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 3．肝癌患

者血浆中 miR-26a 表达水平与 AFP 无相关性 r=O．662 (p=O．087>0.05)。 4.肝癌患者术前

血浆中 miR-26a 的表达水平与多数临床病理特征(性别、年龄、肿瘤部位、大小、包膜完整性

等)无相关性(P>O.05)，与有肝内转移灶、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TNM 分期等呈

明显相关(p<O.05)；miR-26a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21(95％CI：0.694 ～0.925），区分

肝癌患者和健康人群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3％和 81.4％.  
结论  1．外周血中 miR-26a 的表达水平可以为肝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一个新的潜在的辅助性生

物学指标物。 2．miR-26a 在肝癌患者血浆中的表达水平与肝内转移、分化程度、TNM 分期

等临床病理特征有关，对预后疗效有明显的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500 
 

MYD88L265P 突变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弥漫大 B 细胞淋巴

瘤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陈锟
1 张心菊

2 关明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髓性分化因子 88L265P 突变（MYD88L265P）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弥漫大 B 细

胞淋巴瘤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接收首次手术治疗的 12
例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及 18 例系统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组织标本，病理

类型均为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采用自建荧光实时定量 PCR 方法检测组织中 MYD88L265P
突变，并探讨 MYD88L265P 突变的表达量与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

性。 
结果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组织标本中 MYD88L265P 突变率为 75.0%
（9/12），系统性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组织标本中 MYD88L265P 突变率为 22.2%（4/18），

两者相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MYD88L265P 突变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组织学类

型和病理学分级无关（P>0.05）。 
结论  MYDL265P 突变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组织中表达升高，可能在其

发生、发展和预后发挥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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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509 
 
MUS81 is associated with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isplatin 

sensitivity in serous ovarian cancer 
 

谢素红 郑慧 温雪梅 孙佳俊 王砚春 高翔 郭林 卢仁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200032 

 
目的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MUS81 and its association to serous ovarian cancer 
(SOC). 
方法  Fourty-three biopsies of SOC patients were detected by qRT-PCR, and 29 specimens 
were further perform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alysis. Lentivirus-mediated RNAi was 
used to down-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MUS81 in ovarian cancer cells, then experiments in 
vitro and in vivo were performed to clarify its potential fun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 
结论  MUS81 was overexpressed in SOC tissues at both transcript and protein levels. Down-
regulation of MUS81 expression in ovarian cancer cells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fluenced cell cycle progression. Inhibition of MUS81 expression induced cellular 
senescence and enhanced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cisplatin. Down-regulation of MUS81 
expression could suppress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OC. 
结论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US81 migh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gression of 
SOC and influence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cisplati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523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化疗后骨髓抑制影响因素分析 
 

马莉
1 刘丹

2 
1.云南省肿瘤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 2011 级 
 

目的  了解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化疗后骨髓抑制发生情况，分析骨髓抑制可能影响因素，

以期对临床用药评估起指导作用。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将云南省肿瘤医院 2012 年～2015 年间诊断为弥漫大 B 细胞淋巴

瘤并符合纳入标准的 51 例患者，分为化疗后骨髓抑制组(36 例)和未抑制组（15 例），以性

别、年龄、淋巴瘤分期、化疗前 WBC、HGB、PLT、ALT、AST 共 8 个可能导致骨髓抑制的

影响因素作单因素分析，然后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化疗后骨髓抑制的可能影响因素。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其中性别、年龄、化疗前 PLT 对于预测化疗后骨髓抑制发生没有统计

学意义（P>0.05）；淋巴瘤分期、化疗前 WBC、ALT、AST 对于预测化疗后骨髓抑制发生有

统计学意义（P<0.05），化疗前 HGB 在统计学意义的边缘（P=0.05）。Logistic 回归结果，

进入回归模型的影响因素各项优势比（OR）如下：淋巴瘤分期为 3.13，化疗前 WBC 为

0.517，化疗前 HGB 为 0.936，化疗前 ALT 为 0.868，淋巴瘤分期为危险因素，化疗前

WBC、HGB、ALT 水平为保护因素。 
结论  DLBCL 患者化疗后骨髓抑制发生的可能影响因素有：淋巴瘤分期、化疗前 WBC、

HGB、ALT，其中淋巴瘤分期越晚，发生骨髓抑制可能性越大；化疗前 WBC、化疗前 ALT 水

平越高，发生骨髓抑制可能性越小。要保障 DLBCL 患者化疗过程的顺利进行，除了动态监测



1207 
 

化疗过程中的血象及其他化疗药物引起的毒副反应之外，化疗前对患者的合理评估，及时预测

也尤为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534 
 
MiR-222 promotes drug-resistance of breast cancer cells 

to adriamycin via modulation of the PTEN /Akt/FOXO1 
pathway 

 
Shen Hongyu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210009 
 

Objective  Acquisition of resistance to adriamycin (AD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linical 
obstacles in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bu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sensitivity to ADR remain elus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by which microRNA-222 (miR-222) affects sensitivity to ADR.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ADR-resistant MCF-7 breast cancer cell subline (MCF-
7/ADR)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in vitro via gradually increasing ADR concentration 
based on parental MCF-7 cell lines (MCF-7/S).  
Result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22 in MCF-7/ADR cells was 
remarkablely higher than in MCF-7/S cells. Further MTT and flow cytometry assays revealed 
that transfection of miR-222 mimics into MCF-7/S cells prominently increased their drug 
resistance, in contrast, transfection of miR-222 inhibitors into MCF-7/ADR cells resulted in 
obvious reduction of the drug resistance. Through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es for miR-222, 
we found that PTEN/Akt/FOXO1 signaling pathway may be of importance.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show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miR-222 expression in MCF-7/ADR cells 
increased PTEN and FOXO1 expression levels, resulting in decreased phospho-Akt (p-Akt) 
expression. Conversely, upregulation of miR-222 expression in MCF-7/S cells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ing PTEN and FOXO1 expression levels and increasing p-Akt expression. In 
addition, the subcellular translocation of FOXO1 due to the altered expression of miR-222 
was observed from immunofluorescence.  Moreover, high expression of miR-222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or overall survival.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se data elucidated miR-222 could promote the resistance 
to ADR through modulation of the PTEN /Akt/FOXO1 pathway in breast cancer cells. Thus, 
miR-222 may b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the patients who acquired ADR-resistance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537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中犬尿氨酸及犬尿氨酸-3-单加氧酶浓度

变化及临床意义 
 

杨修登
1 唐亚梅

1 郎雯竞
1 刘勇

1 陈志衡
2 陶怀

3 唐爱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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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3.湖南中医药大学 
 

目的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SZ)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性疾病，全世界的患病率约为

1%，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色氨酸(Tryptophan, TRP)-犬尿氨酸代谢途径与 SZ 的发生有关。本文

旨在研究 SZ 患者血清犬尿氨酸(Kynurenine，KYN)及犬尿氨酸-3-单加氧酶(Kynurenine 3-
Monooxygenase，KMO)的浓度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一组 SZ 患者和一组正常对照(CTR)组血清中 KYN 和 KMO 浓

度并计算 KYN/KMO 的值。  
结果  SZ 患者血清 KYN 含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SZ 患者血清 KMO 含量显著低于

正常对照组(P<0.05)；SZ 组男性患者和 CTR 组男性对照血清 KMO 含量较同组内的女性显著

降低(P<0.05)；SZ 组男性和女性患者血清 KYN 含量均显著高于相应的 CTR 组男性和女性对

照(P<0.05)；SZ 组女性患者血清 KMO 含量较 CTR 组女性对照显著降低(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初步显示，外周血 KYN 和 KMO 的浓度变化对 SZ 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一定参

考意义，可为 SZ 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实验依据，但 SZ 的病理机制复杂，涉及 KYN 代谢途

径的多个环节，明确以上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3541 
 

UF-100 国产试剂与进口原装试剂 重复性和一致性的比较  
 

耿军 
济南市中心医院 250013 

 
目的  评价国产试剂与进口原装试剂的重复性和一致性的情况。  
方法  重复性是取新鲜尿样充分混合均匀分装 10 支试管中，分别用国产试剂与进口原装试剂

逐一交替进行测定。一致性是取新鲜随机尿样 10ml100 份，分别用国产试剂与进口原装试剂

逐一交替进行测定。 
结果  重复性是测定所得的白细胞、红细胞、上皮细胞、细菌结果分别进行：检验（p>0.1）。

一致性是测定所得的白细胞、红细胞、上皮细胞、细菌结果分别进行：检验（p>0.1）。 
结论  UF-100 在使用国产试剂与进口试剂的重复性和一致性都是良好的，国产试目前完全可以

代替原装的进口试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566 
 

BAIAP2L1 在肝细胞肝癌侵袭转移中的作用研究 
 

石永杰 嘉红云 周强 邓小燕 吴晓蔓 黄思聪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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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肝细胞癌（HCC）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肿瘤的高复发转移特性已经成为影响

患者预后的主要障碍。有报道称，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表达紊乱与肝癌的复发转移有关。然

而，HCC 发生复发转移的分子机制仍未阐明。BAIAP2L1, 又称 IRTKS，位于染色体 7q21.3-
q22.1，编码 511 个氨基酸，分子大小为 57KD。BAIAP2L1，属于 IRSp53 家族，是人们新发

现的一类微丝结合蛋白及受体，它定位于细胞膜，能连接很多胞内相互作用的蛋白、传递胞外

信号，影响细胞形态学以及行为的改变。目前已有研究报道， BAIAP2L1 可以与细胞骨架成分

Actin 相结合并促进细胞的运动与延伸。另外，BAIAP2L1 是原癌基因 v-Src 的下游重要的调控

细胞靶向蛋白之一，Src 与它的激活可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BAIAP2L1 还具有强化其他

基因转录后修饰的功能，它与 MDM2 介导的 p53 范素化有关，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凋亡。在肿

瘤形成中，已报道促癌基因(FGFR3)-BAIAP2L1 在膀胱癌和肺癌中高表达，BAIAP2L1 在转移

的卵巢癌中表达更高提示 BAIAP2L1 可以促进肿瘤的侵袭转移。有趣的是，BAIAP2L1 可过激

活 EGFR-ERK 促进肝癌的增殖，但是，关于 BAIAP2L1 在肝癌侵袭转移中的作用目前并无相

关报道。本文主要研究 BAIAP2L1 在肝癌侵袭转移中的作用，从而为肝癌病人寻求新的治疗靶

点。 
方法  通过 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 BAIAP2L1 在正常组织以及肿瘤组织中表达情

况，通过构建 BAIAP2L1 过表达和干扰的质粒，转染肝癌细胞株，特异性调节 BAIAP2L1 的

表达，通过划痕修复实验、Transwell 实验、3D-culture 实验检测细胞侵袭转移等能力的改

变。 
结果  BAIAP2L1 在正常组织局限表达、肿瘤组织表达上调，癌和癌旁表达有差异；BAIAP2L1 
具有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侵袭等作用。 
结论  BAIAP2L1 在肿瘤的发生和肿瘤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生物学功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569 
 

应用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Blot 检测 RNA 干扰人脑微

血管内皮细胞 ANXA2 基因表达水平的实验研究 
 

罗文英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研究 RNAi 技术对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 Human brain microvascular cells，
HBMEC)ANXA2 基因的阻断效应。 
方法  将化学合成三对 siRNA 采用 riboFECT? CP 转染试剂介导法转染 HBMEC，应用荧光定

量 PCR 法检测 RNA 干扰后 ANXA2 mRNA 表达量，得出抑制率。应用 Western-blot 
检测 RNA 干扰后对 ANXA2 蛋白表达的影响。 
结果  成功将 siRNA 转染 HBMEC，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在转染 24h 后，各干扰组与阴

性组比较 ANXA2 基因表达量明显下调( P < 0.05 )，Western-blot 显示 siRNA-ANXA2-2、
siRNA-ANXA2-3 转染前后 ANXA2 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受到抑制。 
结论  合成的 ANXA2 siRNA 能有效抑制 ANXA2 蛋白的表达、降低 ANXA2mRNA 水平，对

ANXA2 有高效和特异的沉默作用，以 ANXA2 为靶点的 RNA 干扰技术可望成为鉴定 HBMEC
有关 EV71 膜受体的新策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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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3576 
 

检验前质量控制指标在急诊检验中的应用实践 
 

张鸿伟
1 代雷阳

2 熊林怡
1 

1.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 

 
目的  掌握检验前质量控制指标在急诊检验工作中的现状，了解其分布特点及规律，为持续改

进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通过对 2015 年在急诊检验组所发生并记录的实时的检验前质量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应用卫计委临检中心 2015 年最新发布的检验前质量指标如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容器错

误率、标本采集量错误率、抗凝标本凝集率等质量指标及统计方法进行规范统计，从中发现本

实验室检验前质量指标的分布特点及规律；并将数据转换为每百万缺陷数（DPM），应用

6sigma 质量管理来了解各指标所处的 sigma 水平。 
结果  2015 年急诊检验组检验前质量指标中标本类型错误率 0.00384%（38.4DPM）、标本容

器错误率 0.00349%（34.9DPM）、标本采集量错误率 0.00384%（38.4DPM）、抗凝标本凝

集率 0.0598%（598DPM）、样本溶血 0.01048%（104.8DPM）；其中以抗凝标本凝集、样

本溶血、标本类型错误占前三位；发生质量指标的科室分布占前三位是呼吸 1 科（17%）、神

经外科（11%）、消化科（10%）；从 2015 年每月发生的个数来看逐月有渐缓下降的趋势，

此外，观察到实验室能识别出这些检验前质量指标 94%发生在分析前阶段，6%发生在分析后

阶段；从应用 6sigma 质量管理分析：急诊检验组检验前质量指标中标本类型错误率、标本容

器错误率、标本采集量错误率已接近 5.5sigma 水平；样本溶血为 5.2sigma 水平；抗凝标本凝

集率为 4.75sigma 水平。 
结论  通过检验前质量指标的采集和统计分析，可以提示临床关注标本的采集和转运，规范临

床护理的操作；对于分析后阶段识别出的检验前质量指标也不容忽视，同时针对不同科室的不

同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并应用 6sigma 质量管理要求，不断减少并降低检验前各质量指标的

发生，确保合格的检验标本，保证检验质量和病人安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578 
 

血液常规分析中血小板复检方法的探讨 
 

李福林 侯香萍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寻求一种新的、简单、可靠的血小板复检方法。 
方法  对 316 例血液常规检测中血小板（PLT）参数出现异常报警提示的患者,用不加抗凝剂的

真空管重新采集新鲜静脉血并立刻用 Sysmex XE-5000 血液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获得阻抗法

血小板(PLT-I)值和光学法血小板(PLT-O)值；同时取 20uL 血液加入 0.38ml1%草酸铵稀释液中,
采用人工显微镜法计数 PLT(PLT-M)。根据仪器报警提示的不同分为五组,采用 Pearson 相关

对各组病例获得的三种 PLT 值进行相关性分析,以人工法 PLT 值为参考,通过配对 t 检验评价新

的复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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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各组通过检测无抗凝新鲜静脉血获得的 PLT-O 值与 PLT-M 值相关性较好

(r=0.993,0.991,0.995,0.996,0.991,p＜0.05)；PLT-I 值与 PLT-M 值相关性较前者明显低

(r=0.965,0.712,0.577,0.932,0.360,p＜0.05)；配对 t 检验后,除了 PLT 分布不均且 PLT 减少组

的 PLT-I 值与 PLT-M 值无统计学差异(t=0.066,p＞0.05)外,其他四组 PLT-I 值与 PLT-M 值均有

显著性差异（t=2.446,7.597,4.875,10.888,p＜0.05）；各组获得的 PLT-O 值与 PLT-M 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1.318,3.096,1.171,1.587,0.071,p＜0.05）。 
结论  对 PLT 参数出现异常报警提示的患者,采用无抗凝剂的真空管采集新鲜静脉血并立刻检

测获得 PLT-O 值是一种简单、准确、可靠的血小板复检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03 
 

不同药敏方法检测替加环素对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敏感性的

比较 
 

徐娟 丁进亚 徐明皋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检验科 430070 

 
目的  比较不同药敏方法检测替加环素对鲍曼不动杆菌的敏感性。 
方法  挑选 100 株临床上分离出来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Extensively-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XDR-AB），分别采用 MIC 测试条（MIC Test Strip，MTS）法、

VITEK 2 仪器法、纸片扩散法测定替加环素对鲍曼不动杆菌的敏感性，以 MTS 法的测试结果

为标准，比较不同方法的敏感性。 
结果  VITEK 2、纸片扩散法和 MTS 检测 100 株 XDR-AB 对替加环素敏感率分别为 56％、

11％和 91％。以 MTS 法结果为标准，按 FDA 标准，其余 2 种方法均未发现 VME，VITEK 2
仪器法、纸片扩散法的 ME 率均>3%，VITEK 2 仪器法、纸片法的 mE 率均>1 0％，但 CA 均

<9 0 ％。 
结论  VITEK 2 法、纸片扩散法均不适合检测替加环素对 XDR-AB 菌株的敏感性，而在使用

MTS 法时，存放时间过长也会对检测结果有影响，需认真分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04 
 

抗肝抗原自身抗体谱筛查在合并自身免疫现象慢性乙型、丙

型肝炎与自身免疫性肝病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张轩 张利方 石丽萍 汪薇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检验科 430070 

 
目的  探讨肝病相关自身抗体联合检测在慢性乙型、丙型肝炎合并自身免疫现象诊断中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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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性回顾性分析肝病患者 685 例的病毒性肝炎诊断指标及间接免疫荧光法和欧蒙免疫

印迹法抗肝抗原自身抗体谱检测结果，分为慢性乙型肝炎 CHB 组(n＝416)、慢性丙型肝炎

CHC 组（n＝160)、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组(n＝109)。  
结果  AILD 组 ANA、ASMA、AMA-M2、SLA/LP 抗体阳性率均显著高于病毒性肝炎组，两种

疾病自身抗体阳性率有统计学差异；CHC 组除 SLA/LP 抗体外自身抗体阳性率均高于 CHB
组；且病毒性肝炎自身抗体以低滴度（1：100 弱阳性）为主，也有部分患者检出高滴度

（≥1：1000）自身抗体。 
结论  慢性乙型、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高滴度自身抗体的检出提示慢性乙肝、丙肝合并自身免

疫现象，临床对患者进行治疗过程中，进行自身抗体的筛查以及滴度的监测，这对于患者实施

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07 
 

重组人 FcγRI 核酸适配子的体外筛选及其在 脓毒血症实验诊

断中的应用研究 
 

李卫滨 兰小鹏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检验科 350025 

 
目的  以重组人 FcγRI 胞外段蛋白作为靶分子，应用指数富集配基的系统进化(Systematic 
Evolution of Ligands by Exponential Enrichment，SELEX) 技术，从体外合成的随机 ss DNA
核酸文库中筛选出人 FcγRI 高亲和力和高特异性适配子，建立初步的、应用于脓毒血症实验诊

断的新方法。 
方法  体外化学合成随机 ss DNA 核酸文库，以重组人 FcγRI 蛋白片段为靶标，应用 SELEX
技术筛选高亲和力和特异性的核酸适配子，用荧光标记法检测 ssDNA 富集文库与靶标的结合

力；将第 7、8 轮筛选 PCR 产物 TA 克隆、测序，采用相关软件对测序的单克隆适配子进行生

物信息学分析；挑选人 FcγRI 单克隆核酸适配子，使用流式细胞仪和荧光显微镜测定其亲和

力、灵敏度和特异性。  
结果  结合软件分析分别将第 7、8 轮单克隆适配子分成 7 和 5 个家族；第 7 轮筛选的 33 条核

酸适配子中有三对完全一致的富集序列；模拟的适配子二级结构主要以茎-环和 G-四聚体结构

为主；流式细胞分析结合软件计算适配子 LW7-1、LW7-9 与 LW7-27 的亲和力 Kd 值均达到纳

摩尔水平；荧光强度明显比阴性对照和正常对照强，说明这三条适配子特异性较强；荧光显微

镜特异性分析显示，三条适配子均能够单独或协同检测脓毒血症中性粒细胞，LW7-9 所染细

胞荧光强度最强。 
结论  本研究运用 SELEX 技术获取针对人 FcγRI 特异性适配子，我们检测了部分适配子亲和

力、灵敏度和特异性，建立了初步的、由荧光显微镜检查的、有望实现脓毒血症鉴别诊断的 
FLADA 法，为建立定量或半定量方法奠定了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24 
 

DNA 修复相关基因甲基化在乳房外 Paget 病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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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志华 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检验医学科 10092740 
 

目的  乳房外 Paget 病（EMPD）是一种发病机制不清的皮肤恶性肿瘤，对于该病的分子生物

学机制研究仍非常有限。本研究检测 EMPD 中的异常 DNA 修复相关基因，MLH1，MSH2，
MSH6，PMS2 和 MGMT 的基因甲基化和蛋白状态，并分析 DNA 甲基化和蛋白表达降低之间

的关系。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122 例石蜡包埋 EMPD 组织中 MLH1，MSH2，MSH6，PMS2 和

MGMT 蛋白状态的表达，并采用甲基化特异性 PCR（MSP）分析这些基因的甲基化状态。统

计学分析蛋白表达和甲基化与临床病理参数及突变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免疫组化显示 MSH2 和 MGMT 蛋白分别在 23%和 15%的 EMPD 组织中表达下降，而

MLH1，MSH6 和 PMS2 表达均正常。MSP 分别在 27%和 12%的 EMPD 组织中检测到 E-钙
粘蛋白基因启动子区域高甲基化。MSH2 和 MGMT 蛋白表达降低与其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具有

相关性（分别为 P=0.036 和 P=0.027）。本研究显示 MGMT 基因高甲基化通常发生于老年患

者，但是患者的性别和侵袭性没有相关性。 
结论  DNA 甲基化是导致 MSH2 和 MGMT 蛋白表达降低的重要原因。老年患者的 MGMT 甲

基化频率升高提示在 EMPD 发病机制中，年龄因素可能起重要作用。MSH2 在肿瘤中的甲基

化现象并不常见，通常发生于林奇综合征患者，EMPD 中检出 MSH2 基因甲基化，提示

EMPD 和林奇综合征可能存在类似的基因异常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31 
 

 miR-222 induces Adriamycin resistance in breast 
cancer through PTEN/Akt/p27kip1 pathway 

 
wang danda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Baiziting 
42， Nanjing， China 210009 210009 

 
The high resistant rate of Adriamycin (Adr) is associated with a poor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in women worldwide. Since miR-222 might contribute to chemoresistance in many 
cancer type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its efficacy in breast cancer through 
PTEN/Akt/p27kip1 pathway. Firstly, in vivo, we verified that miR-222 was upregulated in 
chemoresistant tissues after surgery compared with the paired pre-neoadjuvant samples of 
21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n, human breast cancer Adr-resistant cell line (MCF-7/Adr) 
was constructed to validate the pathway from the parental sensitive cell line (MCF-7/S). 
MCF-7/Adr and MCF-7/S were transfected with miR-222-mimics, miR-222-inhibitors or their 
negative control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hibition of miR-222 in MCF-7/Adr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s of PTEN and p27kip1, and decreased phospho-Akt 
(p-Akt) both in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p<0.05) by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MTT and flow cytometry suggested that lower expressed miR-
222 enhanced apoptosis and decreased the IC50 of MCF-7/Adr cells. Additionally, 
immunofluorescence demonstrated that the sub-cellular location of p27kip1 was dislocated 
resulting from the alteration of miR-222. Conversely, in MCF-7/S transfected with miR-222-
mimics, upregulation of miR-222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ing PTEN and p27kip1, and 
increasing Akt accompanying by less apoptosis and higher IC50. Importantly, 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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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induced by miR-222 overexpression through PTEN/Akt/p27 was completely 
blocked by LY294002, an Akt inhibitor. Taken together, these data firstly elucidated that miR-
222 could reduce the sensitivity of breast cancer cells to Adr through PTEN/Akt/p27kip1 
signaling pathway, which provided a potential target to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to Adr in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and further improved the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46 
 

住院患者大肠埃希菌的耐药表型分布与耐药性研究 
 

魏寒松 马春红 李立旻 李会敏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 医学检验科 301500 

 
目的  通过对临床标本大肠埃希菌的鉴定和药敏试验，采用 AES 分析和解释结果并推导出耐药

表型，观察表型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流行病学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本院各科室住院患者送检的标本，同时接种哥伦比亚血

琼脂平板和麦康凯琼脂平板，35℃有氧环境培养 24-48 小时。分离到的大肠埃希菌使用生物梅

里埃 Vitek 2 Compact 系统 GN 鉴定卡鉴定到种，使用 AST-GN09 药敏卡进行药敏试验。采用

Vitek 2 compact 提供的 AES 根据的药敏结果数据进行判断，给出最佳耐药表型提示，并对药

敏结果进行合理的修正与解释。所有数据采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全部菌株共检出 14 种表型和耐药表型组合，其中 113 株大肠埃希菌同时检测出两种以

上的耐药表型。所有分离的菌株表型以野生型（45.1%）为主，其余依次为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

（ESBL） (CTX-M 酶）（13.4%）、高水平头孢菌素酶（AmpC）联合 ESBL（除外 CTX-M
酶）（11.9%）、ESBL（除外 CTX-M 酶）（9.8%）、耐酶抑制剂青霉素酶（IRT 或 OXA）
（9.5%）和耐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奈替米星、阿米卡星的水解酶 AAC(6')（7.9%）。检测

出的耐药表型以 β 内酰胺类耐药表型占为主，其次为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其中发现产碳青酶烯

酶（金属酶或 KPC）大肠埃希菌 2 例，占 0.3%。528 株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耐药率最高

87.3%，美罗培南未发现耐药株。耐药率超过 50%的抗生素复方新诺明、哌拉西林、头孢唑

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呋辛、环丙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65.0%, 58.5%, 56.8%, 55.3%, 
52.8%, 52.2%。耐药率低于 10%的抗生素头孢他啶、呋喃妥因、头孢替坦、阿米卡星、哌拉

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耐药率分别为 7.1%, 5.7%, 2.5%, 2.5%, 1.1%, 0.2%。氨曲南、头孢

吡肟、头孢他啶三种抗生素的最小抑菌浓度（MIC）MIC90 和 MIC50 有明显差别。 
结论  大肠埃希菌的耐药表型以 ESBL、AmpC 和耐酶抑制剂青霉素酶(IRT 或 OXA)为主。这

些菌株耐药性强，耐药谱广，使用三、四代头孢菌素及加酶抑制剂、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治疗

的首选药物。建议大肠埃希菌感染的临床病例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抗生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50 
 

无菌体液中分离的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耐药性分析 
 

田金静 任更朴 康亚丽 路秀芳 张丽媛 
泰山医学院附属聊城二院检验科 25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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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近两年来我院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在无菌体液中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 
方法  采用 Vitek 2-compat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进行菌株鉴定和药敏试验，参照

CLSI 2013 版折点判读结果，使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及统计处理。 
结果  135 株肠球菌中粪肠球菌 80 株（占 59.26%），屎肠球菌 65 株（占 48.14%），标本来

自无菌体液中，分别为尿液占 54.19%，胸水占 21.29%，腹水占 5.2%，血液占 6.45%,n 脓液

占 5.8%，粪肠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的耐药率分别为 5.6%和 1.9%，明显低于屎肠球菌对

这两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97.5%和 97.5%，粪肠球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均低于屎肠球

菌，但对四环素的耐药率高于屎肠球菌(分别为 92.6％和 87.5％)，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高浓

度庆大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64.8％和 85％，两种肠球菌中未发现耐万古霉素的菌株；尿液标

本中粪肠球菌对呋喃妥因的耐药率明显低于屎肠球菌。 
结论  无菌体液标本中，肠球菌在尿液中的分布最高。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对不同的抗菌药物

的敏感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屎肠球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高于粪肠球菌，目前万古

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烷仍然是治疗肠球菌感染的最好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52 
 

一种新的真菌快速培养鉴定药敏试剂盒的临床应用评价 
 

魏寒松 马春红 李立旻 李会敏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 医学检验科 301500 

 
目的  使用真菌快速培养鉴定药敏试剂盒与传统的酵母菌鉴定药敏方法相比较，验证两种检验

方法的一致性，评价其对临床标本检验的可靠性，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 2014 年 7 月至 9 月本院患者临床标本中分离的 120 株酵母菌。将 CHRO Magar 琼
脂平板上生长的纯菌落制成 0.5 麦氏单位的菌悬液，取 40μl 加入到培养液中充分混匀，然后

取 0.1ml 培养液加入到试剂条检测孔中，置于 35℃有氧环境培养 24 小时后观察结果。使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YST 鉴定卡对纯培养菌落进行鉴定，使用梅里埃

ATB-FUNGUS 3 药敏试剂盒进行药敏试验。两种方法的结果判断均参照试剂盒说明书。使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配对设计的计数资料组间差异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两种方法的一

致性比较采用 Kappa 检验。 
结果  真菌快速鉴定药敏试剂盒和 Vitek 2 Compact 鉴定系统总体一致率为 95.8%
（115/120）。其中，白色假丝酵母菌 97.0%（65/67），光滑假丝酵母菌 92.5%（35/38），

其余酵母菌鉴定一致率为 100%。两种鉴定方法总体一致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c2=5.0，
P=0.082）。有 2 株白假丝酵母菌、3 株光滑假丝酵母菌鉴定结果不一致。两种方法检测 5 氟

胞嘧啶、两性霉素 B、氟康唑、伊曲康唑和伏立康唑药敏结果一致率、次要误差率和重大误差

率分别为：96.7%，0%，3.3%； 100%，0%，0%；90%，0%，10%；97.5%，0%，

2.7%；98.3，1.7%，0%。5 种药敏结果的配对 c2 检验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5 种药

敏结果的 kappa 一致性检验显示：5 氟胞嘧啶较差，氟康唑一般，伊曲康唑和伏立康唑较好。  
结论  真菌快速鉴定药敏试剂盒对临床常见的酵母菌鉴定和药敏检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以

满足临床实验室鉴定酵母菌并进行药敏试验的需求。该方法较常用的纸片扩散法测量抑菌圈的

操作更简便。但是，该试剂盒只能鉴定 4 种临床常见的酵母菌，对标本中出现其它酵母菌则不

能给出准确的鉴定结果甚至有可能给出错误的鉴定结果。此外，该试剂盒的药敏结果只能判断

“SIR”没有 MIC 值，因此对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和细菌耐药监测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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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53 
 

长沙地区呼吸道病原体感染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陈霞 傅锦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了解长沙地区 9 种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结果及流行情况，为临床诊断和预防提供

帮助。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4 年 4 月-2015 年 3 月门诊及住院病人中进行过呼吸道

九项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的共 1691 例病人。应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患者血清中的嗜肺军团

菌(LP)、肺炎支原体(MP)、Q 热立克次体(COX)、肺炎衣原体(CP)、腺病毒(ADV)、呼吸道合

胞病毒(RSV)、甲型流感病毒(IFA)、乙型流感病毒(IFB)和副流感病毒 1、2 和 3 型(PIVS)共 9
种呼吸道病原体的 IgM 抗体，了解不同年龄、性别、季节情况下的呼吸道病原体感染情况。 
结果 1691 份标本中 9 种呼吸道病原体 IgM 抗体阳性共 399 例，阳性率为 23.60%；病原体

IgM 阳性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 MP（13.19%）、IFB（4.26%）、LP（4.26%）、COX
（4.02%）、IFA（1.12%）、CP（0.71%）、PIVS（0.53%）、ADV（0.41%）、RSV
（0.41%）；男性阳性率为 20.25%，女性阳性率为 29.18%，经 χ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不同年龄组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不同，其中 1-14 岁患儿病原体感染阳性率最高为

43.75%；夏秋季阳性率高于冬春季；支气管炎患者较其他呼吸道疾病感染阳性率更高。 
结论  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率与年龄、性别、季节、疾病有关。肺炎支原体是长沙地区呼吸道感

染的主要病原体，在夏秋季流行，主要侵害 1-14 岁青少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60 
 

替加环素对耐万古霉素肠球菌的敏感性研究 
 

徐鸣皋 丁进亚 徐 娟 孙 洁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检验科 430070 

 
目的 分析某院住院患者分离出的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对替加环素的敏感性，为耐万古

霉素肠球菌感染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使用 Vitek2 Compact 对临床分离的病原菌进行鉴定和药敏实验，使用 MIC Test 
Strip(MTS)对替加环素的药敏结果进行确认。使用 WHONET5.6 对耐万古霉素肠球菌的药敏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2 至 2015 年间共分离出耐万古霉素肠球菌 40 株，其中屎肠球菌 15 株，鹑鸡肠球菌

25 株。替加环素对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和鹑鸡肠球菌敏感率均为 100%，且敏感率明显高于

氨卞西林等九种临床常用抗菌药物。 
结论  替加环素可用于耐万古霉素肠球菌感染的经验治疗，但是在进行药敏实验时应注意药敏

试验方法和药敏培养基对替加环素药敏结果造成的影响，严格把握试验条件。建议对纸片法和

Etest 法的不敏感结果使用 MTS 进行复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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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77 
 

白介素 35 在慢性丙型肝炎中的免疫作用研究 
 

陈霞
1 傅锦芳

1 陈小兰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佛山市顺德区桂洲医院 

 
目的  通过对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35(IL-35)水平的检测,来研究

IL-35 在慢性 HCV 感染患者体内的免疫调节作用。 
方法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法检测 30 例健康体检者和 60 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

IL-35 水平,并对不同临床类型的 HCV 患者间的 IL-35 水平进行对比并分析,同时观察 IL-35 与

IL-17A 和 ALT、AST、TB、ALB 及 HCV-RNA 有无相关性。 
结果  慢性 HCV 感染者血清 IL-35 水平 36.77（24.46～85.32）pg/ml 高于健康对照组 21.74
（17.98～37.75）pg/ml，其中 HCV 相关肝硬化患者血清 IL-35 水平 41.05（29.69～85.32）
pg/ml 高于慢性肝炎患者 32.5（24.46～68.05）pg/ml。 
结论  慢性 HCV 感染者血清中 IL-35 水平升高,且与 IL-17A 呈负相关，提示在慢性 HCV 感染

患者中 IL-35 可能对 Th17 的有调节作用，为进一步研究 IL-35 对 HCV 感染的免疫调节机制提

供理论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689 
 

一例细胞化学过氧化物酶阴性的复杂核型急性变异型早幼粒

细胞白血病 
 

李建新
1 聂李平

1 黄智坚
1 姚志娟

2 
1.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检验科 
2.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血液科 

 
目的  报道急性变异型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M3v)髓过氧化物酶(MPO)染色阴性的特殊病例，研

究其 MICM 的关系及对临床诊断的指导意义。 
方法  报道 1 例 MPO 缺乏的 M3v，对该例 M3v 进行骨髓细胞形态学(M)、细胞免疫学(I)、细

胞遗传学(C)和分子生物学(M)（即 MICM）检查。 
结果  患者骨髓涂片原始（粒）细胞 56.50％，仅 5％原始细胞 MPO 阳性，非特异性酯酶染色

中，部分原始细胞阳性，部分可被 NaF 抑制。 白血病免疫分型中 CD34 部分阳性、

CD33bright、CD13 异质性 bright、CD123+、MP0 大部分弱阳性少量强阳性的异常原始髓系

细胞群约占 61％，另可见成熟嗜碱性粒细胞明显增多。分子核型结果显示为复杂核型，多重

缺失和重复，PML/RARα 融合基因检测阳性。患者使用维甲酸治疗，去甲氧柔红霉素化疗后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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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PO 染色缺乏在 M3v 中极其罕见，本文旨在报道该特殊病例，联合检测其 MICM，对

APL 新亚型提供线索，并展望 APL 中 MPO 染色缺乏的机制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08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临床应用分析 
 

胡林 
淄博市第四人民医院 255067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HbA1c）在糖尿病的诊断及糖尿病患者血糖监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我院糖尿病确诊患者 40 例为实验组，及 40 例健康体检人员作为对照组，检测两组空腹

血糖及 HbA1c，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实验组 HbA1c 与空腹血糖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糖尿病患者

的空腹血糖与 HbA1c 呈正相关。 
结论  临床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作为糖尿病诊断、血糖控制疗效考核的有效检测指标，是糖尿

病诊断的主要参考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12 
 

应用 ROC 曲线评价不同方法检测超敏 C 反应蛋白在糖尿病

肾病中的诊断价值 
 

李齐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不同方法检测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对糖尿病

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验证两台仪器的日间精密度，判断其检测结果是否为临床接受。分别采用乳胶凝集比浊

法和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单纯糖尿病组、糖尿病肾病组及健康对照组 Hs-CRP 的水平，采用受

试者工作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评价２种方法检测 Hs-CRP
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效能。 
结果 两种方法均显示糖尿病肾病组、单纯糖尿病组血清 Hs-CRP 水平、Hs-CRP 阳性率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5），且糖尿病肾病组血清 Hs-CRP 水平、Hs-CRP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

单纯糖尿病组（P<0.05）。ROC 曲线分析乳胶凝集比浊法检测 Hs-CRP 的诊断灵敏度

（82%）和特异性（89%）均较高；而速率散射比浊法灵敏度较低（79%），特异性好

（90%）；HS-CRP 和胱抑素 C（CysC）联合诊断的灵敏度为 87%，特异性为 92%，高于

Hs-CRP 单指标诊断效能。 
结论 Hs-CRP 的测定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有重要临床意义；乳胶凝集比浊法检测 Hs-CRP 对

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效能优于速率散射比浊法；HS-CRP 和 CysC 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对糖尿病

肾病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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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17 
 

新生儿窒息后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的变化及其

临床意义 
 

冯斯斯 马学月 钟白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13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在新生儿窒息后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将 78 例新生儿窒息按 Apgar 评分分为轻度窒息组（60 例）和重度窒息组（18 例），同

时设正常对照组 30 例，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其外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并计算 NLR
值。 
结果  相较于正常对照组，窒息组白细胞计数与 NLR 均显著升高（P<0.05）；重度窒息组

NLR 明显高于轻度窒息组（P<0.05）；经治疗后重度窒息组 NLR 呈下降趋势，相较于第 1
天，第 3 天与第 7 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LR 与新生儿窒息的发生发展有关，检测 NLR 对新生儿窒息的早期诊断和窒息程度判断

及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55 
 

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 β-内酰胺酶的检测及多重耐药性分析 
 

蔡木发 李静 许蓝月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对临床分离出的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的情况、标本来

源及临床科室分布特点进行分析，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运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VITEK2--COMPCT）对分离出来的细菌进行鉴定和进行

ESBLs 筛选，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最小抑菌浓度，采用卡方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在分离出的 284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对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阿米卡星、磺胺类抗菌药

物的复方新诺明、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的头孢他啶、硝基呋喃类抗菌药物的呋喃妥因和氟喹诺

酮类抗菌药物的左氧氟沙星都敏感菌占 20.1%，多重耐药菌占 22.2%；阿米卡星耐药率最低

(7.2%)，呋喃妥因耐药率最高(75.4%)，ESBLs 检出率为 38.7%，复方新诺明、头孢他啶、左

氧氟沙星和呋喃妥因在 ESBLs 阳性组和阴性组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阿米

卡星的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标本主要来源于痰液(63.8%)，感染主要发生在呼

吸内科及危重医学科。 
结论  敏感、耐药和多重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同时存在，除阿米卡星外，ESBLs 与肺炎克雷伯

菌的耐药性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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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63 
 

HBsAg，HSV-2gD 双抗原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郑绮菡 
山东省单县中心医院检验科 274300 

 
目的  利用简并引物 PCR 法及重叠 PCR 法构建 HBsAg(S)、HSV-2gD 模拟抗原表位 P6 及天

然抗原表位 NP6、IL-18 真核表达载体，并对其表达能力进行鉴定，为后期疫苗的研制奠定基

础。 
方法  简并引物 PCR 法扩增 IL-18-P6（包括 P6-IL-18）片段，及 IL-18-NP6（包括 NP6-IL-
18）；根据 GenBank（FJ589066.1）上公布的 S 基因设计引物扩增，获得含有重叠区的 S 片

段（包括 S1、S2、S3、S4）；重叠 PCR 法扩增三基因融合片段 IL-18-P6-S、IL-18-NP6-
S、S-P6-IL-18、S-NP6-IL-18，经纯化回收后将其克隆到原核载体 pMD 18-T simple vector
中，测序正确的目的片段插入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1（-），构建重组质粒 pcDNA3.1-IL-18-
P6-S、pcDNA3.1-IL-18-NP6-S、pcDNA3.1-S-P6-IL-18、pcDNA3.1-S-NP6--IL-18。间接免

疫荧光检测靶基因的表达情况。 
结果  成功构建了含有双抗原的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1-IL-18-P6-S、pcDNA3.1-IL-18-NP6-S 
pcDNA3.1-S-P6-IL-18、pcDNA3.1-S-NP6--IL-18。脂质体介导真核表达载体转染 CHO 细

胞，经间接免疫荧光检测细胞胞浆中有黄绿色荧光。 
结论  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1-IL-18-P6-S、pcDNA3.1-IL-18-NP6-S、pcDNA3.1-S-P6-IL-
18、pcDNA3.1-S-NP6-IL-18 在 CHO 细胞中有效表达。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78 
 

两种方法检测腰背痛患者 HLA-B27 的探讨与分析 
 

顾燕英 吴蓓颖 林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采用 FCM（流式细胞术），并结合 PCR-SSO（聚合酶链式反应-序列特异性寡核苷酸）

检测腰背痛患者的 HLA-B27，探讨 FCM 法最合适临界值以及 HLA-B27 的亚型分型情况。 
方法 采用 FCM 及 PCR-SSO 检测 61 例腰背痛患者外周血的 HLA-B27 及其亚型。 
结果 在 61 例腰背痛患者中，FCM 阳性率为 62.3％，PCR-SSO 法阳性率为 68.9％。两者的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8， P＞0.05）。实验发现，在 61 例患者中有 4 例 FCM 检

测值在阴性区域（143-146LMF，判别界值为 147LMF），而其 PCR-SSO 结果为 HLA-B27
分型。PCR-SSO 法检出 HLA-B27 分型 42 例，其中 HLA-B2704 28 例（66.7%），HLA-
B2705 12 例（28.6%），HLA-B2702 1 例，HLA-B2715 1 例，HLA-B2704 与 HLA-B2705 亚

型为主要型别，经 Wilcoxon 秩和检验，两者的 FCM 值的大小存在统计学差异（Z≈-2.382， P
＜0.05）。 
结论 FCM 和 PCR-SSO 两者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实验发现 HLA-B27 流式进口试剂

盒设定的临界值过高，会漏诊部分患者，影响强直性脊柱炎的早期诊断。如果根据各实验室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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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情况降低临界值，或者对于临界值附近的可疑的阳性标本进行 PCR 检测分型，以提高阳性

检出率。经统计学分析发现 HLA-B2704、HLA-B2705 两种亚型的 FCM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是否与疾病风险有关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79 
 

血液系统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肝损伤的相关因素分析 
 

黄敏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造血干细胞移（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技术是血液病重要的

治愈性手段之一，且可能是唯一的。但是肝脏相关并发症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经常发生，并且

与发病率、死亡率密切相关。约 80%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患者发生肝脏相关并发症，并且占移植相关病死率的 15%。因

此如何早期诊断并治疗 HSCT 后肝脏损害，对于 HSCT 后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意义。  由于移

植后患者的病情的复杂性， 很难对移植后患者肝脏损伤的原因进行明确的诊断，而且现有文

献对 HSCT 后患者的相关危险因素及早期诊断、治疗仍有很大争议。在 HSCT 患者引发肝脏

损伤的过程中，尚有一些相关因素的作用，包括年龄、性别、原发疾病、预处理方案、败血

症、真菌感染、病毒感染等，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这些相关因素与肝脏损伤的相关性， 以便

早期预防与诊断移植患者出现的肝损伤，以改善 HSCT 患者的预后情况。  
方法  收集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间于我院血液科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病人 121
例，所有病人均随访至移植后一年。根据美国国家肿瘤所制定的肝脏毒性评价标准根据 ALT、
AST、 ALP 水平判断患者肝损害水平。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统计分析数据,使用 χ2 检验

比较不同相关因素与肝功能损伤的相关性； 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法比较移植后肝功能

损害对生存率以及无事件生存率的影响，以 P<0.05（双侧）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研究显示在进行 HSCT 的患者中发生 GVHD、真菌感染、败血症、移植 种类不同、 
原发病不同造成的肝功能损害不同， HBsAg( + )患者相较于 HBsAg(- ) 者对于肝功能的损害并

没有明显不同， 但是 HBV-DNA 水平增高患者发生重度以上肝损害的机率明显增高，年龄、

性别以及从确诊到移植的时间间隔对患者肝脏 功能没有明显影响，不同肝功能组的一年生存

率及一年无事件生存率均有明显差异。  
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预后与肝功能损害程度紧密相关，注意监测肝功能水平，及时加

用保肝药物可以提高移植后患者的生存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790 
 

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孕期女性的甲状腺激素变化规律 
 

桑国耀 王亮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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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妊娠期女性的甲状腺激素的变化规律，根据两个民族和正常对

照组之间的比较，深入探讨妊娠期女性甲状腺激素的变化，对妊娠结果的影响及意义，以及建

立本地区妊娠期女性甲状腺激素参考区间的意义。  
方法  本实验采用罗氏化学发光法测定促甲状腺激素（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游离甲状腺素（FT4），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TG）,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AB）,受试者选择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检的健康非孕女性 200 名，以及孕期

检查的怀孕早期（1-12 周）女性维吾尔族、汉族各 200 人，孕中期（13-28 周）女性维吾尔

族、汉族各 200 人，孕晚期（29-40 周）女性维吾尔族、汉族各 200 人，进行各组间甲状腺激

素的差异性比较，分析不同孕期的变化趋势。获得妊娠期女性的甲状腺激素参考范围。 
结果  通过统计结果显示，妊娠期女性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正常非孕女性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有

显著差异( P＜0.05)，同时各孕期之间的 FT3，FT4 以及 TSH 的水平均有差异( P＜0.05)。其

中孕期女性的 FT3，FT4，TSH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非孕女性，且妊娠期女性的 TSH 随着孕周

的增加而逐渐增加，孕早期时 TSH 最低,而 FT3 和 FT4 则随着孕周的增加逐渐降低 。
TPOAB,A-TG 在健康非孕女性和妊娠期女性之间无显著差异( P>0.05)。维吾尔族女性与汉族

女性在妊娠期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上无明显差异( P>0.05)。但 TPOAB 阳性的妊娠期女性中

维吾尔族女性明显少于汉族女性，伴有妊娠期亚临床甲减的孕妇中维吾尔族女性亦少于汉族患

者。 
结论  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在妊娠期女性的不同孕期都有变化，且甲状腺激素水平与非孕女性

有明显差异，因此建立妊娠期女性的甲状腺激素水平非常重要，同时，维吾尔族妊娠期女性亚

临床甲减的发生少于汉族女性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01 
 

流式细胞仪淋巴细胞绝对计数与血常规淋巴细胞计数结果产

生偏差的影响因素研究 
 

曾磊 贺奕山 袁小澎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流式细胞仪淋巴细胞绝对计数与血常规淋巴细胞计数结果产生偏差的影响因素研究。 
方法  随机选择 500 例真实且符合研究方向的临床标本运用 BD FACs calibur 流式细胞仪测定

标本 T 淋巴细胞亚群绝对数，然后运用 XE-5000 的 WBC DIFF 通道对标本进行白细胞分类和

计数。对两种方法测量结果进行比对，制散点图偏差图，根据对比结果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大

小进行分组分析，进行 χ2 检验，判断影响因素是否造成差异。 
结果  同一标本分别由两种方法测定，其结果进行配对 t 检验，计算得出 T=8.689，P<0.05.则
按 α=0.05 的水准，认为两种方法计数淋巴细胞绝对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探究两种方法

测定的偏差与 Lymp 绝对值关系中，R=0.661，相关系数 t 检验得出 P<0.01.作四格表资料，

进行 χ2 检验，χ2 =42.24，P<0.01；探究 XE-5000 全自动血球仪在 WBC 分类计数图形差异

与两种方法测定的偏差的关系时，四格表资料计算得 χ2 分别为 5.98 和 5.85，五分类界限分

布异常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Yi-Xi∣)<200 和（∣Yi-Xi∣)>200 组相比,(∣Yi-Xi∣
/Xi)<10%和(∣Yi-Xi∣/Xi)>10%相比有差异。 
结论  同一标本分别由两种方法测定的 Lymp 绝对数有差异，流式细胞仪淋巴细胞绝对计数与

血常规淋巴细胞计数结果产生偏差大小受标本 Lymp 绝对值大小影响；另一方面，Sysmex 
XE-5000 血球仪在自动进行 WBC 分类检测中，仪器五分类分类图中淋巴细胞区域与单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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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重合或界限不清也对流式细胞仪淋巴细胞绝对计数与血常规淋巴细胞计数结果产生偏差造

成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04 
 

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痰培养病原菌的分布及细菌耐药性检测 
 

王武华 
山东临沂罗庄中心医院 276017 

 
目的  调查和评价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痰培养病原菌分布及细菌耐药性的特征，指导临床合

理、科学使用抗生素。 
方法  以回顾性方法,分析从 2014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从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送检的

合格痰标本中分离出 1333 株病原菌进行细菌耐药性分析。鉴定和药敏采用 TDR-300B 全自动

微生物鉴定分析仪进行。ESBL 检测采用纸片扩散法确认。 
结果  分离培养出病原菌中，革兰阴性杆菌占 69.84%；革兰阳性球菌占 22.28%；真菌占

7.87%。革兰阴性菌主要以铜绿假单胞菌（26.85%）、大肠埃希氏菌（14.62%）、肺炎克雷

伯氏菌（14.03%）、嗜麦芽寡养假单胞菌（4.87%）、鲍曼不动杆菌（3.0%）为主，革兰阳

性菌主要以金黄色葡萄球菌（6.9%）、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2.32%）为主。真菌主要以白色

念珠菌（5.25%）为主。革兰阴性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美洛培南敏感率较高，其次为阿米卡

星、哌拉西林/他巴唑坦和头孢西丁。革兰阴性杆菌表现对多种抗生素耐药，其中产 ESBL 酶

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所占的比例在增高。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烷、氯霉

素、米诺环素 100%敏感。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革兰阳性球菌所致的感染中占较高

比例，且表现为对多种抗生素耐药。真菌对对氟康唑、氟胞嘧啶、酮康唑及两性霉素 B 均高度

敏感。 
结论  革兰阴性杆菌为下呼吸道感染主要病原菌，耐药现象严重，产 ESBL 的菌株增加导致对

多种抗生素耐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应引起重视。真菌占一定的比例，临床应

重视对病原菌的检测及药敏试验，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依据，预防细菌耐药性的增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17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的实验室鉴别探究 
 

范厚臻
1 孙运芳

2 
1.临沂市中医医院 

2.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检验系 
 

目的 高毒力型肺炎克雷伯菌侵袭性强，是临床引起侵袭性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但是目前尚没

有鉴定高毒力型肺炎克雷伯菌的统一标准，如何在实验室对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做出快速的鉴

别诊断目前有待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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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临沂地区各个医院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的 240 株肺炎克雷伯

菌，检测肺炎克雷伯菌的高黏液表型，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快速检测荚膜型及主要毒力基因，

分析高毒力型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特点。 
结果 240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具有毒力因子的肺炎克雷伯菌占 42.5%（102/240)，其中黏液

丝试验阳性菌株共 77 株，占 77% (79/102)；rmpA 阳性株 93 株，占 91% (93/102)；
aerobactin 阳性株 88 株,占 86% (88/102)。138 株无毒力基因的肺炎克雷伯菌以肺部感染为

主，仅有少数引起肺部以外的感染。对 102 株带有毒力基因的肺炎克雷伯菌进行 14-19 种药

物测试药物敏感性，引起肝脓肿的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中未发现 ESBLs 株。 
结论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都带有毒力因子，为高粘液性菌株或带有毒力基因 rmpA、
aerobactin，以 k1、k2 为主。引起肝脓肿的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中未发现 ESBLs 株。实验室

诊断不能只通过粘液丝试验来鉴定高毒力型肺炎克雷伯菌，而应结合其它的毒力实验来鉴定高

毒力型肺炎克雷伯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42 
 

超敏 C 反应蛋白在脑血管疾病中的临床价值 
 

常旭 林占奎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252000 

 
目的  探讨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检测在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脑血管疾病（CVD）患者共 68 例，其中脑梗死（CVI）组 36 例，脑出血组

（ICH）组 32 例，正常对照组 35 例作为研究对象。hs-CRP 测定采用颗粒增强免疫透射比浊

法（PETIA），并对 hs-CRP 进行统计学比较（t 检验）和 ROC 分析，探讨 hs-CRP 与脑血管

病的关系。 
结果  脑血管疾病组 hs-CRP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脑梗死组与脑出血组间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同时通过临床观察发现 hs-CRP 水平相对较高者病情转归及预

后差，相对低者病情转归及预后良好。相关分析显示，hs-CRP 含量与常规检验指标（空腹血

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0.01）。 
结论  超敏 C 反应蛋白水平升高与急性脑血管疾病呈显著相关，对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及预后判

断具有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46 
 

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及不同耐药模式菌耐

药性分析 
 

朱荔清 李云慧 邱广斌 
第 202 医院检验科 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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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监测本院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及模式菌耐药性分析，为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住院患者送检各类标本，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对亚胺培南和/或美罗培南不同的耐药模式菌的

临床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分析。  
结果  共分离出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 247 株。亚胺培南耐药率从 2014 年的 9.8%上升到

2015 年的 23.4%；美罗培南耐药率从 2014 年的 6.4%上升到 2015 年的 11.6%。该菌主要分

布 80 岁以上患者，占 66.4%；标本类型以痰液为主占 80.0%；科室分布于老年病内科

（64.4%）、ICU（16.2%）、呼吸内科（6.5%）。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模式共分

三种，其中对 IPM 和 MEM 均耐药 R/R118 株，占 47.8%；R/S121 株，占 49.0%；S/R8 株，

占 3.2%。R/R 模式菌对 9 种常用抗假单胞菌药物的耐药率明显高于 R/S 模式菌，亚胺培南与

美罗培南的广泛使用增加了自身耐药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其他种类抗菌药物耐药率，治疗耐碳青

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引起的感染应根据药敏试验联合用药。  
结论  临床应合理应用广谱抗菌药物，加强对高发及流行科室的监测，制定合理有效的感染控

制措施，避免及减少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菌株医院感染的暴发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50 
 

不同基因型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与药物耐药性的相关性研究 
 

李鸿飞 邱广斌 
第 202 医院检验科 110003 

 
目的  本文通过探讨携带不同基因型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与抗生素耐药性的相关性，旨在为临

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治疗携带不同基因型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提供理论参考。 
方法  110 株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分离于 2012 年 01 月-2015 年 12 月来中国人民解放军 202
医院各科室就诊的患者标本。采用常规鉴定法进行菌株鉴定。黏液性铜绿假单胞菌菌落形态多

样，无色，可见粘稠状、露滴状及胶冻状菌落、菌落边缘不规则。敏感性试验结果参照美国临

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 2011 标准进行判读。使用 PCR 方法进行分析。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
扩增基因。统计分析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卡方检验或 Fisher’s 精确检验，所有统计检验均

为双侧概率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①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结果发现 24h 黏液型铜绿假单胞菌对阿米卡

星、妥布霉素、庆大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的耐药率在 0~4.5%，

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头孢吡肟和环丙沙星的耐药率为 7.3~9.1%。与 24h 药敏结果相

比，48h 黏液型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均为 13.6%，而对阿米卡星、妥

布霉素、庆大霉素、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左氧氟沙星和头孢他啶的耐药率在敏感

性在 6.4~1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48 h 药敏结果相比，72h 黏液型铜绿假

单胞菌对上述抗生素的耐药率差异不显著（P>0.05）。②不同基因型粘液铜绿假单胞菌与耐

药性的关系，结果发现，其中携带 AmpC 阳性基因的菌株有 12 株（80.00%），携带 IMP-1
阳性基因菌株 2 株（13.33%），携带 VIM-1 阳性基因菌株有 5 株（33.33%），携带 VIM-2 阳

性基因菌株有 9 株（60.00%），携带 OprD2 阳性基因菌株有 4 株（26.67%），携带 OprD2
阴性基因为 11 株（73.33%），携带 SPM-1 阳性基因菌株有 4 株（26.67%），携带 KPC 阳

性基因菌株 5 株（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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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①在不同时间检测的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对不同抗生素的耐药率显著不同，特别对碳青

霉烯类抗生素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存在明显的耐药性；②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耐碳青霉烯类抗

生素机制与 AmpC、VIM-2 和 OprD2 基因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51 
 

A clinical study on several serum microRNAs 
associated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hen xin,zang sugang,han shuang,chen xi,yang pingcan,zhou yugui 

Affiliated Dongtai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4200 
 

 Objective  MicroRNAs （miRNAs）are a class of endogenous, small（18-25 nucleotides in 
length）, non-coding RNAs that are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critical players in gene 
regulation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miRNAs are involved in various biological processes. 
Recently, altered expression of miRNA in various tissues and body fluids has also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diseases, including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veral serum 
diabetes-related miRNAs and traditional biological markers of T2DM, and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miRNAs in screening and early diagnosis of T2DM.  
Methods  A total of 228 T2DM patients and 81 healthy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to this study. 
8ml 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each participant.T2DM patients were grouping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evels of serum insulin and C peptide , different levels of  blood lipid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urinary microalbumin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serum insulin and C 
peptide were measur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total cholesterol(TC) ,triglyceride(TG),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
C)  were measured by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urinary microalbumin was measured 
by immune nephelometry method. Tot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serum. Six diabetes-
related miRNAs(miR-375, miR-7, miR-124a, miR-122, miR-29a and miR-192) were 
quantified by real-time RT-PCR. Analyzed the data statistically in each group.  
Results  Our date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serum miR-375,miR-7,miR-124a,miR122, miR-
29a and miR-192 in diabetic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evels in healthy 
subjects(P=0.000,0.015,0.001,0.002,0.003,0.003). 
The levels of serum miR-375, miR-7, miR-124a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the serum C peptide 
levels below normal were higher than the levels in healthy subjects(P=0.000,0.038,0.001). 
Although the serum C peptide return to normal, the level of serum miR-375, miR-7, miR-
124a in diabetic patients receiving insulin therapy were still higher than the levels in healthy 
subjects (P=0.000, 0.010 for miR-375;P0.031,0.022 for miR7;P=0.006,0.003 for miR-
124a).The levels of serum miR-122 and miR-29a were higher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high 
cholesterol and/or high triglycerides than in healthy subjects( P=0.008,0.008,0.013 for miR-
122;P=0.045,0.005,0.003 for miR-29a).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vels of serum miR-122 and miR-29a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high cholesterol and diabetic 
patients with high triglycerides (P=0.902,0.694,0.817 for miR122;P=0.397,0.959,0.463 for 
miR-29a).The level of serum miR-192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abnormal urinary 
microalbumin and different degree of renal injury was higher than the levels in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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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P=0.002,0.008), and the level of serum miR-192 was also higher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normal urinary microalbumin than  in healthy subjects(P=0.005).  
Conclusions  Our preliminary studies were considered as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iabetes-related miRNA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serum miR-375, 
miR-7 and miR-124a may be related to islet function, and there is a certain value in the 
evaluation of diabetic patient’s islet function; serum miR-122 and miR-29a may be helpful to 
determine the disorder of lipid metabolism in early stage of diabetes; serum miR-192 and 
diabetic nephropathy has certain correlation, and  it may be used as novel biological marker 
for early diagnosi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52 
 

宫颈疾病液基细胞学和人乳头状瘤病毒联合检测及与组织学

对照研究 
 

李姗姗 李庆波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252000 

 
目的 通过与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比较，评价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检测和液基细胞学

检查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行 HR-HPV 和液基细胞学检查及电子阴道镜下宫颈活组

织病理检查的 690 例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690 例患者中液基细胞学与病理组织学检查的符合率为：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LSIL)22.34％(42／188)，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58．33％(56／96)，宫颈癌 100％(16／
16)。细胞学结果示良性细胞改变 75 例；不典型鳞状细胞(ASC)、LSIL、HSIL 和宫颈癌者分

别为 315、188、96、16 例，其 HR-HPV 阳性率分别为 53．96％(170／315)、77．12％ 
(134／188)、80．21％(77／96)和 100％(16／16)。经阴道镜下多点活检病理组织学诊断为炎

症、上皮内瘤变 I 级和(或)湿疣(CINI／HPV)、 CIN I／CINIII、宫颈浸润癌者分别为 425、
81、157 和 27 例，其 HR-HPV 阳性率分别为 43．29％(184／425)、74．93％(60／81)、
91．72％ (144／157)和 92．5 (25／27)。此外，413 例 HR-HPV 阳性者中，病理学≥C 
INI/HPV 者占 55．45％(229／413)；277 例 HR-HPV 阴性者中，病理学为炎症者占 87．01％
(241／277)，≥C INI/HPV 者占 12．99％(36／277)，而 36 例≥C INI/HPV 者中 CINII／CINIII
和宫颈浸润癌仅占 5．42％(15／277)。315 例 ASC 中，HR-HPV 阳性者 170 例，病理学≥C 
INI/HPV 占 41．76 (71／170)，其中 CIN I／CINIII 和宫颈浸润癌占 69．01％(49／71)；HR-
HPV 阴性 145 例，病理学≥CINII／CINIII 者仅占 4．83％(7／145)，炎症占 90．34 (131／
145)。 
结论 HR-HPV 和液基细胞学检查是筛查宫颈病变的有效方法，二者结合有利于宫颈病变的分

流管理，提高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54 
 

216 例混合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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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丽艳 袁培 马艳宁 沈跃云 张永轻 马薇 罗燕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分析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患者发生混合血流感染的的现状，包括混合血流感染的病原学特

点、耐药性分析及预后相关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BacT/Alert 3D 全自动血培养仪对静脉血标本培养，分离菌采用 VITEK MS 质谱仪进

行菌种鉴定，采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系统进行药物敏感试验。细菌耐

药数据分析应用 WHONET5.6 软件，采用 SPSS 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16 例混合血流感染患者病原菌组合以 5 种组合为主：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26
例，12.0%）、肠球菌属+大肠埃希菌（25 例，11.6%）、肠球菌属+其他肠杆菌科细菌（17
例，7.9%）、肠球菌属+铜绿假单胞菌（16 例，7.4%）和肠球菌属+肺炎克雷伯菌（14 例，

6.5%）。大肠埃希菌未出现碳氢酶烯类耐药菌株，对阿米卡星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

低；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耐药率为 9.8%；铜绿假单胞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率均低于 30%；

鲍曼不动杆菌对绝大多数抗菌药物耐药率均高达 80%以上；屎肠球菌的耐药率普遍高于粪肠

球菌，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为 3.4%，粪肠球菌未检出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菌株，未发

现利奈唑胺和替考拉宁耐药的菌株。混合血流感染预后与激素使用和免疫力相关。 
结论 随着创伤性诊疗技术以及免疫低下人群的增多，混合血流感染有所增加，在治疗时应根

据不同组合中病原菌的耐药性合理选用药物进行治疗，同时严格监测药物敏感性。此外，临床

应谨慎进行激素使用，加强高危人群（高龄、有基础疾病、免疫力低下）的预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55 
 

骨折患者 DD 影响因素的探讨 
 

任庆远 
费县人民医院 273400 

 
目的  探讨骨折患者血浆 D- 二聚体（D-dimer）升高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集 235 例骨折患者的血浆标本，在 Sysmex CA-7000 型全自动血凝仪上采用胶乳增强

的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浆 D-dimer，并分析性别、年龄及病情严重程度与 D-dimer 之间的关系。 
结果  骨折患者组 D-dimer 增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性别与 D-dimer
增高无关（P＞0.05）。年龄小于 25 岁的骨折患者血浆 D-dimer 增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P＞0.05）；随着年龄的增加，D-dimer 增高明显，特别是大于 50 岁的骨折患者其

血浆 D-dimer 含量是对照组的 8—10 倍，差异显著（P＜0.05）。根据骨折部位、伤情分轻、

中、重 3 度，单纯闭合性较轻微的骨折患者其 D-dimer 变化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随

着骨折病情严重程度增加，血浆 D-dimer 增高较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尤其是肢体 2
处及 2 处以上骨折伴有血管损伤或脏器损伤的严重骨折患者。 
结论  骨折患者应例行测定血浆 D-dimer，对于年龄较大、病情比较严重的骨折患者应特别注

意其血浆 D-dimer 的升高，及时抗凝，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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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3860 
 

聊城市妊娠妇女甲状腺激素参考区间的建立 
 

王素红 李姗姗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252000 

 
目的  建立本实验室 Beckman access2 化学发光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妊娠妇女促甲状腺激素

(TSH)、游离甲状腺素（FT4）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的参考区间。 
方法  将 826 例妊娠妇女分为妊娠早中晚期 3 组，用 Beckman access2 化学发光分析仪及其

配套试剂检测 TSH、FT4、FT3，初步建立参考区间。 
结果  TSH 参考区间：妊娠早期 0.11～2.88，妊娠中期 0.24～3.31，妊娠晚期 0.55～3.78。
FT4 参考区间：妊娠早期 0.69～1.13，妊娠中期 0.56～0.99，妊娠晚期 0.49～0.89。FT3 参

考区间：妊娠早期 2.67～4.03，妊娠中期 2.35～3.56，妊娠晚期 2.08～3.25。  
结论  建立了本院妊娠妇女血清 TSH、FT4、FT3 的参考区间，该区间与 Beckman access2 
化学发光分析仪说明书提供的参考区间有差异。各实验室应根据不同仪器和人群等建立

TSH、FT4、FT3 的参考区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63 
 

某部冬春季节战士咽部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翟如波 李云慧 邱广斌 
第 202 医院 110003 

 
目的  了解该地区部队冬春季节战士咽部机会致病菌携带情况及耐药性，为卫勤保障提供依

据。 
方法  采集 70 名健康战士的咽拭子标本并进行分离培养，采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对分离

菌株进行鉴定及抗生素敏感性试验。 
结果  共检出机会致病菌 32 株，其中流感嗜血杆菌 11 株（34.4%），金黄色葡萄球菌 9 株

（28.1%），肺炎克雷伯菌 5 株（15.6%），肺炎链球菌 4 株（12.5%），G 群链球菌、洛菲

不动杆菌、摩根摩根菌各 1 株（3.1%），其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检出 1
株，同时检出两种机会致病菌 6 人。药敏结果显示：肺炎克雷伯菌除对氨苄西林，摩根摩根菌

对氨苄西林、I 代头孢菌素固有耐药外，包括洛菲不动杆菌对其他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氨

基糖苷类、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具有高度敏感性，金黄色葡萄球菌除对青霉素敏感性低 11.1%，

对四环素、左氧氟沙星、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利福平 100%敏感；复方新诺明对流感嗜血杆

菌均耐药，四环素敏感率 8.1%，氨苄西林、头孢克洛敏感率 54.5%，其他类抗生素敏感率均

大于 80%。 
结论  咽部机会致病菌能够引起战士呼吸道感染，定期进行咽部菌群调查分析，采取适当防治

措施，能够有效预防和减少非战斗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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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65 
 

细菌内毒素、降钙素原和细菌培养联合检测在临床诊疗中的

意义 
 

孟凡杰 何庆云 刘海波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62500 

 
目的  明确细菌内毒素(NDS)、降钙素原(PCT)、细菌培养联合检测在临床诊疗中的重要作用。 
方法  选取 60 例不同程度的感染性疾病患者， 按照细菌培养结果分为细菌感染组和非细菌感

染组， 进一步将细菌感染组按照培养结果分为革兰氏阳性球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组，同时进

行 PCT 及 NDS 的测定及比较。 
结果  细菌培养结果为革兰氏阴性杆菌时 PCT 及 NDS 均升高；细菌培养结果为革兰氏阳性球

菌时仅 PCT 升高；细菌培养结果为正常菌群或无菌生长时两者一般都不升高。 
结论  PCT 检测可作为细菌感染早期诊断的指标， NDS 检测对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患者具有

较高的特异性，而细菌培养为临床合理用药及调整抗菌药物提供可靠依据；三者联合检测在临

床诊疗中具有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68 
 

STAGO STA-R 全自动血凝仪性能验证与评价 
 

赵威 田笑 陈欣 李美岩 邱广斌 
第 202 医院检验科 110003 

 
目的  验证 STAGO STA-R 全自动血凝仪的系统性能，确定检测系统是否稳定、准确、可靠。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SI）的相关文件，选择凝血常规项目对

STAGO STA-R 全自动血凝仪的准确度、不精密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和参考区间等性能

进行验证和评价。 
结果 STAGO STA-R 全自动血凝仪的准确度、不精密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和参考区间

均在允许范围内，验证全部通过。 
结论 STAGO STA-R 全自动血凝仪性能优良，可以保证该检验系统为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

和预后观察提供准确可靠的检验结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69 
 

泌尿系致病大肠埃希菌毒力特征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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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开生 杨继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微生物科 100853 

 
      泌尿系感染（UTI）的主要病原是致泌尿系感染大肠埃希菌（UPEC）。UPCE 的许多毒力

因子参与泌尿系感染的致病过程，包括：粘附因子、铁离子获取因子、毒素和保护因子等。其

中，粘附因子可帮助 UPEC 粘附到宿主泌尿道上皮细胞表面，以 I 型菌毛和 P 菌毛为主；铁离

子获取因子能够帮助病原从宿主体内获取铁元素，进而繁殖和致病；病原所产生的各种毒素能

够促使宿主上皮细胞破坏以及释放营养物质（例如铁等）和其他一些营养因子，帮助 UPEC
利用这些营养物质存活和生长；保护因子则可以保护 UPEC 免受宿主体内补体介导的杀菌效

应以及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本文就 UPEC 上述各种毒力特征的一些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70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流行特征分析 
 

赵强 郭玲 叶丽艳 张樱 周光 罗燕萍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分析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流行特征，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2015 年解放军总医院各临床科室患者临床标本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株 2941
株，对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感染的流行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13-2015 年共分离肺炎克雷伯菌株 2941 株，其中耐碳青霉烯类菌株 358 株，2013-
2015 年碳青霉烯耐药率分别为 3.79%、14.43%、14.53%，呈逐年上升趋势；碳青霉烯耐药

菌株主要来源于痰（34.08%）、组织（16.76%）、尿（14.25%）、血液（11.17%）等标

本；2013 年度仅在部分科室散发，2014-2015 年在肝胆外科病区、外科监护室、呼吸科监护

室、神经内科监护室、呼吸科病区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持续存在，在其他科室多为散

发；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对除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复方新诺明外的大多数抗菌药物表

现高度耐药性，耐药率>85%；碳青霉烯敏感的肺炎克雷伯菌对除氨苄西林外的其他抗菌药物

均保持较好的敏感性，敏感率>75%。 
结论  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类耐药问题表现日益严峻，合理应用抗生素等措施对有效地控制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医院感染暴发流行至关重要。    
关键词：肺炎克雷伯菌；耐碳青酶烯类；耐药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71 
 

评估 ISOLA 全自动平板接种仪使用 Digest-EUR 与

SPUTUTASOL（OXOID）、 胰蛋白酶(Sigma)痰消化试剂的

液化和接种效果 
 

张有江
1 刘丽芝

1 王磊利
1 刘晓峰

1 罗燕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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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放军总医院 
2.梅里埃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目的  评估 ISOLA 全自动平板接种仪使用 Digest-EUR（BioMerieux）与 SPUTUTASOL
（OXOID）、胰蛋白酶（Sigma）痰消化试剂的液化和接种效果，以及不同试剂对细菌生长的

影响。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 月间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患者 120 份中等粘稠痰标本和特粘

稠痰标本，同时采用三种试剂对标本进行预消化处理，评估接种效果。三种试剂分别与肺炎链

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菌液接触 0min，15min，30min，60min，90min，120min，观察不同作

用时间对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生长的影响，并使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三种试剂对两种粘度痰标本消化处理后，进行全自动标本接种均未出现吸头堵塞等情

况，消化预处理效果无显著差异（P>0.05），在哥伦比亚血平皿、中国兰平皿和巧克力平皿

上的接种效果无显著差异（P>0.05）。Digest-EUR 和 SPUTUTASOL 两种试剂与肺炎链球

菌、流感嗜血杆菌菌液接触不同时间后，均对生长无明显影响；胰蛋白酶作用 15min 后，即

对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的生长产生抑制。 
结论  三种试剂均都可用于 ISOLA 全自动平板接种仪痰标本的消化预处理，其中 Digest-EUR
和 Sputasol 消化液对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生长无明显影响，胰蛋白酶液化 15min 后对

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78 
 

血液感染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的同源性分析 
 

周光 贺晓慧 周琳 郭玲 叶丽艳 赵强 罗燕萍 
解放军总医院微生物科 100853 

 
目的  通过对引起血液感染的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manni，MDRAB）临床分离株进行脉冲场凝胶电泳（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分子分型分析，探讨各耐药菌株之间的同源性，了解 MDRAB 的流行和分布特征。 
方法  收集解放军总医院 2007 年 4 月至 2013 年 6 月引起血液感染的 MDRAB 临床分离株 95
株，采用 PFGE 技术并结合 Bionumerics Applied Maths 软件分析各耐药菌株之间的同源性。  
结果  95 株菌株分为 A-N 共 14 型克隆株，以克隆 C、E、J 为主，分别占 20.00%、29.47%、

20.00%，主要分布于呼吸内科病区、重症监护室和急诊病房，从克隆的时间分布看，大部分

克隆存在散在流行。 
结论  2007 年 4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间引起血液感染的 MDRAB 有 14 型克隆株，其中以克隆

C、E、J 为主，主要分布于呼吸内科病区、重症监护室和急诊病房，应在这些科室展开院内感

染目标性监测和控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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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凝血功能和血小板活化标志物的检测

意义 
 

赵威 田笑 陈欣 
第 202 医院 110003 

 
目的  探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凝血功能和血小板活化标志物的检测意义。 
方法  采用全自动血凝仪和流式细胞仪，检测健康非妊娠妇女、健康妊娠晚期和妊娠高血压综

合征患者的凝血四项、D-二聚体（D-dimer）、抗凝血酶（AT）、CD62p 和血小板激活复合

物（PAC-1）。 
结果  与健康非孕组比较，健康妊娠晚期组及妊高征组患者各组 PT、APTT 明显缩短、AT 明

显降低、FIB 和 D-dimer 明显升高，CD62 和 PAC-1 表达明显增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与健康妊娠晚期组比较，妊高征组 PT、APTT 明显缩短、AT-Ⅲ明显降低、FIB 和 D-dimer 明
显升高，CD62 和 PAC-1 表达明显增加，差异亦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妊娠期凝血功能指标和血小板活化标志物检测对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病情监测，早期防治

具有一定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85 
 

引起不同部位感染的肠杆菌科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马艳宁 叶丽艳 沈跃云 张永轻 马薇 罗燕萍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了解微生物科近三年培养分离的引起不同部位感染的肠杆菌科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变

迁，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2015 年临床分离肠杆菌科菌株，使用 VITEK2 或 VITEK-MS 系统鉴定至种，

使用 K-B 纸片法或 MIC 法进行药敏实验，细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使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

分析。 
结果 三年分离到非重复肠杆菌科菌株共 10425 株，引起泌尿系感染的大肠埃希菌（71.47%）

在尿标本中分离率最高（35.83%），引起呼吸道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62.54%）在痰标本

（23.26%）分离最多，引起血流感染的大肠埃希菌（54.86%）在血液标本（11.54%）中分

离率最高。近三年分离的引起不同部位感染的肠杆菌科细菌耐药率较往年有所升高，大肠埃希

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均表现出较好的敏感性，但存在耐药菌株，含酶抑制

剂及阿米卡星对肠杆菌科细菌的敏感性也较明显，其他种类抗菌药物耐药率显著较高，不同菌

种间稍有差异。 
结论 引起不同部位感染的肠杆菌科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总体耐药率有所升

高，不同部位的肠杆菌科对药物的敏感性无明显差异，但是肺炎克雷伯菌在不同部位感染中对

碳青霉烯类敏感性稍有差异，随着抗菌药物的使用，继续监测肠杆菌科细菌耐药性变迁很重

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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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88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 MPN 患者外周血多性核细胞 CALR
突变临床应用的研究 

 
唐宜桂 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CALR 突变占 JAK2 和 MPL 野生型的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PMF）患者的 50%～80%，CALR 突变的检测已被广泛用于 ET 和 PMF 的辅助诊断。目前

CALR 突变主要依赖于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与分子生物学手段相比较，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具

有定位清楚和直观的特点，但骨髓组织的获取比较困难，且前期处理程序繁琐，故该研究用外

周血多形核粒细胞（PMN）涂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旨在建立一种能替代病理学手段的

CALR 突变检测方法。 
方法  该研究收集 40 例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患者外周血样本和骨髓组织切片，使用

Polymorphprep 分离液对外周血多形核粒细胞进行分离，离心涂片干燥后分别用甲醇容液固定

行瑞氏染色，福尔马林溶液固定行常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骨髓组织分别进行 HE 染色和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一抗分别为抗突变 CALR 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和抗血小板分化抗原抗体 CD61。
同时用 Sanger 测序方法对 CALR 基因进行测序。 
结果  Sanger 测序结果显示 40 例样本中有 7 例样本存在 CALR 突变，其中 CALR 1 型突变

（p.L367fs*46）5 例，CALR 2 型突变（p.K385fs*47）2 例。40 例 PMN 涂片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阳性 7 例，阳性结果均显示多形核粒细胞和血小板阳性，淋巴细胞和红细胞阴性。40 例骨

髓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 7 例，阳性结果中 PMN 和部分巨核细胞同时显示阳性仅 3 例，

4 例仅显示为 PMN 阳性，其他细胞则显示为阴性。 
结论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与 Sanger 测序结果一致，且表明 CALR 突变不仅可 
以出现在巨核细胞中，也可发生于 PMN 中。PMN 涂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与骨髓切片染色

结果相比较，具有取材简单，前期处理方便等优点，在骨髓组织难以获取的情况下，可以作为

骨髓增殖性肿瘤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一种替代或补充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89 
 

引起多部位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毒力特征研究 
 

马艳宁 张有江 郭玲 叶丽艳 罗燕萍 杨继勇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分析引起多部位感染的临床肺炎克雷伯菌的毒力特点，为后续相关工作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08 年-2014 年由肺炎克雷伯菌引起的血流感染合并腹腔感染或泌尿系感染或呼吸

道感染病例 80 例。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对分离到的肺

炎克雷伯菌进行同源性和分子流行病学分析；采用 PCR 方法分析肺炎克雷伯菌的荚膜血清型

和毒力基因携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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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68（85%）例患者的多部位感染是由同一克隆的肺炎克雷伯菌引起；这些菌株间的同源

性较小。仅有 44.1%（30 / 68）的菌株具有高粘液表型；仅有 16.2%（11 / 68）和 13.2%（9 
/ 68）的菌株属于克隆复合体 23（CC23）和克隆复合体 65（CC65）；有 32.4%（22 / 68）
的菌株为 K1/K2 荚膜血清型，而 32.4%（22 / 68）和 35.3%（24 / 68）的菌株分别属于

K5/K20/K54/K57 和其他血清型。  
结论 引起多部位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多数为非 K1/K2 血清型的菌株且不具有高粘液表型。因

此，以此标准鉴定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株存在较大误差。除目前已知的毒力因子，其他的机制

可能在肺炎克雷伯菌引起的多部位感染中起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92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Using a Novel Turbulence Device 

 
shen zuo jun 

Anhui Provincial Center for Clinical Laboratories，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01 

 
Th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in blood originate from both primary and metastatic 
lesions, having acquired properties enabling migration into the circulation. A small subset of 
CTCs probably has the capability to establish metastatic growth after seeding in a tissue 
niche–supporting survival and clonal proliferation. CTCs present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provide a potentially accessible source for detec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monitoring of cancers. The ability to detect and study CTCs suggests that CTCs 
concentration in blood may be able to be used as an intermediate biomarker in therapeutic 
trials of novel therapies in cancer patients and that molecular change in patients’ tumors may 
be able to be detected and addressed with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The enrichment and separa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using 
immunomagnetic beads are growing in use clinical diagnostic test. A novel method for the 
isolation and the detection of CTCs was developed in this report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sensitive, fast and low cost. The operating platform consists of three main steps: (1)CTCs 
enriched: removal of unwanted erythrocytes by ammonium chloride lysate, and make the 
rest of nucleated cells incubate with anti-EpCAM magnetic beads, (2)CTCs capturing: these 
process worked in a specific container with hydrophobic Inner surface excepting bottom with 
a standardized slide, white cells washed away as much as possible by phosphate saline 
buffer (PBS), While the epithelia cells were retained on a slide because of a magnetic force, 
(3) CTCs counting: which depended on pathomorphological by hematoxylin-eosin(H&E) 
staining cells on the slide. The recovery ratio of the method is 71%～82% by incorporation 
assay with different number A549 lung cancer cells. The peripheral blood sample from 42 
cases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lung cancer had been detected by using above technology, 
and found CTCs in 18 cases. The novel device may have high potential as a tool for a rapid 
detection of CTCs and can be used to study CTCs in detai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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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new volumetric BriCyte E6 flow 

cytometer system 
 

Wu Xin-zhong,Zhao Shuo-xian,Chen Wei-ye,Peng An-ping,Gao Yun-long, Liang Zheng,Huang Xian-zh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510006 

 
Objectives  Lymphocyte immunophenotyping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patients with cellular immunode?ciencies, autoimmune disea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etc. Immunophenotyping by flow cytometer is the most accepted 
technology and widely used for lymphocyte subset enumeration and HLA-B27 antigen 
screen. Most of the single-platform flow cytometer systems used in clinical labs currently are 
either beadbased or volumetric. However, single-platform beadbased flow cytometric method 
is still limited by the high cost of the fluorescent beads added to the assay tubes. Mindray 
BriCyte E6 is an affordable automatic flow cytometer designed for clinical use which is 
based on a volumetric approach and six-color staining with a single-platform gating strategy.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BriCyte E6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outine condition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BD FACSCanto Ⅱ flow cytometer as a reference 
instrument. 
Methods  The instrument stability, fluorescence linearity, precision of the BriCyte E6 wer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and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 The 
BriCyte E6 was also evaluat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FACSCanto Ⅱ for lymphocyte 
subset  (T, B, and NK lymphocytes)  analysis and HLA-B27 screen i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a period of 20 
days. A total number of 137 whole blood samples were drawn from patients with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 autoimmune disease, tumor, infectious disease, organ 
transplantation, allergic disease, inflammatory disease and healthy subjects and tested on 
the BriCyte E6 and the FACSCanto Ⅱ in parallel for peripheral lymphcyte subset absolute 
counts and percentages. The HLA-B27 antigen expressed on the lymphocytes was examed 
in the K2EDTA anticoagulated whole blood samples of 212 patients 
with spondyloarthropathies, arthritis, arthralgia, suspected arthropathy and healthy subjects 
by the two systems in parallel as well. 
Results  Excellent instrument stability (CVs < 3%), fluorescence linearity (r > 0.98) 
and precision (CVs < 6%) were observed from the BriCyte E6 when doing the instrumental 
tests. For lymphocyte subset, the BriCyte E6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FACSCanto Ⅱ 
for absolute counts and percentages. Passing-Bablock correlation determination and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ere were excellent correlation in lymphocyte subset absolute 
counts and percentages. All of the slopes of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TBNK lymphocytes were 
between 0.90 and 1.10. The results of Bland-Altman plot showed that the two systems yield 
comparable but slightly diffrerent values.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lymphocyte 
subtype in two FCM instruments have no clin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diagnosing diseases and 
assessing therapeutic effect which illustrated that the two systems agree well with each other. 
For HLA-B27 antigen screen, the result of Cohen’s kappa test also showed an excellent 
agreement as the kappa value was 1 (P < 0.001) with a standard error of 0.000 for HLA-B27 
screen.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assessed several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the new 
volumetric BriCyte E6 flow cytometer. All of the tests gave excellent results when doing 
the instrument test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BriCyte E6 flow cytometer can meet clinical 
request of FCM instrument for the clinical routine use. When compared with FACSCanto Ⅱ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 the BriCyte E6 flow cytometer provides a good perfermance, and can 
be used in daily routine to measure lymphocyte subset and HLA-B27 screen for 
immunological monitoring. In conclusion, BriCyte E6, along with its analysis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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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Flow has been proven reliable and comparable with the FACSCanto Ⅱ, provides a better 
alternative for the clinical labs and researchers to fulfill their requirements in a more 
accessible wa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94 
 

急性脑梗死患者各类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的检测及在临床诊

断中的应用 
 

李琳芸 李滔 王昌富 梅冰 龚道凯 胡小辉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20 

 
目的  检测急性脑梗死各类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水平，以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 58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包括 19 例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 （LAA）和 39 例小动

脉闭塞性脑梗死（SAO），20 例正常对照，以流式细胞术检测总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

（PLA）、血小板-单核细胞聚集体(PMA)、血小板-粒细胞聚集体(PNA)、血小板-淋巴细胞聚

集体(PLyA)和血小板 CD62P 阳性率。使用免疫荧光干式定量法检测高灵敏度 CRP（hs-
CRP），以 hs-CRP 值<1.0 mg/L、1.0-3.0 mg/L、>3.0mg/L 将所有急性脑梗死分为低风险、

中度风险和高风险组。由临床医师依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对患者进行评

分，以 NIHSS<5 分为轻度梗死，NIHSS≥5 分为中重度梗死。 
结果  ①LAA 与 SAO 组 PMA、LAA 组 PNA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LAA 与 SAO
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三组间 PLA 和 PLyA 无明显差异（P>0.05）。仅 SAO 组血小板

CD62P 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仅在 SAO 组内 PMA 与血小板 CD62P 阳性率相关

（r=0.692,P<0.01）。②各类聚集体对急性脑梗死诊断的 ROC 分析显示，PMA、PNA、
CD62P 、PLA 和 PLyA ROC 面积分别是 0.769（P <0.01）,0.652（P<0.05）, 0.686
（P<0.05）,0.641（P>0.05 ）和 0.517 （P>0.05）。③各类聚集体与 hs-CRP、NIHSS 评分

之间均无相关性（P 值均>0.05）。 
结论  不同类型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百分率在急性脑梗死变化不同，PMA 与 PNA 水平在急性

脑梗死升高更显著，PMA 与 PNA 对急性脑梗死有一定的诊断意义，但单就其水平高低似乎不

能用于鉴别 LAA 与 SAO 不同亚型以及提示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95 
 

致复发性泌尿系感染大肠埃希菌耐药性分析 
 

赖开生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泌尿系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UTI）是最为常见的感染类型之一，并且致泌尿系感染

大肠埃希菌（UPEC）是引起复发性泌尿系感染（Recurre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RUTI）
的重要病原体，通过研究分析致复发性泌尿系感染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规律，为临床治疗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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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泌尿系感染患者提供用药依据。方法：通过收集解放军总医院微生物科 2011 年-2015 年所

有由大肠埃希菌导致的泌尿系感染临床病例菌株，以同一病例两个标本间隔 14-90 天为范围对

收集的菌株进行筛选，筛选出来的病例菌株认定为可疑 RUTI 菌株（共筛选出 235 例符合条件

的 RUTI 病例）；对 RUTI 病例菌株的药物敏感率进行测定分析。结果:对 235 例病例进行药敏

测定（含 25 种常规抗生素），发现 UPEC 对 10 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大于 60%，其中环丙沙

星、氨苄西林、哌拉西林的耐药率大于 75%；第三代头孢如头孢曲松、头孢噻肟耐药率普遍

偏高，一、二代如头孢唑啉、头孢呋辛也达到 65%的耐药率，氟喹诺酮类药物如左氧氟沙星

的耐药率达到 73.42%, 复方磺胺甲噁唑、四环素的耐药率也较高，而庆大霉素、氨曲南、氨

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相对较高，达到 50%以上的耐药率。由于产 β-内酰胺酶菌株的存在，因

而对部分头孢类药物具有较高的耐药率，因而使用 β-内酰胺酶抑制复合物类药物能够对产 β-
内酰胺酶菌株起到抑制作用。结论：随着抗菌药物的持续使用，致 RUTI 的 UPEC 的耐药性逐

渐升高，临床治疗 RUTI 患者时可适当选择耐药率低的碳青霉烯类药物如亚胺培南等，以及呋

喃妥因类药物，阿米卡星等氨基糖苷类药物，以及如头孢替坦、头孢他啶等头孢烯类药物，并

通过适当使用 β-内酰胺酶抑制复合物类药物，达到抑菌的效果，同时临床应该高度关注

UPEC 的高度耐药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898 
 

联合检测 Anti-CCP 与 RF 在 RA 诊断中的临床作用 
 

高宗鹰 邓德耀 江河 韩明勇 段玲 王芳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分析评价联合检测抗环瓜氨酸肽抗体（anti-CCP）和类风湿因子（RF）对类风湿性关节

炎（RA）诊断的临床作用。 
方法  选择 2010 年 4 月至 2013 年 4 月到本院就诊的门诊和住院已确诊 RA 患者( RA 组)和健

康对照者( 健康对照组) 各 50 例,用 ELISA 检测血清样本的 anti-CCP，运用散射免疫比浊法检

测样本的 RF，分析并比较 2 个指标诊断 RA 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其差异性。 
结果  RA 患者 50 例，其中，anti-CCP 阳性 32 例，RF 阳性 38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 50 例，

anti-CCP 体阳性 4 例，RF 阳性 7 例，anti-CCP 特异性 92%，敏感性 64%。RF 特异性

86%，敏感性 76%。 
结论  anti-CCP 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诊断特异性比 RF 高，但是灵敏度不高，anti-CCP 及 RF
联合检测可以提高 RA 特异性，明显提高了 RA 早期诊断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00 
 

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与 P-选择素基因 S290N 和 P-选择素糖

蛋白配体-1 基因 M62I 多态性在急性缺血性中风中的关系 
 

李滔 王昌富 李琳芸 梅冰 胡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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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20 
 

目的  急性缺血性中风患者血小板活化。血小板膜表面表达的 P-选择素与白细胞表面表达的 P-
选择素糖蛋白配体-1 结合形成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P-选择素和 P-选择素糖蛋白配体-1 存在

基因多态性。本文旨在研究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在急性缺血性中风各亚型中的变化以及与 P-
选择素基因 S290N 和 P-选择素糖蛋白配体-1 基因 M62I 多态性的关系。  
方法  选取 148 例急性缺血性中风患者，包括 30 例大动脉粥样硬化性中风、24 例心源性脑栓

塞和 94 例小动脉闭塞性或腔隙性中风。检测实验室常规指标、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水平、P-
选择素基因 S290N 和 P-选择素糖蛋白配体-1 基因 M62I 基因型。另外选取 88 例健康人群作

为对照。  
结果大动脉粥样硬化性中风组、心源性脑栓塞组和小动脉闭塞性中风组患者血小板白细胞聚集

体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所有 P=0.000）。与大动脉粥样硬化型中风组相比，心源性脑栓塞组患

者血小板单核细胞聚集体和血小板淋巴细胞聚集体升高更加显著（P=0.018 和 0.001）。与小

动脉闭塞性中风组相比，心源性脑栓塞组患者血小板单核细胞聚集体和血小板淋巴细胞聚集体

同样升高更加显著（P=0.029 和 0.031）。大动脉粥样硬化型中风组和小动脉闭塞性中风组 P-
选择素糖蛋白配体-1 基因 M62I 位点 I 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2.249，95%CI：1.175-4.304，P=0.021 和 OR=2.055，95%CI：1.269-3.328，
P=0.004）。小动脉闭塞性中风组 P-选择素糖蛋白配体-1 基因 M62I 位点基因型为 II 型患者血

小板中性粒细胞聚集体水平高于 MM 和 MI 基因型（P=0.008）。  
结论  急性缺血性中风患者在发病 3 小时内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急速升高。P-选择素糖蛋白配

体-1 基因 M62I 位点 I 等位基因是发生中风尤其是大动脉粥样硬化型中风和小动脉闭塞性中风

的危险因素，并 P-选择素糖蛋白配体-1 基因 M62I 位点 II 基因型会使小动脉闭塞性中风患者血

小板中性粒细胞聚集体水平升的更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01 
 

Nosocomial Outbreak of OXA-48-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 a Chinese Hospital: Clonal Transmission 

of ST147 and ST383 
 

GUO LING,AN JINGNA,MA YANNING,YE LIYAN,LUO YANPING,TAO CHUANMING,YANG JIYO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Background  In China, the spread and outbreak of OXA-48-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OXA-48-producing isolates were analyzed for genetic relatedness by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by E-test, and sequence type (ST)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S1-PFGE and southern blotting were used for plasmid profiling, 
and PCR and subsequent sequencing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genetic environment 
of blaOXA-48 gene. 
Results  In total, 37 non-duplicated OXA-48-producing K. pneumoniae (OXAKp) isolates 
were recovered. From December 2013 to August 2014, an outbreak was observed at a 
respiratory ICU. The 37 isolates of K. pneumoniae we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PFGE types (A, 
B, C, and D). The predominant strains associated with the outbreak were strains with PFGE 
type A and B, which belonged to ST383 and ST147, respectively. Plasmid sequencing 
revealed that the blaOXA-48-carrying plasmid is 69,069 bp in length and belongs to the Inc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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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patibility group. Sequenc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IS1999 element was located 
upstream of the blaOXA-48 gene and was truncated by IS1R.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the dissemination and outbreak of OXAKp isolates were clonal, 
and ST147 and ST383 K. pneumoniae were the predominant clones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outbreak. Meanwhile, the horizontal transfer of plasmids potentially mediate the 
spread of blaOXA-48 gene between different K. pneumoniae strai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04 
 

STAT5a 特异性 siRNA 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在胃癌细胞系

MGC803 中的效果验证 
 

孙涛 刘阔 李献忠 陈永新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参与细胞发展进程，包括存活、增殖、侵袭、血管生成及免疫逃逸，

通常在人类肿瘤和血液恶性疾病中过表达。STAT5 有两个高度同源亚型（STAT5a 和

STAT5b），其编码基因具 96％相似性。然而，有研究显示在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中 STAT5a
和 STAT5b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我们选取 STAT5a 作为靶向基因沉默目标，成功构建了

STAT5a 特异性 siRNA，应用在胃癌细胞系 MGC803 中发现，STAT5a siRNA 能降低

STAT5a 在 MGC803 中 mRNA 水平并且抑制 STAT5a 蛋白水平的表达。因此我们获得了

STAT5a-siRNA 最佳序列，有希望将 STAT5a 作为在胃癌靶向基因治疗过程中的新靶点。信

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参与细胞发展进程，包括存活、增殖、侵袭、血管生成及免疫逃逸，通

常在人类肿瘤和血液恶性疾病中过表达。STAT5 有两个高度同源亚型（STAT5a 和

STAT5b），其编码基因具 96％相似性。然而，有研究显示在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中 STAT5a
和 STAT5b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我们选取 STAT5a 作为靶向基因沉默目标，成功构建了

STAT5a 特异性 siRNA，应用在胃癌细胞系 MGC803 中发现，STAT5a siRNA 能降低

STAT5a 在 MGC803 中 mRNA 水平并且抑制 STAT5a 蛋白水平的表达。因此我们获得了

STAT5a-siRNA 最佳序列，有希望将 STAT5a 作为在胃癌靶向基因治疗过程中的新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07 
 

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同时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的 3 种糖

皮质激素 
 

彭长华 许航 王昌富 任贻军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100 

 
目的  建立 UPLC-MS 同时检测血清中泼尼松(PNS)、甲基泼尼松(MPNS)及地塞米松(DX)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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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血清中的激素用二氯甲烷提取后，45℃氮气吹干,加 20%乙腈水复溶后进样分析。分析

柱为 ACQUITY UPLC BEH C18 色谱柱，以 0.02%甲酸乙腈-0.02%甲酸水为流动相进行梯度

洗脱，采用气动辅助电喷雾离子化 ESI（-）多反应监测方式（MRM）测定。 
结果  PNS、MPNS、DX 血药浓度分别在 1 ng/ml～15 ng/ml、1 ng/ml～100 ng/ml、20 
ng/ml～400 ng/ml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最低定量限（LLOQ）分别为 1 ng/ml、1 ng/ml、20 
ng/ml；日内与日间 RSD 均＜13％；回收率为 96%～111％；高甘无影响；血清置-20 ℃至

30 d 结果稳定。 
结论  本方法简便快速、灵敏准确、特异性强,适用于 PNS、MPNS 和 DX 的体内药物动力学研

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11 
 
Prevalence of Diverse Clones of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faecium ST78 in a Chinese Hospital 
 

YANG JIYONG,JIANG YUFENG,GUO LING,YE LIYAN,MA YANNING,LUO YANPI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Background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 has been identified in China.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spread of VRE isolates.  
Methods  The genetic relatedness of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faecium (VREfm) 
isolates was analyzed by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their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ies were analyzed by E-test and the VITEK 2 AST-GP67 test Kit, and their 
sequence types (STs) were investigated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S1-PFGE 
was used for plasmid profiling, and PCR and subsequent sequencing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virulence genes.  
Results   A total of 96 nonduplicated VREfm isolates were obtained and categorized into 38 
PFGE types (type 1–38). The predominant MLST type was ST78, while ST17, ST341, and 
ST342 were also sporadically identified. All types of clinical VREfm strains harbored the 
vanA gene; however, they carried plasmids of different sizes. While 92.1%, 71.1%, and 
60.5% of VREfm strains carried hyl, scm, and ecbA genes, respectively, all of them were 
positive for esp, acm, sgrA, pilA,and pilB genes.  
Conclusions   Clonal VREfm spread was observed, and nonplasmid-mediated horizontal 
transfer of vancomycin-resistant gene might have conveyed resistance to some vancomycin-
susceptible E. faecium strains. E. faecium ST78 carrying vanA gene was the most prevalent 
clone in this study. The high prevalence of virulence genes, including esp, hyl, acm, scm, 
ecbA, sgrA, pilA, and pilB, confirmed their important roles in the emergence of VREfm ST78 
in nosocomial infectio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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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酶法测定血清总胆汁酸和酶放大免疫技术测定血清甘胆

酸的相关性研究 
 

杨泽华 周双艳 任变玲 胡敏 赵克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临床上测定血清甘胆酸能够用于肝硬化、门脉高压症、胆汁性肝硬化和妊娠胆汁淤积症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目前，临床测定血清甘胆酸最为广泛使用的方法是放射免疫法，由于这类

方法存在准确性较差、操作步骤繁琐以及放射性污染等问题，而逐渐趋于淘汰。另一类较为广

泛使用的方法是化学发光法，具有准确度高以及操作相对简单的优点，但缺点是试剂价格较为

昂贵。最新的方法是在生化分析仪上使用的均相酶免疫法，具有试剂价格便宜、操作简便和准

确度高的优点。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比较广泛使用的且各项分析性能指标均可靠的血清总胆汁酸

的测定结果与采用均相酶免法测定的血清甘胆酸的相关性，初步评判该项方法的可靠性。 
方法  血清总胆汁酸测定采用循环酶法。血清甘氨酸测定采用均相酶免疫法中的酶放大免疫技

术（EMIT），即待测血清中的甘胆酸与试剂中的葡萄糖 6 磷酸脱氢酶-甘胆酸偶联物竞争性地

与抗甘胆酸的特异性抗体结合，与抗体结合的偶联物中的酶失去了活性。在抗体一定量的情况

下，待测标本中的甘胆酸含量越高，游离的葡萄糖 6 磷酸脱氢酶-甘胆酸偶联物也越多。游离

的葡萄糖 6 磷酸脱氢酶-甘胆酸偶联物能够催化底物葡萄糖 6 磷酸脱氢，使氧化型尼克酰胺腺

嘌呤二核苷酸（NAD+）还原为 NADH。通过测定 340nm 吸光度增加速率就可以测出待测标本

中甘胆酸的浓度。在本研究中随机挑选了 100 份临床标本，分别测定血清总胆汁酸和甘胆酸，

对测定结果使用 SPSS12.0 软件计算相关性。 
结果  100 例患者血清总胆汁酸的测定范围为 1.4-274.5μmol/L，血清甘胆酸的测定范围为 0.9-
87.3mg/L，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92。 
结论  血清甘胆酸的均相酶免法能够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简便、快速和准确地测定，值

得广泛推广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17 
 

Caspase-1 在 2 型糖尿病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 
 

李承彬 李俊立 谢海龙 万 靖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20 

 
目的 调查 Caspase-1 mRNA 在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CAS）中的表达

水平，并探讨它与斑块之间的关系。方法 收集健康对照者组 35 例、T2DM 组 26 例、T2DM+ 
CAS 组 81 例(包括 IMT 增厚组与斑块组)、CAS 组 35 例,采用实时荧光聚合酶联反应（RT-
FQ-PCR）法检测各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 Caspase-1 mRNA 的表达水平，比较

各组间差异，并分析斑块组 caspase-1 mRNA 的表达量与 crouse 积分相关性。 
结果 T2DM 组与 T2DM+CAS 组 PBMCs 中 Caspase-1 mRNA 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IMT 增厚组 Caspase-1 mRNA 的表达量明显高于斑块组（P<0.01）；斑块组中

患者 Caspase-1 mRNA 的表达量与斑块 crouse 积分呈明显负相关（r=-0.467）。 
结论 Caspase-1 参与了 2 型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发展，而且在斑块形成早期表达更

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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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20 
 

血清胱抑素 C 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性研究 
 

尹萌 刘建华 秦晓松 刘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04 

 
目的  通过检测 129 例行冠脉造影检查患者血清胱抑素 C（Cys C）水平，探讨其与冠状动脉

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本院心内科于 2014 年 3 月-2014 年 9 月拟诊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CHD）入院并行冠脉造影的患者 129 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冠

脉造影结果分为确诊 CHD 组（CHD 组，99 例）和血管狭窄程度<50%组（对照组，30
例）。再根据冠脉病变支数将 CHD 组分为 3 组：单支病变组（35 例）、双支病变组（33
例）和三支病变组（31 例）。记录入选患者一般情况，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 Cys C 水

平，比较 CHD 组与对照组及 CHD 组组间血清 Cys C 水平。 
结果  各组间年龄、性别构成、血压、血肌酐及尿素氮、血脂水平、BMI、吸烟所占比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P>0.05）。CHD 组与对照组平均血清 Cys C 水平分别为（0.76±0.23）ng/ml 及
（0.22±0.09）ng/ml，CHD 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支病变组平均血清

CysC 水平为（0.47±0.12）ng/ml，双支病变组为（0.74±0.20）ng/ml，三支病变组为

（1.07±0.28）ng/ml，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Cys C 水平与冠脉病变程度

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血清 Cys C 水平与冠心病及冠脉病变程度密切相关，随着 Cys C 水平升高，冠脉病变程

度逐渐加重，血清 Cys C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作为一项非创伤性指标用于判断冠心病的严重程

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3921 
 

NDM-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in a Chinese 
Hospital, 2014-2015: Identification of NDM-producing 
Citrobacter werkmanii and Acquisition of blaNDM-1-
carrying Plasmid in vivo in a Clinical Escherichia coli 

Isolate 
 

AN JINGNA1,GUO LING1,ZHOU LIN1,MA YANNING1,LUO YANPING1,TAO CHUANMING2,YANG JIYONG1 
1.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2.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Background  NDM-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NPE) exhibits prevalence in China.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mechanisms related to the spread of NPE.   
Methods  A total of 51 non-duplicated NPE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a tertiary-care 
hospital in China and were analyzed for genetic relatedness by pulse-field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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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phoresis (PFGE), for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by E-test, and for sequence type (ST)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S1-PFGE and Southern blot analysis or PCR amplification 
were used for plasmid profiling.   
Results  Between 2014 and 2015, 22 Escherichia coli, 10 Klebsiella pneumoniae, 9 
Enterobacter cloacae, 2 E. aerogenes, 3 Providencia rettgeri, 1 K. oxytoca, 1 Proteus 
mirabilis, 1 Citrobacter freundii, 1 C. werkmanii and 1 Raoultella planticola were identified as 
NPE. Results of PFGE and MLST showed that most strains were genetically unrelated. 
Among the 45 blaNDM-carrying plasmids, 25 were IncX3 plasmids with a size of about 50 kb, 
11 belonged to IncA/C plasmids with a size range from 70 to 300 kb, and 5 were 90-kb 
IncB/O plasmids. A NDM-1-producing isolate of C. widmanstaten was identified, which had 
never been reported previously. An E. coli strain was found acquiring a blaNDM-1-carrying 
IncFrep plasmid in vivo during infection.   
Conclusions  A NDM-1-producing isolate of C. widmanstaten was identified. An E. coli 
strain acquired a blaNDM-1-carrying plasmid in vivo. IncX3 and IncA/C plasmids with various 
sizes might have emerged as the main platforms mediating the spread of the blaNDM genes 
in Chin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25 
 

UF-1000i 全自动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性能验证 
 

赵丽菲 户凌志 姜奎福 张昕 
第 202 医院检验科 110003 

 
目的  对本实验室 Sysmex UF-1000i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的白细胞（WBC）、红细胞

（RBC）、上皮细胞（EC）、管型（CAST）、细菌（BACT）进行性能验证。 
方法  用批内不精密度和总不精密度对精密度进行评价；用线性方程对线性范围及临床可报告

范围进行评价；用携带污染率对检测项目的携带污染情况进行验证。 
结果  本实验室 Sysmex UF-1000i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项目 WBC、RBC 批内不精密度及总

不精密度均≤10%；EC 批内不精密度及总不精密度均≤30%；CAST 批内不精密度及总不精密

度均≤40%；BACT 批内不精密度及总不精密度均≤20%；符合实验室要求。RBC 携带污染率

＜0.1%，BAST 携带污染率＜0.05%，符合实验室要求。线性范围验证结果 b 值在 1±0.05 范

围内，相关系数 r≥0.975（r2≥0.95），符合实验室要求。与参比实验室比对结果均在厂家提供

的最大允许误差内，符合实验室要求。 
结论 本实验室内两台 Sysmex UF-1000i 检测项目的精密度、携带污染率、线性范围及实验室

间比对试验进行验证，结果均符合实验室要求，可满足临床检验的需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27 
 

血清淀粉酶和脂肪酶及超敏 C-反应蛋白的联合检测在胰腺炎

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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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玲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目的  检测血清中血清淀粉酶和脂肪酶及超敏 C-反应蛋白的含量有助于临床对急慢性胰腺炎的

诊断及治疗。 
方法  淀粉酶(AMY)测定方法为 CNP—麦芽三糖为底物测定，脂肪酶（LPS）测定方法为偶联

反应法，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采用免疫比浊法。 
结果  本文对 206 例患有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肝病，肾病的患者血清中淀粉酶(AMY)及
脂肪酶（LPS）和尿中淀粉酶(AMY-U)及血清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含量进行检测分

析，其结果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中的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含量及淀粉酶和脂肪酶测定

指标较正常对照组均有显著升高（P < 0.01），尿淀粉酶测定指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P 
< 0.01），血清中均有显著差异（P < 0.01），而慢性胰腺炎血清中的超敏 C-反应蛋白

（hsCRP）含量及淀粉酶和脂肪酶和尿中淀粉酶测定指标较正常对照组有差异但不显著（P < 
0.05）。 
结论  正常人血清中血清淀粉酶主要由肝脏产生，故血清及尿中淀粉酶降低见于肝脏。而肝病

肾病患者血清中淀粉酶及尿淀粉酶测定指标较正常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降低，有差异（P < 
0.05），肝病肾病患者血清中超敏 C-反应蛋白含量测定指标较正常对照组有差显著异（P < 
0.01），脂肪酶测定指标较正常对照组无差异（p  >0.05）。淀粉酶主要由唾液腺和胰腺分

泌，流行性腮腺炎，特别是胰腺炎时，血中和尿中的 AMY 活性显著增高。胰腺是人体 LPS 主

要来源，血清 LPS 增高常见于急性胰腺炎及胰腺癌患者。偶见于慢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

时，血清淀粉酶增加的时间较短，而血清 LPS 活性上升持续 10—15 天。腮腺炎未累及及胰腺

时，LPS 通常在正常范围。此外，总胆管结石或癌，肠梗阻，十二指肠穿孔时 LPS 亦可增

高。血清脂肪酶对急性胰腺炎的诊断有很大帮助。临床研究证实，其灵敏度为 80％—100％，

特异性为 84％—96％.而淀粉酶淀粉酶灵敏度为 73％—79％，特异性为 82％—84％，LPS 灵

敏度和特异性都优于淀粉酶测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32 
 

狼疮肾病相关抗 14-3-3 eta 抗体的筛查、鉴定及其在狼疮肾

炎发病中作用研究 
 

刘政
1 岳吟诗

2 于仰盛
2 苏凯红

1 邱广斌
1 

1.第 202 医院 
2.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病理微生物实验室 

 
目的  评估抗 14-3-3 抗体与 LN、SLE 活动期的相关性以及对 MC 细胞凋亡的影响。 
方法  采用单细胞 RT-PCR 方法制备来源于 SLE 患者和健康组 B 细胞的重组抗体。通过流式

细胞仪筛选可与 MC 特异性结合的重组抗体。并利用免疫沉淀和质谱技术分离鉴定可与筛选出

的重组抗体特异性结合的 MC 膜抗原成分。利用 ELISA 实验、凋亡检测分析针对该抗原成分

的自身抗体与 SLE 及 LN 的相关性及对 MC 凋亡的影响。 
结果  应用免疫沉淀结合质谱技术，从 MC 膜蛋白提取物中鉴定出三个可与 3 个 MC 特异结合

的重组抗体结合蛋白质，分别是 HSPG、AIMP1 和 14-3-3 eta。ELISA 检测结果显示，16 个

可与 MC 结合的 SLE 重组抗体中，有 5 个可与 14-3-3 eta 蛋白结合，且吸光度值随抗体浓度

增加而增加，呈剂量依赖方式。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表明 16 个可与 MC 结合的 SLE 重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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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有 5 个重组抗体可与 14-3-3 eta 蛋白特异性结合。竞争实验结果显示，5 个重组抗体与

过量 14-3-3 eta 蛋白共同孵育时其与 MC 的反应性部分或完全消失，表明 14-3-3 eta 介导或部

分介导抗体与 MC 的结合。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 SLE 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抗 14-3-3 eta 抗体

滴度，结果显示，不同地区 SLE 患者血清抗体水平较对照组均显著升高（P <0.0001，
P=0.0003）。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抗 14-3-3 eta 抗体水

平相似(P =0.8756），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 =0.0012，P =0.0013），且均显著低于

SLE 组（P =0.0027，P =0.0057）。SLE 患者中，活动性肾炎组的抗体水平显著高于无活动

性肾炎组（P <0.0001）。凋亡检测结果显示，用 SLE 来源的 5 个重组抗体（S3P1D11, 
S3P1F3, S3P1G9, S12P2D4 和 S12P2H9）或商品化抗体处理 MC 后，抗 14-3-3 eta 抗体使

MC 凋亡率下降，提示抗 14-3-3 eta 抗体可能通过诱导 MC 凋亡最终导致 LN 的发生。 
结论  14-3-3 eta、HSPG 和 AIMP1 是 SLE 的潜在自身抗原；抗 14-3-3 eta 抗体具有抑制系膜

细胞凋亡的功能；抗 14-3-3 eta 抗体可能是 LN 和 SLE 疾病活动性判定的新的生物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40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iR-210 Exp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Effect on CRC Cell Metastasis 

 
Qu Ailin,Yang Yongmei,Wang Chuanxin 

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croRNA-210 (miR-210)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RC) tissues, analyze its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prognostic value, and investigate 
its potential effect on CRC cell metastasis.   Methods  1.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210 
in 193 pairs of human CR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s were tes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Then, we compared the expression difference of 
miR-210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alyzed the association of miR-210 expression levels 
with various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CRC tissues, and evaluated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miR-210. Also,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HIF1α mRNA in 116 
pairs of CRC tissues and corresponding non-cancerous tissues, determin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R-210 and HIF1α by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2.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210 were examined in CRC cell lines (HT-29, HCT-116, SW480 and SW620). We 
performed hypoxia experimen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miR-210 levels of CRC cells were 
induced by hypoxia.3. Transient transfection of miR-210 mimics/miR-210 inhibitor or miR-
negative control was carried out in HT-29 and SW480 cells using LipofectamineTM 2000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The expression of miR-210 was tested by qRT–
PCR 24h later to evaluate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Transwell experiments with or without 
Matrigel were perform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miR-210 on CRC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 calculat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cells in miR-210 over-expression group/miR-210 
low-expression group and negative control group using transwell assay in vitro, thereby to 
detect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of miR-210 on CRC cell lines. 4. We examin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of CRC cells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using transwell assay in 
vitro. 5.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by TargetScan demonstrates that VMP1 is a potential target 
of miR-210.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vectors containing wild type 
(WT)-VMP1 3'-UTR sequences or mutant (MUT)-VMP1 3'-UTR sequences. The HEK29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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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 were transiently co-transfected with miR-210 mimics/miR-negative control and WT-
VMP1 3'-UTR vector/MUT-VMP1 3'-UTR vector. Luciferase activities were evaluated with the 
Dual-Luciferase assay kit following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48h after transfection. We 
performed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s after transfection with miR-210 mimics or 
miR-negative control to detect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VMP1. Also,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VMP1 mRNA in 116 CRC tissues were tested by qRT-PCR,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R-210 and VMP1 were determined by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6. 
Transient co-transfection of miR-210 mimics/miR-negative control and PCMV-HA-VMP1 
plasmid was carried out in HT-29 and SW480 cell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ies were 
detected by transwell assay in vitro in all groups. The possible molecular mechanisms by 
which miR-210 promote metastasis of CRC cell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1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10 in CRC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comparison to that in the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s (P<0.0001). Moreover, 58% (111 
of 193) patients had at least 2-fold higher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10 in the CRC tissues. 2.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10 in CRC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P=0.014)，local invasion (P=0.047)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01 ) and clinical TNM 
stage (P=0.005). However,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miR-210 
expression and gender, age, tumor lo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ll P>0.05). The Kaplan–
Meier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CRC patients with high miR-210 expression had a 
significantly poorer overall survival rates than those with low miR-210 expression (P<0.001). 
Moreover, Cox regression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miR-210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dependent of other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RR=2.131; 95% CI: 1.130-4.019; P=0.019). 3. The 
expression of miR-210 was detected in all CRC cells HT-29, HCT-116, SW480 and SW620. 
The miR-210 levels increased in response to hypoxia in these cells.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miR-210 greatly increased with prolonged exposure to hypoxia, with the 
highest expression level in 48h after hypoxia. 4.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ransfected 
with miR-negative control, miR-210 expression level was significant increased in group 
transfected with miR-210 mimics and significant down-regulated in group transfected with 
miR-210 inhibitor (P<0.0001), which indicated the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was very high in the 
HT-29 and SW480 cell lines.  . 5. Transwell experiments in vitro indicated that the 
upregulation of miR-210 level by the miR-210 mimics enhanc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potential of CRC cells and transfection with the miR-210 inhibitor led to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potential of CRC cells compared to the cells 
transfected with the miR negative control. 6.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potential of CRC 
cells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cells under normoxic 
conditions. Moreover, transfection with the miR-210 inhibitor dramatically decreas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potential of the hypoxic CRC cells, whereas transfection with the miR-
210 mimics further enhanc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of the hypoxic CRC cells 7.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by TargetScan revealed that 3'-UTR of VMP1contains predicted 
binding site for miR-210.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howed that co-transfection of miR-210 
mimics in HEK293T cells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the luciferase activity of the reporter 
containing WT-VMP1 3'-UTR but did not suppress the MUT-VMP1 3'-UTR reporter (P<0.05). 
These findings showed that VMP1 is a direct functional target of miR-210. We also found 
that transfection of miR-210 mimics could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VMP1 in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HT-29 and SW480 cells.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VMP1was found to be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miR-210 expression in CRC tissues (r =-
0.318, P<0.01). 8. To further confirm that miR-210 mediates its metastatic effects by VMP1, 
we co-transfected CRC cells (HT-29 and SW480) with miR-210 mimics/miR-negative control 
and PCMV-HA-VMP1 plasmid. Transwell experiments in vitro indicated that miR-210 mimics 
could promote the metastatic potential of CRC cells and decreased metastatic ability was 
observed in VMP1-overexpressing cells compared with control cells (P<0.05). Moreover,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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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ction of miR-210 and VMP1 could partially abrogate miR-210-induced metastatic 
ability in CRC cells (P<0.05). 
Conclusion  miR-210 is a useful biomarker for hypoxic tumor cells and a prognostic factor 
that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colorectal cancer metasta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3945 
 

计算机技术在 ISO15189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上的应用 
 

彭晓明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目的  以 ISO15189 准则作为实验室管理规范，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有效的信息化管理，提高

管理效率与质量。  
方法  1、图像媒体技术留存影音资料，可再现当时情形；2、PDF 方案对电子文件进行定型存

档，在各种设备上具有相同的显示效果；3、Flash 技术对电子文档具有更好的只读防 copy 保

护功能；4、运用矢量图软件对检验步骤，检验流程，空间布局，log 等绘制矢量图，易操作，

易缩放调整；5、文档共享在计算机数量众多的实验室局域网中显得非常重要，使用 U 盘等移

动设备既不安全又不好控制，FTP 技术有效的解决了文件传递问题；6、电子表格记录，不是

设计、打印出表格然后手工填表，而是根据要求设计出电子表格，将记录输入到计算机里保

存，取代手写登记，保存了数据的电子表格具有方便查询、方便统计、方便分析、方便保存的

优点；7、运用 Web 技术制作简易局域网网站，将体系文件转成网页发布，局域网内计算机均

可轻松访问，易于版本控制，浏览器上显示的永远是最新版，不会被误用且环保，是取代纸质

版体系文件的完美电子化方案；8、数据库方案是各种日志记录的完美存储方案，一个数据库

文件可将实验室所有表单有机存储在内，不仅仅包含各个表单，还包含了各表单间的关联，具

有录入、查询、统计分析和输出报表等功能。  
结果 计算机技术种类众多，在实验室管理体系中的应用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根据科室实际

情况，选择一种或多种技术组合运用，不失为一种高效的管理方法。  
结论  计算机技术的灵活运用，能强有力地推动实验室管理无纸化、智能化、网络化的高效发

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48 
 

MicroRNA-3646 contributes to docetaxel resistance i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by GSK-3β/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zhang xiaohui1,2,zhong shanliang1,zhao jianhua1 
1.Jiangsu Cancer Hospital  

2.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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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mircoRNA profile and miR-3646 regulated 
sensitivity of  breast cancer cells to Docetaxel (Doc). 
Methods  Doc-resistant MDA-MB-231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DA-MB-231/Doc)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in vitro by gradually increasing Doc concentration on the basis of 
parental MDA-MB-231/S. The potential miRNAs relevant to the drug-resistance was 
screened by miRNA microarray and confirmed by RT-qPCR. Cell transfection and survival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identified miRNAs on the drug resistance. 
The miRNA target gene and signal pathway were studied by bioinformatic analyses, RT-
qPCR,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test.  
Results  IC50  of MDA-MB-231/Doc and MDA-MB-231/S to Doc  were 22.89μM and 2.75μM,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MDA-MB-231/S, there were 169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iRNAs in its variant MDA-MB-231/Doc, and miR-3646 was found to be obviously up-
regulated. Transfection of miR-3646 mimics into MDA-MB-231/S remarkably increased their 
drug resistance; in contrast, transfection of miR-3646 inhibitors into MDA-MB-231/Doc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the drug resistance. By the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es 
for miR-3646, we found that GSK-3β/β-catenin pathway was a significant pathway, in which 
GSK-3β was an essential member. Further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miR-3646 could 
regulate GSK-3β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In miR-3646 mimics-transfected MDA-MB-
231/S, GSK-3β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reduced along with miR-3646 increase; 
reversely in miR-3646 inhibitors-transfected MDA-MB-231/Doc, their expressions were 
increased along with miR-3646 decrease. Immunofluorescence analysis result showed that a 
marked increase of both nuclear and cytoplasmic β-catenin expressions (with 
phosphorylated-β-catenin decrease) was observed in MDA-MB-231/Doc compared with 
MDA-MB-231/S, and their expression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miR-3646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SK-3β. 
Conclusions  MiR-3646-mediated drug resistance may be, at least in part, through 
suppressing expression of GSK-3β and resultantly resulting in activation of GSK-3β/β-
catenin pathwa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50 
 

白介素-17 对癌症患者预后的意义 
 

张骁 王佳谊 孙奋勇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检验科 200072 

 
目的  白介素-17 表达对癌症患者的预后可能存在影响，但具体的结论存在争议。 
方法  我们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评估是否白介素-17 可以做为癌症患者的预后标志物。风险比

及其 95%置信区间联合采用来评估白介素-17 在癌症患者预后的意义。 
结果  共有 19 组研究及 2390 位癌症患者被纳入研究内，我们发现白介素-17 的表达和所有种

类癌症患者的总生存率没有显著相关 
(HR=1.29, 95% Cl: 0.94-1.76; P=0.12)，然而在亚组分析中，我们发现白介素-17 的高表达在

非小细胞肺癌 (HR=2.30; 95% CI: 1.45-3.64; P<0.001; I2=0%) ，肝细胞癌（HR=2.02; 95%CI: 
1.44-2.83; P<0.001; I2=0%)中预示着较差的预后，而在食管鳞状细胞癌（HR=0.63; 
95%CI:0.51-0.79; P<0.001; I2=0%)中预示着较好的预后。 
结论  这篇文章表明白介素-17 有潜力成为非小细胞肺癌，肝细胞癌以及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新

的预后指标，有助于监控癌症患者的预后以及研发新的临床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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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51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特征及耐药性分析 
 

孙跃岭 李云慧 邱广斌 
第 202 医院 110003 

 
目的  为了动态监测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分布及耐药性变迁，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住院病人送检各类标本，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 
结果  共分离出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220 株，检出率逐年上升，主要分布在 ICU
（35.9%）、老年病内科（16.8%）、呼吸内科（13.2%），60 岁以上患者检出占 76.8%，在

痰液中检出 170 株，占 77.3%。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除米诺环素的耐药率 21.8%较低外，

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在 60.0%以上，特别是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已达 90.0%以上。对于多

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治疗临床应根据药敏结果采用两药联合或三药联合。 
结论  制定合理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合理使用广谱抗菌药物，避免及减少多重耐药鲍曼不动

杆菌菌株医院感染的暴发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53 
 

液基细胞学及刷片细胞学联合防癌检查结果分析 
 

王江平 邹俊清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液基细胞学及宫颈刷片细胞学联合检查的意义。 
方法 对 983 例妇女进行液基细胞学及宫颈刷片细胞学联合检查。 
结果 细胞学阳性者 166 例，两种方法均为阳性者 91 例，宫颈刷片细胞学单一阳性 41 例，

LCT 单一阳性 34 例。53 例阴道镜活检出现有 CIN 改变，占 31.93%。4 例 HSIL 患者两种方

法均检出，其中 1 例活检为 SCC，3 例为 CINIII，6 例 LSIL 中，CINI 1 例及 CINII~III 1 例仅

为 LCT/TCT 方法检出，2 例炎症及 1 例 CINI 为宫颈刷片方法检出， 1 例 CINI 为两种方法均

检出。8 例 ASC-H 中，1 例 CINI 仅为宫颈刷片检出，1 例 CINI 仅为 LCT/TCT 检出，6 例为

两种方法同时检出。 
结论  液基细胞学及宫颈刷片细胞学联合检查可以较早的发现宫颈癌致病因素及宫颈癌，及时

的诊断和治疗可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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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56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的检测 在妊娠合并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患者中的应用 
 

田笑 李明亮 
第 202 医院 110003 

 
目的   探讨应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在妊娠合并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ITP)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9 月间在解放军第 202 医院就诊的 100 例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且排

除一切可引起血小板减少继发性因素的患者为试验组，同时选取 100 例健康妊娠妇女作为对照

组，依据血小板计数结果分 4 组，再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PAIg）
的水平。 
结果  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患者血小板计数低于 70×109/L 时 PAIg 测定结果有统计学意义，当

计数低于 30×109/L 时，试验组 PAIgA、PAIgG 和 PAIgM 显著高于对照组。血小板计数值与

PAIgA、PAIgG 和 PAIgM 的荧光百分率呈负相关性。  
结论   流式细胞术检测血小板抗体具有快速、灵敏、简便、可靠等特点，可用于妊娠合并 ITP
的辅助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3958 
 
Supplementation of TLR agonists in FIRSV relieves the 

aberrant T cell immune response in mice with RSV 
vaccine-enhanced disease 

 
Jia Ran1,Lu Lu2,Liang Xiaozhen3,Sun Zhiwu2,Tan Lingbing3,Xu Menghua1,Su Liyun1,Xu Jin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Molecular Virology，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of Fudan University 

3.Institut Pasteur of Shangha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bjective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thogen responsible for 
sever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mong children. However, no safe RSV vaccine has 
been permitted in clinical use yet. The development of RSV vaccine has been hamper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clinical trial using formalin-inactivated RSV vaccine in the 1960s, which 
caused RSV vaccine-enhanced disease (RVED). The mechanism of RVED is still unclear. 
Murine model of RVED has been used by many researchers to find out the mechanism of 
RVED. Recently som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oll-like receptor (TLR)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VED.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our study is to establish murine 
models that can steadily mimic the performance of human RVED and find out the impact of 
TLR activation on the aberrant immune response in RVED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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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emale BALB/c mice of 6-8 weeks old were chosen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FIRSV was prepared from the 100-fold concentrated RSV A2. Mice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group FV, group VV and group BV. In TLR-associated research, group Poly(U) and 
group CpG were added. Group FV were inoculated with FIRSV intramuscularly, while group 
VV with live RSV intranasally and group BV with supernatants from lysed Hep-2 cells 
intranasally. Mice of group Poly(U) and group CpG were intramuscularly inoculated with 
FIRSV supplemented with Poly(U) and CpG respectively. Then all the mice were challenged 
on day 28 with live RSV intranasally (RSV challenge). The weight of each mouse was 
recorded in the following 4 days after challenge. T cell immune response, 
pulmonary pathology and lung RSV load were detected by FACS, H&E staining and RT-
qPCR respectively. Al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ATA 10.0 statistical software.  
Results   1. After challenge, the weight of mice in group FV showed larger fall than that of 
group VV and group BV. Lung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pneumonia could be seen in mice 
of all three groups, but extensive perivascular and peribronchiolar lymphocytic inflammation 
as well as eosinophilic infiltration could only be seen in lungs of mice in group FV. Lung RSV 
load of mice in group FV was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VV and group BV. The proportion of 
CD4+T cells in group FV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wo groups. Secretions of IL-4 and 
IL-17 as well as IL-4/IFN-g ratio in CD4+T cells in mice of group FV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wo groups. Secretions of TNF-a and IFN-g in CD8+T cells in group FV were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VV, while granzyme B levels in CD8+T cells of three 
groups were too low to be detected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 Mice of group Poly(U) and 
group CpG showed milder weight loss than that of group FV after challenge. Lung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pneumonia in mice of group Poly(U) and group CpG was much 
milder compared with that of group FV. Lung RSV load in mice of group FV, group Poly(U) 
and group CpG were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VV and group BV. Compared with group 
FV, the proportion of CD4+T cells in mice of group Poly(U) and group CpG were much 
higher, while the secretions of IL-4 and IL-13 in CD4+T cells were much lower in group 
Poly(U) and group CpG. The secretion of IL-17 in CD4+T cells of group CpG was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FV. The levels of both IFN-g and TNF-a in CD8+T cells of group FV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VV, while in group CpG the secretions of IFN-g and TNF-a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FV. In group Poly(U), the level of TNF-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FV.   
Conclusion Murine model of RVED has been established successfully, showing an 
unbalanced Th2-biased immune response as well as an impaired CD8+T cell function. With 
the supplementation of Poly(U) (TLR7/8 agonist) and CpG (TLR9 agonist) in FIRSV, we saw 
a suppression on the aberrant T cell immune response and an enhancement on the 
CD8+T cell function in RVED mice, suggesting that the insufficient activation of TLR7/8 and 
(or) TLR9 might cast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VE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59 
 

化学发光法替代 ELISA 方法检测戊型肝炎抗体 IgM 的可行性

研究 
 

周博 孙宗亮 于小鸥 康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讨 CLIA 法替代 ELISA 方法进行 HEV-IgM 检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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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使用病人血清配制混合血清，按照 EP15 进行精密度评价；使用病人血清配制临界值

（cutoff，S/CO=1.0）附近±20%的两个水平混合血清，按照 EP12 进行 cutoff 值验证；用

CLIA 法检测已被 ELISA 测定出结果的病人样本，分析其结果的符合率，不一致结果使用第三

方试剂确认；按照国家标准血清盘要求，验证最低检出限。 
结果  HEV-IgM 化学发光检测试剂盒低值 CV 批内=5.01％，CV 批间 =7.59％，高值 CV 批内

=3.85％，CV 批间 =6.02％。cutoff-20%浓度的阴性率为 100％，cutoff+20%浓度的阳性率为

100％；CLIA 法与 ELISA 法样本结果比较：阴性样本符合率 100％，阳性样本符合率

36.4％。CLIA 法与第三方试剂的阳性符合率为 80％，ELISA 与该试剂符合率为 45.5％，且

CLIA 法与血清盘对照符合率 100％；最低检出限符合标准。 
结论  CLIA 法精密度符合标准，与 ELISA 检测结果阴性符合率 100％，阳性结果符合率较

低，但与第三方试剂的符合率较高，且与康彻思坦学清盘对照结果完全一致，最低检测限符合

标准，所以 CLIA 法可以替代 ELISA 方法检测 HEV-IgM。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61 
 

2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糖原合成酶激酶 3β（GSK-
3β）蛋白表达及活性的研究 

 
谭婕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 GSK-3β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和健康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蛋白表达及活性水平的差

异性对 2 型糖尿病发生机制的临床价值。 
方法  运用 ELISA 的方法检测 3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未控制组（实验 1 组）、30 例 2 型糖

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组（实验 2 组）和 30 例健康人对照组外周血有核细胞内 GSK-3β 蛋白表达

水平及活性并分析其差异。 
结果  2 型糖尿病组人 GSK-3β 蛋白含量较对照组高（P＜0.05）, 实验 1 组人 GSK-3β 活性水

平较对照组及实验 2 组的活性水平高（P＜0.1）；实验 2 组人 GSK-3β 蛋白含量较对照组的

蛋白含量高（P＜ 0.1）；实验 2 组女性人 GSK-3β 蛋白含量较对照组男性的蛋白含量高

（P<0.05）,实验 2 组女性人 GSK-3β 蛋白含量较实验 1 组男性的蛋白含量高（P<0.1）。实

验 1 组男性人 GSK-3β 活性水平较对照组男性的活性水平高（P<0.05）,实验 1 组男性人

GSK-3β 活性水平较实验 2 组女性的活性水平高（P<0.1）。结论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

GSK-3β 出现蛋白质含量的高表达。经过药物治疗后，血糖得到有效控制的人群表现出 GSK-
3β 蛋白质含量仍为高表达，但活性水平表现出现明显的下降。在不同性别的人群中 GSK-3β
的蛋白含量及活性水平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67 
 

未成熟血小板比率在慢性肝病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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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玲 
第 202 医院 110003 

 
目的  研究慢性肝炎和肝硬化时的未成熟血小板比率(IPF)指标的变化, 探讨 IPF 值在监测慢性

肝病进展过程的临床意义。 
方法  用 Sysmex XN-10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131 例健康对照、134 例慢性肝炎患者和

145 例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参数(PLT-F、RP、IPF),比较肝功能分级对未成熟血小板比率的影

响。 
结果  慢性肝炎组、肝硬化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PLT-F 降低，IPF(%)、RP 升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肝硬化组与慢性肝炎组相比较,PLT-F、RP 降低，IPF(%)升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IPF 随着 Child-Pugh 分级加重而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慢性肝炎血小板减少的主要机制是血小板破坏，而肝硬化患者血小板降低与血小板破坏

和网织血小板生成减少都有关。IPF 值可以作为评估肝硬化进展程度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69 
 

武汉地区女大学生支原体感染情况分析 
 

倪维 刘光忠 杨柳 肖明中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目的  了解武汉地区不同年龄段的女大学生解脲脲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感染及其耐药性情况，探

讨有效治疗和预防的对策。  
方法  留取 1502 例女大学生阴道分泌物标本，进行解脲脲原体和人型支原体培养鉴定和药敏

检测。  
结果  女大学生支原体感染阳性率为 22.84%，以单独解脲脲原体感染为主，21～24 岁年龄段

感染率较高；单独解脲脲原体感染以强力霉素治疗效果最佳，美满霉素对单独人型支原体和支

原体混合性感染敏感性达到 100%。  
结论 不同年龄段女大学生感染支原体检出率有显著差异，应使用首选药物进行有针对性的抗

感染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70 
 

小分子代谢物测量不确定度评估及适宜范围的研究初探 
 

张洁 徐润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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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小分子代谢物血清钠（Na）、钾（K）、钙（Ca）、磷（Phos）、葡萄糖

（Glu）、肌酐（Crea）、尿素（Bun）、尿酸（Uric）8 项指标的测量不确定度适宜范围以及

在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参照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技术报告《医学实验室－测量不确定度的

评定与表达》，采用连续累积 62 天室内质控以及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评数据，分别计算实

验室内测量复现性和偏移,并作为分量引入测量不确定度；基于检测项目的 95%置信区间导出

的允许不精密度和允许偏倚，对本实验室 8 项指标进行测量不确定度允许范围的评估。 
结果  8 项指标扩展不确定度及根据参考区间上下限得出的允许不确定度分别为 Na: 2.04％、

2.67％；K: 4.43、5.41％；Ca:4.29、4.32％[1] ；Phos:4.28、5.88％；Glu: 4.44、6.04％；

Crea: 7.33、6.97％；Bun: 6.28、7.54％；Uric: 6.25、7.48％；本实验室 8 项小分子代谢物的

测量不确定度均符合卫生部行业标准的质量目标，根据参考范围上下限计算得出的不确定度允

许范围符合行业标准总误差允许范围，与国外现行质量规范相比，符合美国 CLIA’88 和德国

Rilibak 标准；与生物学变异数据库和澳大利亚 RCPA 质量规范相比， K、Phos、Glu、
Crea、Bun 和 Uric 能达到质量规范要求，而 Na 和 Ca 测量不确定度和允许范围均未在以上 2
个标准的范围内。 
结论  8 项指标中 K、Phos、Glu、Crea、Bun 和 Uric 测量不确定度和允许范围均达到国内和

国际标准，而 Na 和 Ca 目前实验室的方法学和操作技术不能达到较为严格的质量标准，应与

临床沟通，了解临床对 Na 和 Ca 的决策需求，由临床和实验室共同研究确定合理的检测允许

不确定度范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75 
 

泌尿系感染病原菌临床分布特点及耐药性检测结果分析 
 

苑美玉 翟如波 
第 202 医院 110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泌尿系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控制

医院感染的发生。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住院患者送检晨起清洁中段尿标本进行分离培养，采

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共检出泌尿系感染病原菌 1784 株，前四位依次为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

雷伯菌和肠球菌属，主要分布于泌尿外科、老年病内科、肾脏内科、神经内科，女性多于男

性，60 岁以上患者占 69.6%。引起泌尿系感染肠杆菌科细菌中大肠埃希菌中产超广谱 β-内酰

胺酶（ESBLS）检出率为 57.8%，对阿米卡星、呋喃妥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敏感性强，

耐药率低于 8.5%，对于非产 ESBLS 株，Ⅱ、Ⅲ代头孢菌素、氨曲南、阿米卡星、呋喃妥

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肺炎克雷伯菌中产 ESBLS 检出率为 46.9%，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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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耐药率分别为 12.4%、11.3%，对于非产

ESBLS 株除复方新诺明、呋喃妥因均具有较强敏感性。变形杆菌属对头孢他啶、氨曲南、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较强，阴沟肠杆菌对左氧氟沙星、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

性较强，产气肠杆菌对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较强，未检出耐亚胺培南、美罗

培南的肠杆菌科菌株。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具有较好的抗菌活性，鲍曼不动杆

菌多药耐药性严重，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米诺环素、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有较高的抗菌活

性。屎肠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呋喃妥因的耐药率明显高于粪肠

球菌，未检出耐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的葡萄球菌和肠球菌。 
结论  泌尿系感染病原菌的种类和耐药性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进行持续性病原菌及耐药性主动

监测，关注病原菌耐药性变化趋势，针对每一株细菌的耐药特点合理使用抗生素，提高疗效，

以减缓耐药菌的产生和传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76 
 

湖北省某中医院儿童呼吸道分离流感嗜血杆菌及其耐药性 
 

倪维 刘光忠 杨柳 肖明中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目的 了解湖北省中医院与西医院间患儿呼吸道分离流感嗜血杆菌检出及其耐药的区别，探讨

中医院预防和控制流感嗜血杆菌感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措施以供参考。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间湖北省中医院住院患儿呼吸道标本进行分离培养、细

菌鉴定和药敏分析，并收集个人资料。  
结果  湖北省中医院患儿流感嗜血杆菌检出率显著低于国内西医院；流感嗜血杆菌对氨苄西林

耐药率较高，对喹诺酮类和头孢类抗菌药物敏感率较高；β 内酰胺酶检出率明显低于国内西医

院。 
结论  与西医院相比，湖北省中医院患儿检出流感嗜血杆菌较低，抗菌药物耐药率控制较好，

后期应着重发挥祖国医学治疗手段在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中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81 
 

血清增殖诱导配体水平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病情活动性的

相关性研究 
 

李龙平 
湖南省益阳市中心医院 413000 

 
目的  血清增殖诱导配体（APRIL）水平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病情活动性的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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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 ELISA 法检测 60 例 SLE 患者（SLE 组）、40 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RA 组）和 30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的血清 APRIL 水平，同时检测其血沉（ESR）、补体 C3 和 C4 水

平。 
结果  SLE 组患者的血清 APRIL 水平明显高于 RA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1，但 RA 组与对照组间的血清 APRIL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LE 患者血清 APRIL 水平

与总 BILAG 评分（γ=0.486, P＜0.01）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与 BILAG 肌肉骨骼系统评分

（γ=0.848, P＜0.01）呈显著正相关，与 BILAG 心血管呼吸系统评分（γ=0.326, P＜0.05）呈

显著正相关；SLE 患者血清 APRIL 水平与补体 C3（γ=-0.819, P＜0.01）和 C4（γ=-0.549, P
＜0.01）均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SLE 患者血清 APRIL 中明显增高，且与 SLE 患者病情活动性密切相关，可作为 SLE 疾

病活动性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83 
 

维修后血细胞分析仪性能验证解决方案 
 

张凡雄 王飞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ISO 15189：2012,IDT）明确提出当仪器设备出现故障

修复后应进行性能验证，但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本实验室与厂家工程师讨论后制定了本实验

室故障维修后血细胞分析仪性能验证规则，通过临床验证效果较好，并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得到

认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84 
 

ELISA 和 PCR 两种方法检测血液病合并丙型肝炎的结果分析 
 

张馨予 李金玲 
第 202 医院 110003 

 
目的   通过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零二医院 328 例血液病患者抗-HCV 和 HCV-RNA 同时检

测，对酶联免疫法（ELISA）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两种方法检测阳性结果进行比较，提高血

液病合并丙型肝炎的临床诊断准确性。 
方法   随机选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零二医院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血液病

患者 328 名进行抗-HCV 和 HCV-RNA 检测，抗-HCV 采用 ELISA 法，HCV-RNA 采用实时荧

光定量 PCR。 
结果 （ 1）328 名血液病患者中抗-HCV 阳性 36 例,阳性率 10.97%，HCV-RNA 阳性 60 例,阳
性率 18.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血液病患者发生 HCV 再激活占 HCV 患

者总数的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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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液病合并 HCV 患者 ELISA 法检测易出现假阴性，临床诊断血液病合并 HCV 患者时

需联合采用 ELISA 法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以提高检测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91 
 

不同程度溶血对抗凝血酶Ⅲ检测结果的影响 
 

张月馨 
第 202 医院 110003 

 
目的   探讨不同程度溶血对抗凝血活酶Ⅲ检测结果的影响，为规范抗凝血酶Ⅲ检测的分析前过

程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检测 AT-Ⅲ的不溶血标本 40 例，分别收集此标本的血浆和血细胞。将血细胞反复

冻融后离心以获得该患者的游离血红蛋白，游离血红蛋白浓度应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并加入

对应患者血浆配成含 0.3、0.6、1.0、1.5、2.0 及 4.0g/L 游离血红蛋白的枸橼酸钠抗凝标本，

上机检测 AT-Ⅲ活性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当 AT0 值在 40~80%的范围内，在血红蛋白浓度 0.3~1.0g/L 时，AT-Ⅲ活性与未溶血测

得的原值相比无显著性差异；当游离血红蛋白浓度超过 1.5g/L 时，抗凝血酶检测结果下降，

与未溶血状态时的检测结果相比有显著性差异。当 AT0 值处于 81~100%范围时，标本中游离

血红蛋白超过 2g/L 时与未溶血状态时的检测结果相比有显著性差异。当 AT0 值处于

101~130%范围时，当标本中游离血红蛋白超过 4g/L 时检测值与原值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标本中游离血红蛋白的浓度升高会导致 AT 活性测定值的下降；抗凝血酶活性处于不同

范围的患者，其标本受溶血的干扰程度是不同，抗凝血酶活性越高，其对抗溶血干扰的能力越

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3995 
 

外周血中 Survivin 基因的检测和临床意义 
 

郑毅 王汉敏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目的  建立一种特异性检测外周血中 Survivin 基因 mRNA 表达的逆转录双重荧光定量 PCR 方

法。 
方法  设计特异性引物、荧光探针，检测健康人群和癌症患者治疗前后的 Survivin 基因表达

量，并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此基因的临床意义和治疗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建立了 GADPH、Survivin 基因的标准曲线，并有良好的相关性，R2 分别为 0.9983 和

0.9960。管家基因 GADPH，在 50 例健康人群和 47 癌症患者（治疗前后）体内表达量（分别

为：6.45×105、6.57×105、6.74×105 copies/ml）无统计学差异。Survivin 基因，在健康人群



1259 
 

中无表达（Ct 值>28）；癌症患者（治疗前）检测到 91.5%（43/47）表达，表达量为

5.35×105copies/ml；癌症患者（治疗后）检测到 46.8%（22/47），表达量为

3.18×105copies/m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01 
 

CEA、CA125、CA72-4、CYFRA211 联合 NSE 对非小细胞

肺癌诊断 运用分析 
 

周旸 罗逸潜 
第 210 医院 116000 

 
目的  研究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 125(CA125)、糖类抗原 72-4(CA72-4)、细胞角蛋白片

段 211 (CYFRA211）联合神经元烯醇化酶(NSE)对非小细胞肺癌诊断效果分析。 
方法  选择 2009 年 3 月至 2011 年 3 月来我院进行检测的 5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进行研究，

并与同期进行体检的肺部良性疾病患者和健康体检者共 50 例进行对比分析，分别标记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免疫印迹增强的化学发光法对两组的 CEA、CA125、CA72-4、
CYFRA211 以及 NSE 的水平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  NSE 对非小细 胞肺癌检测的特异度为 98.4%，敏感度为 16.3%.NSE 联合 CEA、
CA125、CA72-4、CYFRA211 检测对于非小细胞肺癌的敏感度 
(94%)和准确度(92%)均明显高于其余 3 组，差异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采用 CEA、CA125、CA72-4、CYFRA211 联合 NSE 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诊断，

提高了诊断的敏感度，并且提高了诊断的准确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27 
 

隐球菌脑膜炎患者外周血 CD200 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龙曙萍 王慧 胡晶晶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分析隐球菌脑膜炎患者外周血 CD200 的表达水平及其与其他炎性因子水平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1 年 6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上海长海医院和长征医院收治的 25 例隐球菌脑膜

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归为观察组，同时选取同期来体检的 30 名健康成人作为对照组。收集受

试者的外周抗凝血，分离外周单个核细胞（PBMC），采用反转录酶-聚合酶链锁反应（RT-
PCR）方法检测 PBMC 中 CD200 的 mRNA 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检

测其血浆 CD200 蛋白水平以及 TNF-α、IFN-γ、IL-17 的水平，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

CD200 和这些炎性因子的相关性。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 PBMC 的 CD200 的 mRNA 水平分别为（1.73±0.51）、

（1.69±0.47），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血浆 CD200 蛋白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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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70.5）pg/ml，显著高于对照组的（90.5±32.2）pg/ml，差异有统计意义（P＜
0.05）。观察组血浆 TNF-α、IFN-γ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IL-17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提示血浆 CD200 水平与 IFN-γ 成负相关

（r=-0.635，P＜0.001），与 IL-17 水平成正相关（r=0. 
668，P＜0.001）。 
结论 隐球菌脑膜炎患者血浆 CD200 水平显著升高，其可能通过调节 IFN-γ、IL-17 等炎性因子

水平来影响患者的免疫功能，参与其发病，提示 CD200 有望成为隐球菌脑病免疫治疗的新的

一个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31 
 

儿童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NF-α 及 TGF-β1 浓度的变化

及临床意义 
 

孙婷婷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34 

 
目的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ITP)是一种自身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性疾病。根据其发病机理、病程长短、预后的不同，儿童 ITP 可分为急性

（aITP）、慢性（cITP）2 种。目前，还未完全阐明其发病机制，但基因和环境因素在疾病的

发展转归中起重要作用。研究表明，ITP 患者不仅有体液免疫异常，也有细胞免疫的异常，其

发病机制与淋巴细胞亚群、细胞因子表达及功能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常状态下，免疫

系统的功能通过细胞因子的平衡实现，但是在 ITP 患者体内，这种细胞因子的平衡被破坏，导

致免疫系统功能的失调。为了探讨儿童 ITP 发病机制中 Th 亚群细胞及其相应细胞因子的作

用，本文对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ITP 患儿 TNF-α 和 TGF-β1 进行检测，

观察其变化，研究 TNF-α 和 TGF-β1 的浓度在急、慢性儿童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

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ELISE）法检测 TNF-α、TGF-β1 浓度，并与 24 例正常对照组检测结果

进行比较。 
结果  aITP 和 cITP 组 TNF-α 浓度均较正常对照组升高,cITP 组较 aITP 组显著升高(P<0.05)，
有统计学意义；aITP 和 cITP 组 TGF-β1 浓度较正常对照组明显降低，cITP 较 aITP 显著降低

(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研究中，TNF-α 在儿童 aITP、cITP 组的表达高于对照组，说明 ITP 发病过程中 Th 细

胞向 Th1 细胞的分化增加，疾病呈现 Th1 优势表达。cITP 患儿 TNF-α 的浓度显著高于 aITP
患儿，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疾病病情加重，TNF-α 浓度升高。TGF-β1 在儿童 aITP
组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在儿童 cITP 组表达显著低于 aITP。细胞因子的变化，说明 cITP 和

aITP 均存在体液免疫异常，而 cITP 体液免疫更明显，免疫紊乱更为严重。 
总之，ITP 病因复杂，进一步研究 ITP 患儿细胞因子的变化，有助于阐明 ITP 具体的发病机

制，为临床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提供有力的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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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033 
 

CEA、CA125、CA72-4、CYFRA211 联合 NSE 对非小细胞

肺癌诊断运用分析 
 

周旸 罗逸潜 
解放军第 210 医院 116021 

 
目的  非小细胞肺癌主要包括腺癌、鱗状细胞癌即肺鳞癌、大细胞未分化癌三类，占肺癌总数

的 80%,是最为常见的肺癌。非小细胞肺癌病死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对其早期缺乏有效的

筛选和诊断，80%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确诊已经是晚期，失去了极佳的治疗时间。因传统检

查采用单项肿瘤标记物对于非小细胞肺癌进行检测诊断时, 存在着特异性低，敏感度低，准确

度低的特点，故多常采用多项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的手段对其分析检测。研究癌胚抗原

(CEA)、糖类抗原 125(CA125)、糖类抗原 72-4(CA72-4)、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
联合神经元烯醇化酶(NSE)对非小细胞肺癌诊断效果分析。 
方法  选择 2009 年 3 月至 2011 年 3 月来我院进行检测的 5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进行研究，

并与同期进行体检的肺部良性疾病患者和健康体检者共 50 例进行对比分析，分别标记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免疫印迹增强的化学发光法（深圳华瑞同康生产的化学发光分析仪以及

罗氏 COBAS 6000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盒等）对两组的 CEA、CA125、
CA72-4、CYFRA211 以及 NSE 的水平进行检测分析。分别对患者进行淸晨空腹抽取静脉

血，并分离血淸样本，对患者血淸进行检测。 
结果  NSE 对非小细胞肺癌检测的特异度 98.4%，敏感度为 16.3%.NSE 联合 CEA、CA125、
CA72-4、CYFRA211 检测对于非小细胞肺癌的敏感度 (94%)和准确度(92%)均明显高于其余 3
组，差异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采用 CEA、CA125、CA72-4、CYFRA211 联合 NSE 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诊断，

提高了诊断的敏感度，并且提高了诊断的准确度. 诊断效果良好，値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应

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4034 
 
A novel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quantification assay 

that can directly detect most clinical samples without 
pre-dilution 

 
Liu yang,Cheng Xiaodong,Song liuwei,Peng Daorong,Hao Xiaoke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Currently, Abbott Architect and Roche Elecsys II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kits for HBsAg 
quantification detection. The detection range without pre-dilution is 0.05-250 IU/mL for 
Architect and 0.05-130 IU/mL for Elecsys ADDIN EN.CITE  ADDIN EN.CITE.DATA . 
However, the distribution of clinical sampl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is mainly about 
100-100,000 IU/mL and much higher (over 100-fold) than the detection ranges, and most 
samples need to be dil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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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detection. Therefore, the Architect assay suggested to do 500-fold dilution manually 
or by the instrument before detection, and the Elecsys assay forced to do 400-fold dilution by 
the instrument before detection. Furthermore, 
all the other commercially available HBsAg quantification assay need about 400-fold dilution 
before detection such as DiaSorin LIAISON-XL (detection range: 0.03-150 IU/mL). Such a 
dilution fold required to do dilution for two 
times, it largely complicated the operation steps, reduced the instruments throughout, and 
increased the systematic error for worse detection precision and repeatability. Recently, a 
novel HBsAg assay – the WT HBsAg High QN, that 
can directly detect most clinical samples without pre-dilution was developed, and this study is 
aimed to evaluate it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perspectiv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035 
 

2016 年湖北省糖化血红蛋白 A1c 检测能力验证/室间质评结

果分析 
 

马平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430064 

 
目的  糖化血红蛋白 A1c 检测质量评价计划，是保证各临床实验室检测质量的重要手段。通过

活动可以反映在检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及某些实验室存在的特殊问题，促进实验室提高检测水

平。切实保证各实验室间检验结果具有可比性，帮助实验室提高检验质量，通过分析实验中存

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实验费用，避免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和法律诉讼。湖北省临 
方法  床检验中心依据 ISO/IEC17043：2010《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准则》运作能力验证计

划。通过对参加者实施指导，对能力验证物品进行包装、标识和分发，对能力验证物品进行均

匀性和稳定性检验，对参加者回报的数据进行有效合理分析以及对能力验证结果的评价，实现

对参加者的能力进行必要的综合评定。选择能力验证计划及利用能力验证结果（含对不满意结

果的纠正措施）的相关要求和政策见 CNAS-RL02《能力验证规则》 
结果  本次能力验证共有来自 16 个市、州、县的共 149 个实验室参加。143 个实验室回报了

结果，对于未按时回报结果的 6 个实验室，不予评价成绩。 
结论  本次能力验证采用按照检测方法进行分组统计，对于分组方法<10 家和没有明确填写检

测方法的实验室，计入所有方法组。分组统计时，由于免疫比浊组、离子交换色谱法、酶法参

加单位数较少，其分组指定值，超过了《利用实验室间比对对能力验证的统计方法》

ISO15189 中规定的指定值允许范围（ux≤0.3σ，σ 为本能力验证计划项目能力评定标准

差），故，其他组的评价结果可能存在风险，而非实验室的问题，评价结果仅供实验室参考，

建议实验室采取主流方法学分析检测。 本计划未限定检测方法、检测仪器及检测所用的试剂

厂家，但建议参加实验室选用平时提供检测服务时经常使用的检测系统，其目的主要是希望能

力验证计划的结果能客观反映参加实验室的实际检测能力。 本计划的样本为经过冰冻处理后

的人血，可能不适合部分 POCT 仪器和低压液相分析仪，建议实验室用户仔细阅读仪器说明

书，选择合适的室间质评计划。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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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040 
 

PTEN 蛋白水平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临床检测指标之间相关性

研究 
 

李腾达 刘挺挺 程凯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检测干燥综合征外周单个核中 PTEN mRNA 的表达水平以及血清蛋白水平，进一步分析

PTEN 蛋白水平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SS）自身抗体指标之一 SSA 以及与 SSDAI 评分之间

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4 月期间上海长海医院收治的 65 例 pSS 患者以及同期来体

检的 40 名健康对照外周抗凝血，分离了外周单个核细胞（PBMC），采用反转录酶-聚合酶链

锁反应（RT-PCR）方法以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检测其 PTENmRNA 水平以及

血清中的蛋白水平，同时分析其与干燥综合征诊断指标 SSA 以及与 SSDAI 评分的关系。 
结果 疾病组相比对照组的 mRNA 水平以及蛋白水平明显下降（P＜0.05），且与自身抗体

SSA 以及 SSDAI 成负相关（r=-0.601 和 r=-0.615,P＜0.0001）。 
结论 干燥综合征患者 PTEN 的 mRNA 水平以及蛋白水平明显下降，且与自身抗体 SSA 成负

相关，并与 SSDAI 成负相关，提示 PTEN 表达异常可能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发病机制中占重

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43 
 

2006-2015 年鲍氏不动杆菌分离与耐药性变迁 
 

王际亮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34 

 
目的  分析鲍氏不动杆菌分离率与耐药性变迁，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06-2015 年住院患者送检标本分离出的鲍氏不动杆菌，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的 VITEK-60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进行细菌鉴定，按照 CLSI 标准采用 K-B 纸片扩散法进行

药敏试验，使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分离出革兰阴性菌 13537 株，其中鲍氏不动杆菌（ABA）1793 株，占 13.25%。ICU
检出鲍氏不动杆菌 448 株，占 24.99%，非 ICU 检出 1345 株，占 75.01%。鲍氏不动杆菌对

米诺环素、替加环素敏感，对其他 15 种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较高。2006-2015 年革兰阴性菌

检出株数逐年增加，2011 年鲍氏不动杆菌分离率最高 17.23%。2012 年标本量剧增，革兰阴

性菌大幅度增加，鲍氏不动杆菌分离率为 10.63%，比 2011 年明显降低，2013 年分离率

10.98%与 2012 年无明显变化，2011 年耐药率最高。 
结论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可降低鲍氏不动杆菌耐药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1264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52 
 

全自动血细胞形态学分析系统 CellaVisionDM96 对血小板聚

集筛查功能的评价 
 

樊爱琳 张新峰 郑善銮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评价全自动血细胞形态学分析系统 CellaVisionDM96 对血小板聚集的检测能力。对本院 2015
年上半年住院 EDTA-K2 抗凝的血细胞分析标本 89183 个中，血小板计数小于 80×109／L 的

标本和血小板计数大于等于 80×109／L 小于 125×109／L 之间并有血小板聚集 IP 报警的标本

制做血涂片。用显微镜和 DM96 同时观察血小板聚集情况。显微镜观察方法，在高倍镜下，从

体尾交界处开始，仔细观察血涂片特别是血涂片的两侧、尾部，观察有无血小板聚集情况。

DM96 观察血小板聚集方法，可以从 DM96 可提供的所有图像中寻找线索，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白细胞单屏显示界面中，通过血小板聚集检测功能，直接观察是否存在聚集的血小

板；第二在全屏预览界面白细胞分类的细胞背景中观察是否存在聚集的血小板；第三在红细胞

检测界面观察是否存在聚集的血小板。血小板聚集的判断标准：把 1 0 个以上血小板聚集界定

为血小板聚集，把 5～1 0 个血小板的聚集界定为血小板弱聚集，把 4 个以下的血小板聚集忽

略为无聚集。89183 例血常规标本中，触及血小板复检规则的标本有 4271 个，占血常规标本

总数的 4.79%。人工显微镜复检发现血小板聚集 128 例，占血常规标本的 0.143%。说明，单

凭血小板聚集检测图像检测血小板聚集，还存在一定漏检。显微镜和 DM96 在检测血小板聚集

方面各有特点。其中在显微镜下发现聚集而 DM96 未检测到聚集的标本有 3 例，而 DM96 检

测到聚集显微镜未找到聚集的有 5 例。在显微镜下证实这 5 例标本均为聚集成堆数量较少的病

例，容易在显微镜下漏检。通过延长时间仔细寻找均发现了聚集的血小板。说明 DM96 对聚集

成堆数量较少的血小板聚集病例检出的敏感性比较高。显微镜初次对血小板聚集的检出率为

96.2%，最终的检出率为 100%，而 DM96 对血小板聚集的检出率为 97.7%，漏检率为

2.3%。漏检的 2.3%可以通过血液细胞分析散点图及患者临床诊断及历史结果发现，再通过显

微镜得以纠正。符合率可以达到 97.7%。通过 DM96 可以快速的筛查血小板聚集。如果能够

结合血液细胞分析散点图、患者临床诊断及历史结果，最后通过显微镜确认，可以最大限度的

减少 DM96 对血小板聚集检测的漏检率，减少因血小板聚集而造成血小板假性减少，为临床提

供准确的血小板检测结果保驾护航。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54 
 
Expression of toll-like receptors in hepatic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ang jian1,hu wan fa2 
1.Department of Aetiology & Immunology ，Medical college.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Huainan CHina 
2.Clinical Laboratory of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HUain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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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l-like receptors (TLRs) can specifically identify 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 by recognizing structural patterns in diverse microbial molecules, and can provide 
an effective defense against multiple microbial infectious. A variety of TLRs can be 
expressed on the surface of liver parenchymal as well as nonparenchymal cells. Kupffer cells 
are a type of hepatic nonparenchymal macrophage, and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liver fibrosis.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ynthesis and deposition of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by up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 
(TIMP) and downregulating the activity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 Cirrhosis, a 
chronic diffuse lesion usually accompanying extensive liver fibrosis and nodular regeneration, 
is caused by liver parenchymal cells repeating injury-repair following re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hepatic lobul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s caused by 
repeated and persistent chronic severe liver injury, and partial hepatocytes can eventually 
transform into hepatoma cells. Multiple TLRs such as TLR2, TLR3, TLR4, and TLR9, as well 
as other receptors, can be expressed in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bout 53% 
and 85%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frequently express TLR3 and TLR9, 
respectively. The chronic and repeated liver injury caused by alcohol, and HBV, HCV, or 
other pathogens can be recognized by TLRs through the PAMPs pathway, which directly 
increases the risk for hepatic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this review, we 
briefly present evidence that the novel cellular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TLRs may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new therapeutics targets of the anti-inflammatory immune respons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66 
 

临床分离携带 psm-mec 基因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的

SCCmec 型别分析 
 

杨永长 肖代雯 姜伟 黄文芳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探讨临床分离携带 psm-mec 基因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E）的 SCCmec 型

别。 
方法  收集临床分离并经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准确鉴定的表皮葡萄球菌 165 株，通过 PCR
扩增 esp 和 mecA 基因准确鉴定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扩增 psm-mec, fudoh 和 p221 片

段鉴定携带 psm-mec 菌株。采用多重 PCR 对携带 psm-mec 基因 MRSE 的 mec，ccr 和
SCCmec 进行分型。 
结果  138 株 MRSE 菌株中，29 株携带 psm-mec 基因，携带率为 17.58%。多重 PCR 对 mec
和 ccr 分型结果显示，携带 psm-mec 基因 MRSE 均为 Class A mec，但 ccr 型别存在明显的

多样性。多重 PCR 对 SCCmec 分型结果显示，所有菌株均可扩增出 II 型和/或 III 型 SCCmec
条带，且为混合型别。 
结论  临床分离携带 psm-mec 基因 MRSE 的 SCCmec 具有同源性，以含 Class 
A mec 的携带 II 型和/或 III 型 SCCmec 为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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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临床化学常规检验项目不精密度分析 
 

潘莉兰 邓盼 祝卫平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430064 

 
目的  了解湖北省临床化学常规检验项目满足允许不精密度质量规范的水平。 
方法  收集 2013 年参加湖北省临床化学室内质控数据实验室间比对计划中值浓度水平的室内

质控数据，分析钾，钠，氯，总钙，磷，葡萄糖，尿素，尿酸，肌肝，总蛋白，清蛋白，总胆

固醇，三酰甘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淀粉

酶，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γ-谷氨酰基转移酶 21 个临床化学检验常规项目的室内质控变异

系数，采用 1/3TEa，1/4TEa，WS/T403-2012 和基于生物学变异导出的允许不精密度作为质

量规范，分析实验室满足各质量规范标准所占的比例。 
结果  50%以上实验室能满足 1/3 Tea，1/4 Tea，WS/T403-2012 和基于生物学变异导出的最

适、最低允许不精密度质量规范要求的项目有 TG，ALT，CK，TBil； 50%以上实验室不能满

足以上所有质量规范的项目有 Cl 和 Cr；所有实验室不能满足基于生物学变异导出的最佳允许

不精密度的项目有 Na 和 TCa。以 80%的实验室变异系数小于质量规范作为合格评价标准，

21 个项目中满足生物学变异最低质量规范的项目数最多，占 66.7%，满足 WS/T403-2012 和

生物学变异最佳质量规范的项目数最少，占 14.3%。 
结论  参加湖北省室内质控数据实验室间比对的实验室 21 个项目的室内变异系数值总体上是

达到要求的，但部分项目的检测结果离散度大，实验室应根据本室的检测能力和质量规范标准

设定合适的不精密度水平，并通过实验室的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检验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77 
 

重症肌无力患者外周血颗粒溶素变化及其意义 
 

刘挺挺 龙曙萍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为研究重症肌无力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颗粒溶素（granulysin）mRNA
的表达以及血浆颗粒溶素水平变化的临床意义。 
方法  我们分别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 ELISA 法检测了 35 例、40 例健康对照个体 PBMC
中颗粒溶素 mRNA 的表达以及血浆颗粒溶素水平。同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

Th1/Th2 细胞亚群的百分比，并分析其与血清中颗粒溶素浓度的相关性。 
结果  我们发现，重症肌无力患者 PBMC 中颗粒溶素 mRNA 的表达以及血浆中颗粒溶素水平

均较健康对照组增高（P＜0.01）。外周血中 Th1 细胞百分比降低（3.9±1.2 vs 6.3±2.3，P＜
0.001），Th2 细胞百分比增高（3.1±1.0 vs1.9±0.69，P＜0.05），进一步重症肌无力患者血

浆颗粒溶素水平与 Th2 细胞水平呈正相关（P＜0.01）。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颗粒溶素可能参与了 SS 的发病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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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外周血 TNFSF9 的表达及其疾病关联

性 
 

胡红丽 张蕾 李腾达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研究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NFSF9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以 40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采用 RT-PCR 检测 40 例原发性干综合症患者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 TNFSF9 的表达水平，血清中 sTNFSF9 的水平，并进一步分析其与 SSAI 评分的相关

性。 
结果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外周血 TNFSF9 的表达在蛋白水平（995．71±306．22）显著高于健

康对照组（131．10±46．03）；TNFSF9 mRNA 水平（5．02±1.43）也较健康对照组

（1.21±0．65）高，且均与 SSAI 评分呈负相关（rs=0．301，P=0．039；rs=-0．387，
P=0．016）。 
结论  TNFSF9 可能参与了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机制，是潜在的治疗靶点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85 
 

血吸虫核酸诊断方法研究进展 
 

孙莉军
1 叶青

2 
1.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2.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 

 
目的  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是由裂体吸虫属血吸虫引起的一种热带性疾病。主要通过

接触血吸虫疫水，尾蚴经接触部位的皮肤、粘膜钻入人体而造成感染。根据 WHO 报告，全世

界有超过 2 亿人感染血吸虫病，孩童的感染率高于成人，我国是日本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 4
个国家之一。血吸虫病的诊断标准通常是通过显微观察排泄物中的虫卵来确定。但这种方法的

灵敏度不高，粪便中排出虫卵分布不均匀和排出量的波动性会对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方法  现行主要的血吸虫病诊断方法包括病原学诊断、免疫学诊断和核酸诊断，另外还有超声

诊断技术，条形码技术诊断等方法诊断血吸虫病。现有研究表明核酸诊断对发现血吸虫早期感

染有较明显优势，本文就核酸诊断的方法进展做出一个归纳性的分析总结。 
结果  血吸虫病仍然是我国流行病防治重点工作之一，根据 2012 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

截至 2012 年底，全国仍至少有 24 万血吸虫病人 23，我国日本血吸虫病流行形势仍然严峻。

能够在疫区建立快速准确诊断血吸虫病的方法是一种发展趋势，而核酸检测因其高敏感性、高

特异性逐渐成为检测血吸虫病方法的热门研究方向。同时，根据生物信息学方法、基因比对方

法等，针对不同靶序列片段的核酸诊断方法也在进一步研究，但目前为止尚未见到用于血吸虫

病流行疫区现场的核酸诊断报道。 
结论  理想的诊断检测方法应具备准确度高、敏感度高、易于操作、价格低廉，尽量无创等特

点。目前核酸检测技术中易于操作这一项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准确度和敏感度的提高，随

着技术和研究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用生物信息学寻找特异性和敏感性更高的靶序列。随着对

实验环境和条件的降低，实验操作步骤的简化，血吸虫核酸检测的成本也能随即下降。在无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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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我们可以多开发针对粪便的检测方法，而唾液、尿液也可以选作检测样本进行开发研

究，以简化取样，减少患者取样这一过程带来的创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86 
 

Genetic diversity and adaptive evolution of multi-drug 
resistant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solates 

 
Pan Fen1,Dong Xiaoyan1,Ju Weina2,Brown W.Ted2,Zhong Nanbert2,1,Zhang Hong1 

1.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New York State Institute for Basic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taten island， NY， USA 

 
        Pneumococcal infections threaten the health of childre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multidrug-resistant S.pneumoniae isolates, we selected 25 
pneumococcal strains isolated from children i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that showed 
same serotype and sequence typing but different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rofiles.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comparative genomic analysis of S.pneumoniae would be 
performed for determining the genetic variations among them. The sequencing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DNA length of pneumococcal isolates was approximately 2.1-Mbp in size, 
covering more than 90% of the total estimated size of the genome. The overall G+C% 
content was about 39.5% and the genome carried 2200-2400 open reading frames (ORFs). 
Furthermore, all these isolates with different profiles of drug resistance harbored similar 
numbers of insertions/deletions (InDels) and SNPs. Genomic analysis showed that drug 
resistant might be caused by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and selection of resistance. 
Comparative genomic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numerous antibiotic resistant coding 
genes including previously reported ones (pbps, mefA, et al.) and newly identified ones (trkH, 
PTS-EII, et al.) were detected. Most of InD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genes in class M, class 
R, and class G, while genes in class R, class G, and class E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SNPs (P<0.05). The heatmap of genome showed that isolates with different antibiotic 
resistance profiles harbored similar numbers of SNPs. However, further in-depth 
investigations on the real mechanisms between these variations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should be investigate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88 
 

BLyS 和 APRIL 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外周单个核中表达水平

和临床意义 
 

杨静文 李腾达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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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外周血单个核中 BLyS、APRIL 以及受体 TACI, BCMA 和 BAFF-
R 的表达水平和其临床意义。 
方法  分离 30 例原发性胆汁肝硬化患者和 32 例健康对照的外周单个核细胞，利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APRIL, BLyS 以及 BlyS 受体的 mRNA 水平。采用 ELISA 方法在全自动酶标仪

上检测血清中 IgG，IgA，IgM 的浓度。 
结果  与健康人比较，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外周血中 APRIL，BlySmRNA 的表达升高（P＜
0.01），患者血清中 IgM 显著增高（P＜0.01），患者中 BlySmRNA 表达与 IgM 成显著正相

关（r=0．695，P＜0．01），而 APRIL mRNA 的表达与 IgM 的水平无相关性。 
结论  ARPIL，BlyS 系统及其受体可能参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疾病进程，为监控原发性干燥

综合征的病情和有效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96 
 

Prognostic Value of MACM Expression in Cancers 
 

zhu guoqing, Zhang Xiao,Wang Yulan,Xiong Huizi,Zhao Yinghui,Wang Jiayi, Sun Fenyong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Perpose   MACM has been reported in many studies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its prognosis 
value in cancers. But the prognosis significance of MACM expression in cancer remains 
inconclusive. Therefore, we conducted a system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assess its 
prognosis value in cancers.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through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 Library database 
was conducted. Hazard Ratios(H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CI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gnosis value of MACM expression. Eleven studies with 2657 cases were 
included after sorting out 462 articles for this meta-analysi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fixed-model depending on the heterogeneity in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MACM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OS) in cancer (HR=2.84, 95%CI: 1.10-7.31, P<0.00001). 
Furthermore,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high expressed MACM predicted a poor OS 
in both Asian (HR=2.52, 95%CI: 1.80-3.52, P<0.00001) and Caucasian (HR=2.40, 95%CI: 
2.01-2.88, P<0.00001).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high expression of MACM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poor prognostic outcome in cancer. MACM can be 
regarded as a novel bio-marker in different types of cancers and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gnosis of therapeutic effect during clinical practic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098 
 

医院感染危险因素的系统评价 
 

牛淼 
第 210 医院 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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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文献检索获得本研究的所有资料，按照 meta-分析研究的思路，检索与医院感染影

响因素相关的文献，筛选并提取研究中单因素调整后的风险值，合并同种因素的风险值。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VIP）和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等数据库，同时手工检索第三军医大学相关会议资料，检索时

限均为从建库至 2014 年 12 月，同时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 
结果  医院感染的影响因素中有统计学意义并且按 OR 值对医院感染的影响因素从小到大进行

排序依次为年龄（≥60 岁）、住院时间（≥4 周）、发生恶性肿瘤、气管切管或插管、手术、

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介入调查、激素的使用、呼吸机使用、穿刺或切开引流、抗生素的使用、

中心静脉置管。 
结论  呼吸机使用、穿刺或切开引流、抗生素的使用、中心静脉置管的风险合并值 OR 均大于

4，属于医院感染的高风险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00 
 
profile of the CD4+ CD25+ CD127Low/- regulatory T cells 

in heroin-dependent individuals during detoxification 
 

xing yingru1,wang jian2,hu wan fa1 
1.Clinical Laboratory of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Huainan 

China 
2.Department of Aetiology and Immunology，Medicine college，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is evidence that addictive drugs result in dysfunctional immuno-responses which 
contribute to a higher risk of infection. However,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heroin to inhibit 
immune response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D4+CD25+CD127low/-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an important cell subset for immune-
suppression, in heroin-dependent individuals during detoxification.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30 cases with detoxification for six-months (D-6), 30 cases with 
detoxification for eighteen-months (D-18),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Then the Tregs in peripheral blood were counted by flow cytometry (FCM),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 
in serum was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TGF-β mRNA 
in peripheral bloo mononuclear cells (PBMC) were tested by reverse-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 In addition, we  followed five drug addicts for TGF-β 
mRNA detection at six-month intervals for three years of detoxification. As a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significant increases of Tregs and TGF–β mRNA were found in 
D-18 group, but no difference in D-6 group. And the levels of serum TGF-β in D-6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D-18 group. Furthermore, the follow-up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GF-β mRNA in PBMC peak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detoxification, and gradually got back 
to normal by the third year.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heroin have a long-term effect on the 
Tregs in heroin-dependent individuals, and indicate that Tregs may be available to evaluate 
immuno-functions of drug addicts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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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101 
 

Prognostic value of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in 
acute pancreatitis patients admitted in intensive care 

unit: an analysis of a publicly accessible clinical 
database MIMIC II 

 
HU ZHIDE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Objective  Sever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RDW was a prognostic index in acute 
pancreatitis (AP), but the results were inconsisten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 in AP patients admitted to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Methods  Medical records of a cohort of AP pati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a large clinical 
database named Multiparameter Intelligent Monitoring in Intensive Care II (MIMIC II, 
version 2.6). Associations between RDW and simplified acute physiology score I (SAPSI),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and hospital mortality of AP were analyzed 
using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 analysis 
and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162 AP patients were eligible for analysis. RDW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FA and SAPSI.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of RDW to predict hospital mortality 
was 0.66 (95%CI: 0.52 – 0.81). After SOFA and SAPSI were adjusted, odd ratio (OR) of 
RDW was 1.526 (95%CI: 1.004 – 2.317), which remaine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ospital mortality.  
Conclusion  RDW may be considered as predictor for hospital mortality in AP patients and 
may provide additional prognostic information 
beyond SOFA and SAPSI.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03 
 

Siglec-1 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刘鹏 刘挺挺 张丹丹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检测 Siglee-1（sialic acid—binding immunoglobulin—like lectins，唾液酸结合的免疫球

蛋白样凝集素，CD169）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rimary sjogren'ssyndrome,pSS）患者外周

血单核细胞上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并探讨其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 40 例 pSS 患者及 34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 CD169、CD14 双阳性细胞

的表达率；实时荧光相对定量 RT-PCR 方法检测入选对象单核细胞中 Siglec-1mRNA 的含

量；生化常规测定所有入选者血清生化指标水平。 
结果  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pSS 组单核细胞 cD14，CD169 双阳性率为 11．0％
±1.9％，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2％±0．4％，P＜0．05）。pSS 组 Siglec-1mRNA 的相

对表达量为健康对照组的 3.19 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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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SS 患者单核细胞表面 siglec-1 蛋白表达显著增高，mRNA 含量显著增加，说明 pSS 患

者外周血单核细胞已经发生巨噬细胞化，单核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炎症反应在 pSS 发生发展

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04 
 

Effects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A Meta-analysis of 3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s  
 

zhu guoqing1,Zhang Xiao1,Wang Yulan1,Xiong Huizi2,Zhao Yinghui1,Sun Fenyong1 
1.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Background  Exercise intervention was indicated to have favorable outcomes on cancer 
survivors. The purpose of this meta-analysis is to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of PubMed, Elsevier, and Google scholar was conducted 
through March 2015, as well as references from relevant meta-analyses and reviews.  
Results  There were 3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 this meta-analysis, including 
1446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in intervention groups, and 1213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in the 
control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quality of lif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exercise intervention groups, especially in mental health and 
general health subscales of SF-36, as well as emotion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subscales of the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 Besides, exercise mitigated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exercise groups. Furthermore, exercise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effects in BMI, lean mass, and muscle strength. In addition,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insulin,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I (IGF-II),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s-1 (IGFBP-1)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exercise intervention 
groups. However, based on the current data of this meta-analysi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leep dysfunction or fatigue between groups.  
Conclusions  Current evidence showed that exercise interven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many beneficial effects in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Therefore, exercise should be 
recommended to this patient group.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05 
 

日立 LABOSPECT008 与西门子 RAPIDPoint500 钾离子测

定结果对比分析 
 

李民 刘程程 丁威 孙晓萌 
第 210 医院 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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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日立 LABOSPECT008 生化分析仪与西门子 RAPIDPoint500 血气分析系统钾离子

测定结果的一致性。 
方法  随机选取 36 份样本，分别用两台仪器测定钾离子，用统计学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日立 LABOSPECT008 与西门子 RAPIDPoint500 钾离子测定结果有显著性差异，但这

种差异不具有临床意义。 
结论   两台仪器的钾离子测定结果可互换使用，特殊情况下西门子 RAPIDPoint500 的测定结

果能更准确地反映血液中钾离子的真实状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07 
 

在结肠癌患者血清中癌-睾丸抗原的表达和临床意义 
 

司宇 刘挺挺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分析癌-睾丸抗原（Cancer-testis antigens，CTAs）在结肠癌中的表达水平和潜在诊断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0 例初诊结肠癌患者，收集其标本做免疫组化观察其 CTAs 和 HLA-I 表达水

平，免疫组化抗体有：MAGE-A1 结合 MA454 抗体，MAGE（MAGE-A3/A4）结合 57B 单克

隆抗体，NY-ESO-1 结合 E978 抗体，检测 HLA-I 表达抗体是 EMR8-5。并进一步评估 CTAs
在结肠癌中致病作用及预后意义。 
结果 MAGE-A1、MAGE-A3/4 和 NY-ESO-1 表达水平为 30.1%、26.8%和 21.7%，接着 HLA-
I 在结肠癌中表达为 34.2%。我们研究显示 MAGE-3/4 表达水平与结肠癌大小、结肠癌复发以

及预后差呈正相关。且我们分析有 31 例结肠癌患者表达 CTAs 之一，且这组人群相比阴性表

达的较高可能性癌组织较大及预后差。CTAs 作为结肠癌患者独立诊断因子之一。 
结论 我们研究结果表明 CTAs 可能成为结肠癌治疗靶标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11 
 

三种方法检测低水平乙肝表面抗原的比较.. 
 

秦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〇二医院 116000 

 
目的  乙肝是我国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及时正确地诊断乙肝患者和准确判断是否为乙肝

携带者，对有效防止 HBV 传播十分重要。乙肝表面抗原是乙肝病毒感染后最早出现的血清标

志物之一，因此应用免疫技术和方法测定 HBsAg 是诊断乙肝病毒感染的重要手段。不同人群

血清 HBsAg 浓度可相差数倍，低水平血清 HBsAg 人群不容忽视，因此对低水平存在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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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sAg 进行有效检测，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以及临床价值，本文将比较三种方法检测低

水平乙肝表面抗原的结果。 
方法  分别用 ELISA，CLEIA，ECLIA 三种方法检测质控品及血标本中的 HBsAg 浓度。按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 。ELISA 法以康彻斯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质控品加强质量控制，CLEIA 和

ECLIA 法以美国伯乐的质控品加强质量控制。 
结果  ELISA 法检测低水平 HBsAg 的 150 份标本中 112 份呈弱阳性，38 份呈阴性。用 CLISA
法对这 112 份呈弱阳性反应的标本进行检测，100 例阳性，12 例阴性，假阳性率 10.71%；用

ECLIA 法检测 85 例阳性，27 例阴性，假阳性率 24.11%；ELISA 法检测的 38 份 HBsAg 呈阴

性反应的标本经 CLISA 法检测 5 例阳性，33 例阴性，假阴性率 13.16%；用 ECLIA 法检测 12
例阳性，26 例阴性，假阴性率 31.58%。ELISA 法与 CLEIA 法检测总符合率为 88.67%，

ELISA 法与 ECLIA 法检测总符合率为 74.00%。三种方法对于低水平 HBsAg 敏感度为 ELISA
＞CLEIA＞ECLIA，但特异度 ELISA＜CLEIA＜ECLIA。 
结论  ECLIA 法具有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精密度好、影响因素少、线性范围宽、测试结果稳

定、检测快速等特点，因此能达到早期发现、动态监测的目的。但 ECLIA 法检测成本较高，

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且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开展此方法，多数情况都是使用 ELISA 法。而

ELISA 法、CLEIA 法操作简便，成本较低，尤其是在 HBsAg 高浓度情况下的检测灵敏度、特

异性都很好，适宜于普通患者的乙肝病毒感染情况筛查及确诊乙肝患者的临床检查。因此，在

实际工作中，如遇到用 ELISA 法、CLEIA 法 HBsAg 弱阳性；或 HBsAg 虽是阴性，但

eAb(+)cAb(+)或 cAb(+)时，有必要用 ECLIA 法做进一步的 HBsAg 定量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12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 CD147 表达水平与顺铂化疗耐药之间关

系 
 

黄韦华 张蕾 刘挺挺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研究 CD147 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表达水平以及评估其与顺铂化疗耐药之间关系。 
方法  利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130 例接受顺铂化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 CD147 表达水平，

且分析 CD147 表达水平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用 RNA 干扰方法使得顺铂耐药性人

肺癌细胞系 A549 / DDP 的 CD147 表达沉默，并用 MTT 方法分析顺铂对肿瘤细胞的抑制效

应。 
结果  105 例（105/130，80.8%）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阳性表达 CD147，其中膜表达 CD147 有

77 例（77/105，73.3%）。膜表达 CD147 与对顺铂化疗疗效差以及预后差相关。体外实验结

果显示 CD147 表达沉默增加顺铂对 A549 /DDP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膜表达 CD147 可以作为预测顺铂化疗疗效,将 CD147 为靶标作为治疗

佐剂可能会被应用于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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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iol regulates RAD51 stability via autophagy to 
induce cell apoptos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u jianchun1,yang qingyuan2,luo yingbin1,huang nan2,zhen ni2,li yan1,sun fengyong2 

1.Shanghai Municip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Objective  (-)-Guaiol, generally known as an antibacterial compound, has been found in 
many medicinal plants. Its therapeutic capability in tumorigenesis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In the study, we mainly focused on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dealing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  The anti-cancer effects of (-)-Guaiol were firstly evaluated using CCK-8 assays in 
vitro and A549 xenograft mouse model in vivo. Next, we used the cDNA microarray 
technology to detect thos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hich were subsequently verified 
by Q-PCR assays. Apoptotic cells were detected using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the double-
strand breaks (DSBs) biomarker γH2AX foci were observ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utophagy flux was monitored under confocal  microscope and  the autophagy biomarker 
LC3 was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Afterwards, the autophagy inhibitor 3-
Methyladenine(3-MA) was used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role of (-)-Guaiol in 
autophagy  related antitumor activity via the reduc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factor RAD51. 
Results  In this study, (-)-Guaiol significantly inhibits cell growth of NSCLC cell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Further high throughput analysis reveals that it targets RAD51 to induce DSBs 
triggered cell apoptosis. Moreover, it is involved in cell autophagy by promoting autophagy 
flux and upregulating the ratio of LC3 II/GAPDH to regulate the stability of RAD51, 
downregulation of which significantly sensitized NSCLC cells to (-)-Guaiol. Additionally, 
RAD51 greatly promotes cell growth, inhibits cell autophagy, enhances DSBs repair in 
NSCLC cells and is highly overexpressed in the lung adenocarcinoma tissues. 
Conclusions  The abov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Guaiol is involved in cell autophagy to 
degrade the oncogenic RAD51, leading to DSBs triggered cell apoptosis. Besides, our 
studies provide attractive insights into the applications of (-)-Guaiol in NSCLC treatments and 
further suggest that knockdown of oncogenic RAD51 will greatly enhance the 
chemosensitivity of patients with NSCL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18 
 

PETN 蛋白与原发性胆汁肝硬化患者临床检测指标之间的关系 
 

邓顺江 龙曙萍 张蕾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研究 PETN 在原发性胆汁肝硬化（PBC）外周血表达水平，进一步分析 PETN 蛋白水平

与 PBC 肝功能 child-pugh 评分以及 mayo 评分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40 例 PBC 患者外周血以及同期来体检的健康对照 35 例，分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并收集血清。利用 RT-qPCR 和 ELISA 方法检测其 PTEN 的 mRNA 水平和蛋白水平，且统计

分析 PETN 蛋白水平与 PBC 肝功能 child-pugh 评分以及 mayo 评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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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PBC 组相比对照组的 mRNA 水平以及蛋白水平明显下降（P＜0.05），且与 child-pugh
评分以及 mayo 评分成负相关（P＜0.01）。 
结论  提示 PTEN 表达异常可能在原发性胆汁肝硬化疾病发生发展中起一定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20 
 

细胞免疫表型检测在急性白血病分型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胡瑛 
解放军第 210 医院 116021 

 
目的  通过应用 McAb 从分子水平上检测并鉴定白血病细胞所表达的系列相关抗原，精确区分

细胞系列来源及分化阶段，为提高 AL 分型诊断的准确性、合理制定治疗方案及预后评估提供

重要科学依据。 
方法  选择常用的 12 种单抗，采用流式细胞术（FCM）对临床初诊的 56 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AML）和 28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进行免疫表型检测分析。 
结果  （1）在 56 例 AML 中有 54 例与免疫表型检测结果相符（符合度为 96.4%），且各型均

表达 3 种及以上髓系抗原，尤以 CD13、CD33 抗原呈较特异的高表达；CD14 抗原主要高表

达在 M4、M5a、M5b 的白血病细胞中；无系列特异性抗原 CD34 在 M3 中未见有阳性表达，

HLA-DR 表达率亦极低；除 5 例伴淋系抗原 CD7 表达外，约 90%以上 AML 不表达淋系抗

原。（2）有 2 例初诊 AML 与免疫表型检测结果不符，其中 1 例以巨核细胞抗原（CD41、
CD61）特异表达为主，被纠正为 M7；另 1 例同时表达 2 种髓系和淋系抗原而被确诊为急性

混合性白血病(HAL)。（3）28 例 ALL 经免疫表型检测可精确区分为 T-ALL、B-ALL 和 TB-
ALL 三型，除后者外，B 系抗原（CD10、CD19）与 T 系抗原（CD5、CD7）均不互相表达，

具有较强的系列专一性表达特点，但却存在髓系与淋系抗原交叉表达现象；T/B-ALL 同时表达

T 系与 B 系抗原。 
结论  细胞免疫表型检测能从造血细胞克隆进化过程中分化抗原表达的这一角度，揭示髓细胞

和淋巴细胞的克隆源性及分化阶段，能为 AL 分型和亚型诊断提供客观而精确的依据，弥补并

纠正形态学分型的不足与错误，在 AML 与 ALL 鉴别、ALL 亚型的区分和发现 HAL、AML-M7
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121 
 

检验科感染的常见原因及其预防 
 

李霞 赵忠凯 
第 215 医院 110000 

 
      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辅助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检验科已经成为医院重要的科室之一，

检验科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检验科在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之间具有桥梁作用,集生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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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临床检验、微生物检验、免疫检验、病理检验等众多学科为一体。而检验科的工作人员也

较其他科室有很多不同之处。检验科工作人员不仅与患者直接接触,而且还接触带有不同种类

病原微生物的标本以及医院患者的体液、血液、排泄物、分泌物等,是一个非常容易导致感染

的科室,是院内感染发生的重要的感染源。因此,加强检验科医院内感染的管理，提高对检验人

员预防感染危害性的认识，强化防范意识及防护能力,对保证医疗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24 
 

醛酮还原酶家族 1 的 C1 亚型在胃癌的表达及其作用探讨 
 

刘畅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研究 AKR1C1（Aldo-keto reductase family 1 member C1）在胃癌中的表达，并初步探

讨其在胃癌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胃癌组织芯片和免疫组化分析方法，检测 60 例胃癌患者癌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

AKR1C1 的表达；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蛋白免疫印迹 western blot 检测胃癌细胞株 SGC-
7901 AKR1C1 的表达；在胃癌细胞株 SGC-7901 中转染沉默 AKR1C1 的 shRNA 质粒及空质

粒，MTT 比色法检测各实验组细胞增殖。  
结果  组织芯片和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织相比，胃癌组织中 AKR1C1 呈高表达；实时

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观察可以发现胃癌细胞株 SGC-7901 高表达 AKR1C1 ；MTT
比色法检测发现，转染沉默 AKR1C1 的 shRNA 质粒组与空质粒对照组相比，SGC-7901 细胞

的增殖受到明显抑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KR1C1 与癌细胞的增殖有关，可能是其参与或间接参与了癌细胞的生长周期，为胃癌

的发生及细胞增值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25 
 

碳青霉烯耐药克雷伯菌耐药机制研究 
 

陈妍妍
1 宋巍

2 
1.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院内感染管理科 
 

目的 调查分析我院 2013-2014 年度临床分离到 36 株碳青霉烯耐药克雷伯菌耐药机制。重点检

测两种耐药机制：①碳青霉烯酶，②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及外膜蛋白存在于表达情况。 
方法 ① 分别从表型筛查（纸片扩散法）、表型确证（改良 Hodge 试验、EDTA 协同试验）及

基因确证（PCR 耐药基因检测）三个方面检测碳青霉烯酶的存在情况； 
② 采用 PCR 基因检测方法检测高水平 β 内酰胺酶耐药基因的存在情况； 
③ 采用 PCR 基因检测及荧光定量 PCR 方法测定外膜蛋白基因存在及表达情况，并对外膜蛋

白 PCR 结果进行 DNA 测序，以了解外膜蛋白基因结构变化情况。 
结果 1.、碳青霉烯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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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36 株 CR-克雷伯菌表型筛查均阳性；②表型确证试验中，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 9 株，

EDTA 协同试验均阴性；③PCR 基因检测 A 类（KPC、IMI、SME、GES、NMC）、B 类

（IMP、VIM、NDM）、D 类（OXA）9 种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型均阴性。 
2、高水平 β 内酰胺酶检测 
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 ESBLs（TEM、SHV、CTX-M）及 AmpC 酶（DHA）4 种基因型 PCR 结

果示，36 株耐药菌中存在 1 种、2 种、3 种、4 种耐药基因菌株分别有 12 株（33.33%），15
株（41.67%），7 株（19.44%）及 2 株（5.56%）。 
3、外膜蛋白基因（Ompk35、Ompk36）表达情况 
① PCR 基因检测两种外膜蛋白基因型均阳性；②RT-PCR 结果示 25 株菌（69.44%）

Ompk35 基因表达量下降，21 株菌（58.33%）Ompk36 基因表达量下降；3 株菌（8.33%）

未发现外膜蛋白基因表达改变；③外膜蛋白基因测序显示，分别有 1 株菌存在 Ompk35 或 
Ompk36 基因序列与野生型菌株序列存在较大差异。 
结论  ① 碳青霉烯酶表型筛查及表型确证试验存在假阳性结果； 
② 本院分离到的 36 株碳青霉烯耐药克雷伯菌没有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存在，其对碳青霉烯类

抗菌药物可能的耐药机制为 1 种以上高水平 β 内酰胺酶表达合并外膜蛋白 Ompk35 和（或）

Ompk36 表达下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28 
 

尿液细胞 DNA 定量分析在泌尿系统肿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唐文潇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评估尿液细胞 DNA 定量分析在泌尿系统肿瘤诊断中应用价值。 
方法  采集 30 例泌尿系统炎症和 39 例疑似泌尿系统肿瘤患者的尿液分别进行 DNA 定量测定

和常规细胞学检验，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计算两种方法的对泌尿系统肿瘤的检出率，分析其

与肿瘤分型的关联。 
结果  尿液 DNA 倍体分析对膀胱癌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8.89%和 95.24%，准确性

为 92.75%。传统尿液细胞学检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51.85%和 100%，准确性为

81.16%。尿液 DNA 倍体分析结果>5C 细胞的个数与尿路上皮癌分型存在的关联，高级别尿路

上皮癌组异倍体（>5C）细胞数量较低级别组显著增高。 
结论  尿液 DNA 定量分析对泌尿系统肿瘤的辅助诊断，较传统细胞学检验有更好的提示作

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29 
 

常用抗精神病药对肝功能影响的调查分析 
 

赵忠凯 李霞 
第 215 医院 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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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不同种类抗精神病药物对肝功能影响的调查分析。 
方法  回顾性调查 288 例精神病人的出院病历进行统计，记录其服用药物及肝功能情况，并对

异常肝功能的处理进行分析。 
结果  发现药物所致肝功能异常 62 例，发生率为 21．3％，均为无黄疸性肝损害，合并保肝药

物治疗效果较好。 
结论  各种抗精神病药物均可导致肝功能异常，肝功能与药物种类无明显关系，但两种抗精神

病药物合用肝功能异常发生率明显高于单一用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37 
 

胰腺炎患者胸腹水中查见橙色血质与疾病预后的回顾性调查

研究 
 

刘朦迪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回顾性调查研究我院胰腺炎患者胸腹水中橙色血质的发生率及其与疾病预后的关联。 
方法  统计 2011 年至今长海医院实验诊断科 7000 余例体液涂片镜检标本，发现在此期间胰腺

炎住院患者出现胸腹水并送检者 181 例，35 例患者标本中发现橙色血质，其中重症胰腺炎患

者 12 例，另外 146 例患者胸腹水中未查见橙色血质，其中重症胰腺炎患者 54 例。对患者发

病时间，病因，胰源性胸腹水出现时间，橙色血质发现时间，并发症，疾病治疗时间及预后进

行研究。 
结果  1.与未查见橙色血质的胰腺炎患者比较，胸腹水中出现橙色血质的胰腺炎患者的性别、

年龄、体液类型（胸水或腹水）及重症胰腺炎比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2. 经统计，胰

腺炎患者胸腹水中发现橙色血质的平均时间在出现胸腹水后的 11.29 天，最早在发现胸腹水当

天查见，最晚在发现患者胸腹水出现后第 85 天查见橙色血质晶体，大部分橙色血质会在胸腹

水首次出现的一个月之内出现。3.经统计，胸腹水中未查见橙色血质的胰腺炎患者在我院住院

期间的治愈率：36.14%，好转率：59.04%，死亡率：4.82%；查见橙色血质的胰腺炎患者在

我院住院期间的治愈率、好转率、死亡率分别为：24.19%，61.29%，14.52%。查见橙色血

质的胰腺炎患者较未查见橙色血质组患者的治愈率显著下降，死亡率明显增高。 
结论  部分胰腺炎患者胸腹水涂片中会查见橙色血质，该结晶多发现于出现胸腹水的一个月

内，可能与相关组织的出血坏死有关。胸腹水中出现该结晶的胰腺炎患者治愈率明显下降、死

亡率明显增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45 
 

DcR3 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表达升高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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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辉 娄晓丽 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探讨诱骗受体 3 (DcR3)在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中的表达及意义。 
方法  收集确诊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80 例，对照组为同期体检的健康者 50 例。采用聚合

酶链反应方法（PCR）检测 HBV DNA 拷贝数，ELISA 检测血清中 DcR3 水平，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谷氨酰转移酶（γ-
GGT）。根据 HBV DNA 拷贝数，实验分为四组：健康对照组（NC）、低 HBV DNA 拷贝数

组（Low）、中 HBV DNA 拷贝数组（Middle）、高 HBV DNA 拷贝数组（High）。根据 ALT
和 HBV DNA 水平将患者分为活动性肝炎组和乙型肝炎携带者组。采用 SPSS 统计学软件分析

不同组血清指标的表达差异，评估 DcR3 与其余血清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在低、中、高 HBV DNA 拷贝数 3 组中 DcR3 表达依次升高，且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活动性肝炎组 DcR3 表达明显高于乙型肝炎携带者组

（P<0.05）。CHB 患者血清中 DcR3 水平与 HBV DNA，ALT，AST，γ-GGT 具有显著相关

性：DcR3&HBV DNA (r=0.27, P=0.0003)、DcR3&ALT(r=0.53,P<0.0001)、DcR3& AST 
(r=0.54, 
P<0.0001)、DcR3&γ-GGT(r=0.48,P<0.0001)。 
结论  DcR3 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明显升高，并与 HBV DNA, ALT,AST,γ-GGT 相关，具有一

定的临床研究和应用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47 
 

SCUBE3 对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预测价值 
 

吴林洪 刘鹏 王慧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SCUBE3 在很多侵袭性肺肿瘤中高表达。体外研究表明，Scube3 可能在肺癌的侵袭和

转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探讨 SCUBE3 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表达，并评估

其临床病理及预后的意义。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31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收集其肿瘤标本及癌旁组织，并记录患者的临

床资料及 TNM 分期，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分析其 SCUBE3 的表达。并检测肿瘤转移的相关指

标。 
结果  与癌旁组织相比，SCUBE3 在 NSCLC 组织中显著升高，并且与患者的淋巴结转移情况

及 TNM 分析显著相关（p<0.05）。此外， SCUBE3 高表达与上皮标记 E-cadherin 的缺损及

波形蛋白的表达显著相关（p<0.05）。通过生存分析，发现高表达 SCUBE3 的患者的生存期

明显缩短。 
结论  SCUBE3 可作为判断 NSCLC 患者预后的独立因子，并与肿瘤的转移相关，可作为未来

肺癌治疗可能的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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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及相关因素分析 
 

闫涵 赵忠凯 
第 215 医院 116000 

 
目的  分析比较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前后血脂水平的变化及相关因素。 
方法  调查不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患者 124 例分别于首发入院治疗前和治疗后三个月测定血

清胆固醇（TCH）、血清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水

平。 
结果   氯氮平组和非氯氮平组治疗前后 TG 水平显著增高（P<0.05）HDL 水平显著降低

（P<0.05），氯氮平组降低更显著 TCH 也有升高，但升高不显著(P>0.05)，LDL 水平未见明

显变化(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后 TG 水平显著增高，治疗中应定期检测，及时处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54 
 

酪氨酸蛋白激酶 6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表达及临床意义 
 

胡红丽 杨静文 张丹丹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探讨酪氨酸蛋白激酶 6（PTK6）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表达并分析其临

床意义。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NSCLC 患者 110 例，并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利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

PTK6 的表达，分析 PTK6 与患者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并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与正常组织相比，肿瘤组织中 PTK6 的表达显著升高（p<0.001）。高表的 PTK6 与较

短的生存周期显著相关（p<0.001）。利用 COX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高表达的 PTK6 是

NSCLC 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 本研究发现 PTK6 在 NSCLC 患者中高表达，并且预后较差。这为进一步理解 NSCLC 的

发病机制及未来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潜在的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56 
 

脂联素干预对 LPS 诱导心肌细胞炎症相关细胞因子表达的影

响 
 

张守信 孙成铭 刘杰 杨军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1282 
 

目的  探讨脂联素干预对脂多糖(LPS)诱导心肌细胞炎症反应相关因子表达的影响。 
方法  分离培养乳鼠心肌细胞，采用不同浓度脂联素（APN）预处理 4 小时，100ng/ml LPS
诱导培养心肌细胞 12 小时后，检测培养上清 LDH 活性；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分析

TNFα、IL-6 
mRNA 的表达。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LPS 诱导心肌细胞后培养上清 LDH 活性均升高; TNFα、IL-6 
mRNA 表达增强。与 LPS 处理组比较，采用 25ug/ml APN 预处理，经 LPS 诱导处理的心肌

细胞 TNFα、IL-6 mRNA 表达显著下降，LDH 活性显著下降（p＜0.05）；采用 2.5ug/mlAPN
预处理，仅 TNFαmRNA 表达显著下降（p＜0.05）。 
结论  APN 预处理可减弱 LPS 诱导心肌细胞中的促炎因子表达，提示 APN 对心肌细胞早期免

疫炎症反应具有负调控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58 
 

马耳他布鲁氏菌致大阴唇脓肿一例 
 

李霞 刘健 栗振 
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 276400 

 
布鲁菌病又称马耳他热或波状热，是由布鲁菌所引起的一种发病率较高的人兽共患疾病[1]，被

列为我国乙类传染病。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布鲁菌病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3]，而且在我

国也呈持续增长态势[4-6]。我国布鲁菌病发病病区主要在西北、东北、华北等以畜牧业、肉

类、奶制品加工为主的地区，病人多发区一般称为疫区，其他多为散发区。近年来，随着家畜

及其相关产品的交易及流动的加快，非疫区散发病例增多。布鲁菌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比较复

杂，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如长期反复发热、关节疼痛、多汗、食欲不振、倦怠无力、肝脏和

脾脏肿大、睾丸炎等，为多系统、多器官受累的全身性疾病。我们近期从临床诊断为大阴唇脓

肿的女性患者脓液中培养出马耳他布鲁氏菌，实属少见，现报告如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60 
 

TNFSF9 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司宇 黄韦华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探讨 TNFSF9 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患者中的表

达，并分析其临床意义。 
方法  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TNFSF9 在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的表达，利用实时

荧光定量 PCR 检测 TNFSF9 在 PBMC 和血清中的表达。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疾病分

期，Mayo 评分，总胆红素（TBIL）及 γ-谷氨酰转移（γ-GGT）。结果  与健康对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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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C 患者细胞膜结合 TNFSF9，PBMC 中 TNFSF9 mRNA 及可溶性 TNFSF9 均显著增高

（p<0.05）。与 I，II 期 PBC 患者相比 III，IV 患者 TNFSF9mRNA 水平显著降低。与健康对

照组相比，PBC 患者 TBIL 和 γ-GGT 显著增高，并且与 TNFSF9mRNA 水平显著相关（p 均

<0.05）。 
结论  本研究提示 TNFSF9mRNA 水平与疾病进程显著相关，这为未来 PBC 的免疫调节治疗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潜在的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67 
 

高胆固醇血症与 Aβ1-40、Aβ1-42 变化水平的比较研究 
 

赵忠凯 闫寒 陈琼 
第 215 医院 1116000 

 
目的  对 AIS 患者在入院时及 7 天后的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Aβ1-40 和 Aβ1-42 水平进行了检

测，探讨其变化的相关关系。 
方法 我们 选取了 47 例 AIS 患者和 10 例年龄相当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分别将对照组和

AIS 患者（入院时及 1 周后）的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Aβ1-40 和 Aβ1-42 水平进行检测。应用双抗

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中 Aβ1-40 和 Aβ1-42 的水平。 
结果 1. AIS 患者的血清 Aβ1-40 水平较正常对照有显著升高（P＜0.01），而血浆 Aβ1-42 水

平较正常对照有显著降低（P＜0.01），Aβ1-40 与 Aβ1-42 水平呈负相关关系。Aβ1-42 入院

时及一周后均与年龄成正相关关系。(r=0.424,P<0.01;r=0.309,P<0.05)，说明患者年龄越大,发
病时 Aβ1-42 越高。 
2．AIS 组中入院时 Aβ1-40 与其本身为高脂血症患者存在正相关关系(r=0.331,P<0.05)。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68 
 

辽宁地区 1034 例遗传咨询者染色体核型回顾性分析 
 

于潇 李研月 马长剑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10164 

 
目的  通过对送检的 1034 例遗传咨询者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遗

传咨询者染色体异常发生率，分析不良生育史夫妇和先天畸形、发育障碍儿童及婴儿与染色体

异常的关系。希望能为临床医生的诊断、遗传咨询生育指导工作及降低携带异常染色体的出生

率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分析对象为辽宁地区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进行遗传咨询及临床检查的 1034 名

患者结果。年龄从出生 72 小时到 68 岁。取外周血进行淋巴细胞培养，常规制备染色体，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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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消化，G 显带，每例计数 30 个中期分裂相，分析 3~5 个核型，对异常核型加倍计数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统计学软件处理，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结果  分析 1034 例遗传咨询者的外周血染色体核型，2015 年共检出 57 例染色体异常（包括

多态性改变）。异常检出率 5.5%。其中结构异常核型 21 例，占异常核型的 36.8%。数目异

常核型 36，占异常核型的 63.1%。 
结论  染色体异常在一般人群中占 0.5 % , 而我们统计的比例为 5.5%, 这是由于我司进行的染

色体检查是在有指征的人群中进行的, 所以比例要远远高于一般人群。染色体异常常引起原发

性不孕不育或导致胚胎发育异常，且胎儿娩出后可引起不同程度体格及智力发育异常，导致出

生缺陷发生。因此染色体数目、结构异常及染色体多态性在生育、发育过程的作用越来越引起

临床医生及遗传学者的关注。不论是有不良生育史夫妇、不孕夫妇、流产夫妇还是患病新生儿

童，进行染色体检查，防止病残儿出生，对临床诊断、及早治疗及指导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

质，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70 
 

EGFR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在肺癌中的表达及

突变分析 
 

鄢来超
2 栾材富

1 许国斌
2 孙成铭

1 张近波
2 刘杰

1 
1.烟台毓璜顶医院 

2.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NSCLC 患者的肿瘤组织标本中 EGFR 基因及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

的表达水平及突变情况，分析基因突变与肿瘤的病理类型、分化程度、疗效等相关性，探寻

PI3K/Akt/mTOR 通路在 EGFR-TKI 耐药中的相关机制，为进一步应用 PI3K 通路抑制剂对 
EGFR-TKI 耐药患者进行治疗的奠定基础。 
方法 本研究入组 235 例未经治疗的 NSCLC 患者，查阅记录相关临床资料，采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对肿瘤细胞的 EGFR 基因突变和 PI3K 基因突变进行检测，采用 RT-PCR 技术对 
EGFR、PI3K、Akt1、mTOR 基因的 mRNA 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EGFR 基因敏感突变率为 50.6 %，主要集中在 19，20 外显子上；PIK3CA 基因 E9 外显

子突变率为 5.5%，E20 外显子突变率为 1.7%。EGFR、PI3K、Akt1 和 mTOR 基因在癌组织

中的表达水平均较癌旁正常组织高。EGFR 敏感基因突变与患者吸烟史（r=-0.278，
p<0.01）、病理类型（r=--0.355，p<0.01）、肿瘤分化程度（r=0.302，p<0.01）均呈现显著

相关性，即无吸烟史，腺癌，肿瘤分化程度高的患者，其 EGFR 基因的敏感突变率更高。

PIK3CA 基因突变与病理类型呈现相关性（r=0.354，p<0.01），且 PIK3CA 基因在鳞癌中的

突变率高于腺癌。吉非替尼的疗效与 EGFR 
E18 和 EGFR E19 基因突变呈正关联，与 EGFR E20、PI3K 
基因突变呈负关联。 
结论 EGFR 基因突变率随着肿瘤分化程度的升高而升高。EGFR 基因与 Akt1、mTOR 基因呈

现共表达。EGFR 基因敏感突变型患者的 EGFR、Akt1、mTOR 基因表达量较野生型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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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171 
 

红细胞分布宽度、尿酸、脂蛋白（a）与冠心病及其病变程度

的相关性 
 

李上飞 吴显劲 
广东医科大学 524001 

 
目的  探讨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尿酸(SUA)和脂蛋白（a）[LP（a）]的水平与冠心病及其

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7 月至 10 月份入住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并进行冠脉造影术的

215 个病人为研究对象。以冠脉造影的结果为标准分为冠心病组和对照组。将冠脉造影结果中

至少有一支血管直径狭窄≥50%归为冠心病，冠心病有 154 例。又将冠心病组按照冠脉病变支

数分为单支、双支、多支病变组和按照 gensini 积分分为 1—30 分组、30—60 分组、60 分以

上三组。分别测定各组的 RDW、SUA、LP(a)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冠心病组的 RDW、SUA、LP(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

不同病变支数和 gensini 积分的增加，SUA 和 LP（a）水平逐渐增高。 
结论  RDW、SUA、LP(a)与冠心病及其病变程度密切相关，可以作为冠心病病变严重程度的

危险预测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83 
 

转录因子 SOX4 和 C/EBPa 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中的表达及

意义 
 

孙成铭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目的  研究转录因子 SOX4 和 C/EBPα 和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及其

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CML 患者的骨髓标本 68 例，其中包括 57 例初诊患者、11 例应用伊马替尼治疗的

患者，收集 30 例健康体检人员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作为对照，采用 RT-PCR、Western-blot 技
术检测 SOX4 和 C/EBPa 的表达情况，分析两者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及应用伊马替尼对两者表

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 1. 与正常对照相比，SOX4 在 CML 中表达明显升高（P＜0.05），而 C/EBPα 表达明显

降低（P＜0.05），且两者表达水平与患者的年龄、性别、WBC 和 bcr/abl 均无显著相关性

（P 均＞0.05）。2. SOX4 与 C/EBPα 表达水平呈负相关（r=—0.5546，P <0.01）。3. 5 例

患者经治疗后 SOX4 表达降低（P＜0.05），C/EBPa 表达水平升高（P＜0.05）；6 例患者治

疗中发生急变其 SOX4 表达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C/EBPa 表达水平随之降低（P＜
0.05）。 
结论  CML 中 SOX4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而 C/EBPα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两者表达呈负相关，

且急变的患者其 SOX4 表示水平比治疗前升高而 C/EBPα 比治疗前降低，这提示 C/EBP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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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X4 信号轴可能参与了 CML 的发生和发展并且与预后相关，SOX4 可以为 CML 的靶向治疗

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198 
 

干燥综合征患者外周血 IL-22 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张蕾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通过检测干燥综合征（SS）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IL-22 mRNA 以及血浆 IL-22 的表

达情况,探讨其水平变化与 SS 患者其它实验室指标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其在 SS 的发病过程所起

的作用。 
方法  收集符合 2002 年修订的 SS 国际分类标准的 40 例初诊干燥综合征患者以及 40 例健康

对照者。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出所收集标本的外周抗凝血，得到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采用 RT-PCR 检测疾病组和健康对照驵 PBMC 中 IL-22 mRAN 的,用 ELISA 检测

了血浆中 IL-22 的水平,分析了其与实验室检测指标 RF、ESR、IgG、IgM 以及抗 SSA、抗

SSB 的关系。 
结果  干燥综合征患者 PBMC 中 IL-22 mRNA 以及血浆中 IL-22 的水平较健康对照驵显著增高,
其血浆中 IL-22 水平与 RF 和 ESR 呈正相关,而与免疫球蛋白 IgG 与 IgM 不相养,与抗 SSA 抗

体及抗 SSB 抗体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差异。 
结论  IL-22 可作为干燥综合征患者的血浆标志物，同时也提示了 IL-22 可能参与 SS 的发病过

程，为临床治疗干燥综合征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02 
 

回顾性研究辽宁地区女性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与围绝经期状

态的关系 
 

孟繁伟 王忠杰 王明然 苏圣 崔枫 张震 
沈阳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10164 

 
目的 回顾性研究肿瘤标志物在围绝经期女性血清中的表达，探讨因女性处于围绝经期出现相

应的精神、心理、神经、内分泌改变和代谢紊乱而出现的一系列状态与肿瘤标志物之间的相关

性。 
方法 143 例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作为观察组，根据临床分期将观察组分为绝经前期（Ａ

组）、绝经过渡期早期（Ｂ组）、绝经过渡期晚期（Ｃ组），随机选取 1223 例体检妇女为对

照组（D 组），用电化学发光法对各组女性 AFP，CEA 血清含量进行检测，对照观察围绝经

期女性与肿瘤标志物之间的关系。数据采用 SPSS 统计学软件处理，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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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Ａ、B、C 的 AFP，CEA 水平明显高于Ｄ组，观察组在阳性率表达方面也有相同

趋势，观察组与对照组妇女血清肿瘤标志物比较围绝经期综合征与 AFP 呈正相关(r=0.122，
P=0.020)，与 CEA 不相关(r=-0.056，P=0.142)，但绝经状态与 AFP、CEA、不相关(r =-
0.015，P=0.623；r=0.074，P=0.265)。 
结论 女性机体存在一定的生理性改变，因此在检测项目上对血常规、某些生化项目、激素及

血凝指标有很大影响，但对肿瘤标志物的影响容易被忽视，而一旦出现肿瘤标志物假性增高，

患者往往难以接受，如解释不清，容易引起纠纷，在就诊患者中更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或不信

任。从本回顾性研究来看，围绝经期者 2 项肿瘤标志物存在不同程度的升高，体检医疗机构应

改考虑到干扰因素、排除并确定病因，及时做好解释工作，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体检者的焦虑

和不满情绪，防止歧义或不良事件发生。当然制定中长期的随访观察计划，从根本上对指标进

行鉴别诊断，将是十分必要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03 
 

初发甲亢合并白细胞减少的病例分析 
 

佟金镁 
第 230 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初发甲亢患者合并白细胞减少的发病情况及治疗措施。 
方法 对本院近 5 年（2009~2014）初发甲亢 412 例患者中合并白细胞减少的 45 例患者进行回

顾性分析。 
结果 初发甲亢患者合并白细胞减少的发生率为 10.92%。合理选用抗甲状腺药物、联合应用糖

皮质激素、酌情使用升白细胞药物，能使初发甲亢合并白细胞减少患者得到有效控制。 
结论 初发甲亢患者合并白细胞减少在临床上较为常见，药物治疗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04 
 
Key Markers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in 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Xia Min1,Zhang Hong1,Lu Zhenghua2,Gao Yuan1,Liao Xuelian2,Li Hong2 
1.Departments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2.Departments of Hematology，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key markers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in 
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 Bone marrow (B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presentation from 139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B-lineage ALL, based on expression 
of CD19, CD10, and CD34 antigens by bone marrow cells. These were combined with TdT, 
CD38, CD45, CD58, CD21, CD66c, CD22, and CD33, characterized at diagnosis, to iden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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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kemia-associated immunophenotype (LAIP). 139 patients with median age 4.3 years were 
screened with 4-color FCM MRD screening, and 119 of them had at least one LAIP, 
constituting a coverage rate of 85.6%, and 111 of 139 had 2 or more, while only 20 of 139 
(14.4%) had no LAIP identified for follow-up. The most applicable antibody combination was 
TdT/CD10/CD34/CD19 (87/139, 62.6%), followed by CD38/CD10/CD34/CD19 (85/139, 
61.2%), and CD45/CD10/CD34/CD19 (58/139, 41.7%). We have identified a relatively 
effective MRD panel, combined with TdT, CD38, and CD45, as key markers, applicable to 
the majority of newly diagnosed B-lineage AL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205 
 

2011 年度与 2015 年度糖化血红蛋白室内质控累积 CV 比较

研究 
 

刘文彬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将糖化血红蛋白年累积 CV 作为评价该项目室内质控整体情况的指标，比较 2011 年与

2015 年室内质控累积 CV，并作统计学分析，评价两者之间的差异，为将来医学实验室质量持

续改进打下基础；  
方法  非正态分布条件下，使用 Wilcoxon 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的方法统计 2011 年与 2015 年

室内质控累积 CV 的差异；  
结果  将 2011 年度与 2015 年度上海地区参加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糖化血红蛋白项目室内质控

计划的医学实验室按照医院级别分为 5 组，其中二甲以上实验室 62/63 家、二级 48/60 家、一

级 110/118 家，民营医院和独立实验室由于实验室数较少，不作统计。3 个级别的实验室秩和

值分别为 4615/4384、3308/3149、15737/15430，U 检验统计值分别为 3.50/2.36、
4.28/3.29、6.31/5.70，统计结果 P 分别为 P<0.01/P<0.05、P<0.01/P<0.01、
P<0.01/P<0.01，两者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通过近几年对糖化血红蛋白检验质量的持续改进，2015 年室内质控质量与 2011 年相比

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理念和水平的建设。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10 
 

EGFR 基因突变在非小细胞型肺癌的表现及其与肿瘤标记物

的相关性分析 
 

王娜
2 郑清

1 孙成铭
1 刘杰

1 张贵丽
1 刘雪娜

2 刘日明
1 栾材富

1 
1.烟台毓璜顶医院 

2.青岛大学 
 

目的  探讨非小细胞型肺癌 EGFR 基因突变位点状态，分析其与血清肿瘤标记物 NSE、
CEA、CYFRA21-1、TSGF 间的关系，为肺癌患者应用分子靶向药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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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用 Real Time PCR 技术回顾性分析 240 例 NSCLC 患者组织标本中 EGFR 不同位点基

因突变状态，分析基因突变率与患者性别、年龄、吸烟史和组织分型间的关系，分析 NSCLC
患者 19、21 突变位点与肿瘤标记物 NSE、CEA、CYFRA21-1、TSGF 的相关性。 
结果 240 例标本突变 135 例，其中 18 号外显子突变 2 例（1.5%）；19 号外显子突变 47 例

（34.8%）；20 号外显子突变 7 例（5.2%）；21 号外显子突变 71 例（52.6%）；双突变 8
例（5.9%）。EGFR 突变主要发生在 19、21 号外显子上，其中 19 号外显子突变与组织分型

有关（P<0.05），与年龄、性别、吸烟史无关（P>0.05）；21 号外显子突变与组织分型、吸

烟史、性别有关（P<0.05），与年龄无关（P>0.05）。EGFR 突变组肿瘤标志物 NSE、
CEA、CYFRA21-1、TSGF 的表达水平与未突变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9、
21 号外显子突变的肿瘤标记物 NSE、CEA、CYFRA21-1、TSGF 之间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非小细胞型肺癌 EGFR 突变中 19、21 号外显子突变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这对于指导

临床合理应用 EGFR-TKIs 有重要的意义。而肿瘤标记物 NSE、CEA、CYFRA21-1、TSGF
在突变组与未突变组之间、19 和 21 号外显子突变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

此，血清肿瘤标记物可能不足以作为评估 EGFR 突变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13 
 

β-arrestin1 在原发免疫性血小板症患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王慧 刘鹏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探讨 β-arrestin1 在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prima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ITP）中的表达，及其在发病机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方法  共纳入 ITP 病人 45 例及健康对照 43 例，采用 ficoll 密度梯度离心法收集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PBMC）。利用 QT-PCR 检测 β-arrestin1 的表达。通过 ELISA 方法检测细胞因子

TNF-α，INF-γ，IL-2，IL-10 的表达，利用血细胞计数仪检测 ITP 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小板计

数，以评估 β-arrestin1 在 ITP 发病中的作用。 
结果 ITP 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 β-arrestin1 显著增高，其与患者血小板计数呈负相关。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患者血清中 TNF-α，INF-γ，IL-2 显著增高，且与 β-arrestin1 的水平呈正

相关。患者经有效治疗后，β-arrestin1 及细胞因子的量均显著降低。 
结论  β-arrestin1 可能参与 ITP 的发生与发展，并与 ITP 患者体内的细胞因子紊乱有关。可为

今后 ITP 的免疫调节治疗提供新的可能的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15 
 

N 一端脑利钠肽（NT-pro BNP）危急值在不同科室的分布 
 

郭慧娟 尚晓泓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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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 N 一端脑利钠肽（NT-pro BNP）危急值在西苑医院不同科室的分布进行分析。由于

正常人血清或血浆中 NT-pro BNP 水平极低，故 NT-pro BNP 水平的升高具有极好的诊断价

值。由于 NT-pro BNP 水平受影响的因素较多，很难有一个准确的“金标准”来决定或诊断超出

某个截点值就可以确诊为心力衰竭。在充分考虑到影响因素，并和临床各科室进行广泛沟通，

最终把 NT-proBNP>=4000 pg/ml 作为危急值。 
方法  选取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8 日的所有在西苑医院检测 N 一端脑利钠肽

（NT-pro BNP）的 5540 例数据进行分析。检测 NT-pro BNP 的仪器为 Roche Cobas 6000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试剂为 NT-pro BNP 罗氏原装配套试剂盒；原理为电化学发光（electro-
chemiluminescence，ECL)。5540 例患者静脉采血 3-5mlEDTA-K2 或肝素锂抗凝血，35000
转/分钟离心 10 分钟，进行血浆 NT-proBNP 的测定。 
结果  5540 例病人中 NT-pro BNP 最小为 5 pg/ml，最大为>35000 pg/ml；结果

从>=4000pg/ml 至>=35000 pg/ml 的病例共 959 例。NT-pro 
BNP 测试值超出了 4000pg/ml 的病例分布在医院的各个科室，所占比率超出 10﹪依次是急诊

内科、心血管科、老年病科、肺病科。 大部分急症患者几乎都首诊于急诊科, 其中，心血管急

症占有很大比例。心力衰竭是老年人群中的常见病，所以老年病科心力衰竭的病人所占的比例

也非常高。对于心源性呼吸困难、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栓塞等呼吸系统疾病时患者血浆中的

NT -pro BNP 浓度会明显升高。在感染性疾病、败血症、危重疾病时，常有心室功能障碍，

NT -pro BNP 浓度会明显升高。 
结论  NT-pro BNP 危急值分布在所有的科室，所有的临床医生都应该重视对 NT-pro BNP 的

检测，提高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力。心力衰竭的病人分布在医院的每个科室，这就要

求临床医生面对纷繁复杂的疾病表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的诊断评估并给予及时合理

的处理，把握诊断治疗的黄金时机,早期正确的评估与处理,才能提高心力衰竭的成功率,为 进一

步的诊断治疗争取宝贵的时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16 
 

血清肿瘤标志在肺癌患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王茸 徐彩姝 马楠 郑重 
第 463 医院 110042 

 
目的  探究血清肿瘤标志在肺癌患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 
方法  收集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期间于我院收治 120 例肺癌患者作为观察 A 组，以同期

在我院收治的 60 名呼吸病房的良性肺部疾病的患者作为观察 B 组，同时以同期来我院体检的

60 名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组，对三组中血清中的 CEA、AFP、CA153、CA199、CA125、
NSE、CYFRA211 指标含量进行检测； 
结果  观察 A 组中 CEA、CA153、CA125、NSE、CYFRA211 与观察 B 组和健康对照组均存

在统计学差异（P<0.05），但 CA153 并没有超过参考限值；CA199 和 AFP 在各组中无统计

学差异，（P>0.05）；四项指标联合检测结果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均高于单项检测组

（P<0.05），不同组织病理中灵敏度结果分析中：CEA 和 CA125 在肺腺癌中灵敏度较高，

CYFAR211 在鳞癌中灵敏度较高，NSE 在小细胞肺癌中灵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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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EA、CA125、NSE 和 CYFAR211 四个肿瘤标志物均可作为诊断肺癌的血清指标，联

合诊断可以提高肺癌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有助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同时血清中各肿瘤指标

在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中敏感性不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18 
 

β-arrestin 1 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自身免疫 T 细胞功能

的影响 
 

胡红丽 刘鹏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探讨 β-arrestin1(βarr1)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biliary cirrhosis ,PBC)患者来源的

T 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  纳入 PBC 患者 55 例和健康对照 48 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PBC 患者和健康

对照组 T 细胞中 βarr1 的表达，分析其与患者临床评分的相关性，进一步研究 βarr1 对患者来

源的自反应 T 细胞细胞因子的表达，增殖能力及相关转录因子表达的影响。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βarr1 在 PBC 患者 T 淋巴细胞中表达显著增高(P<0.01)，且与患者

Mayo 危险评分正相关(r=0.46,P<0.01)；进一步分析发现，过表达 PBC 患者自反应 T 细胞中

的 βarr1，可以促进 T 淋巴细胞增殖和干扰素产生，同时下调 NF-κB 和 AP-1 的活性。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 βarr1 可能参与了 PBC 的发病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22 
 

456 例健康体检者甲状腺功能检测异常结果分析 
 

胡冰冰 
沈阳军区大连疗养院付家庄疗养区健康管理中心 116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456 例健康体检者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了解大连地区居民甲状腺疾病患病

情况。 
方法   收集 2015 年 3 月 1 日-2016 年 3 月 30 日在大连疗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甲状腺功能

检测的健康体检者共 456 例，男性 139 例，平均年龄为（53.8±13.8）岁，其中女性 317 例，

平均年龄为（47.4±13.4）岁，筛查出结果异常的对其一般体格检查、甲状腺彩超等结果进行

综合分析。 
结果   男性临床甲亢、亚临床甲亢、临床甲减、亚临床甲减、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的检出

率分别为 0.72%、0.72%、2.88%、4.32%、0.72%、3.6%，女性检出率分别为 1.26%、

3.15%、3.15%、3.79%、3.47%和 4.73%。 



1292 
 

结论   在体检人群中，四十岁以上女性甲状腺疾病检出率较高， 50 岁以上男性的亚临床甲减

检出率较高，而其临床症状不明显，只能通过甲状腺功能检测提示异常，因此，在适龄人群中

进行甲状腺功能的常规检测值得大力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23 
 

β-arrestin2 在隐球菌脑膜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的表达

及临床意义 
 

刘挺挺 张丹丹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探讨 β-arrestin2 在隐球菌脑膜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的表达及临床意

义。 
方法 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 ELISA 分别在 mRNA 和蛋白水平检测 β-arrestin2 在隐球菌脑

膜炎患者 PBMC 中的表达。 使用 ELISA 检测血清 IFN-γ，IL-10 的量，并分期其与 β-
arrestin2 的相关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隐球菌脑膜炎患者 PBMC 中 β-arrestin2 在 mRNA 和蛋白水平均显

著升高（p<0.05）。β-arrestin2 的量与血清 IL-10 正相关，与血清 IFN-γ 负相关。 
结论 本研究提示 β-arrestin2 可能与隐球菌脑膜炎患者细胞因子紊乱相关，参与疾病的进程，

这为进一步理论隐球菌脑膜炎的发病机制，及未来的免疫学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线索。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24 
 

Overexpression of CCAAT 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α 
Inhibits the Growth of K562 Cells via the Foxo3a-Bim 

Pathway 
 

zhang guili,Dong Fei,Luan Caifu,Zhang Xia,Shao Huiyuan,Liu Jie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CAAT 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α (C/EBPα)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an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its effect. 
Bone marrow specimens from 50 patients with CML and peripheral blood specimens from 20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K56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imatinib. Subsequently, a 
stable cell line, K562-C/EBPα, was constructed. Cell proliferation was assayed with cell 
counting kit-8, and mRNA levels of C/EBPα, forkhead transcription factor FKHRL1 (Foxo3a) 
and Bim were detected by semiquantitative PCR. The correlation of C/EBPα and BCR-ABL 
was assessed by Spearman’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EBPα mRNA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CML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subjects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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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CR-ABL1 (r = –0.5046, p < 0.01). Additionally, imatinib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of C/EBPα in K562 cells compared with untreated cells (p < 0.05). 
Overexpression of C/EBPα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s of the apoptosis-related genes Foxo3a (p < 0.01) and Bim (p < 0.05) in K562 
cells. In conclusion, C/EBPα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CML. Imatinib 
enhances the expression of C/EBPα in K562 cells, and the overexpression of C/EBPα 
inhibit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creases apoptosis via the Foxo3a-Bim pathwa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26 
 

mTORC2 in Thymic Epithelial Cells Controls 
Thymopoiesis and T Cell Development 

 
Wang Hong-Xia1,2,Cheng Joyce S2,3,Chu Shuai1,2,Qiu Yu-Rong1,Zhong Xiao-Ping2,2,4 

1.Nanfang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Division of Allergy and Immunology，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Durham， NC 27710 
3.Pre-Med (BS/MD) Health Scholar Program，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4.Department of Immunology，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Durham 
 

Thymic epithelial cells (TEC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 cell generation. Mechanisms that 
control TEC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are still not well defined. The mammalian or 
mechanistic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mTORC)2 signals to regulate cell survival, nutrient 
uptake, and metabolism. We report in the present study that mice with TEC-specific ablation 
of Rictor, a critical and unique adaptor molecule in mTORC2, display thymic atrophy, which 
accompanies decreased TEC numbers in the medulla. Moreover, generation of multiple T 
cell lineages, including conventional TCRab T cells, regulatory T cells, invariant NKT cells, 
and TCRgdT cells, was reduced in TEC-specific Rictor-deficient mice. Our data demonstrate 
that mTORC2 in TECs is important for normal thymopoiesis and efficient T cell gener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28 
 

苹果酸脱氢酶（MDH）的测定方法及在肝炎中诊断价值的研

究 
 

李彬先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苹果酸脱氢酶发现于 1910 年，肝脏含量丰富，到目前为止分为线粒体中的 M-MDH 和位于胞

浆中的 C-MDH 两种[1]，国外有人报道临床意义和测定方法，国内报道很少，临床应用主要用

于肝炎的检测。测定方法为分光光度法和比色法。速率法未见有报道及试剂盒提供。我们于

2014 年起对 MDH 的检测方法和对肝炎的诊断价值进行研究。旨在于为肝炎的诊断提供新的

敏感可靠的指标。弥补肝功能常规组项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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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苹果酸脱氢酶（MDH）的测定方法——速率法。进一步探讨、研究 MDH 在肝炎诊断中

的意义和价值。  
方法  建立了苹果酸脱氢酶的检测方法——速率法，并制备成试剂盒。同时对 120 例健康体检

者、120 例肝炎病人和 65 例肝癌、65 例肝硬化病人同时进行了 MDH 的检测分析。  
结果  肝炎病人血清中苹果酸脱氢酶明显升高，是对照组的 5.2 倍。急性肝坏死时升高的更突

出，是对照组的 11.2 倍，经统计学处理 P<0.01。肝炎的初期和病情的极期升高的幅度与严重

性相关。  
结论  用速率法判定 MDH 快速、简便、准确、试剂样品的用量小，可用于各型自动生化分析

仪。MDH 是肝炎的诊断、判断病情、估计愈后、观察疗效的良好指标，可提高肝炎的早期诊

断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29 
 

颗粒溶素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表

达增高及其临床意义 
 

刘挺挺 刘鹏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颗粒溶素是一种参与细胞免疫反应的细胞毒性分子，本研究旨在探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

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颗粒溶素的表达及

其临床意义。 
方法  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PBC 患者 PMBC 中颗粒溶素 mRNA 水平的表达，使用

ELISA 方法检测 PBC 患者 PBMC 中颗粒溶素蛋白水平的表达。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PBC 患

者中 NK 细胞的量，并分析其与颗粒溶素的相关性。收集患者相关的临床资料。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PBC 患者颗粒溶素在 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都显著增高

（p<0.05）其均与 NK 细胞亚群呈显著的相关性。另外患者血清中颗粒溶素的表达与血清总胆

红素及 Mayo 评分密切相关（p<0.05）。 
结论  颗粒溶素可以反映 PBC 患者的细胞免疫状态，因此未来有可能作为监测 PBC 患者预测

的新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36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血清中 HSP60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王慧 李腾达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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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热休克蛋白 60（heat-shock proteins 60,HSP60）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 ELISA 方法分别检测 PBC 患者（n=32）,乙肝后肝硬化患者（n=27）和健康对照

(n=30)组血清中 HSP60 的表达；使用生化常规检测 PBC 患者血清中谷氨酰基转移酶(GGT), 
总胆红素(TBIL), 谷丙转氨酶(ALT), 谷草转氨酶(AST)和碱性磷酸酶(ALP)的水平，并分析其与

HSP60 的相关性。 
结果 PBC 患者血清中 HSP60 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和乙肝后肝硬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进一步分析发现 PBC 患者血清 HSP60 水平与 GGT(r=0.46,P<0.05)和
ALP(r=0.52,P<0.05)呈负相关，与 TBIL,ALT 和 AST 水平无相关性(P>0.05)。 
结论 HSP60 在 PBC 患者血清中降低，可能与其发病机制有关，为 PBC 的免疫干预治疗提供

了新的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38 
 

血清 HE4 和 CA125 检测在早期卵巢癌诊断中的应用 
 

江涛 周芳芳 李军 李承彬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20 

 
目的  评估 HE4 和 CA125 在早期卵巢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术前早期卵巢癌患者 32 例、良性肿块女性患者 79 例及 30 例健康

女性的血清 HE4 和 CA125 水平，分析 HE4、CA125 单项和联合对卵巢癌的诊断性能。 
结果  卵巢癌组 HE4 和 CA125 水平均显著高于良性肿块组和健康对照组（P 均＜0.01）；

HE4 和 CA125 从有盆腔肿块的女性诊断卵巢癌的 AUC 分别为 0.935 和 0.896，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P＞0.05）；单用 HE4、 CA125 和两者联用诊断卵巢癌的敏感性分别为 84.38%、

87.50%和 81.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单用 HE4 和两者联用的特异性分别为 96.20%和

98.73%，均显著高于单用 CA125 (P＜0.01)。 
结论  HE4 是特异性较高的卵巢癌血清标志物，其与 CA125 联用可以提高对早期卵巢癌的诊

断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40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单个核细胞中 Siglec-1 表达及临床

意义 
 

王慧 刘鹏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研究 Siglec-1(CD169)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患者中的表

达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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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方法，检测 PBC 患者(n=45)，乙肝后肝硬化患者(n=30)和健康对照组

(n=36)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中 CD14+Siglec-1+细
胞百分比;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各组 PBMC 中 Siglec-1 mRNA 表达。 
结果  PBC 患者中 CD14 和 Siglec-1 双阳的细胞百分比较健康对照组和乙肝后肝硬化组显著增

加((13.68+/- 2.44%, 1.0 +/- 0.2 %, 4.1 +/- 0.5 %,P<0.01)；与健康对照相比，PBC 患者组

PBMC 中 Siglec-1mRNA 表达显著增高。 
结论 Siglec-1 可能参与了 PBC 的发病机制，为其免疫机制探讨和免疫干预治疗研究提供了新

的线索和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49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外周血 IL23 和 IL17 表达增高及其

临床意义 
 

刘鹏 王慧 徐贵霞 邓安梅 
上海长海医院临床实验中心 200433 

 
目的 探讨 IL23/IL17 轴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中的作用及临床

意义。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PBC 患者(n=30)和健康对照组(n=28)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中 IL23 及其受体，IL17 的表达，并分析其与患

者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相比，PBC 患者 PBMC 中 IL23 及其受体 IL23R，IL17 mRNA 水平显著增加

(P<0.01)，且其在早期 PBC 患者中表达高于进展期患者(P<0.01)；进一步分析发现，IL23 和

IL17 mRNA 水平与患者疾病分期 (r=0.48,P<0.05)，与血清 GGT(r=0.52,P<0.05)正相关，与

TBIL,AST 和 ALT 均无相关性(P>0.05)。 
结论 IL23/IL17 轴紊乱可能参与了 PBC 的发病机制，是潜在的疾病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50 
 

女性泌尿生殖道炎症患者 HPV 感染调查 
 

梅冰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20 

 
目的  了解荆州市女性泌尿生殖道炎症患者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状况，为预防 H PV 感染和

宫颈癌的发生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采用 HPV 基因分型技术对 365 例女性泌尿生殖道炎症患

者的宫颈分泌物进行 HPV DN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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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65 例患者中 HPV DNA 阳性 167 例，阳性率为 45.7%，共检测到 16 种 HPV 高危型和

5 种低危型。仅一种 HPV 基因型阳性的患者为 122 例，其中高危型为 99 例,占 81.1%，低危

型为 23 例，占 18.9%，以 HPV16 型为最多,占 29.5%，其次为 HPV 58 型，占 19.7%。HPV
多重感染为 45 例，主要以 2 种高危型多重感染或 1 种高危型和 1 种低危型多重感染为主，共

32 例，占 71.1%。结论  荆州市女性泌尿生殖道炎症患者高危型 HPV 感染率较高，宜常规开

展 HPV 基因检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52 
 

Anti-PLA2R Antibodie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Li Xin,Wei Dong,Zhou Zhanmei ,Wang Baoguo,Xu Ya,Pan Jie,Yang Chunli,Qiu Yurong 

Nang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510515 
 

Objective  The prevalence of autoantibodies against 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 (PLA2R) 
among Chinese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MN) is still not know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two standardized methods to evaluate anti-PLA2R antibody 
in serum and determine whether immunological reactivity reflected by antibody titer 
correlates with kidney function parameters. 
Methods  Overall, 82 subjects with biopsy-proven 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IMN) , 22 cases with secondary membranous nephropathy (SMN),  40 non-MN patients with 
established glomerulonephritis, 20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Division of 
Nephrology, Nanfang Hospital, China. Anti-PLA2R antibody in the serum of each patient was 
evaluated by both recombinant cell-based indirect munofluorescence assay (RC-IFA) and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Kidney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proteinuria 
for 24 hours, serum albumin,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serum creatine, serum cystatin C. 
We assess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ti-PLA2R antibody levels and clinical parameter in 
the IMN patients. 
Results  Healthy controls and non-MN patients with glomerulonephritis did not have 
detectable anti-PLA2R antibody in their serum samples. Fifty-three patients with IMN (64.6%) 
were positive for anti-PLA2R antibody. The level of antibody determined by RC-IFA ranged 
from 1:10 to 1:3200 and 0 to 1423 RU/ml by ELISA. The two anti-PLA2R test systems 
correlated very well with each other and reached an agreement of 95.7% for IMN patients. 
The level of antibody detected by ELISA in patients with IMN also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roteinuria and nephritic-range proteinuria (> 3.5g/day). 
Conclusions  Anti-PLA2R antibody in serum is sensitive and extremely specific for 
diagnosis of 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 in Chinese patients. Concentration of 
autoantibody against PLA2R is an ideal marker to monitor the activity of immunological 
diseas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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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凝血酶原活动度(PTA)与血清甲胎蛋白（AFP)、前蛋白

（PALB）联合检测在人工肝血浆置换治疗重症肝炎的临床意

义 
 

周宪伟 任更朴 于艳艳 程义新 李鹏 
泰安医学院附属聊城二院检验科 252601 

 
目的  探讨血浆凝血酶原活动度（PTA）与血清甲胎蛋白（AFP）、前蛋白（PALB）等生化指

标变化在人工肝血浆置换治疗重症肝炎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同期住院 31 例重症肝炎患者，所有患者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加行人工肝支

持系统血浆置换疗法，分别间隔 2～3 天检测凝血酶原活动度（PTA），4～6 天检测血清甲胎

蛋白（AFP）、前蛋白（PALB）等生化指标，根据患者临床转归分为生存组 17 例、死亡组

14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 PTA、AFP 及 PALB 水平并分析。 
结果  两组 PTA、AFP 及 PALB 数值治疗后明显变化，死亡组数值小幅度升高后上下波动，在

死亡前最后一次检测明显下降，尤其是 AFP 下降明显，各次数值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生存组数值明显升高切数次检测稳定，与同期死亡组数值对比有显著性差异

（p<0.01）。 
结论  血浆凝血酶原活动度（PTA）与血清甲胎蛋白（AFP）、前蛋白（PALB）与人工肝血浆

置换治疗重症肝炎的疗效关系密切，且动态观察此几项数值变化可判断病情发展的可靠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74 
 

尿干化学检查与尿沉渣在尿液检验中的相关性分析 
 

陈晓燕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 353000 

 
目的  探讨尿干化学检查及尿沉渣在临床尿液检验时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本院住院患者作为实验对象，共 2540 例，晨起后采集每

位实验对象的尿液样本，每位患者的尿液样本准备两份，并及时将其送交医院检验科，一份进

行尿干化学检查，另一份进行尿沉渣检验。最后将两种方法对应的尿蛋白、白细胞及红细胞检

验结果对比，并综合尿沉渣及尿干化学检查的检查结果符合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尿干化学检查中白细胞、尿蛋白及红细胞阳性情况分别为 520 例（20.47%）、400 例

（15.75%）、560 例（22.05%），尿沉渣检查中尿蛋白、白细胞及红细胞阳性情况分别为

523 例（20.59%）、380 例（14.96%）、620 例（24.41%），两种方法阳性率之间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0.05)。综合尿沉渣及尿干化学检查的检查结果发现，白细胞、尿蛋白及红细

胞总符合情况分别为 2480 例（97.64%）、2460 例（96.85%）、2400 例（94.49%），其符

合率均较高。 
结论  临床上尿沉渣及尿干化学检查检查各有其优缺点，两者之间不能完全相互替代，若将两

者检查结果综合起来能够使检验的准确度有效提高，漏检率大大降低，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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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77 
 

乙肝患者病毒血清学指标与 HBV-DNA 及 ALT 的相关性分

析。 
 

高瑞澴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03 

 
目的  分析乙肝患者病毒血清学指标与 HBV-DNA 和肝酶的相关性，探讨其可能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沈阳军区总医院 201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收治的乙肝患者 1201 例，

统计患者 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HBV-DNA 以及 ALT 定量结果，对数

据进行分析。 
结果  组合阳性血清指标进行分组后比较显示，1、5 阳性组较 1、3、5 阳性组和 1、4、5 阳

性组 ALT 结果明显要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3、5 阳性组 HBV-DNA 水平高

于其他 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BV-DNA 的水平随着 HBsAg 或 HBeAg 浓度

的增高逐渐升高，并与二者存在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285、0.419，P＜0.001）；1、4、5 阳

性组 HBeAb 浓度变化与 HBV DNA 及三项肝酶均无相关性。 
结论 除病毒血清学检查外，慢性乙肝患者应定期进行 HBV-DNA 的检查，并根据情况检测

ALT，有助于提早发现和预防疾病的发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78 
 

流式荧光杂交法分析 3095 例 HPV 感染状况 
 

郑丽丽 杨亚培 李玉红 王伟华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女性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Papillomavirus，HPV）的易感性，并分

析不同 HPV 亚型在聊城地区的分布特点及致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作用差异。 
方法  采用流式荧光杂交 HPV 分型检测方法，检测并分析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聊城市

人民医院因宫颈疾病就诊的 3095 例患者，年龄 20~75 岁。对于 HPV 分型检测阳性患者，同

时在患者自愿情况下再进行宫颈细胞学检查或阴道镜活检。然后对患者进行分组分析， HPV
阳性患者共 830 例，其中宫颈癌 8 例平均年龄 49.48±7.54 岁，高级别病变（包括 CINⅡ/Ⅲ）

163 例，平均年龄 42.40±10.06 岁；低级别病变（即 CINⅠ）165 例，平均年龄 42.17±10.82
岁；不排除病变组 192 例平均年龄 39.97±11.11 岁；宫颈细胞学检查正常组 302 例，平均年

龄 36.25±11.09 岁。最终数据用 χ2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HPV 阳性患者 830 例，占 26.82%。其中 30~49 岁年龄段 HPV 感染比例最高

（31.20%）， 50 岁以上 HPV 感染率（16.75%）明显下降，低于 20~29 岁（21.33%），不

同年龄组间感染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6.14，P=0.046）。而宫颈高级别病变与低级别病

变所占比例随着年龄增高有所增加，20~30 岁（26.55%）低于 30~49 岁（30~39 岁

42.08%，40~49 岁 42.35%），50 岁以上年龄段组宫颈病变发病率（46.04%），不同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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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9.67，P=0.0079）；宫颈高级别病变患者中检出最多的 HPV 亚

型前三位分别是 HPV16、59、58；两种及两种以上 HPV 亚型混合感染在宫颈高级别和低级

别病变组与正常对照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2.06，P=0.017）。 
结论 HPV 在本地区的感染率约为 26.82%。其中 30~49 岁年龄段 HPV 感染比例最高，为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宫颈上皮内瘤变比例随年龄及多种亚型混合感染比例的增高而增高。

本地区引起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 HPV 亚型主要为 HPV16、59、58。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284 
 

术前 NLR、d-NLR、PLR、LMR 作为术后结直肠癌患者预后

标志物的研究 
 

林康 彭红新 何帮顺 潘玉琴 孙慧玲 王书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210006 

 
大量研究表明炎症在肿瘤发生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炎症反应标记物被认为是用于提

高结直肠癌预后的有效预测指标。我们比较了 205 例采用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的术前中性

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派生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d-NLR）、血小板与淋巴

细胞比值（PLR）及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与患者的临床预后之间的关系。采用受

试者测试曲线（ROC）确定这些指标的分界值，同时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单因素和多因

素 cox 回归模型用来评估其预后价值。此外，纳入了一些风险因子来建立列线图对预后风险进

行评估，采用 C 指数评估此列线图的预测效能。结果表明，升高的 NLR 和结直肠癌手术患者

RFS,CSS 和 OS 相关。此外，多因素 cox 回归结果表明，升高的 NLR 是较差的 RFS
（P<0.001，HR 2.52，95 % CI 1.65–3.83）、OS（P<0.001, HR 2.73，95 % CI 1.74–
4.29）和 CSS（P<0.001，HR 
2.77，95 %CI 1.72–4.46）的独立预后指标。此外，包括 NLR 的 OS、RFS 和 CSS 的预测列

线图能够更好地预测结直肠癌手术患者的 RFS (c-index: 0.810 vs. 0.656)、OS(c-index: 0.809 
vs. 0.690)和 CSS (c-index: 0.802 vs.0.688)。研究表明术前升高的 NLR 能够作为 RFS、OS
和 CSS 的独立预后标志物。包含 NLR 的预测列线图可以提高结直肠癌手术患者临床结局预测

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05 
 

循环 miR-148/152 家族作为肝癌潜在的临床标志物的研究 
 

许桃 何帮顺 林康 彭红新 潘玉琴 孙慧玲 王书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210006 

 
目的  许多肿瘤中 miR-148/152 家族呈现异常表达的状态，包括肝细胞癌（HCC）。然而，

HCC 中循环 miR-148/152 家族的表达和临床意义仍需要进一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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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中，我们用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检测了 76 例 HCC 患者、62 例良性肝病对照

及 55 例健康志愿者血清中 miR-148a，miR-148b 和 miR-152 的表达水平。 
结果  结果表明，HCC 患者血清中 3 种 miRNAs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良性肝病及健康对照者（P
＜0.05）。此外，这 3 种 miRNAs 在 HCC 组中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r=0.6716，0.5381，
0.7712；P＜0.05）。受试者工作曲线分析表明对于区分 HCC 和良性肝病，循环 miR-
148/152 家族的组合较血清 AFP 和 3 种单独的 miRNAs 有显著性增高的曲线下面积（AUC）

0.940（95%可信区间，0.886-0.973），灵敏度 96.1%，特异性 91.9%。血清 miR-148a 和

miR-148b 与肿瘤大小（P=0.011，0.037）、TNM 分期（P＜0.001 及 P=0.034）显著相关，

然而血清 miR-152 仅与 TNM 分期（P=0.009）相关。动态监测 3 种 miRNAs 能够帮助我们预

测 HCC 术后的复发与转移。Kaplan-Meier 曲线分析表明低水平的血清 miR-148a（P＜
0.001）和 miR-152（P=0.012）与 HCC 患者较短生存期相关。Cox 回归模型进一步表明血清

miR-148a 与 HCC 患者的预后强烈相关。 
结论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低水平的 miR-148/152 家族能够提高 HCC 的阳性诊断率，血清

miR-148 有望作为一个独立的 HCC 预后因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09 
 

全自动血沉仪 TEST1 与魏氏法血沉结果对比及临床应用价值

分析。 
 

牛景阳 张婷婷 刘静 徐亮 孟冬娅 何莉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00 

 
目的  比较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1 与魏氏法血沉结果，并探讨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1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血红蛋白浓度的不同，对临床 436 例标本的血沉值进行配对设计的 t 检验，相关分

析及回归分析；连续监测 4 例患者的血沉及其它指标，探讨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1 检

测的血沉与病情变化的关系。 
结果  血红蛋白浓度（Hb）<=120g/L 时，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 1 与魏氏法之间结果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血红蛋白浓度（Hb）>=121g/L 时，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 
1 与魏氏法检测之间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 l 检测的血沉

与病情的变化同步。 
结论  在监测疾病的发展变化中，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仪 TEST l 比魏氏法更及时反应病情变

化，且具有简单﹑快速﹑准确的优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16 
 

细胞因子 IFN-γ、IL-12、 IL-18 在结核性胸膜炎诊断中的潜

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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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俏忻 程碧珍 蔡应木 
汕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515041 

 
        结核性胸腔积液和肿瘤性胸腔积液都是以淋巴细胞升高为主，这两者的鉴别非常困难。

为了寻找合适的细胞因子标志物以协助诊断，我们收集了 11 例结核性胸腔积液和 23 例肿瘤

性胸腔积液，检测了其中 IFN-γ， IL-12 以及 IL-18 的表达。 
目的  探索细胞因子 IFN-γ、IL-12、 IL-18 在结核性胸膜炎诊断的潜在价值。 
方法  共收集 105 例胸水标本。其中以淋巴细胞为主（淋巴细胞分类大于 50%）胸水 56 份

（11 份为结核性胸水，23 份为肿瘤性胸水）。IFN 和 IL-12、-18 检测采用双抗体夹心法，严

格按照说明书操作。ADA 检测试剂盒购于美国 Beckman 公司，在自动化仪器上检测。统计采

用 Graphpad Prism 5 软件分析数据，数值用 x±s 表示，两组细胞因子水平比较用 Mann-
Whitney U 检验，P 值小于或等于 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细胞因子水平与临床各指标相关性用

直线相关性分析。 
结果  1.结核性胸水的蛋白浓度，胸水淋巴细胞与中性粒细胞之比，ADA 水平均比肿瘤性胸水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的胸液 LDH 以及血清 LDH 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2．细胞因子检测结果显示结核性胸水中三种细胞因子 IFN-γ、IL-12、 IL-18 的

水平分别为 987、1255、725pg/ml，均高于肿瘤性胸水组（38、428、232 pg/ml），具有统

计学差异（P <0.01、P <0.01、P <0.01）。细胞因子的相关性分析研究显示 IL-12 的水平与

IFN-γ 相关（r=0.69， P=0.03），但 IL-18 与 IFN-γ 的表达无相关性（r=0.15, P=0.65）。IL-
12 与 IL-18 的表达也无相关性（r=0.1, P=0.79）。 
讨论  本研究发现 IFN-γ 及其诱导的细胞因子 IL-12、L-18 在结核性胸膜炎患者胸液中高表

达，较肿瘤性胸液显著增高。IFN-γ 与 IL-12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但并未发现与 IL-18
具有显著相关性，可能与本实验样本量偏少有关。综上所述，IFN-γ 及其诱导的细胞因子 IL-
12、IL-18 可作为结核性胸膜炎诊断的潜在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19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技术在多发性骨髓瘤诊断中的应用 
 

王金钗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 353000 

 
目的  探讨 SDS-AGE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技术在多发性骨髓瘤（MM）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采用法国Ｓｅｂｉａ公司生产的Ｈｙｄａｒｓｙｓ-２琼脂糖凝胶免疫电泳仪及配套试

剂。非浓缩尿蛋白电泳是利用琼脂糖凝胶的选择性成分及多孔性进行电泳，使尿液中的蛋白质

完全依据相对分子质量大小来予以分离,以尿蛋白中成分最多的白蛋白 A1b（约 70kDa）为界

限对临床上有检测需求的患者尿液进行分析，并回顾性分析其相关实验室检查资料。 
结果  应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143 例患者的非浓缩尿蛋白电泳检测结果中，50
例阳性，其中经临床诊断证实的ＭＭ患者 27 人，肾脏疾病 10 人，糖尿病 4 人，自身免疫性

疾病 4 人，肿瘤及其他疾病者 5 人。27 例ＭＭ患者中 21 例（78%）检出低相对分子质量蛋白

电泳区带并且以游离轻链为主（42.9%）。本文中对 27 例 MM 与非 MM 尿蛋白电泳阳性患者

病例资料的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MM 患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 常出现贫血、蛋白尿、感染

等症状。其中贫血者占 85.2%，蛋白尿 50%，白/ 球蛋白比例倒置 46.2%。热沉淀方法测本周

蛋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较差, 这对 MM 的早期诊断带来一定困难，也因此许多患者错过了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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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期或者造成误诊。因此，非浓缩尿蛋白电泳的出现成为临床诊断 MM 患者重要的实验室

方法，具有高分辨率，高灵敏度和可重复性。故对于 40 岁以上的患者, 若出现不明原因的腰

痛、骨关节痛、病理性骨折, 不明原因的蛋白尿, 贫血、反复感染、高钙血症、白/ 球蛋白比例

倒置, 均应考虑 MM 的可能, 进一步的非浓缩尿蛋白电泳检查以排除 MM。 
结论  非浓缩尿蛋白电泳分析能早期敏感的检测尿蛋白组成成分的变化，它降低了 MM 的误诊

率和漏诊率, 对 MM 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21 
 

德州地区宫颈病变妇女 HPV 感染状况分析 
 

薛万华 姜健阁 宁爱华 李康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目的  研究德州市妇女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状况及亚型分布特征、多重感染情况、在

不同年龄组的分布差异。 
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体外扩增和 DNA 反向点杂交相结合的 DNA 芯片技术，对德

州市 5557 例宫颈不同病变脱落细胞标本进行 HPV 基因分型检测。分析 HPV 感染亚型、多重

感染情况及年龄分布差异。 
结果  5557 份样本中，共检测出阳性 样本 2270 份，总检出率 40.85％，26 种亚型型别均有

感染。高危型感染最常见型别依次为 16、52、56、58、53，低危型感染最常见型别依次为

6、61、11、55。小于 30 岁人群标本 1112 份，其中阳性标本 772 份，感染率为 69.42%，

31 至 49 岁人群标本 3386 份，其中阳性标本 1762 份，感染率为 52.04%，大于 50 岁年龄组

人群标本 847 份，其中阳性标本 431 份，感染率为 50.89%。 
结论  德州地区女性 HPV 感染率高，高危型感染以 16 型为主，低危型感染以 6 型为主。在年

龄分布中，30 岁以下人群感染率高。HPV16、52、56、58、和 53 亚型以及 30 岁以下人群均

应作为德州市 HPV 预防的重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22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糖尿病高血压的关系。 
 

李坤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00 

 
目的  讨论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A1(HbA1c)水平与糖尿病高血压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纳入 102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依据高血压指南分级标准对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临床

分期：正常血压组（收缩压<120mmHg 和舒张压<80mmHg ），轻度高血压组（收缩压 140-
159mmHg 或舒张压 90-99mmHg），重度高血压组（收缩压≥180mmHg 或舒张压

≥110mmHg），录患者临床资料。 
结果  年龄、糖尿病病程、尿微量清蛋白含量、HbA1c 水平随着糖尿病高血压分期依次升高

（P＜0.05）,临床高血压组年龄、糖尿病病程、尿微量清蛋白含量、HbA1c 分别为（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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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11.2±6.2）年、（278±24）mg/g、9.3％±1.6％。而体质量指数（BMI）在轻度高血压

组与临床重度高血压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病程、尿微量清蛋白含量、

HbA1c 均与糖尿病高血压发生有关，是糖尿病高血压的发生发展过程，并与糖尿病高血压分

期有关。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A1(HbA1c)水平是糖尿病高血压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

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323 
 

上海地区全血细胞计数结果一致性调查 
 

王青 宋颖 许蕾 缪颖波 诸佩超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了解上海地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全血细胞计数结果的可比性和一致性，为上

海地区全血细胞计数结果互认提供依据。 
方法  将两个批号弱固定处理新鲜全血样本按要求发放至全市 770 家临床检测实验室，实验室

按要求在收到样本后 3 天内完成检测，每个样本重复检测 5 次，检测结果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网

络上传至本中心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725 家实验室回报了红、白细胞计数结果，615 家实验室还回报了血红蛋白、红细胞比

容和血小板计数结果；所有实验室两个批号全血细胞计数各项目的总均值、标准差（SD）和

变异系数（CV%）分别为红细胞（RBC）：3.95×1012/L 和 4.13×1012/L、0.09×1012/L 和

0.09×1012/L 以及 2.28 和 2.26；白细胞（WBC）：5.32×109/L 和 4.17×109/L、0.24×109/L
和 0.21×109/L 以及 4.56 和 4.92；血红蛋白（HGB）：121.5g/L 和 125.5g/L、2.66 g/L 和

2.71 g/L 以及 2.16 和 2.19；红细胞比容（HCT）：37.3%和 38.0%、1.44%和 1.43%以及

3.85 和 3.78；血小板（PLT）：200×109/L 和 146×109/L、11×109/L 和 8×109/L 以及 5.53 和

5.53；82 家二甲以上医院临床实验室两个批号全血细胞计数各项目的总均值、标准差（SD）

和变异系数（CV%）分别为 RBC：3.98×1012/L 和 4.17×1012/L、0.05×1012/L 和

0.05×1012/L 以及 1.31 和 1.24；WBC：5.29×109/L 和 4.15×109/L、0.20×109/L 和

0.16×109/L 以及 3.73 和 3.92；HGB：122 g/L 和 126g/L、1.2 g/L 和 1.3 g/L 以及 0.97 和

1.05；HCT：37.8%和 38.5%、0.98%和 0.90%以及 2.59 和 2.34； PLT：202×109/L 和

147×109/L、7×109/L 和 5×109/L 以及 3.3 和 3.2。 
结论  上海地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尤其是二甲以上医院临床实验室红、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

测定、红细胞比容测定和血小板计数结果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可在患者状态等条件相

对稳定的情况下尝试开展全血细胞计数结果的互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29 
 

中国西部地区三种快速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检测方法的诊断

效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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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汶静
1 尚梦乔

1 陈雪融
2 谢轶

1 叶远馨
1 周娟

1 宋兴勃
1 陆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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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分子诊断实验室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内科 

 
目的  评价华西医院临床实验室中的三种快速结核分支杆菌复合群（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MTBC)检测方法对结核病的诊断效能。 
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纳入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中国西部地区的 729 例结核患者，

采集每例受试者相应部位的标本，用三种快速 MTBC 检测方法：结核分枝杆菌直接扩增检测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Direct test, MTD），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PCR, RT-
PCR）及涂片镜检抗酸杆菌（acid-fast bacilli, AFB）进行平行检测。按标本类型对三种方法

进行诊断效能的评价。 
结果 MTD 与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敏感性相似（63.51%vs. 58.98%，P = 0.076），显著高于

涂片镜检（30.86%）。三种方法检测 MTBC 的特异性均较高（均>98.00%）。对于呼吸道标

本（痰液、支气管盥洗液），MTD 显示出相对较好的敏感性(76.35%)，其对涂阳标本的检出

率可达 97.67%。在肺外标本中，实时荧光定量 PCR 阳性率较其余两种高(58.97%，MTD 为

28.21%，涂片为 6.41%)。联合使用这几种方法可显著提高 MTBC 的检出率（敏感性最高可达

77.56%），高于单独使用某一种检测方法。联合检测同样显示出较好的特异性

（均>96.00%）。 
结论 本实验室对于结核分枝杆菌的检出率尚可，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结核分枝杆菌的筛查实

验中，MTD 更适合检测呼吸道标本，实时荧光定量 PCR 对肺外标本的检测能力较好。标本预

处理的质量保证及多种方法的联合分析可能使这些检测方法更好地融入临床实验室的常规工作

流程，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结核病诊断水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34 
 

降钙素原(PCT)的临床应用。 
 

李艺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急性时相反应蛋白（CRP）、白细胞（WBC)在鉴别细菌和病

毒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118 例辽宁省人民医院住院患者，按出院诊断分为细菌感染组 49 例、病毒组 39 例

和对照组 30 例。另取 31 例非细菌感染的肺炎组做 PCT 检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定量测定

PCT，免疫比浊法测量急性时相反应蛋白（CRP）。白细胞测定采用 Sysmex2000i。阳性结

果判断标准：PCT>0.5ng/mL，CRP>8mg/L,WBC>9.5× /L。 
结果  细菌感染组 PCT（p<0.01)与 CRP（p<0.05)、WBC（p<0.05)明显高于病毒感染组且

PCT（p<0.01)、CRP（p<0.05)、WBC（p<0.05)均较对照组有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病毒感染组 CRP（p<0.05)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CT（p>0.05）、CRP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PCT 是一种新型的细菌性感染的指标，在临床诊断与指导用药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CT、CRP、WBC 均可作为细菌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鉴别，且 PCT 比 CRP 特异性高，PCT
与 WBC 不能诊断病毒感染性疾病。PCT 阴性，可排除细菌性肺炎感染的可能。 
 



1306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39 
 

呼吸道病原体谱抗体 IgM 检测在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刘静 张英辉 何莉 韩笑 董喆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分析呼吸道感染患者常见的 11 种呼吸道病原体抗体 IgM 检出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力

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1-12 门诊及住院患者 2241 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腺病毒(ADV)、流感病毒 B(INFB)、流感病毒 A(INFA)﹑副流感病毒(PIV)﹑噬肺军团

菌(LP)﹑肺炎衣原体(CP)﹑肺炎支原体(MP)﹑柯萨奇病毒 A(CoxA)、柯萨奇病毒 B(CoxB)﹑
埃克病毒（ECHO）特异性 IgM。 
结果  共检测 2241 份血清，1414 例阳性，病原体谱抗体 IgM 阳性率为 63.9%(1414/2241);不
同的病原体可在同一患者中检出，被检患者血清中 INFB 最多，阳性率为 48.0%
（1076/2241）。其次为 INFA，阳性率为 25.5%（573/2241），PIV 最少，阳性率 0.04%
（10/2241）。不同性别、年龄、季节病原体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呼吸道病原体仍是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11 种常见病原体的检出率最高的是

INFB，其次是 INFA。病毒感染与性别，年龄及季节有关。INFB 和 INFA 是引起沈阳地区呼吸

道感染的重要的病原体。尽早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使患者能够及早的得到诊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46 
 

急诊 ICU 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临床分析., 
 

卢得盛 薛文成 任微 孟冬娅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了解急诊监护室（EmergencyIntensive Care Unit,EICU）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ESBLs)肺炎克雷伯菌感染临床特点与耐药性。 
方法  用 VITEK2 compact 微生物自动分析仪鉴定菌种和药物试验，同时对肺炎克雷伯菌进

ESBLs 检测。 
结果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急诊监护室住院患者分离出 140 株非重复肺炎克雷伯菌，检

出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共 66 株，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酶烯类、头霉素类高度敏

感，大部分患者存在严重基础疾病和导致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论  产 ESBLs 所致 EICU 感染现象较为严重，做好细菌耐药性监测，合理使用抗生素十分重

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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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研究及菌种

同源性分析 
 

薛万华 边奕鑫 姜健阁 宁爱华 章志勇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目的  研究临床分离的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的流行情况及标本的来源，

为临床控制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VITEK 2 全自动微生物仪对 2013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临床分离的 15 株多重耐

药鲍曼不动杆菌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部分抗菌药物的敏感性采用纸片扩散法。PCR 法

检测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对部分阳性基因进行测序。 
结果  15 株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ant（3"）-I 基因 73.3%（11/15）阳性，aac（6'）-I 基
因 66.7%（10/15）阳性，armA 基因 93.3%（14/15）阳性。93.3%（14/15）的标本分布在

ICU 重症监护病房，6.7%（1/15）的标本分布在神经外科病房。所有标本来源于痰液。对 ICU
病房开展医院感染监测，经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 33.3%。对检出的鲍曼

不动杆菌进行测序和同源性分析显示阳性菌株 armA 基因均为阳性。 
结论  该院临床分离的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对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耐药与同时携带多种氨基

糖苷类耐药基因有关。应重点控制和预防 ICU 重症监护病房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引起的院

内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351 
 

实验室分析前误差分析 
 

万楠 孙波 郑伟 胡晓芳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目的  随着实验室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大部分的检测误差来自于分析前质量控制，通过对分

析前误差产生的类型和数量总结，不断完善检验前质量管理，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方法  我们通过收集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0 月所有通过实验室自动化信息系统（LIS）登记

的标本剔回记录，统计分析不同类型标本分析前误差出现的类型和数量。 
结果  在 220 万测试标本中，分析前不合格标本数量为 2935 个，整体的误差率为 1334/百万

（ppm），其中最主要的不合格标本类型为送检血液标本发生凝集，总共有 695 个，占

23.7%。 
结论  通过对我院 16 个月中送检标本的实验室分析前误差总结，发现大多数误差可以通过加

强对护士的培训工作得到明显的改善，从而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提高病人医疗服务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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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lence determinants associated with the Asian 
community-associate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lineage ST59 
 

Dai Yingxin,Zhu Yuanjun,Wang Yanan,Hong Xufen,Liu Qian,Li Tianming,Qin Juanxiu,Ma Xiaowei,Li Mi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127 
 

        virulence is vit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therapeutics to target infections with 
community-associate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CA-MRSA), which cause 
an ongoing epidemi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on a global rise. However, what defines 
virulence particularly of global CA-MRSA lineages is poorly understood. Threatening a vast 
population, the predominant Asian CA-MRSA lineage ST59 is of major 
epidemiological importance.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no molecular analyses using 
defined virulence gene deletion mutants in that lineage as of yet. Here, we 
compared virulence in skin, lung, and blood infection models of ST59 CA-MRSA isolates with 
geographically matched hospital-associated MRSA isolates. We selected a representative 
ST59 CA-MRSA isolate based on toxin expression and virul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duced isogenic gene deletion mutants of important CA-MRSA virulence determinants (a-
toxin, PSM a, Agr) in that isolate for in-vitro and in-vivo analyse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strongly enhanced virulence of ST59 CA-MRSA over hospital-associated lineages, 
supporting the notion that enhanced virulence is characteristic for CA-MRSA. Furthermore, 
they show strong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Agr, a-toxin, and PSMa to pathogenesis of 
ST59 CA-MRSA skin, lung, and blood infection, emphasizing the value of drug development 
efforts targeted toward those virulence determina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54 
 
Simultaneous Quantitation of Endogenous Estrogens in 

Human Serum by Isotope-Di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Zhang Qiaoxuan,Huang Xianzhang 
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510120 

 
Objectives  The steroids estrone (E1), estradiol (E2) and estriol (E3) are the major 
estrogens.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female secondary 
sex characteristics, reproductive function, regulation of the menstrual cycle, and 
maintenance of pregnancy.The aim of the currentstudy was to develop a simple, accuracy, 
highly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sotope-di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ID-LC-MS/MS) method to simultaneous quantitation of endogenous 
estrogensin human serum.  
Methods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achieved on a C18 column prior to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triple quadrupole mass spectrometry in multiple reactions monitoring mode. The 
sample preparation of this assay requires no derivatization and extracted by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LLE). After systematically optimized LC conditions, the metabolites and structural 
analogues which having molecular masses same to estrogens were separ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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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conditions were also optimized to achieve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for 
the estrogens in serum.  
Results  The finally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E1, E2 and E3 were 83.8%, 78.9% and 77.3%. 
The assay allowed quantification of the analytes with lower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was 5, 5 
and 10pg/mL for E1, E2 and E3, respectively. Linearity was shown over the range 20-10000 
pg/mL for all the three estrogens (r>0.997). Within this range, E1, E2 and E3 were 
determined with an accuracy of ±5.60% and precision <7.44% RSD.  
Conclusion  This method allows for the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 of the three estrogens 
in human serum within 8 min.Additionally, this method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measure 
the three estrogens in pregnant women serum at the second trimester and compared with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by performing analysis of E2 andunconjugated E3 in serum 
sampl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58 
 

ICU 病房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叶敏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了解某院重症监护室病房（ICU）血流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的选

用抗菌药物和有效的控制血流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 ICU 病房 2012-2015 年血培养阳性的 634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病

原菌检出及药敏情况用 WUONET5.6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634 例血培养阳性患者检出的病原菌居前 5 位的病原菌依次是大肠埃希菌，占 22.51%；

鲍曼不动杆菌，占 13.15% ；肺炎克雷伯菌，占 13.15%；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7.57% ；屎肠

球菌，占 6.97%。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头孢替坦、阿米卡星最为敏感，敏感率分别是

96.4%、95.5%、95.5%，鲍曼不动杆菌比较耐药，对米诺环素和头孢哌酮舒巴坦的敏感率分

别为 66%、37.1%，肺炎克雷伯菌对阿米卡星和亚胺培南最为敏感，敏感率分别为 98.3%和

96.6%。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利奈唑胺和万古霉素的敏感率均为 100%，屎肠球菌对利奈唑胺和

万古霉素的敏感率分别为 100%和 97.1%。  
结论  ICU 患者出现血流感染的几率比较高，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临床应该根据药敏

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有效控制感染，减少耐药菌的产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59 
 

胱抑素 C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早期的临床应用研究 
 

陈炜烨 肖小敏 
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510120 

 



1310 
 

目的  旨在观察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早期时血清胱抑素 C（Cys C）水平在不同性别、年龄及

病种间的差异，并分析其与血脂、hs CRP、LDH、BNP、cTnT 水平的相关性，探讨其对急性

冠脉综合征早期疾病诊断和严重程度判断的意义。 
方法  在 2016 年 1 月-2016 年 5 月期间，于广东省中医院急诊内科及心内科因胸痛或急性冠脉

综合征而就诊住院入院的患者共 112 例，男性 74 例，女性 38 例。收集患者入院 24 小时内进

行的血脂、hs-CRP、心肌酶（包括 LDH）、cTnT、肾功能（尿素氮及肌酐）、BNP 等传统

生化检测项目及患者在冠脉造影前 Cys C 的检测结果。采用 SPSS17.0 软件统计包对所收集

的检测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1.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Cys C 水平在不同性别间无差异（P>0.05），但在不同年龄间有

明显差异（P<0.05），且随着年龄增长，患者胱抑素 C 水平呈上升趋势；2.Cys C 水平在不

稳定型心绞痛(UA)/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组、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STEMI）组病人中无统计学差异（P>0.05）；3.急性冠脉综合征血清 Cys C 与 hs CRP、
BNP 呈正相关（BNP：r=0.330，P<0.01；hs CRP：r=0.220，P<0.05）；与血脂、LDH、

cTnT 无相关性（P>0.05）。   
结论  1.不同年龄阶段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Cys C 水平有明显差异；2.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

清 Cys C 水平与 BNP、hsCRP 有显著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68 
 

抵抗素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妊娠期糖尿病及妊娠期结局的

相关性研究 
 

周洁 张展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抵抗素基因(RETN)rs1862513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妊娠期糖尿病（GDM)及妊娠结局

的关系。 
方法  选取糖耐量正常孕妇（对照组）127 名和 GDM（G 组）患者 113 名，使用 PCR-序列特

异性引物（PCR-SSP）扩增方法检测 RETN 基因型，并分析其临床资料及妊娠结局。 
结果  两组 RETN 基因 rs1862513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间携带突变 G 基因（杂合子 CG 型和纯合子 GG 型）的新生儿低血糖、新生

儿窒息及巨大儿发生率与无突变 C 基因(野生 CC 型)者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抵抗素基因(RETN)启动子区 rs1862513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GMD 的发生及妊娠结局无明

显关联。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373 
 

UF-1000i 尿液流式分析仪在尿路感染筛选中的应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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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辉 王若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 430022 

 
目的  评价 Sysmex UF-1000i 对诊断尿路感染（UTI）的筛选价值。 
方法  收集本院住院患者中段尿标本共 373 例，用 SysmexUF-1000i 尿液流式分析仪对收集的

尿液标本进行细菌计数和白细胞计数，并和尿培养菌落计数结果进行比较，确定最佳临界值。 
结果  获得 WBC 计数及 BACT 计数对应的最佳 cut-off 值，能够将培养结果为阴性或阳性的标

本区分开，且培养结果为阳性的标本中，G+球菌与 G-杆菌所对应的细菌计数及白细胞计数的

cut-off 值均不同；不同性别时，培养阴性/阳性所获得的细菌及白细胞计数的 cut-off 值也有差

异；不同性别的培养阳性标本中，G+球菌与 G-杆菌所对应的细菌计数及白细胞计数的 cut-off
值均不同。 
结论  用 Sysmex UF-1000i 尿液流式分析仪，对中段尿标本进行白细胞计数和细菌计数的联合

检测可以作为一种快速检测尿路感染的筛查手段，便于临床尿培养的选择及抗生素的使用，有

助于缩短治疗时间，提供治疗效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27 
 

全自动智能采血及分拣管理系统的临床应用 
 

唐亮 郑梅 袁博 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介绍全自动智能采血及分拣管理系统替代传统的人工采血、手工分拣核对的优势。 
方法  应用全自动智能采血及分拣管理系统与人工采血、手工分拣标本的流程方法做比较。 
结果  采血及标本检验前处理流程方面，建立了医院采血标准化流程、杜绝采血管标识错误、

优化标本前处理流程并真正实现标本的全程溯源；医院及科室管理方面，完善了医院信息数字

化管理流程、有效减低人工成本的消耗；为患者服务方面，营造和谐舒适的采血环境，改善医

患关系。 
结论  全自动智能采血及分拣管理系统优化了实验室检验流程，杜绝人工差错的发生，在采

血、标本检验前处理和医院管理角度，实现了高效、准确、可靠、自动和智能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34 
 

C/EBPα 在肝病中的研究进展 
 

朱冯婷 赵静静 娄晓丽 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C/EBPα 是亮氨酸拉链转录因子家族成员，调节细胞的终末分化和生长抑制，与多种疾病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研究表明 C/EBPα 参与肝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在慢性肝炎、肝纤

维化、肝癌发生等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介绍了 C/EBPα 的基本结构和生物学功能及

其在肝病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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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BPα 在细胞的增殖、分化、炎症反应、肿瘤发生及机体的免疫、应激反应、能量代

谢、血液生成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肿瘤研究中发现 C/EBPα 抑制细胞增殖，C/EBPα 与

多个细胞周期相关蛋白相互作用，通过多条途径阻滞细胞增殖。C/EBPα 有三个基本结构域：

C 端亮氨酸拉链结构域、基本 DNA 结合区域和 N 端转录激活区域。C/EBPα 不仅可以结合到

CCAAT 启动子结构域，也能与许多病毒所共有的核心序列 GTG-G(T/A)(T/A)(T/A)G 结合。

C/EBPα 基因表达是维持脂肪细胞分化的重要调控因子之一，其主要功能是促进脂肪细胞进入

终末分化，且 C/EBPα 可激活 HSC 并诱导其凋亡从而抑制肝纤维化的过程。大量研究表明

C/EBPα 是肿瘤抑制因子，C/EBPα 基因和蛋白在正常组织及癌旁组织基因的表达水平明显高

于在肝癌组织中的水平。C/EBPα 基因敲除的肝细胞株增殖时间缩短、异型性及成瘤性增强，

提示 C/EBPα 促进肝细胞分化及肿瘤形成。但 C/EBPα 在肝病中的确切功能及调控机制仍需进

一步深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54 
 

上海地区临床儿童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的分子特征 
 

王星 黄卫春 傅启华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研究上海儿童患者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克隆株的分布特点及流行特征、耐药性和耐药基

因的携带情况，为临床上控制和治疗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提供线索。 
方法  收集院内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复合物 107 株，其

中 88 株是鲍曼不动杆菌，3 株来自医院环境标本，所有菌株用 VITEK 2 检测其对 18 种抗生素

的敏感性，用 MLST 方法分析其基因型，对耐药菌株分析耐药基因（AmpC，IMP，VIM，

OXA-23，OXA-51）的携带和突变（gyrA）情况。 
结果  在监测的 18 种药物中，107 株菌株的耐药率均超过 50%，其中呋喃妥因和氨苄西林耐

药率最高(100％) ，亚胺培南和环丙沙星耐药率最低(53.27%)。经 PCR 鉴定 88 株是鲍曼不动

杆菌，其中 60 株是耐碳青霉烯类菌株（CRAB），MLST 分型可分成 ST208 型（95%）和

ST373 型（5%），且 ST208 型对所检测的 18 种抗生素均耐药，均携带有 AmpC，OXA-23
和 OXA-51 基因且 gyrA 基因的 QRDR 区域存在突变（Ser83Leu）；28 株是碳青霉烯类敏感

的菌株（CSAB），MLST 分型可分成 25 种 ST 型，包含 4 个已知的 ST 型和 21 种新的 ST
型。3 株医院环境样本来源的有 2 株是 ST208 型。 
结论  上海地区儿童患者中分离的菌株中，CRAB 的基因型相对较少，以 ST208 为主；CSAB
的基因型相对较多，背景较为复杂；且 CRAB 中多重耐药十分严重；同时其在环境样本中检

测出，应引起院感的足够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63 
 

2006-2015 年脑脊液分离菌的构成及耐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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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靖懿 林维超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了解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脑脊液分离菌的构成及耐药性变化趋势。  
方法  对 2006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该院患者脑脊液标本分离菌的构成及药敏结果进行分

析。  
结果  本研究共分离病原菌 353 株，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192 株（54.4%）、革兰阴性杆菌 156
株（44.2%）及其它菌 5 株（1.4%）。革兰阳性球菌占主体，其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和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MRCNS）检出率分别为 64.3 %和 77.1%，

葡萄球菌属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保持较高敏感性（>99.3%），未发现对青霉素耐药的肺炎

链球菌；革兰阴性杆菌总体敏感率下降，对头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及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敏感性相对较高。   
结论  脑脊液分离菌以革兰阳性球菌占主体，尤其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脑脊液分离菌对抗

菌药物耐药严重。临床医生需要重视微生物培养，对革兰阳性菌治疗及革兰阴性菌治疗同样引

起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77 
 

云南昆明青少年耳聋患者耳聋基因热点突变筛查及临床意义 
 

满宝华 
1.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2.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感染科 
 

目的  研究昆明地区青少年耳聋患者病因学特点，明确该地区耳聋人群的常见致病基因，探讨

遗传因素在耳聋致病因素中的比例及临床筛查意义。 
方法  采用凯普耳聋易感基因检测试剂盒检测聋哑学校 110 例耳聋患者 4 个聋病基因中常见的

13 个位点: GJB2 基因的 35del G、155delTCTG、176del16、235del C 和 299del AT，
SLC26A4 基因的 1229C>T、2168A>G 和 IVS7-2A>G，线粒体 DNA 基因的 1555A>G 和

1494C>T，7445A>G、12201T>C、GJB3 基因的 538C>T。 
结果  云南地区聋哑学校 110 例耳聋人群中，发现携带遗传性耳聋相关突变基因的患者 21 例

( 19.09%，21/110) ，其中 GJB2 基因突变携带者 14 例( 12.73%，14 /110) ，SLC26A4 基因

突变携带者 5 例( 4.55%，5/110) ，线粒体基因突变携带者 2 例 (1.82%，2 /110 ) ，GJB3 基

因突变携带者 0 例。 
结论  应用基因检测可以高效、快速地在大样本人群中，尤其是耳聋人群体中进行大规模的基

因筛查，有临床应用价值及前景，最终降低聋儿的出生率; 昆明地区青少年耳聋人群携带遗传

性耳聋相关突变基因的发生率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82 
 

联合检测血清人附睾蛋白 4 及 CA125 在卵巢癌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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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顺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联合检测血清人附睾蛋白 4（HE4）及糖类抗原（CA125）对卵巢癌的诊断意义。 
方法  将研究对象分为卵巢癌组（68 例）、卵巢良性病变组（46 例）和健康对照组（54
例），血清样本 HE4 使用瑞典康乃格诊断产品公司提供的 HE4 ELISA 试剂盒（批号：

HL2016084），血清 CA125 定量检测使用罗氏 e60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及配套

试剂，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血清 HE4 和 CA125 正常值判断标准，分别为 0 
pmol/L~150 pmol/L 和 0 IU/L~35 IU/L，检测值高于正常值即判为阳性；二者串联式联合检测

时，任一标志物检测值高于正常上限即为阳性值。运用 SPSS 21.0 软件完成统计分析，分别

对运用 HE4 和 CA125 及两者联合对卵巢癌检测的敏感度、特异度比较时，用以病理诊断为金

标准的配对 X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卵巢癌组 CA125 和 HE4 水平明显高于卵巢良性病变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而卵巢良性病变组 CA125 和 HE4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A125 和 HE4 联合诊断敏感度（96.6%）显著高于 CA125 和 HE4 各自单独诊

断，两者联合的特异度为 74.7%，低于单独 HE4 的特异度（98.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与单独 CA125 的特异度（76.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 CA125 和 HE4 联合诊断有助于卵巢癌的诊断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88 
 

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在良恶性腹水鉴定中的重要意义 
 

崔宝红 曾敬雅 毕海量 翟泰宇 潘颖 高颂 赵俏妤 孙轶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腹水是一种病因较多，较常见的临床体征。有良恶性腹水之分。本研究就是希望找到良

恶性腹水鉴别的方法。同时测定腹水和血清中 5 种肿瘤标志物 CEA、 AFP、 CA19-9,、
CA724、CA125 水平及这 5 种肿瘤标志物的腹水／血清(F／S)比值对良恶性腹水鉴别诊断的

价值。 
方法  对明确诊断的腹水患者 213 例(良性 82 例,恶性 131 例)采用同时采血和抽取腹水的方法,
留取的标本经离心后，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 CEA、 AFP、 CA19-9、CA724、CA125。仪

器为：罗氏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 
结果  1、恶性腹水患者血清及腹水肿瘤标志物 CEA、CA19-9、CA724 高于预定临界值的比例

均显著高于良性腹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血清及腹水肿瘤标志物 CEA、CA19-9、
CA724 对鉴别良恶性腹水时有较高的诊断价值,而 AFP 对鉴别良恶性腹水的诊断价值较

小,CA125 无鉴别诊断价值。3、单独检测腹水 CEA、CA19-9 和 CA724 对良恶性腹水的鉴别

诊断中敏感度较低、特异度高、诊断准确度差；4、CEA、CA19-9、CA724 及其 F/S 的联合

诊断恶性腹水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为 94.2%、90.7%和 92.6%,与单项肿瘤标志物腹水

浓度测定或三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相比,敏感性和准确性有显著提高(P<0.01)。 
结论  腹水 CA125 在鉴别良恶性腹水时无诊断价值；AFP 诊断价值较低。联合检测腹水肿瘤

标志物 CEA、CA19-9 和 CA724 及其 F/S 比值能显著提高对恶性腹水诊断的敏感性和准确

性。该方法具有敏感度高、特异性好、简单无创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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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499 
 

外周血 T 淋巴细胞钙敏感受体通过 NF-kB 通路影响急性心肌

梗死的发病过程 
 

曾敬雅 毕海量 潘颖 崔宝红 翟泰宇 高颂 赵俏妤 孙轶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通过观察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急性发病期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钙敏感受体（Calcium-sensing receptor, CaSR）对 T 淋巴细胞凋亡和细胞因子的分

泌，以及 NF-κB 和 JAK-STAT 信号传导通路蛋白 p65 和 Jaks 磷酸化状态的影响，揭示人外

周血 T 淋巴细胞 CaSR 在 AMI 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提取 AMI 急性发病期患者和健康成年人外周血 T 淋巴细胞；利用 RNAi 技术，将 CaSR 
siRNA 质粒转染 T 淋巴细胞，以沉默 CaSR；Western blot 检测 CaSR 蛋白和内质网应激通路

蛋白 Caspase-12 在 T 淋巴细胞中的表达，以及 NF-κB 和 JAK-STAT 信号传导通路相关通路

蛋白 p65 和 Jaks 磷酸化水平；利用 QRT-PCR 技术检测 CaSR mRNA、Caspase-12 mRNA
的变化情况；流式细胞小球微阵列术（CBA）用来检测细胞因子 IL-4、IL-10、IL-6 和 TNF-α
的分泌量；流式细胞术检测 T 淋巴细胞的凋亡情况。 
结果  AMI 急性发病时，病人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CaSR 蛋白及 mRNA 的表达量增加，NF-κB
通路蛋白 p65 磷酸化水平升高，而 JAK-STAT 通路蛋白 Jaks 未见明显改变；内质网应激通路

蛋白 Caspase-12 蛋白以及 mRNA 的表达量也见增加；T 淋巴细胞分泌的促炎因子（IL-6 和

TNF-α）和抑炎因子（IL-4 和 IL-10）以及细胞的凋亡率升高。而阳性 CaSR siRNA 质粒转染

T 淋巴细胞，使 CaSR 基因沉默后，无论在正常对照组还是 AMI 发病组，上述升高的指标均

受到抑制。NF-κB 通路抑制剂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只是效果没有 CaSR 基因沉默明显。 
结论  急性心肌梗死发病时，人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CaSR 表达增加，伴随细胞因子分泌量和 T
淋巴细胞凋亡率的升高，此作用可能与 NF-κB 信号传导通路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03 
 

黄连素抗川崎病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探讨 
 

刘云锋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是一种以全身中、小动脉炎症性病变为主的急性发

热出疹性疾病，可累及冠状动脉引起冠状动脉扩和动脉瘤，流行病学显示近年来亚洲地区 KD
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主要的病理特征为低血浓度下血液高粘、高聚、高凝，血小板大量聚

集可引起血栓栓塞，是我国小儿后天性心脏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通过体外实验，观察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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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素对血小板聚集的影响，探讨黄连素用于川崎病治疗的可行性，为黄连素治疗川崎病提供依

据。 
方法  对血小板的分离及黄连素的浓度选取进行预实验，得到最佳的血小板分离条件及黄连素

反应浓度后，对新鲜收集的正常人及川崎病组 EDTA 抗凝全血进行分离血小板分离并加入黄

连素进行体外反应，之后使用 ADP 诱导进行体外聚集情况，得出两组标本在使用黄连素前后

聚集率的数据，用 SPSS 19.0 软件对两组数据进行配对 t 检验统计分析。  
结果  对于 2ml EDTA 全血最佳血小板分离条件为：800r/min 5min，最佳黄连素浓度为：

5mg/ml。对照组与患者组加入 5mg/ml 黄连素后，血小板最大聚集率均有所降低，对照组与实

验组最大聚集率均值差异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黄连素在体外实验中显示出较好的抗血小板聚集能力，可考虑对川崎病患者进行抗栓治

疗，降低川崎病患者血栓形成风险，但尚需进行进一步实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13 
 

1 例异常血栓弹力图检测结果分析 
 

赵凤莲 赵丽艳 庞孟煜 张晓华 赵丽娟 刘昕鸣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探讨 1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栓弹力图( thromboelastogram，TEG) 检测参数及图形

变化异常的原因。 
方法  该患者接受正规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大于 5 个半衰期，抽取该患者抗凝血，按 TEG 检测

仪标准操作规程由专人进行 TEG 检测，获得以下数据：1.仅使用激活剂 F 测到最大振幅

(MA)，这仅表示纤维蛋白即 MAFIBRIN；2.测量在没有凝血酶时加入 ADP 或 AA 和激活剂 F 激

活的血小板的功能，当加入 AA 时得到 MAAA值，加入 ADP 时得到 MAADP值；3.标准的高岭

土激活的值能测量全部血小板的活化和产生的最大可能 TEG MATHROMBIN。 
结果  血小板计数 537.0×109/L，R 时间 5.8min，K 时间 1.3min，α 角 70.5，
MATHROMBIN69.7mm，MAFIBRIN77.0mm，出现 Growing MA 现象，重新采血立即检测

MAFIBRIN77.0mm，更换检测通道后测定 MAFIBRIN74.1mm，应用试剂纠正后检测

MAFIBRIN14.1mm，MAADP80.3mm，MAAA81.0mm，复检 MAADP78.3mm，MAAA77.2mm。未

纠正 Growing MA 现象前计算 Inhibition%(ADP)：87.6%，Inhibition%(AA)：93.4%；纠正后

计算 Inhibition%(ADP)：0%，Inhibition%(AA)：0%。 
结论  1.该患者出现 Growing MA 现象，排除样本、温度、试剂及检测通道差异等因素干扰，

考虑可能为该患者处于高凝状态所致；2.患者目前尚处于疾病急性期，α 角、MATHROMBIN结果

以及血小板计数明显增高，均提示患者纤维蛋白原功能和血小板功能亢进，可能存在用药剂量

和用药时间相对不足的可能性；3.TEG 在反应患者凝血功能方面要优于常规凝血功能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15 
 

人外周血 T 淋巴细胞钙敏感受体通过 MAPK 通路影响急性心

肌梗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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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海量 曾敬雅 潘颖 翟泰宇 崔宝红 高颂 赵俏妤 孙轶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一种炎症性疾病。细胞因子在这

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钙敏感受体能够影响 T 淋巴细胞细胞因子的分泌及凋亡情况。本实

验通过观察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发病期患者的外周血 T 淋巴细胞钙敏感受体（Calcium-sensing 
receptor, CaSR）对 T 淋巴细胞凋亡和细胞因子的分泌，以及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信号传导通路蛋白 p38 和 JNK 磷酸化水平的影响，揭示人

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CaSR 在 AMI 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提取健康人及 AMI 病人急性发病期的外周血 T 淋巴细胞。利用 siRNA 阳性质粒沉默钙

敏感受体基因或通道阻断剂观察 CaSR 在 T 淋巴细胞中的作用。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CaSR 蛋白、MAPK 信号通路蛋白 p38 和 JNK 在 T 淋巴细胞的表达；流式细胞小球微阵列术

（Cytometric Bead Array, CBA）测定细胞因子 IL-4、IL-6、IL-10 及 TNF-α 的分泌水平；用

流式细胞仪检测 T 淋巴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  AMI 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JNK 表达明显增高，但 P-P38 无明显改变；细胞因子 IL-
4、IL-6、IL-10 及 TNF-α 分泌量明显增多，T 淋巴细胞凋亡率升高。利用 RNA 干扰（RNA 
interference, RNAi）技术沉默 CaSR 基因后，在正常对照组与 AMI 组的 T 淋巴细胞中, JNK
蛋白的磷酸化水平均明显降低，细胞因子和细胞凋亡率也显著下降。MAPK 通道阻断剂

SP600125 也产生同样的效果。  
结论  钙敏感受体可能通过 MAPK-JNK 通路促进细胞因子 IL-4、IL-6、IL-10、TNF-α 分泌以

及 T 淋巴细胞的凋亡，进而影响 AMI 的疾病进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17 
 

2013～2015 年血培养阳性污染情况调查研究 
 

任宝军 程卓 胡大春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650011 

 
目的  分析探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3 年到 2015 年血培养污染率、污染途径、污染细菌构

成比，为有效防止血培养污染提供依据。 
方法  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三年来共送检 34713 瓶血培养样本的污染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血培养送检样本数 34713 瓶，阳性培养样本数 2860 瓶，总计污染样本数 361 瓶，污染

率 1.04%。按年度分类，2015 年度血培养污染率最低；按季度分类，四个季度没有明显差

异；按内、外科两大系统分类，内科系统污染率 1.06%，外科系统污染率 0.96%；按科室分

类：内科系统中污染率最高的科室是血透中心，污染率为 2.71%，其次为 ICU 科，污染率

2.23%。外科系统中污染率最高的科室是乳腺科，污染率为 2.30%，其次为骨科，污染率为

1.92%；按污染菌菌株分布统计，表皮葡萄球菌污染居首位，占比 33%，其次为人葡萄球菌，

占比 28%。 
结论  医院血培养污染率较高，污染途径多样化，血培养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在采集血培养样

本时，应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注意消毒剂的选择与消毒作用时间及空气环境菌的监控，对污染

环节进行有效控制，尽可能的降低血培养污染率。血培养中分离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芽孢

杆菌、棒状杆菌时应综合分析临床和实验室资料，做出正确判断后，再用药，避免滥用抗菌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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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24 
 

核苷类似物治疗乙型肝炎病毒交叉耐药株 RT 区变异分析 
 

于波海
1 高春波

1 滕旭
2 

1.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 

 
目的  研究对多种核苷类似物（NAs）序贯治疗产生交叉耐药的患者体内乙型肝炎病毒

（HBV）RT 区变异位点和变异类型。 
方法  筛选 6 例临床上对两种或两种以上 NAs 产生交叉耐药的患者，并从患者血清中获取

HBV 交叉耐药株 DNA，进行全基因克隆和测序，从而分析其变异特点和规律。 
结果  经测序鉴定，6 位患者体内 HB[1]V 基因型均为 C 型，产生交叉耐药的相关性变异以

rtM204V/I（YMDD）变异为主（56%），部分 YMDD 变异株伴有 rtL180M 变异（18.7%），

其他伴随变异包括 rtV173L（18.7%），rtL80I（18.7%）。此外，我们还发现 RT 区次要变异

伴随位点 rtL269I（40%）,rtQ333K（56.7%）,rtH337N（56.7%）。 
结论  RT 区次要变异伴随位点 rtL269I,rtQ333K,rtH337N 的出现可能增强了 HBV YMDD 变异

株在体内的复制能力，并对交叉耐药准种所占比例起到了放大的效果，从而导致本研究中 6 例

患者出现对拉米夫定、恩替卡韦、阿德福韦和替比夫定产生多重耐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46 
 

云南昆明青少年耳聋患者耳聋基因热点突变筛查及意义 
 

满宝华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6500000 

 
目的  研究昆明地区青少年耳聋患者病因学特点，明确该地区耳聋人群的常见致病基因，探讨

遗传因素在耳聋致病因素中的比例及临床筛查意义。 
方法  采用凯普耳聋易感基因检测试剂盒检测聋哑学校 110 例耳聋患者 4 个聋病基因中常见的

13 个位点: GJB2 基因的 35del G、155delTCTG、176del16、235del C 和 299del AT，
SLC26A4 基因的 1229C>T、2168A>G 和 IVS7-2A>G，线粒体 DNA 基因的 1555A>G 和

1494C>T，7445A>G、12201T>C、GJB3 基因的 538C>T。 
结果  云南地区聋哑学校 110 例耳聋人群中，发现携带遗传性耳聋相关突变基因的患者 21 例

( 19.09%，21/110) ，其中 GJB2 基因突变携带者 14 例( 12.73%，14 /110) ，SLC26A4 基因

突变携带者 5 例( 4.55%，5/110) ，线粒体基因突变携带者 2 例 (1.82%，2 /110 ) ，GJB3 基

因突变携带者 0 例。 
结论  应用基因检测可以高效、快速地在大样本人群中，尤其是聋人群体中进行大规模的基因

筛查，有临床应用价值及前景，最终降低聋儿的出生率; 昆明地区青少年耳聋人群携带遗传性

耳聋相关突变基因的发生率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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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47 
 

 巨细胞病毒肺炎患儿血清 KL-6 和 SP-D 水平及临床意义 
 

张诒勋 刘冰 朱亚芹 徐新立 梁志强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目的  探讨血清Ⅱ型肺泡细胞表面抗原（KL-6）、肺表面活性蛋白 D（SP-D）在婴儿巨细胞病

毒（CMV）肺炎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临床诊断为 CMV 肺炎的住院患儿 101 例（观察组），根据

病情严重程度，将其分为重症肺炎组（48 例）和轻症肺炎组（53 例），同期住院的非感染性

疾病患儿 55 例作为对照组。测定各组患儿血清 KL-6、SP-D、乳酸脱氢酶（LDH）和 C-反应

蛋白（CRP ）水平及外周血白细胞（WBC）总数，对重症肺炎患儿行血气分析检测动脉血氧

分压（PaＯ2），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CMV 肺炎患儿血清 KL-6、SP-D 和 LDH 水平高于对照组，（P 均＜0.01）；血清

CRP 水平、WBC 总数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2)重症肺炎组和轻症肺炎组

血清 KL-6、SP-D 和 LDH 水平高于对照组（P 均＜0.01），重症肺炎组 KL-6、SP-D 和 LDH
水平高于轻症肺炎组（P 均＜0.01）。(3) 重症 CMV 肺炎患儿血清 KL-6、SP-D 水平与 PaＯ2
呈负相关（P 均＜0.01），KL-6 与 SP-D 呈正相关（P＜0.01）。 
结论  血清 KL-6、SP-D 水平与 CMV 肺炎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其可以作为婴儿 CMV 肺炎急性

肺损伤严重程度判定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婴儿 CMV 肺炎血清 KL-6、SP-D 水平，对病情程度

的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48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ERCC1 表达与恩度联合化疗疗效的相关性

分析 
 

韩景银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目的  切除修复交叉互补基因 1 （ERCC1）是 DNA 修复基因家族成员之一，在促肿瘤恶性表

型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 ERCC1 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并探讨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ERCC1 表达与恩度联合化疗疗效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  选取 2009 年 12 月-2013 年 12 月在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经组织病理学确诊的 IV 期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301 例,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ERCC1 在非小细胞肺癌标本中的表达情

况。将患者分为单纯化疗组和恩度联合化疗两组。采用卡方检验、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

析，分析 ERCC1 表达与近期疗效评价的相关性，比较 ERCC1 阳性和阴性患者不同治疗方案

的生存期的差异。 
结果  在 301 例 NSCLC 患者中, ERCC1 阳性表达者 166 例 , 阳性表达率 55.1 %。 301 例患

者均可评价疗效及不良反应 ,ERCC1 阳性的患者经治疗后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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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稳定（SD）、进展（PD）的例数分别为 2、29、100 和 35 例；ERCC1 阴性的患

者经治疗后 CR、PR、SD、PD 的例数分别为 4、35、88 和 8 例。ERCC1 表达阳性的患者总

有效率为 18.7%，ERCC1 表达阴性的有效率为 28.9%，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08。
ERCC1 表达阳性的患者，单纯化疗组 CR 0 例 , PR 12 例,单纯化疗组总有效率 RR 为 
9.9 %，中位生存期 7.9 个月 , 中位 TTP 为 7 个月，1 年生存率 37.9 %；恩度联合化疗组总有

效率 RR 为 38.6%，中位生存期 10.2 个月 ,中位 TTP 为 8.2 个月，1 年生存率 45.4 %，不同

治疗的两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χ2=10.415，P=0.001）。 ERCC1 表达阴性的患者，单纯化

疗组 CR 1 例 , PR 17 例，单纯化疗组总有效率 RR 为 20.9%，中位生存期 9 .1 个月 , 中位

TTP 为 8.6 个月，1 年生存率 46.3 %；恩度联合化疗组总有效率 RR 为 46.0%，中位生存期 
11.3 个月 ,中位 TTP 为 10.8 个月，1 年生存率 51 .7 %，不同治疗的两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χ2=5.134，P=0.013）。 
结论  ERCC1 阳性表达影响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疗效，对于 ERCC1 阳性表达的患者，恩度联合

化疗可有效提高近期化疗疗效，提高生活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49 
 

胸痛患者初次 hs-cTnT 水平≤14ngL 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危

险性研究 
 

郭英 朱帅 李贵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胸痛患者初次 hs-cTnT 水平≤14ng/L 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性。 
方法  纳入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因胸痛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患者 3096
例，根据初次 hs-cTnT 水平、心电图将患者分为 hs-cTnT≤14ng/L 且心电图提示无缺血表现组

和 hs-cTnT>14ng/L 组，计算 30 天内两组发生心肌梗死和死亡的危险度及阴性预测值。 
结果  30 天内 hs-cTnT≤14ng/L 组发生急性心肌梗死（AMI) 37 位， 绝对危险度为 2.35（1.86-
2.74），30 天内有 4 名患者死亡，绝对危险度为 0.29（0.12-0.53）；初次 hs-cTnT 水平

≤14ng/L 且心电图提示无缺血表现组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者 9 位，绝对危险度为 0.58(0.42-
0.74)， 30 天内无患者死亡。 
结论  胸痛患者初次 hs-cTnT 水平≤14ng/L 且心电图提示无缺血表现可直接排除 AMI，准确性

接近 100%，否则应至少动态监测 5 小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57 
 

吸烟与膀胱癌的研究进展 
 

李艾为
1 乔艳

1 朱熹
2 张捷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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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它的发生存在性别和地域差异。吸烟是膀胱癌患病重要

的危险因素，与谷胱甘肽转硫酶 M1（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M1, GSTM1）、N-乙酰化转

移酶 2（N-acetyl transferase 2, NAT2）、前列腺干细胞抗原（prostate stem cell antigen, 
PSCA）、染色质域 6（chromobox 6, CBX6）/载脂蛋白 B mRNA 编辑酶催化多肽样蛋白 3A
（apolipoprotein B mRNA editing enzyme catalytic polypeptide like 3A, APOBEC3A）等基因

共同作用影响其发病。近期有研究显示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TERT）、细胞色素 P450 酶 1A2(cytochrome P450 family 1 subfamily A member 2, 
CYP1A2)、溶质运载蛋白 14A1（solute carrier family 14 member 1, SLC14A1）、轮辐蛋白

同源体 3（radial spoke protein 3 homolog, RSPH3）/T 细胞活化 Rho 鸟苷三磷酸酶激活蛋白

（T-cell activation RhoGTPase activating protein, TAGAP）/埃兹蛋白（ezrin, EZR）等基因

可增加膀胱癌的患病风险，且对吸烟者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些新相关基因的发现或许能为研究

者探究吸烟影响膀胱癌发生提供新的思路，也能为防治膀胱癌开展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提供证

据支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62 
 

Affirm VPⅢ芯片检测技术在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测中的应用研

究 
 

魏冰 陆庭嫣 沈俐 唐振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200030 

 
目的  探讨 Affirm VPⅢ芯片检测技术在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测中的应用价值及意义。 
方法  选取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 182 例患者阴道分泌物标本，以 Affirm 
VPⅢ芯片检测法和金标准（Nugent 评分，念珠菌培养，滴虫培养）分别检测三种阴道炎相关

微生物：阴道加德纳菌，念珠菌及滴虫，进行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分析。采用 SPSS 19 统计软

件，行 Kappa 检验。 
结果  以 Nugent 评分为金标准，Affirm VPⅢ芯片检测细菌性阴道炎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5.10%和 83.75%，Kappa 值为 0.797；以念珠菌培养为金标准，Affirm VPⅢ芯片检测念珠菌

性阴道炎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5.37%和 99.00%，Kappa 值为 0.854。；以滴虫培养为

金标准，Affirm VPⅢ芯片检测滴虫性阴道炎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2.86%和 100%，

Kappa 值为 0.960。 
结论  Affirm VPⅢ芯片检测法操作便捷，可同时进行三种阴道炎病原微生物的检测，一致性较

好，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克服了传统检测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提高了检测率和准确

性，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64 
 

肿瘤转移抑制因子 NDRG1 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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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艾为
1 乔艳

1 朱熹
2 张捷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 
 

        N-myc 下游调节基因 1（N-myc downstream regulated 1,NDRG1），也曾称为分化相关

基因 1（differentiation related gene 1,Drg-1）、钙激活蛋白 43（calcium activated protein 
43,Cap43）基因、应激诱导应答 42（response induced by stress 42,Rit42）基因，还原剂和

衣霉素敏感蛋白（reducing agents and tunicamycin-responsive protein,RTP）基因等，属于

NDRG（N-myc downstream regulated gene）家族，因原癌基因 MYCN 和 MYC 可抑制其表

达而得名。以往研究证实，NDRG1 参与上皮细胞分化，受雄激素调控表达，并与外周神经系

统疾病 HMSN-Lom（Hereditary Motor and Sensory Neuropathy-Lom）发病相关。目前，

NDRG1 因在多种肿瘤中有转移抑制作用而被广泛关注。但在不同肿瘤中，NDRG1 的表达情

况却不尽相同，研究者们认为，这或许与 NDRG1 还不甚明朗的作用机制有关。本文将结合近

期研究结果对 NDRG1 及其编码蛋白在肿瘤中的机制进行总结阐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65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NLR), 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 were Useful Markers in 

Assessment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Disease 
Activity in SLE patients 

 
QIN BAODONG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Objective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extensive investigations on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 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 (PLR) and mean platelet volume 
(MPV) in many diseases, their role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remain 
unclear.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NLR, PLR and MPV levels in 
adult SLE patients and explore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involving 154 adult SLE patients and 151 healthy 
controls was performed. Al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LE pati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ir medical records. NLR, PLR and MPV levels between SLE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mpared,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indexe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creased NLR, PLR and MPV were observed in SLE patients. NL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eaction protein (CRP) (r=0.509, p<0.01),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r=0.610, p<0.01) and SLEDAI 
scores(r=0.471, p<0.01). PL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LEDAI scores(r=0.44, p<0.01). 
SLE patients with nephritis had higher NLR and PLR levels than those without nephritis 
(p<0.01, p=0.03). In addition, an NLR level of 2.065 was determined as predictive cutoff 
value of SLE (sensitivity 74.7 %, specificity 77.5 %, AUC=0.828).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NLR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LE disease activity.    
Conclusion  NLR and PLR could reflect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disease activity in 
SL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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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76 
 

PBC 患者外周血 IL-18 与 TNFSF9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王淇泓 
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研究 IL-18 以及 TNFSF9 在 PBC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以 30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分别采用 ELISA 技术和定量逆转录 PCR 检测 30 例原发性

胆汁性肝硬化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 IL-18、TNFSF9 的表达情况，并用生化常

规方法检测健康对照者和 PBC 患者血清中总胆红素（TBIL）、谷氨酰基转移酶（GGT）水

平，并分析它们与疾病的相关性。  
结果  PBC 患者在 PBMC 中 TNFSF9 mRNA 的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不同阶段

PBC 患者血清中 IL-18 水平分别为：第Ⅰ阶段(192.0 pg/ml), 第Ⅱ阶段(272.1pg/ml), 第Ⅲ阶段

(451.5pg/ml), 第Ⅳ阶段 (633.7pg/ml)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160.0pg/ml) （P<0.05）；PBC 患

者外周血中 TNFSF9 的表达与 TBIL 呈正相关（r=0.513,P<0.05），与 GGT 不相关。  
结论  PBC 是一种诱因不明的以肝小叶汇管区淋巴细胞浸润、小胆管特异性破坏、血清特征性

抗线粒体抗体（AMA）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表明，PBC 患者中淋巴细胞严重失

调，在胆管区出现 TH1 和 TH17 表型炎性细胞浸润，自身反应性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是胆

管上皮细胞受损的主要机制。TNFSF9 主要表达于抗原递呈细胞表面，作为免疫共刺激分子而

发挥功能，因此在 T 细胞的分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研究报道，IL-18 是炎症细胞因子，

能独立的或与 IL-12 协同从而诱导 IFN-?的产生。我们观察了 TNFSF9 mRNA 和血清 IL-18 在

不同阶段 PBC 患者的表达增高，以往的研究也表明 IL-18 在 PBC 中升高以及与 TLR3 and 
TLR4 之间的关系。我们推测某些因素在 TLR 中的作用是促进 IL-18 的分泌，甚至诱导 TH1 类

细胞因子的产生和分泌。然而，PBC 的发病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因此，我们的推断只是

PBC 发病率和疾病过程的一个可能因素。具体的机制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82 
 

5838 例妊娠期妇女肝炎病毒感染现状调查 
 

魏冰 钱俊 胡德宇 唐振华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200030 

 
目的  分析 5838 例妊娠晚期妇女肝炎感染情况，为妊娠期肝炎的治疗及减少肝炎病毒母婴传

播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本院建卡 5838 例孕晚期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应用酶联免疫法检测孕晚期妇女血清

中甲型肝炎病毒( HAV) 、戊型肝炎病毒( HEV) 血清学标志物; 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乙型

肝炎血清学标志物（HBsAg、抗 HBs、HBeAg、抗 HBc、抗 HBe）。应用免疫荧光法检测血

清中丙型肝炎病毒( HCV)血清学标志物。 
结果  所选孕晚期妇女中，共检出抗 HAV IgM 阳性 1 例（0.02%）；抗 HCV 阳性 4 例

（0.07%）；抗 HEV IgG 阳性 457 例（7.83%）；抗 HEV IgM 阳性 9 例（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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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sAg、HBeAg、抗 HBc 阳性同时阳性共 139 例（2.38%）；HBsAg、抗 HBe、抗 HBc 阳

性共 27 例（0.46%）；HBsAg、抗 HBc 阳性共 4 例（0.07%）。 
结论  监测肝炎病毒感染血清标志物有助于准确诊断病毒性肝炎类型，为针对性治疗提供参

考，保障母婴安全。目前仍有相当部分育龄妇女孕前未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增加了乙肝感染机

率，应予以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90 
 

浅析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 
 

李维特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院 100091 

 
       自 1980s 之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被看做是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的最有效治疗用药。在过

去的十年中，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严重影响人类健康。这篇综述是关于碳青霉烯类

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展开，包括简介、流行病学、耐药机制、院内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93 
 

MiR-155 通过调节 CXCR4 的表达影响滋养细胞的侵袭与迁

移 
 

李爱萍
1 张展

1,2 
1.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2.河南省商丘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目的  结合对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系 JAR、JRG-3 侵袭和迁移能力的研究，转染 miR-155 
mimics 和 miR-155 inhibitors 对 CXCR4 表达的影响作用，从而探讨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 
方法  设计并转染 miR-155 mimics 和 miR-155 inhibitors，对 JAR、JEG-3 细胞进行过表达和

抑制，通过 Transwell 侵袭实验及划痕实验，观察转染后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的变化；利用

Real-time PCR 检测 CXCR4 mRNA 的表达水平；利用 western lot 检测 CXCR4 蛋白的表达

水平。 
结果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lot 结果显示，miR-155 mimics 转染组 CXCR4 mRNA 和蛋

白表达水平被有效抑制（P<0.05）；与空白对照组及阴性对照组相比，miR-155 mimics 转染

组的 JAR、JEG-3 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明显下降（P<0.05）。同时，miR-155 inhibitors 转染

组 CXCR4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与空白对照组及阴性对照组相比，

miR-155 inhibitors 转染组的 JAR、JEG-3 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明显增加（P<0.05）。 
结论  miR-155 可能通过抑制 CXCR4 的表达进而抑制滋养细胞的侵袭及迁移能力，最终导致

子痫前期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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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598 
 

儿童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h 亚群细胞因子测定与骨髓巨

核细胞分类的临床意义 
 

牟佩佩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34 

 
目的  研究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患儿外周血 CD3+CD4+ CD8- T 细胞亚群的因子 IFN-
γ、IL-4 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因子 TGF-β1 及骨髓巨核细胞分类在急、慢性儿童特发性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探讨各种因子在儿童 ITP 中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为 ITP 的

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ITP 患儿 44 例，其中 aITP 患儿 24 例，慢性 ITP 患儿 20 例，治疗前穿刺胸骨取骨髓

0.5ml，瑞士染色，手工分类骨髓巨核细胞。入院次日清晨采集空腹肝素抗凝全血 4 ml。对照

组 25 例为骨髓检查相对正常的儿童。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IFN-γ 和 IL-4 表达水平，采

用酶联免疫（ELISE）法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生成的 TGF-β1 水平，并与 25 例正常对照组

检测进行比较。 
结果  （1）aITP 患儿 Th1 细胞因子 IFN-γ 阳性百分比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cITP 患儿

Th1 细胞因子 IFN-γ 阳性百分比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1)；（2） aITP 患儿 Th2 细胞因子与

正常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cITP 患儿 Th2 细胞比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
（3）ITP 和 cITP 中 Th3 细胞因子 TGF-β1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均明显降低(P<0.05)，cITP 较

aITP 显著降低(P<0.05)，有统计学意义。（4）aITP 骨髓巨核以原幼巨为主，cITP 骨髓巨核

细胞以颗粒巨为主，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aITP 中 TGF-β1 与骨髓原

幼巨核细胞百分比之间呈正相关，cITP 中 TGF-β1 与骨髓原幼巨核细胞百分比之间相关性没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ITP 患儿发病时外周血 Th 细胞因子的变化不同，提示患儿 aITP 和 cITP 的发病机制不

同，aITP 患儿以细胞免疫为主，cITP 患儿以体液免疫为主。TGF-β1 在急慢性 ITP 中均低表

达，与 aITP 骨髓幼稚巨核细胞呈负相关，与 cITP 骨髓幼稚巨核细胞无相关性，提示 TGF-β1
在急慢性 ITP 骨髓巨核细胞的作用机理不同，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同的作用，可

能可以作为 aITP 骨髓巨核细胞功能恢复的疗效的监测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03 
 

浅析艰难梭菌 
 

李维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91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无论是医院感染还是社区感染，艰难梭菌感染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

显著增加了。本文从目前国内外对于艰难梭菌的研究现状出发，对文中涉及的艰难梭菌感染、

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等基本概念做了详细解释，进而指出了抗生素类药物对于院内感染艰难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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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重要性。从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实验室诊断、治疗等方面详细的

介绍了艰难梭菌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11 
 

上海地区 5165 例妊娠早期妇女 TORCH 筛查结果分析 
 

魏冰 姜晔 钱俊 唐振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200030 

 
目的  通过测定上海地区妊娠早期妇女血清中的 TORCH 抗体，对其感染的阳性率进行分析，

为预防 TORCH 感染、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提供资料。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对 5165 例在我院建卡的妊娠早期妇女进行风疹病毒(RUB)、巨

细胞病毒(CMV)、弓形虫(TOX)、单纯疱疹病毒(HSV)特异性 IgM、IgG 抗体筛查。 
结果  IgM 检测中，HSV（Ⅰ+Ⅱ）IgM 阳性率最高，达 8.93%。明显高于 TOX IgM、RUB 
IgM、CMV IgM，阳性率分别为 0.19%、1.02%和 0.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IgG 抗体中，CMV IgG 阳性率最高，达 94.48%共 4880 例，与其他三种病原体阳性

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率最低为 TOX IgG，仅为 0.89%。其他两项

RUB IgG, HSV（Ⅰ+Ⅱ）IgG 阳性率分别为 73.67%和 63.78%。≥35 岁孕妇的 TORCH-IgM
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35 岁孕妇。 
结论  孕前以及孕期存在一定的 TORCH 病原体感染,尤其是 HSV（Ⅰ+Ⅱ）IgM 感染，应予以

重视。随着年龄增加 TORCH 感染风险进一步增大，更应进行孕期以及孕前检查,做好优生优

育工作，提高人口出生素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14 
 

矽肺患者支气管灌洗液中新喋呤、IL-12 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

义 
 

张素华 张红香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255000 

 
目的  探讨矽肺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lavage fluid，BALF)中新喋呤（Npt）
和 IL-12 的表达水平，以期为矽肺患者的病情评估提供帮助。  
方法  以 ELISA 法测定 68 例矽肺患者（壹期 35 例、贰期 21 例、叁期 12 例）支气管肺泡灌

洗液（BALF）中新喋呤（Npt）和 IL-12 的含量，随机选取 20 例工龄工种相似但未确诊矽肺

的患者作为对照。 
结果  矽肺各期 BALF 中 Npt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1）；贰期组高于壹期组、低于叁期组

（P<0.05）。BALF 中 IL-12 水平矽肺各组均高于对照组（P<0.01）；贰、叁期组均高于壹期

组（P<0.01），叁期组低于贰期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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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接尘工龄的增加 IL-12 与 Npt 水平呈下降趋势，二者可能具有协调作用并呈正相

关。联合监测矽肺患者 BALF 中 Npt 和 IL-12 的浓度对矽肺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17 
 

Prevalence of human parvovirus B19 infection among 
blood donors in southeast China 

 
ou shanhai 

厦门市中心血站 361004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data on Parvovirus B19 (B19V) prevalence among blood 
donors in countries that do not perform B19V screening.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B19V 
prevalence and presence of B19V-specific immunoglobulin (Ig) M and IgG antibodies among 
volunteers who donated blood in in Xiamen, China, in 2013. Of 10,452 blood samples, 
six tested positive for B19V DNA (0.057%; all genotype I). B19V-specific IgM and IgG 
antibodies were detected in 4.64% (50/1078) and 16.8% (181/1078) of samples,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B19V infection among blood donors in Xiamen was lower than that 
reported for other areas in Chin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28 
 

肝素结合蛋白的测定对脓毒症患者的诊断探讨 
 

李丽娟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探讨脓毒症患者血浆肝素结合蛋白（HBP）水平与脓毒症患者不同预后、不同严重程

度、不同感染部位的关系；探讨以脓毒症患者血浆 HBP 水平作为指导临床抗生素应用的依

据。 
方法  选择５０例脓毒症患者，分别检测入ＩＣＵ诊断脓毒症０ｈ、２４ｈ、４８ｈ三个时间

点的血浆肝素结合蛋白水平，记录急性生理慢性健康评分（ＡＰＡＣＨＥ ＩＩ评分）、 序贯

性脏器衰竭评价评分（ＳＯＦＡ评分）及２８天死亡率，同时留取择期手术术后无脓毒症患者

２０例、健康志愿者６例的血生化指标作为对照组，分析上述指标 与脓毒症患者不同预后

（死亡与好转）、不同严重程度（休克与无休克）、不同感染部位（肺部与腹部）的关系。  
结果  脓毒症患者血浆肝素结合蛋白水平较术后组及健康组升高，Ｏ小时、２４小时上升幅度

统计学存在明显差异，４８小时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亚组分析显示，死亡组与好转组比较２４

小时ＨＢＰ浓度统计学存在明显差异，但０小时及４８小时 ＨＢＰ浓度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休克组与无休克组比较０小时、２４小时、４８小时 ＨＢＰ浓度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肺部

感染与腹部感染脓毒症患者比较０小时、２４ 小时、４８小时ＨＢＰ浓度均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肝素结合蛋白水平与ＡＰＡＣＨＥ ＩＩ 评分、ＳＯＦＡ评分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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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脓毒症患者血浆肝素结合蛋白水平较非脓毒症患者及健康者明显升高。脓毒症患者是否

存在休克以及感染部位的不同对血浆肝素结合蛋白水平无明显影响。 血浆肝素结合蛋白水平

与脓毒症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无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37 
 

探讨九联检检测病毒 IgM 抗体的临床价值 
 

杨艳丽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通过对血清中主要病原体的 IgM 抗体的检测，了解我院小儿呼吸道病原体感染情况，尽

早明确病原学诊断，达到早日治疗的目的。 
方法  选择门诊部和住院部患儿 1787 例，年龄 0.5-7 岁，其中男 914 例，女 873 例。均有发

热，咳嗽，呼吸急促的症状，肺部听诊闻及中、细湿啰音和（或）肺部影像学有肺炎的改变均

诊断为支气管肺炎的患儿。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FA），对患儿血清中呼吸道感染九项病原

体的 IgM 抗体同时检测。可检的病原体包括：嗜肺军团菌血清 1 型，肺炎支原体，Q 热立克

次体，肺炎衣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

1,2 和 3 型。 
结果  1787 例患儿九种病原体 IgM 抗体的总感染者 647 例，阳性率 36.21%（647/1787）。其

中肺炎支原体 426 例，阳性率 65.84%（426/647）居首位，其次乙型流感病毒阳性数 165
例，阳性率 25.50%（165/647），嗜肺军团菌 12.52%（81/647），呼吸道合胞病毒,9.12%
（59/647），腺病毒 8.04%（52/647），肺炎衣原体,3.25%（21/647），副流感病毒,3.55%
（23/647），甲型流感病,0.77%（5/647），Ｑ热立克次,0.31%（2/647）。其中一种病原体

IgM 抗体感染者 465 例，阳性率 26.02%（465/1787）；同时感染两种以上病原体者 182 例，

阳性率 10.18%（182/1787）；其中肺炎支原体合并乙型流感病毒 70 例，阳性率 38.46%
（70/182）居首位，肺炎支原体合并嗜肺军团菌感染 15.38%（28/182），合并呼吸道合胞病

毒 12.09%（22/182）或腺病毒 11.54%（21/182）感染者居中，同时感染三种病原体者较少

2.75%(5/182)。 
结论  呼吸道病原体九联检在一张玻片上同时检测，易于早期发现病原体，对临床诊断、治疗

及抗生素使用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判断常见并发症和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43 
 

IL-18 与 IL-2 协同诱导人外周血 NK 细胞杀伤功能和 NKG2D
表达的研究 

 
戚元英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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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是机体主要的效应淋巴细胞，在抗肿瘤免疫应答中

起关键作用。白细胞介素-18（Interleukin-18，IL-18）是一种免疫调节性细胞因子，可诱导

NK 细胞分泌 IFN-γ 并促进其活化，从而影响 NK 细胞的抗肿瘤效应。本实验旨在观察 IL-18 和

IL-2 联合诱导的人外周血 NK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活性及其表面活化性受体 NKG2D 表达情

况，探究 IL-18 和 IL-2 对 NK 细胞的协同诱导活化作用，并初步分析其调节机制。  
方法  不同浓度的 IL-18 和 IL-2 联合诱导新鲜分离的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流式细胞分析技术检测 CD107a 阳性 NK 细胞比率以评估 NK
细胞对人白血病细胞 K562 和人结肠癌细胞 HT29 的杀伤活性，同样方法检测 NKG2D 在 NK
细胞表面的表达水平。  
结果  IL-18 和 IL-2 联合诱导新鲜分离的人 PBMCs 48 h 后，CD107a 阳性 NK 细胞比率显著升

高，明显高于 IL-18 或 IL-2 单独处理组（P＜0.01）；与单一应用 IL-18 或 IL-2 相比，IL-18 和

IL-2 联合处理组 NK 细胞表面 NKG2D 受体表达水平明显提高（P＜0.05）；细胞因子刺激过

的人 PBMCs 经抗 NKG2D 中和抗体处理 1 h 以阻断 NKG2D 介导的信号转导后，IL-18 联合

IL-2 对 NK 细胞杀伤活性的上调作用被大大削弱。  
结论  IL-18 联合 IL-2 可显著增强人外周血 NK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活性，并促进其表面活化

性受体 NKG2D 的表达；IL-18 与 IL-2 对 NK 细胞毒活性的协同诱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

NKG2D 受体途径实现的。本研究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验依据，IL-18 和 IL-2
联合疗法有望成为肿瘤免疫治疗的一种新手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48 
 
ZGDHu-1 promotes apoptosis of mantle cell lymphoma 

cells 
 

qiu liannv 
zhejiang province's hospital 310014 

 
        Mantle cell lymphoma (MCL) is a well-defined aggressive Non-Hodgkin-lymphoma 
(NHL)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oliferation of mature B-lymphocytes. MCL demonstrates 
poor responses to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and relatively short survival rates. It is 
incurable in most patients, who thus require novel treatments urgently. Previously, we 
demonstrated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ZGDHu-1 i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is anti-lymphoma activity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by 
which ZGDHu-1 acts on primary MCL cells. ZGDHu-1 decreased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d 
G2/M-phase arrest and apoptosis in primary MCL cells. Furthermore, downregulation of I?Ba 
phosphorylation and NF-?B nuclear translocation were observed in ZGDHu-1-treated 
primary MCL cells. In addition, NF-?B–regulated genes such as Mcl-1, Bcl-XL and cyclin D1 
were downregulated in ZGDHu-1-treated cells. In contrast, Bcl-2 and Bax were unaffected by 
ZGDHu-1. MCL samples expressing high levels of Bcl-2 and high Bcl-2/Bax ratios tended to 
be resistant to ZGDHu-1.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ZGDHu-1 could inhibit the NF-
?B signaling pathway, which may lead to the suppression of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 
apoptosis in malignant MCL cells. Thus, our studies provide evidence of the potential of 
ZGDHu-1 in treating mantle cell lymphom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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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56 
 

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及

TEM、SHV 基因型分析 
 

岳欣
1 田文君

2 王鹏
1 傅国峰

1 张炳昌
2 

1.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2.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情况及

TEM、SHV 基因型的分布。 
方法  收集本院 2012 年 2 月~2014 年 1 月内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采用双纸片

协同试验确定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同时提取产 ESBLs 菌株的 DNA，采用

PCR 扩增技术及电泳进行基因分型，K-B 法比较产 ESBLs 阳性株与阴性株耐药率。 
结果  收集的 214 株大肠埃希菌、186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分别检出产 ESBLs 菌株 51 株、48
株，检出率分别为 23.8%，25.8%。两种菌株的耐药情况基本相似，产 ESBLs 菌株对青霉素

类、第二、三代头孢菌素均有明显的耐药性（均＞90%），明显高于非产 ESBLs 菌株。并对

庆大霉素及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药物有部分耐药性（均大于 50%），产 ESBLs 与非产

ESBLs 均对碳青霉烯类药物耐药性较差。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中 TEM、

SHV 基因型检出率分别为 60.78%、52.94%和 72.92%、64.58%。 
结论  本地具有较高的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发生率，耐药形势严峻，TEM、

SHV 是其重要的基因分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58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与其它贫血性疾病骨髓及血细胞形态学

比较分析 
 

贾红英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目的  观察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主要是无或偶见原始细胞的 MDS（MDS-RA、
MDS-RCMD、MDS-U）骨髓及外周血细胞形态学特点，并与其它贫血性疾病（巨幼红细胞性

贫血、不发作型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进行比较分析。 
方法  抽取患者骨髓及外周血并制成涂片，行瑞氏染色后，油镜下观察分析各种细胞形态及特

征。  
结果  无或偶见原始细胞的 MDS 的红系、粒系、巨核系病态细胞与其它贫血性疾病比较均有

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外周血及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是 MDS 的主要诊断方法，细胞形态学异常对于 MDS 与其

它贫血性疾病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临床治疗决策有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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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61 
 

2332 例分泌物标本的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 
 

房忠卫 任更朴 田金静 曹志强 张丽媛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252601 

 
目的  了解当前引起临床感染的分泌物标本中常见病原菌以及其耐药情况。 
方法  采用 Vitek 2-compat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进行菌株鉴定和药敏试验，选取我院

2013 年-2015 年门诊与住院患者 2432 例的分泌物标本，数据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分析

及统计处理。 
结果  2432 例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出细菌共 1298 株，阳性检出率 53.37%，培养出的细菌以金

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占 33.05%。其对青霉素、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97.8%、

88.8%、85.8%。革兰阴性菌所占比例也较大，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大肠埃希菌 25.73%、铜

绿假单胞菌 6.39%、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 4.78%、奇异变形菌 4.55%、阴沟肠杆菌复合型

4.24%。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奇异变形杆菌以及阴沟肠杆菌

复合型对氨苄西林耐药性分别为 91.7%、100%、95.9%、69.6%、100%，其中 ESBL 阳性的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分别占到了 67.3%和 48.3%。 
结论  分泌物标本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布最多、替加环素、利奈唑胺、万古霉素为治疗阳性

菌感染的最好药物；而格兰阴性菌则应以阿米卡星、厄他培南、亚胺培南也应为着重考虑的用

药方案；加强抗生素应用的监管，避免多重耐药菌的出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66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three anti-dsDNA 
measurement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isease activity 
 

Zhao jiangfeng,Wang kaiwen 
Ren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081 

 
Objective  Anti-dsDNA is an important diagnostic marker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compared the performance of three anti-dsDNA detection 
methods, BioPlex 2200 multiplex immunoassay (MIA), Farr radioimmunoassay （RIA）and 
ELISA (EUR and MBL) in the correlation of disease activity in SLE.  
Methods  A total number of 119 SLE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and disease activity was sco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2000 (SLEDAI) 
and anti-dsDNA antibodies were measured by MIA, RIA and ELISA. The correlation of 
dsDNA antibody level to SLEDAI score was then analyz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detected anti-dsDNA antibodies in SLE patients by MIA, RIA and 
ELISA-EUR and ELISA-MBL were 47.71 ± 84.58, 38.95 ± 93.78 , 307.56±338.10, and 
113.31±157.12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s of MIA, RIA and ELISA-EUR and 
ELISA-MBL were 56.00%, 96.00%, 68.00% and 97.00%, respectivel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IA detected anti-dsDNA level wa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SLEDAI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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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1), while that of RIA (p=0.0581), ELISA-EUR(p=0.0493) and ELISA-MBL(p=0.0193).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analysis also revealed that MIA (AUC=0.8037) 
had bett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an RIA(AUC=0.7741), ELISA-EUR(AUC=0.7671) 
and  ELISA-MBL(AUC=0.7766).  
Conclusion  MIA results were in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LE disease activity, 
implying that MIA was a better approach over RIA in anti-dsDNA measurem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67 
 

阴道微生物群落构成与阴道免疫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丁晖 彭婷 林慧 刘青林 王泽友 朱晓琳 陈建林 唐玲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本研究联合运用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与 Bio-Plex 液相悬浮芯片系统，研究生育年龄健

康妇女阴道菌群构成与阴道局部免疫因子的关系。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2 例健康生育年龄妇女。提取阴道分泌物 DNA，采用通用引物扩增其 16S 
rDNA 的 V3-V4 区，应用 Illumina Miseq PE 300 平台测序，对序列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应

用 Bio-Plex 悬浮芯片系统，同时检测阴道分泌物样本中 7 种细胞因子水平。 
结果 1.阴道微生物群落构成：在不同分类学水平，22 例样本的微生物种群构成为 13 个门、

88 个属、121 个种。（1）在门水平，22 例样本的微生物种群主要由 5 个门构成，依次为：厚

壁菌门，占 92.38%；放线菌门，占 3.53%；拟杆菌门，占 2.86%；变形菌门，占 0.47%；梭

杆菌门，占 0.72%；其余的菌门所占比例在 0.1%以下。（2）在属水平，22 例样本中主要菌

群依次为：乳杆菌属，占 84.24%；加德纳尔氏菌属，占 3.31%；巨球菌属，占 3.69%；乳球

菌属，占 1.23%；阿托波菌属和普雷沃氏菌属，占 2.84%；梭杆菌属，占 2.49%，其余的属

在 1%以下。2.阴道菌群类型：PCoA 分析、NMDS 分析与样本聚类树分析，一致将 22 例样本

区分为 3 种阴道菌群类型：CSTⅠ、CSTⅢ和 CST Ⅳ，分别以卷曲乳杆菌、惰性乳杆菌和各

种厌氧菌为优势菌。菌群类型与年龄、月经周期状态、避孕方式无相关性（P＞0.05）。3.阴
道菌群类型与前炎症性细胞因子水平相关：与 CSTⅠ、CSTⅢ比较，CSTⅣ中细胞因子 IL-
1β、IL-8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而 IL-1α、IP-10 水平在不同的菌群类

型中无差异（P＞0.05）。 
结论 生育年龄健康妇女阴道优势乳杆菌主要为惰性乳杆菌及卷曲乳杆菌；根据优势菌不同，

阴道菌群的类型可分为 3 种：CST Ⅰ、CSTⅢ和 CST Ⅳ，分别以卷曲乳杆菌、惰性乳杆菌和

各种厌氧菌为优势菌；在不同的阴道菌群类型中，阴道局部前炎症性细胞因子 IL-1β、IL-8 水

平存在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70 
 

LSECtin 在肝炎损伤及慢性化中的作用 
 

曾佳 李建华 井发红 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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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病毒性肝炎发病机制较复杂，而肝脏作为一个新型的具有独特免疫学特性的淋巴器官，

被认为与肝炎病毒的免疫逃逸有关。LSECtin 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发现表达在肝窦内皮细胞的

免疫调控分子，与已知的凝集素分子 DC-SIGN、DC-SIGNR 和 CD23 属于同一家族,共属于 C
型凝集素超家族；能特异性识别活化的 T 细胞，抑制其增殖及其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进而引

起肝脏发生免疫抑制。因此，本课题拟从动物模型和临床病毒性肝炎患者两方面阐明 LSECtin
分子在肝脏炎症损伤及慢性化时发挥重要作用。 
方法  本课题拟尾静脉高压注射刀豆蛋白 A 建立正常小鼠和 LSECtin 基因缺陷小鼠的肝炎模

型；通过 PCR、Western blot 和 ELISA 检测其 LSECtin 分子的含量和肝脏损伤情况。同时，

采用 ELISA 检测病毒性肝炎病人和健康体检者的血清中 LSECtin 分子的表达水平，并对急、

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中的 LSECtin 分子表达水平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正常肝炎小鼠体内 LSECtin 分子高表达，并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2.LSECtin 基因

缺陷肝炎小鼠转氨酶明显升高，并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3.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中 LSECtin
分子高表达，并与正常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4.急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中 LSECtin 浓度低于

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并有统计学学意义。 
结论  将 LSECtin 基因从小鼠基因组中敲除，小鼠肝内活化 T 细胞和促炎性细胞因子会明显增

加，急性肝损伤明显加重。正常肝炎小鼠与 LSECtin 基因缺陷肝炎小鼠 LSECtin 分子结果显

示，LSECtin 分子在肝脏损伤时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急、慢性肝炎血清中的 LSECtin 分子

进行统计，为 LSECtin 分子介导肝炎慢性化的机制及将 LSECtin 分子作为肝炎慢性化的敏感

指标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73 
 

荨麻疹患者过敏原及心肌酶谱联合检测的临床研究 
 

王新花 
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 276400 

 
目的  探究荨麻疹患者过敏原与心肌酶谱的关系，明确荨麻疹患者的心肌损害情况。 
方法  选择本院皮肤科荨麻疹患者 244 例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择本院健康体检者及幼儿入托

查体者共 225 例作为对照，采用免疫印迹法进行过敏原检测，采用速率法进行心肌酶谱检

测。   
结果  244 例荨麻疹患者中过敏原阳性率为 69.7%，心肌酶谱升高率为 27%。在过敏原阳性等

级中，1-4 级心肌酶谱升高率分别为 33.7%、41.2%、50%、80%，5 级以上升高率为

100%。对照组 225 例中，过敏原阳性仅 4 例，并且分级都在 1 级以下；心肌酶谱升高率为

7.1%，仅 AST、CK 轻度升高，禁酒或适当休息后正常。荨麻疹患者心肌酶谱中 AST、CK、
CK-MB 较对照组升高不明显，P>0.05 无统计学意义，LDH、HBDH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荨麻疹患者心肌酶谱升高率随过敏原等级升高而递增，LDH 和 HBDH 数值升高明显,这
说明荨麻疹患者过敏原等级越高,对心肌的损害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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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78 
 

TLR 2 和 TLR4 与格林-巴利综合症发病关系的研究 
 

杜亚梅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目的 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ain Barre Syndrome，GBS)，是一种以四肢无力为特征的累及周

围神经的自身免疫性脱髓鞘疾病。目前，关于 GBS 发病机制的研究有很多，但是 GBS 的发

病机制仍然不明确。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Toll 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TLR）2 和 TLR4 与

GBS 发病机制的关系。  
方法  检测了 GBS 患者和健康对照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
PBMCs）TLR 2、TLR 4 及其信号传导通路中两个关键分子髓样分化因子（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88 和核因子（nuclear factor）-κB mRNA 的表达量。为了进一步研究

TLR2 和 TLR4 在 GBS 发病中的作用，对 GBS 患者和健康对照 PBMCs 进行培养，培养分为

空白孔、TLR2 配体刺激孔(培养时分别加入 TLR2 配体肽聚糖)、TLR4 配体刺激孔（培养时加

入脂多糖）。培养 24h 后收集上清液，检测 GBS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不同培养孔中细胞因子肿

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和白介素（interleukin ，IL)-1β 的分泌量。抗神

经节苷酯抗体是机体通过分子模拟，即机体识别病原菌后发生交叉反应产生的自身抗体，本研

究还对 GBS 患者血清抗神经节苷酯抗体进行了检测。  
 结果  GBS 患者 PBMCs TLR2、 TLR4、 MyD88 和 NF-κB mRNA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p
值分别为 0.003、0.017、0.032 和 0.015。细胞培养后，GBS 患者 PBMCs 分泌的细胞因子

TNF-α 和 IL-1β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重型 GBS 患者血清抗神经节苷酯抗体 IgG 和 IgM 的阳性

率均为 42.86%，高于轻型 GBS 患者的 9.09% 和 18.18%。  
 结论  TLR2、4 及其信号转导通路参与 GBS 的发病；抗神经节苷酯抗体与 GBS 的发病有

关，且与 GBS 的严重程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83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网织血小板对血小板减少性疾病的临床意

义 
 

刘红 贾红英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目的  研究血细胞分析仪检测网织血小板(RP)对血小板减少性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临床意义。 
方法 用 XE-5000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40 例 ITP,35 例 AA 及 60 例正常人外周血的网织血小板百

分比(RP%)，并计算 RP 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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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ITP 组 RP 百分比为(23.61 士 7.26)%，明显高于对照组(7.62±2.01)％)(P<0．01)，其

RP 绝对值为(8.36±4.01) ×109／L，则低于对照组(21.35±7.78)×109／L （P<0.05）,ITP 患者

经过治疗好转后 RP 百分比明显降低(8.58±1.97)％，与治疗前比有统计学意义(P<0．01)；AA
组 RP 百分比((4.12±1.81)％) （P<0.05）和 RP 绝对值(2.63±1.22) ×109／L (P<0．01)都低于

对照组。 
结论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RP 简便易行，对于血小板减少性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以及疗效观

察有重要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688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差异化检验危急值管理及运行效率分析 
 

赵晓丽 阳金柱 钱净 张鸿伟 胡大春*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11 

 
目的  探讨综合性医院临床科室危急值差异化管理需求和检验科差异化危急值通报的可行性。 
方法  医院医务部协同检验科调查并批准临床科室危急值差异化管理需求，检验科制定具体措

施实施差异化危急值通报，并对 2013 年 1 月 1 日到 2015 年 12 月 30 日的危急值通报率和漏

通报情况统计分析。 
结果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从临床科室征集并经医务部审批的危急值项目有 19 项。其中 13 个

检验项目有差异化要求；3 项为部分科室特殊要求；新生儿有独特危急值项目及其界限要求。

2013 年 1 月 1 日到 2015 年 12 月 30 日的危急值通报率分别为 2013 年危急值通报率为

93.83%，2014 年危急值通报率为 95.35%，2015 年危急值通报率为 99.39%。通过管理措施

的持续改进，危急值漏通报率逐年显著下降。 
结论  综合医院临床科室有差异化危急值管理需求，检验科执行差异化危急值通报是可以实现

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89 
 

肝素结合蛋白研究进展 
 

李丽娟 邓宽国 尹石华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脓毒症仍是全球医疗系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 ICU 中脓毒症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一直较

高[1]，尽早的诊断及治理对提高脓毒症治疗疗效及预后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所以现在临床上最

大的挑战是需要尽早的清楚的诊断出脓毒症患者。肝素结合蛋白(HBP)是一个多功能的炎症介

质，也是诊断严重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的一个早期指标。本文现对 HBP 作一简要的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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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690 
 

ICOS 共刺激分子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不同阶段的表达 
 

崔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400016 

 
目的  检测慢性乙型肝炎(CHB) 不同阶段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共刺激分子 ICOS 的表达，并

初步探讨其意义。  
方法  收集 120 例 CHB 患者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和血清。用实时荧

光定量 PCR 检测患者 PBMCs 中 ICOS mRNA 的表达同时用 ELISA 法检测以上研究对象外周

血上清中的 sICOS 蛋白浓度、HBsAg、HBeAg、ALT 和 HBV DNA 水平。并根据患者

HBsAg，HBeAg ，ALT 和 HBV-DNA 水平，将 CHB 患者组分为免疫耐受期

（Immune Tolerant）、免疫清除期（Inactive Carrier）、免疫低复制期（Inactive Carrier）、

免疫再活跃期（HBeAg-Negative Hepatitis ），对患者各期情 ICOS 表达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结果与对照相比，各期 CHB 患者的 ICOS mRNA 表达水平均降低(P<0．05)；在 CHB
患者各分期比较发现在 Immune Tolerant 组和 Inactive Carrier 有显著差异(P<0.05)。而

sICOS 在各期 CHB 患者中均增高(P<0.05)。  
结论  CHB 患者的 ICOSmRNA 和血清 sICOS 中均出现异常，提示患者体内表达 ICOS 分子的

细胞可能在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 CHD 的治疗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92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耐药元件检测分析研究 
 

鲍群丽
1 汪宏良

1 王春新
2 

1.黄石市中心医院 
2.无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黄石市和无锡市二所医院临床分离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PDRAB）菌株之间的亲

缘关系。 
方法  收集分离自黄石市中心医院(A 院)和无锡市人民医院(B 院)PDRAB 各 20 株,用 mdfA 测序

确认菌种,再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及序列分析的方法分析 32 种 β-内酰胺类药物获得性耐药

基因、1 种膜孔蛋白基因、15 种氨基糖苷类药物获得性耐药基因、1 种获得性外排泵泵蛋白基

因、10 种可移动遗传元件遗传标记,最后对测得结果作样本聚类分析(UPGMA 法)。 
结果  A 院与 B 院 β-内酰胺类获得性耐药基因均检出 blaTEM、blaADC、blaOXA-23 群、

blaOXA-51 群基因,且阳性率均为 100.0%；膜孔蛋白基因 carO A 院均为缺失型 100.0%,B 院

均为突变型 100.0%,但二所医院 PDRAB 膜孔蛋白基因 carO 均为异常型；氨基糖苷类药物获

得性耐药基因 A 院 aph3-Ⅰ检出率为 100.0%,但其它基因检出率低；B 院 aac(6')-Ⅰb、
ant(3”)-Ⅰ、aph3-Ⅰ、armA 检出率均为 100.0%；可移动遗传元件标记 A 院 intⅠ1、
ISaba1、IS26 阳性率分别达 100.0%、100.0%、95.0%；B 院 intⅠ1、tnpU、tnp513、
ISaba1、IS26 阳性率均达 100.0%；样本聚类分析提示 A 院与 B 院 40 株 PDRAB 分不同的簇

群。 
结论  A 院与 B 院 PDRAB 尽管耐药谱相同,但遗传背景不同，样本聚类分析是监控医院感染的

实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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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698 
 

PCT 与 CRP 检测在新生儿吸入性肺炎中的应用 
 

张玲 付国锋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255029 

 
目的  探讨 PCT、CRP 在新生儿吸入性肺炎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552 例诊断为新生儿吸入性肺炎患者作为感染组，另收集 348 例正常新生儿作为对

照组，分别检测 CRP、PCT 水平。 
结果  感染组 PCT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果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比较 CRP 阳性率无统计

学意义。 
结论  在新生儿吸入性肺炎患儿中检测 PCT 水平临床意义优于检测 CRP。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02 
 

铜绿假单胞菌 TTSS 相关毒力基因检测及耐药性分析 
 

类承斌 张文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目的  检测淄博地区 51 例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临床分离株铜绿假单

胞菌 TTSS 相关毒力基因存在情况，并进行耐药性分析。 
方法  用 ATB 系统（生物梅里埃公司）鉴定 Pa；PCR 法检测分离菌株 exoU、exoS 2 种毒力

基因：通过 K-B 纸片扩散法进行耐药性分析。 
结果 51 例临床铜绿假单胞菌中，exoU 基因阳性 12 例（23.5%），exoS 基因阳性 39 例

（76.5%），无同时携带 2 种基因的菌株；黏液型与非黏液型 Pa 菌株 2 种毒力基因的阳性率

无显著性差异（P﹥0.05）；携带 exoU 的 Pa 菌株对 12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高于携带

exoS 菌株，其中对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有显著性差异（P﹤
0.05）；回顾性分析 exoU 和 exoS 两组患者，exoU 组患者临床特征是多有气管插管史、ICU
住院史、抗感染治疗多采用联合用药，exoS 组的临床特征是多存在肺部基础疾病，预后好于

前者。 
结论  exoU 和 exoS 2 种基因在分离菌株中具有互斥性；携带 exoU 的 Pa 菌株在分离菌株中

所占比例较低，但耐药率高于携带 exoS 的 Pa 菌株；exoU 组患者以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居多，

exoS 组患者以铜绿假单胞菌定植居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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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地区革兰氏阴性杆菌的耐药趋势 
 

薛万华 姜建阁 侯艳娇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目的 研究 2016 年临床分离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趋势，并分析多重耐药菌产生

的危险因素，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方法 共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5 月临床分离的 670 株非重复的革兰阴性杆菌，采用 Phoenix?-
100 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系统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按 CLSI 2015 版 M100-S24 标准进

行 MIC 药物折点判定。采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分离出的前 5 种菌株分别为大肠埃希氏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

菌、阴沟肠杆菌。其中鲍曼不动杆菌泛耐药株的检出率为 49.1 %。产 ESBLs 的菌株平均检出

率为 46.7%。铜绿假单胞菌泛耐药株检出率为 32.6 %。 
结论 革兰氏阴性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呈增长趋势，泛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产 ESBLs 菌株

和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率逐渐升高，已成为临床治疗面临的挑战。应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制定防治细菌产生耐药性的措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15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碳青霉烯酶基因检测分析 
 

沈佳瑾 周春妹 黄声雷 鲍容 李华茵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通过检测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中的碳青霉烯酶基因，分析其耐药机制，了

解三级综合医院中 CRKP 产碳青霉烯酶的近况。 
方法  选取上海某三级综合医院微生物室，在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住院患者标本中分

离的 CRKP，剔除重复菌株，用 VITEK MS 质谱仪进行菌种鉴定，纸片扩散法（K-B 法）检测

14 种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使用改良 Hodge 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表型，聚合酶链反应

（PCR）检测碳青霉烯酶基因型，检测基因包括了 KPC、IPM、VIM、NDM 和 OXA。 
结果  共筛选出 38 株 CRKP，其药敏结果除阿米卡星及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低于 45%外，其

余 12 种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接近 100%。其中 37 株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36 株 PCR
扩增出 KPC 基因，而 IMP、VIM、NDM 及 OXA 基因均为阴性。 
结论  本次试验收集的 CRKP 对常用抗菌药物显示出较高水平的耐药，其耐药机制以产 KPC
酶为主。由于 KPC 基因可以通过质粒在细菌间水平传递，应重视细菌的耐药性监测以及院内

感染的防护措施，防止 CRKP 的院内暴发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19 
 

云南地区汉族人群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多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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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丽 史琼华 黄宏伟 邵剑春 胡大春*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11 

 
目的  了解 CYP2C9 和 VKORC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在云南汉族人群中的频率分布及与其他

地区、民族之间的差异,为云南地区汉族人群华法林个体化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电化学基因传感器法对 202 例样本的 CYP2C9（430C>T,1075A>C 和 1080C>G）

位点以及 VKORC1(-1639A/ G 和 1173T/ C)位点基因多态性进行检测,统计其等位基因频率和

基因型频率,并与国内外相关人群的基因多态性分布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202 份样本中共检测到 CYP2C9*2 位点 C/C 基因型 202 例（100%），等位基因 C 频率

为 100%；CYP2C9*3 位点 A/A 基因型 185 例（91.6%）,A/C 基因型 15 例（7.4%），C/C 基

因型 2 例（1%），等位基因 A 频率为 95.7%，C 为 4.3%；CYP2C9*5 位点 C/C 基因型 202
例（100%）,等位基因 C 频率为 100%；VKORC1-1639G/A 位点 A/A 基因型 145 例

（71.8%）,G/A 基因型 57 例（28.2%），等位基因 A 频率为 85.9%，G 为 14.1%；1173T/C
位点 T/T 基因型 145 例（71.8%）,C/T 基因型 57 例（28.2%），等位基因 T 频率为 85.9%，

C 为 14.1%。 
结论  云南汉族人群 CYP2C9 基因和我国其他地区汉族人群的分布一致。VKORC1 基因则与

国外人群，中国汉族和中国部分少数民族的基因分布有较大区别。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20 
 

某医院 2011-2015 年间分离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

万古霉素 MIC 值无漂移趋势 
 

阳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回顾性分析某医院 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五年间临床分离的非重复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SAU)的临床分布以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对万古霉素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值的变化，评估是否存在 MIC 漂移及耐药性变迁。  
方法  采用 VITEK-II-compact 进行细菌鉴定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用 WHONET 5.6 软件和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测定菌株对常用抗生素的 MIC 值，计算万古霉素的 MIC50、
MIC90 和 MIC 值几何均数。  
结果  5 年间共分离到非重复 SAU 菌株 3004 株，痰、分泌物为其主要标本来源，皮肤科为

SAU 出率最高的科室（占 7.36%）；其间共检出 MRSA1170 株，2011 年至 2015 年 MRSA
检出率分别为 49.08%、30.00%、40.00%、37.90%和 38.24%；各科室中以神经外科和神经

内科的 MRSA 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64.50%和 63.05%）。MRSA 对 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

类、氟喹诺酮类、利福平、克林霉素和红霉素等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显著高于甲氧西林敏感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 MRSA 对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从 28.8%下

降到 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外，MRSA 对各测试药物的耐药率在 5 年间无明

显变化。5 年间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中介或耐药的 SAU 菌株。5 年间 MRSA 对万古

霉素的 MIC 几何均值分别为 0.740、0.784、0.780、0.631 和 0.563μg/mL，呈一定的下降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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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5 年间本院分离的 SAU 对各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基本稳定；MRSA 检出率保持在稳定水

平；与 MSSA 相比，MRSA 对多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较高；MRSA 对万古霉素不存在 MIC 漂

移现象；加强对 MRSA 的耐药性监测可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延缓金黄色葡萄球菌耐

药性的产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23 
 

血清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诊断原发性肝癌的临床应用研究 
 

张素华 刘秀芳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255000 

 
目的  研究探讨血清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在诊断原发性肝癌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术后病理确诊的原发性肝癌 25 例与同期接收治疗的

26 例肝炎和健康体检者 30 例作为此次研究活动的对象。分别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中的

AFP、γ-谷氨酰转肽酶（GGT）、CA199 与 CA125 水平。 
结果  对比结果发现，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的 AFP、GGT、CA199 与 CA125 水平均高于肝

炎与健康体检者，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与此同时这几种标记物联合检测的敏感性要

高于单一检测指标，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在诊断原发性肝癌的过程中，联合检测血清中的 AFP、GGT、CA199 与 CA125 水平有

利于评估患者病情、评价治疗效果与预后情况，且联合检测的敏感性要高于单一指标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24 
 

胜利油田健康体检妇女子宫颈人乳头瘤病毒基因亚型检测及

分析 
 

邓宽国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了解健康体检妇女 HPV 的感染情况及各亚型分布情况，为预防感染提供临床资料（HPV
检测的优势亚型，为宫颈癌疫苗的研发和本地区投放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对体检女性宫颈脱落细胞应用基因芯片技术进行 HPV 亚型检测并分析其感染率。结果 检
测的 15063 例标本中，HPV 阳性标本为 1852 例，阳性率为 12.30 %。高危 HPV 感染率由高

到低的前 5 位 HPV 亚型依次为 HPV16(20.91% ),52(14.56% ) ,58 (10.19% ) ,53 (9.23%) ,31 
(7.13%)。低危 HPV 感染率由高到低的前 3 位高危型 HPV 亚型依次为 HPV81(52.46%)、
HPV11(22.40%)、 HPV6(15.85%)。HPV 在人群中所占的比率合计占 11.08%,而低危亚型仅

占 1.21%。HPV 多重感染与宫颈癌 FIGO 分期及分化程度呈现相关关系。 
结论  健康体检女性中有相当比例感染高危型 HPV,对体检女性进行 HPV DNA 检测及分型有重

要意义。HPV 多重感染同宫颈癌发病具有相关性,可能是宫颈癌发病及进展的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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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25 
 

国产循环酶法检测同型半胱氨酸试剂盒的分析性能评价 
 

闫慧慧 兰小鹏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 350025 

 
目的 对漳州片仔癀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的循环酶法同型半胱氨酸试剂盒在 AU2700 生化仪上进

行性能评价。 
方法 根据 CLSI EP-5A 文件进行精密度检测；采用 EP6-A 方案，并延伸计算平均稀释回收

率，以平均稀释回收率在 90-110%范围，评价临床可报告范围；采集健康人标本分别对男、

女的生物参考区间进行验证；参照 EP-7A2 文件，将不同浓度的血红蛋白、甘油三酯、抗坏血

酸、胆红素进行干扰试验，要求干扰偏差（％）在±10％范围内；依据 EP9-A2 文件，用化学

发光法作为参比方法（X 方法），循环酶法作为试验方法（Y 方法）进行方法间的比对试验。

计算相关系数和直线回归方程, 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同型半胱氨酸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预期偏倚

和预期偏倚的 95% 可信区间并判断偏倚是否可以接受。 
结果 批内 CV 为 0.94%、1.41%，批间 CV 为 3.0%、2.6%；线性范围（5.0-50.0）μmol/L，
最大稀释倍数为 20，高于试剂盒声明的 10 倍，临床可报告范围 5.0-1000.0μmol/L；血红蛋白

≤5g/L、甘油三酯≤7.8mmol/L、抗坏血酸≤1.7mmol/L、胆红素≤0.68 mmol/L，对试验无明显干

扰；两种分析仪结果间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其相关系数 r 均大于 0.975，在医学决定水平处

的系统偏倚临床可以接受。 
结论  该国产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剂盒在 AU2700 全自动生化仪上的分析性能良好，可应用于

临床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27 
 

耐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研究 
 

王惠 王琴 沈佳瑾 李华茵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通过检测耐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表型和基因型，了解临床耐碳青霉烯酶肺炎

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临床患者分离的耐碳青霉

烯酶肺炎克雷伯菌 38 株。采用改良 Hodge 试验检测碳青霉烯酶表型，聚合酶链反应（PCR）

检测碳青霉烯酶基因型，检测基因包括了 blaKPC、blaIPM、blaVIM、blaNDM 和 blaOXA。 
结果  38 株耐药株改良 Hodge 试验阳性的有 37 株，1 株阴性，阳性率为 97.3％；PCR 结果

显示，36 株为 blaKPC，而 blaIMP、blaVIM、blaNDM 及 blaOXA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结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耐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主要是产 KP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1342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29 
 

血小板假性减少的原因分析 
 

侯柏春 
吉林市北华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132013 

 
目的  探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EDTA---K2）抗凝剂致血小板计数假性减少相关过程及原因分

析和避免措施，提高结果的准确度。为临床提高可靠的诊断依据，防止发生错报漏报。 
方法  采用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以及 EDTA---K2 为抗凝剂的真空负压采血管，进行

采血，对血小板计数异常偏低的 166 例标本，采用涂片镜检，观察血小板的分布情况，对其中

发现的血涂片与计数明显不符的 26 例标本，再次用枸橼酸钠抗凝剂负压真空采血管采血，同

时进行血涂片检 查。再通过仪器的网织通道复查血小板。 
结果  用 EDTA---K2 为抗凝剂的真空负压采血管的抗凝血计数血小板很低，用枸橼酸钠抗凝剂

负压真空采血管的抗凝血计数血小板正常，血涂片镜检显血小板明显聚集成簇，出现卫星现

象。再观察血小板的散点图以及警示标志进行判断。 
结论  EDTA---K2 诱导血小板发生聚集的原因有报道称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某种特定条

件下与 EDTA---K2 结合形成类似 RBC,WBC 大小的血小板聚集团块，致使全自动血细胞分析

仪不能确认血小板，而使血小板计数偏低，这种假性血小板减低会导致临床无故增加患者不必

要的辅助检查,给患者精神和物质上都增加了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实验室的工作量。甚至引起

误诊、误治。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做好复检工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30 
 

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小板和单核细胞计数变化与冠状动脉

病变程度及预后的关系 
 

朱传安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目的  探讨不稳定型心绞痛（unstable angina,UA）患者血小板（PLT）及单核细胞计数变化与

其预后的关系。 
方法  对 86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入院和出院前的外周血细胞进行分析，并与非老年对照组

比较，观察血小板及单核细胞数量变化。对患者行冠脉造影及冠脉狭窄程度评分（Gensini 评
分），将血小板数、单核细胞百分比与 Gensini 评分进行相关分析。随访 6 个月，将患者预后

分为好转、急性心肌梗死（AMI）和死亡，分析与不良预后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UA 组与对照组一般临床特征：年龄、性别、高血压史、高血脂史、糖尿病史无显著性差

异（P＞0.05），而血小板计数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单核细胞百分比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1）。单因素分析显示血糖（P＜0.05）、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P＜0.05）、血小

板（P＜0.01）、单核细胞百分比（P＜0.05）与不良预后有明显的相关性。多因素 logistic 分

析显示血小板（P＜0.05）和单核细胞百分比（P＜0.05）是患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冠脉

狭窄程度 Gensini 评分与血小板呈负相关（r＝-0.31,P＜0.05）,与单核细胞百分比呈正相关（r
＝0.4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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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UA 患者血小板和单核细胞计数与冠脉狭窄程度有关；患者血小板减少和单核细胞百分比

增高提示预后不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31 
 

基于 Luminex 平台抗 HLA 抗体初筛和高分辨检测的敏感性

比较 
 

代波 庄杰 宋佳佳 巫丽娟 胡雪姣 王旻晋 应斌武 陆小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分子诊断室 610041 

 
目的  基于 Luminex 平台肾移植术前受者抗 HLA 抗体检测的初筛 [LuminexScreen Mixed
（LM）]和高分辨检测 [LuminexSreen Single Antigen（LSA）]的敏感性比较。 
方法 采用液 态芯片技术，分别用 LuminexScreen Mixed（LM）和 LuminexSreen Single 
Antigen（LSA）检测临床 100 份肾移植术前有妊娠史的受者血清标本中抗 HLA-I 类抗体，将

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LSA 检 测这 100 份样本，阳性检出率为 74%，LM 检测的阳性检出率为 66%，两者检测

结果拟合 χ2 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LSA 阳性检出率比 LM 高，LSA 法

敏感性更高。 
结论  LM 法敏感性低于 LSA 法，作为初筛实验，易造成抗 HLA 抗体漏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733 
 

精益管理在检验科流程改造中的应用 
 

王平平
1 张善辉

1 马 文 1 
1.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泰州市姜堰区血站 

 
目的  我院门急诊检验科担负着全院门诊检验、急诊检验以及采血中心三大任务，由于就诊空

间狭小，窗口人力单薄，造成秩序混乱，患者等待时间长、抱怨多；工作人员压力大、效率低

的状态，为解决这个瓶颈问题，在院领导的支持下，由检验科牵头，邀请流程优化咨询公司、

医务部、护理部、门诊部、信息中心、设备科、后勤保障部组成跨科室项目组，对门急诊检验

科布局流程进行因地制宜的优化调整，使其在方便、舒适、安全、秩序和效率等方面得到最大

程度的改善。  
方法  由流程优化咨询公司委派两位指导老师对团队进行精益管理知识培训，指导和鼓励全体

成员进行项目实践；团队成员首先进行头脑风暴，画出鱼骨图分析原门急诊检验科效率低下的

各种原因，面对问题成员们运用精益管理的方法学积极出主意、想办法，经过反复论证，对门

急诊检验及采血流程进行优化设计，对流程改善点进行深层次分析，群策群力制定出每周及每

月内的改善方案，明确了方案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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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改善后的实验室区域划分合理、规范，工作场所整洁、便利；申请单、标本管理、库房

管理等采用电子化；增加采血和条码窗口，明确标识；开辟报告等候区，采用自助式打印，最

终达到了患者满意度提高，工作人员效率提升，门急诊检验科秩 序井然的效果。  
结论  精益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价值流”和“消除浪费”，在最大限度满足患者需求的同时，也减少

了工作人员的无效劳动，提高了效率，实现了自身价值；精益改善贵在持之以恒，跨科合作，

真正体现精益管理团队文化的内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34 
 

MALDI-TOF MS 在临床常见厌氧菌鉴定中的应用研究 
 

周春妹 马艳 黄声雷 单玉璋 李华茵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评价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MS）对临床厌氧菌的快速鉴定

中的应用。 
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分离的 42 株厌氧菌，采用 MALDI-TOF -MS 技术（使用

的是 Vitek MS）和 APIAN 板条方法比较，两种方法不一致的菌株采用 16S rRNA 测序作为金

标准。 
结果  42 株厌氧菌，包含 6 个属的 14 种细菌。采用 Vitek MS 方法属水平鉴定的为 40 株

(95.2%)，种水平鉴定的 38 株（90.5%），采用 API20AN 鉴定到属的为 37 株(88.1%)，鉴定

到种的为 29 株（69.1%），Vitek MS 与 API20AN 种水平鉴定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28。
APIAN 板条鉴定厌氧菌需要菌量多，鉴定时间长，操作繁琐，耗材昂贵，结果判断主观性

强， Vitek MS 鉴定所需菌量少，鉴定时间只需几分钟，耗材少。 
结论  和传统的鉴定方法相比，MALDI-TOF-MS 具有快速、准确和经济的优点，提升微生物鉴

定在临床的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36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测定的意义 
 

孙征 邓宽国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医院检验科 257055 

 
目的 检测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探讨其与精神病理症状的关系。 
方法 采用循环酶法检测 9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患者组)和 61 例健康正常人(对照组)的血清 Hcy
水平，结合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及各因子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患者组血清 Hcy 水平(15.9±6.67μmol/L)高于对照组(11.4±5.51μmol/L)(P<0.05)，其中高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Hcy>16μmol/L)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2=13.2，P<0.05)。Hcy 水平

与 PANSS 总分及阴性症状总分呈正相关(r=0.47/0.44，P<0.05)。 
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Hcy 水平的升高与精神病理症状(特别是阴性症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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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41 
 

肾移植术后受者 EB 病毒和巨细胞病毒感染情况的临床分析 
 

邵剑春 陈俊 周贤冉 史琼华 李穗雯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11 

 
目的 肾移植术后控制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是移植肾能否长期存活的重要环节。病毒感染是慢

性排斥反应发生的因素之一。由于移植术后受者大量使用免疫抑制剂，体内细胞免疫处于较强

的抑制状态，显著增加了病毒的感染途径和感染风险。为此，本文总结分析了肾移植术后受者

EB 病毒（EBV）和人巨细胞病毒（HCMV）感染情况，希望能够引起临床医生足够的重视。 
方法  127 例自 2012 年 11 月～2016 年 4 月行肾移植术的受者，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FQ-PCR）方法持续监测移植后患者 EBV 及 CMV DNA；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抗 HLA
抗体水平；收集外周血血细胞计数，肾功能等临床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27 例肾移植病例中，EBV DNA 阳性 20 例（EBV 阳性组），阳性率 15.74%；CMV 
DNA 阳性 6 例（CMV 阳性组），阳性率 4.72%；EBV 及 CMV DNA 同时阳性 1 例，阳性率

0.78%；EBV 检出时间为术后第 12～75 天,CMV 检出时间为术后第 7～112 天，CMV 检出时

间早于 EBV；66%阳性受者在治疗 1～3 周转阴；阳性组抗 HLA 抗体阳性率（18.75%）明显

高于阴性组抗 HLA 抗体阳性率（7.25%）；阳性组尿素氮（7.6mmol/L）、肌酐平均值

（152.8mmol/L）高于阴性组尿素氮（6.4mmol/L）肌酐平均值（97.1mmol/L）。 
结论  病毒感染是肾移植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并且对移植肾的功能恢复有影响，同时

增大了机体产生抗 HLA 抗体和排斥反应的发生率。结果显示感染是威胁移植肾功能丧失的重

要因素之一。因此采取有效预防措施、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将有助于改善移植肾功能和减少

排斥反应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43 
 

大剂量强的松影响小鼠 MHC I 类基因表达的实验研究 
 

郭继龙 
山东省单县中心医院检验科 274300 

 
目的  研究大剂量糖皮质激素药物强的松对小鼠 MHC I 类基因表达的影响。 
方法  25 只 BALB/c 小鼠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 10 只，实验组 15 只，实验组每天给予强的松

（20mg/kg）灌胃，共给药 30 天。实验结束后取肝脏、脾脏、肾脏和肺组织少许提取 RNA，
RT-PCR 测定 MHC I 类基因 mRNA 的表达，Western 印迹测定它们的蛋白表达。 
结果  实验结束时，肝脏、脾脏、肾脏和肺组织的 MHC I 类基因 mRNA 表达分别为 0.06、
0.05、0.09 和 0.05，明显低于对照组；MHC I 类基因蛋白表达分别为 9.13、11.35、9.86 和

9.36，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大剂量强的松降低小鼠机体肝脏、脾脏、肾脏和肺组织的 MHC I 类基因 mRNA 和蛋白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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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46 
 

某院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分析及分

布 
 

李军
1 陈桂林

2,2 
1.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医院 

 
目的  了解某院临床分离的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

分布特点及耐药状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某院临床分离的 925 株大肠埃希菌和 363 株肺炎克雷伯菌。使用法国生物-
梅里埃 ATB 细菌鉴定系统，应用药敏测试仪及配套微生物检测试剂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

验。 
结果  925 株大肠埃希菌中分离出产 ESBLs 菌 657 株（占 71.0％）；363 株肺炎克雷伯菌中

分离出产 ESBLs 菌 150 株（占 41.32％）。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来自尿标本 266 株（占

40.49％），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来自痰标本 89 株（占 59.33％）。产 ESBLs 株的耐药率

均普遍高于 ESBLs 阴性株；与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相比,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对氟喹诺酮

类抗生素耐药率较高；且二者对青霉素类、一到三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耐药率均较高，而对厄

它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等药高度敏感。 
结论 某院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主要引起泌尿道感染，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主要引起呼吸

道感染。临床应高度重视产 ESBLs 菌的检测和药敏试验，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生素，减

缓细菌耐药的发生，尤其要控制 ESBLs 菌的产生和爆发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47 
 

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 IDH1 和 IDH2 基因的突变发生率及其

临床特征 
 

邓宽国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分析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 IDH1 和 IDH2 基因的突变发生率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随机选取医院收治的 2013 年 1 月到 2015 年 1 月 50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使其作为

研究组，并同期选择 50 例缓解期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使其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采用 R
显带技术对患者染色体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 IDH1、IDH2 检测。 
结果  对两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基因检测发现，研究组中，IDHI 基因突变发生率达到

22.0%(11/50)，IDH2 基因突变发生率为 28%(12/50)；且与对照组比较，IDH1 和 IDH2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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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阳性患者较多，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IDH1 基因突变多发生在

白细胞计数高、血小板计数较低患者中，IDH2 突变多发生在年龄偏大患者中。 
结论 临床中，通过检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IDH1、IDH2 基因突变情况，可以作为临床有效

诊断急性髓系白血病及其预后的指标，在临床诊治急性髓系白血病中发挥积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50 
 

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in the Serum of Patients 
with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caused by 

enterovirus 71 infection 
 

yang hao,wang Hong-Liang,FU Jing-Yu 
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 435000 

 
Objectives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HFMD) caused by enterovirus 71 (EV71) is a 
potentially life-threatening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commonly occurs in children. 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arly innate immune response to bacterial 
infection,demonstrates Wound healing activity and anti-viral activity. Therefore, We suppose 
that analysis of serum LL-37 level, , in subjects with HFMD caused by EV71 may be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herapeutic effect evaluation. 
Methods  In our study, 218 children hospitalized with HFMD caused by EV71 were recruited 
at the Huangshi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etween December 2015 and May 2016. Also the study includes 53 healthy children age and 
sex matched as a control group.We evaluated serum LL-37 level of measured by 
ELISA ,complete blood WBC count,CRP,CK as well as serum level of CKMB and IL-6 were 
assess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The non-parametric rank-sumtest showed that LL-37 level in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HFMD caused by EV7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healthy controls (p?<?0.001), 
The mean serum levels of CRP, CKMB and IL-6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hildren with 
HFMD caused by EV71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The cut-off value of LL-37 was 
<6.04 ng/ml, the test was found to have a sensitivity of 94.5%, specificity of 69.81%,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2.8%,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75.5%. The cut-off value of IL-6 was 
<7.25Pg/ml. with 52.75% and 96.23%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respectively, the cut of value 
of CRP and CKMB were <10.57mg/ml and <16U/L respectively with 32.11%,79.36% and 
100%, 77.36%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respectivel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serum LL-37 level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CKMB 
(r=0.149,P=0.028 ),  but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age, body mass index, CK,CRP,WBC 
and IL-6. 
Conclusions  Elevated 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HFMD caused by EV71. Therefore, Antimicrobial peptide LL-37 might be a potential 
assistant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HFMD caused by EV71 in childre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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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石分离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耐药元件研究 
 

鲍群丽 汪宏良 
黄石市中心医院 435000 

 
目的 探讨一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获得性耐药基因与可移动遗传元件等耐药元件的携带及关

联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住院患者中分离的 20 株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用

mdfA 测序确认菌种，再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及序列分析的方法分析 32 种 β-内酰胺类药物

获得性耐药基因、1 种膜孔蛋白基因、15 种氨基糖苷类药物获得性耐药基因、1 种获得性外排

泵泵蛋白基因、10 种可移动遗传元件遗传标记，并做 blaOXA-23 和插入序列 ISaba1 的连锁

检测,最后对获得性耐药基因与可移动遗传元件标记测得结果作指标聚类分析。 
结果 20 株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共检出 4 种 β-内酰胺类获得性耐药基因、1 种膜孔蛋白基因、3
种氨基糖苷类获得性耐药基因、1 种外排泵泵蛋白基因、5 种可移动遗传元件遗传标记，且阳

性率非常高；blaOXA-23 群和插入序列 ISaba1 的连锁检测均呈阳性；指标聚类分析提示 β-内
酰胺类获得性耐药基因 blaTEM、blaADC、blaOXA-23 群、blaOXA-51 群基因, 氨基糖苷类获

得性耐药基因 aph3’-Ⅰ基因与可移动遗传元件中的 ISaba1、intⅠ1 均高度相关；外排泵泵蛋

白基因 adeB 与 IS26 高度相关, 氨基糖苷类获得性耐药基因 aac3-Ⅰ基因与 tnpU、tnp513 亦

高度相关。 
结论  本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携带的耐药基因和耐药表型相对应，携带 blaTEM、

blaADC、blaOXA-23 群、blaOXA-51 群、膜孔蛋白基因 carO 缺失、aph3’-Ⅰ基因、外排泵泵

蛋白基因 adeB 是本组菌株对 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耐药的重要原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55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鉴别新生儿感染性疾病中的价

值 
 

张蕾 汪嘉 何春燕 彭烨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检验科 200072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NLR）与新生儿感染性疾病诊断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近两年来我院产科出生的新生儿首次采集的的血常规结果共 240 例，其中 120 例为

确诊新生儿感染，其余新生儿高胆红素及健康新生儿，（所有标本均需进行外周血细胞手工分

类），按临床诊断将其分组，将 C 反应蛋白、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比值

（NLR）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并通过绘制成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了解 NLR 在新

生儿感染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结果  T 检验显示：白细胞总数及 NLR，感染组与其他组组间差异大（P<0.001)，具有明显统

计学意义，CRP 仅与健康组有差异（P<0.05),与高胆红素组无明显差异；ROC 曲线显示：

NLR、WBC、CRP 在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03、0.681、0.653。 
结论  白细胞总数、CRP 被广泛应用在临床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但就新生儿而言，研究证明

NLR 在鉴别诊断新生儿感染方面有极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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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66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外周血芳香烃受体表达与 Th17 细胞相关

性研究 
 

霍娟 杨晋 胡文霞 张欢欢 杨新玲 吴惠毅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检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RA）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芳香烃受体（AhR）的表达情况，分

析其表达与 Th17 细胞相关性并初步探讨 AhR 在 RA 发病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Ficoll 密度梯度法分离 75 例 RA 患者（其中活动期 RA 患者 40 例，缓解期 RA 患者 35
例）及 70 例健康对照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 ELISA 检测细胞裂解上清中 AhR 蛋

白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 75 例 RA 患者 Th17 细胞表达比例。分析 RA 患者 AhR 蛋白表达与

Th17 细胞比例及其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采用 t 检验和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RA 患者 PBMC 内 AhR 表达（91.25±15.27）ng/L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41.81±9.72）
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91, P<0.01）。活动期 RA 患者 AhR 表达与缓解期 RA 患者

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A 患者 PBMC 中 AhR 水平与 Th17 细胞表达呈正相关（r=0.361，
P=0.0015）。RA 患者 PBMC 中 AhR 表达与血清 IL-17 水平呈正相关，与其他临床指标无相

关性（r=0.324,P=0.006）。 
结论 RA 患者 PBMC 中 AhR 表达显著升高，且与 Th17 细胞和血清中 IL-17 水平呈正相关，

推测 RA 中 AhR 可能正向调控 Th17 细胞分化，促进 IL-17 表达。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67 
 

迈瑞 BC-5800 警示标志及参数在异常细胞检出中的实际作用 
 

张蕾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通过对迈瑞 BC-5800 血液分析仪所提供的细胞分类中各种警示标志及参数与外周血异常

细胞尤其白血病细胞的检出关系的研究，评价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 
方法  按临床标本的检测流程对 683 例门诊及住院标本进行全血血细胞分析后，进行手工细胞

形态分类，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简称 ROC
曲线）及其他统计学方法并对警示标志及相关参数进行分析。 
结果  1.警示标志出现率 57%，2.仪器提示警示标志的方式对异常细胞的检出符合率尚可，总

阳性符合率为 43.7%，，警示标志单个出现阳性低，“未成熟细胞”单独出现假阳性较高，多个

标志联合出现时，其对异常细胞检出的符合均在 50%以上，符合率有明显的提高；3.参数

ALY#,ALY%,LIC#,LIC%研究中 ROC 曲线显示：Area 0.870,0.860,0.805,0.820，准确度较

好，可对白血病细胞的检出起到较好的提示作用，建议 ALY#0.02、ALY% 0.32 、LIC#0.05、
LIC%0.95 为临界点，其对各种类型白血病细胞均可做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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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仪器提供的各类警示标志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在实际工作需视情况辨别。实验室的复

检规则应根据仪器性能制定，以提高检验效率。;mso-font-kerning:1.0000pt;" >：按临床标本

的检测流程对 683 例门诊及住院标本进行全血血细胞分析后，进行手工细胞形态分类，运用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简称 ROC 曲线）及其他统计

学方法并对警示标志及相关参数进行分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71 
 

急性白血病患者 hDMP1 和 WT1 基因检测及临床意义 
 

邓宽国 zhangtuanjie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通过观察急性白血病（AML）患者 hDMP1 基因和 WT1 基因的表达情况，探讨其相关性

及临床检测价值。 
方法  116 例初诊 AML 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动态检测

hDMP1 基因和 WT1 基因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与临床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  AML 组 hDMPl 基因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显著低(P<0.01)，而 WT1 基因表达水平与对照组

相比显著升高(p<0.01)。各 AML 亚型之间比较，hDMPl、WT1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初治

AML 患者 hDMPl 基因表达水平较缓解组低，差异有显著性(p<0.01)，而 WT1 基因表达水平与

缓解组相比显著升高(p<0.001)。不同染色体核型组 hDMPlN 
和 WT1N 中位表达水平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AML 患者 hDMP1 基因和 WT1 基因表达水平存在相关性，联合检测 hDMP1 mRNA 和

WT1 mRNA，可作为 AML 患者疗效评价、监测微小残留病和预后判断的指标，为临床化疗方

案个体化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778 
 

535 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临床感染分布和耐药性分析 
 

谢印容
1 林晗忆

2 
1.厦门市中医院 

2.南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目的  分析肺炎克雷伯菌菌株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对医院 2015 年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进行分析，采用法国梅里埃公司生产的 VITEK2 
COMPACT(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仪及配套用药敏试剂条行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  
结果  共分离出 535 株肺炎克雷伯菌，主要来源于痰液标本（占 58.88%），其中呼吸科检出

率最高（25.42%），其次是 ICU（15.89%）。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的肺炎克雷伯

菌检出率为 25.98%，对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丁胺卡那、头孢替坦敏感性最好。结

论  医院应加强对肺炎克雷伯菌耐药趋势监控，临床应根据药敏结果结合临床感染情况合理选

用抗生素，避免多重耐药菌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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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果显示，医院临床送检的各类标本所分离的 535 株肺炎克雷伯菌株，主要分布在呼吸

科（占 25.42%），其次为 ICU(占 15.89%)，与这两个科室患者大剂量抗生素的使用有密切关

系.以痰液标本分离株最多，占 58.88％，说明该菌主要引起呼吸道感染，与国内文献报道一致

[3]。因此，切实做好呼吸道分泌物的管理，呼吸机管路消毒和处理、医护人员手卫生，可以减

少呼吸道相关感染的发生和播散[4] 。 
ESBLs 是由质粒介导的能水解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单环酰胺类抗菌药物的耐药酶，其作

用底物广泛, 并可在菌株间转移和传播。ESBL s 主要由革兰阴性杆菌产生, 是肠杆菌科细菌呈

现多药耐药的机制之一。535 株分离菌种，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约占 25.98%，与全国各地

肺炎克雷伯菌 ESBLs 率大约 14％ ～3 3％符合，明显低于相关报道 48.89% , 说明本院已经开

始重视。 
从表 3 可以看出，非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呋喃妥因、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

唑林耐药率较高，而产 ESBLs 的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丁胺卡那及

头孢替坦抗菌药物敏感，但仍存在耐药菌株，耐药率均为 2.88%，比相关报道亚胺培南最敏

感，耐药率为 0.3% 要高，且未出现耐药率为 0%的菌株，应予以重视医院应加强对肺炎克雷

伯菌耐药趋势监控，及时采集标本进行药敏试验，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避免多重耐药株

的产生，预防院内交叉感染 
综上述，医院应加强对肺炎克雷伯菌耐药趋势监控，及时采集标本进行药敏试验，指导临床合

理使用抗生素，避免多重耐药株的产生，预防院内交叉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4785 
 

The polymorphic hMSH5 C85T allele augments 
radiotherapy-induced spermatogenic impairment 

 
Lin Mingyue1,Zhu Yan1,Gao Ge1,Xia Luling2,Li Xiang2,Wu Xiling3,Her Chengtao3,Xu Keqian1 

1.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Xiangya School of Medicine，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Tumor，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3.School of Molecular Biosciences，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 of hMSH5 C85T polymorphism with DNA 
damage accumulation in spermatozoa of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otherapy.  
Method  We investigated hMSH5 C85T allele and genotype frequencies, routine semen 
analysis and sperm DNA Fragmentation Index (DFI) in 113 testicular germ cell tumor (TGCT)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Results  The hMSH5 C85T allel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TG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C genotype, TGCT patients with the CT + TT genotypes showed 
significantly altered sperm counts, sperm morphology and DFI after radiotherapy. The results 
of the DSB repair assay demonstrated that hMSH5 P29S could enhance radiotherapy-
induced DNA damage by unleashing error-prone 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  
Conclusion  Our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hMSH5 C85T variation could have an impact on 
the severity of radiotherapy-provoked long-term side effects through compromising the repair 
of radiation induced DNA lesio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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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787 
 

血清 HS-CRP、PCT 含量与脑卒中患者疾病关系的研究 
 

孙征 邓宽国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257055 

 
目的  探讨高灵敏 C-反应蛋白（HS-CRP）、降钙素原（PCT）在脑卒中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取本院神经内科脑卒中住院患者 97 例作为研究对象，48 例中老年健康体检人员作为

对照组，检测血清中 HS-CRP 与 PCT 含量，并根据临床资料和统计分析，评价其与脑卒中的

疗效关系。 
结果  脑卒中患者血清 HS-CRP、PCT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高体温组 HS-
CRP、PCT 含量显著高于低体温组和体温正常组(P<0.01-0.001)，HS-CRP 在高体温组和低体

温组中的阳性率基本相同，而 PCT 和细菌的阳性率在高体温组及低体温组中有极显著差异

（P<0.001），PCT 含量升高在诊断细菌性感染方面优于 HS-CRP。 
结论  根据血清 HS-CRP、PCT 含量测定可指导脑卒中患者高热时抗生素治疗的选择，以减少

抗生素的使用及其耐药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4790 
 

三种肌酐测定方法的性能评价 
 

王美珠 陈敏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 350025 

 
目的  对亚胺水解酶法（以下简称紫外酶法）、肌氨酸氧化酶法、苦味酸法三种肌酐测定方法

在 cobas 8000 c70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的性能评价。 
方法  1.精密度评价：依照 EP5-A2 文件要求，参照国家卫生行业标准的要求，以 WS/T 403-
2012 规定的最大总误差（TEa）的 1/4 和 1/3 分别作为批内精密度 CV 批内和批间精密度 CV 批间

的允许偏倚范围，肌酐分析允许总误差为±12%，以 CV 批内<3%, CV 批间<4%为标准；2.线性范

围及可报告范围评价：采用 EP6-A 方案，并延伸计算平均稀释回收率，以平均稀释回收率在

90-110%范围，评价临床可报告范围；3.方法比对：参照 EP9-A2 文件，分析三种检测方法的

相关性。4.药物干扰试验：依照 EP7-A2 文件，通过配对差异干扰实验和剂量效应实验，分析

药物羟苯磺酸钙和酚磺乙胺对三种肌酐检测方法的干扰。5. 试剂稳定性：在不定标的情况下，

连续测定七天的质控结果，分析结果变化。 
结果 三种肌酐测定方法的批内精密度和批间精密度均分别小于 3%和 4%。紫外酶法、肌氨酸

氧化酶法及苦味酸法的线性范围分别为 4-2017μmol/L、8-1966.5μmol/L、3-1310.5μmol/L；
可报告范围分别为 4-20160μmol/L、8-51900μmol/L、3-10080μmol/L。方法学比对实验结果

显示三种方法有良好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R2>0.99。在干扰试验中，羟苯磺酸钙浓度

≥5.24μg/ml、酚磺乙胺浓度≥0.016g/L 时,肌氨酸氧化酶法存在负干扰；其他两种方法在药物的

最大剂量下不受干扰。在试剂上机稳定性方面，苦味酸法在不定标的情况下在机稳定时间只有

2 天，随后检测结果逐日明显下降，而其他两种方法稳定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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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合以上试验数据，我们认为紫外酶法是目前测定肌酐的最好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4803 
 

3D cultured adipose tissue-derived stem cells inhibit 
hepatoma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through 
suppressing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xie haihua1,Liao Naishun2,3, Lan Fenghua1,Cai Zhixiong2,3,Liu Xiaolong2,3, Liu Jingfeng2,3,4 

1.clinical laboratory ，fuzhou infections disease hospital 
2.The United Innovation of Mengchao Hepatobiliary Tech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Fujian Province， 

Mengchao Hepatobiliary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The Liver Center of Fujian Province，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4.Liver Disease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Adipose tissue-derived stem cells are considered as the promising candidates for 
stem cell therapy. However, the tumorigenicity of ADSCs is still remain controversial.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SC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HCC),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cultured methods could affect the effects 
of ADSCs on the growth of HCC cells in vitro. 
Methods  ADSCs were cultured in monolayer culture, non-adherent plates culture and 
algimatrix 3D culture system respectively, and collected the conditioned medium.Thereafter, 
cell counting kit (CCK-8) and PI/Annexin V-FITC assay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cclm3 cells and HepG2 cells. Scratch?wound 
assa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metastasis of Hcclm3 and 
Hepg2 cells. Furthermo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typical EMT markers a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Our study showed that ADSCs-conditioned mediums could inhibit the growth of 
HCC cells by inhibit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by promoting cell apoptosis, as well as by 
suppressing cell motility, adhesive capac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 also found that 
ADSCs-conditioned mediums could suppress the cell growth by down-regulation of EMT 
signaling. Significantly, the enhanced inhibition of ADSCs on HCC cell growth could be 
achieved after culturing with 3D method.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ADSCs may provide a new promising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HCC patients, and 3D cultured method may provide a new 
approach for ADSC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SCs and tumor on the other 
han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08 
 

CD3brightT 淋巴细胞群在胃癌患者外周血的表达 及其与

γδT 细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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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通通 张文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00 
 

目的 通过研究 CD3 高表达(CD3brightT)淋巴细胞群在胃癌患者外周血表达水平及与 γδT 细胞

的关系，探讨 CD3brightT 淋巴细胞群的在胃癌中的免疫学意义。 
方法 应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 30 例胃癌患者与健康对照组 35 例外周血 CD3、CD4、
CD8、TCRαβ、TCRγδ 的表达特征，检测 CD3brightT 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以及与 γδT 淋

巴细胞的关系。 
结果 CD3brightT 细胞群，表型以 CD4-CD8-为主，少部分是 CD4-CD8+，此群细胞 80%以上

表达 TCRγδ；CD3bright T 细胞与 γδT 细胞具有极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r=0.912，
P<0.01）。CD3brightT 细胞群在 I～III 胃癌患者中表达占 T 淋巴细胞比例为(3.98±1.74)% 
(n=18)，在 IV 期表达为(3.23±1.13)%(n=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健康者占 T 淋

巴细胞比例为(6.01±3.70)% (n=35), 两组胃癌患者与健康者相比，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CD3brightT 淋巴细胞群主要为 γδT 细胞，且在胃癌患者外周血中比例降低，其可能参与

胃癌的发生发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09 
 

罗氏尿微量白蛋白检测试剂盒性能评价 
 

黄勤烽 陈敏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 350025 

 
目的  评价罗氏第二代尿微量白蛋白（ALBU2）在 cobas 8000 c70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的检

测性能 
方法  1.精密度评价：以 CLIA’88 规定的允许误差 TEa 为依据，要求重复精密度＜1/4TEa，中

间精密度＜1/3 Tea；2.线性范围及可报告范围评价：采用 EP6-A 方案，并延伸计算平均稀释

回收率，以平均稀释回收率在 90-110%范围，评价临床可报考范围；3.携带污染评估：评估血

清白蛋白对尿量微量白蛋白检测的携带污染，以携带污染率≤0.5%标准判定；4.方法比对分

析：以 SIEMENS BNⅡ为参考系统，将罗氏 cobas 8000 c702 与 BN2 结果进行相关性比对分

析 
结果  重复精密度：低浓度（26.83±0.53） CV=1.98%，高浓度（95.94±1.57） CV=1.64%；

中间精密度：低浓度（30.31±1.32）CV=4.35%，高浓度（115.55±1.39）CV=1.20%；线性

范围验证：测量范围为 5.6-413.55 mg/L；临床可报告范围：最大稀释倍数为 30 倍，临床可报

告范围为 5.6-12406.5 mg/L；携带污染率：血清白蛋白（42.6g/L）对尿液微量白蛋白

（6.9mg/L）的携带污染为 0.28%；室内比对：标本浓度在 200mg/L 以内时，回归直线为

Y=0.896X+5.049，相关系数 R2=0.9944，医学决定水平处系统偏移通过。当标本浓度在 201-
413.55mg/L 以内时，回归直线为 Y=0.848X-10.44，相关系数 R2=0.917，医学决定水平处系

统偏移未通过。 
结论  罗氏 ALBU2 在 cobas 8000 c702 平台上检测能满足临床的需求，不同仪器间的比对，

在不同浓度范围内有差异，应根据各自仪器的系统建立独立的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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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4812 
 

Typing of 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encoding 
Phages and Gene Sequence Variation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from China 
 

Zhao Huanqiang1,Hu Fupin2,Jin Shu3,Xu Xiaogang2,Zou Yuhan3,Ding Baixing2,He Chunyan1,Gong 
Fang4,Liu Qingzhong1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Antibiotics，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3.Experimental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People's Hospital of Putuo District 

4.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Thir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tong University 
 

Panton-Valentine leucocidin (PVL), a bi-component and pore-forming toxin, is carried by 
different staphylococcal bacteriophages. The prevalence of PVL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S. aureus) have been reported around the globe, however, the data on PVL-encoding 
phage types, lukSF-PV gene variation and chromosomal phage insertion sites for PVL-
positive S. aureus are limited, especially in China. In order to obtain a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PVL-positive S. aureus, an integrated and 
modified PCR-based scheme was applied to detect the PVL-encoding phage types. Phage 
insertion locus and the lukSF-PV variant were determined by PCR and sequencing. 
Meanwhile, the genetic background was characterized by 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 (SCCmec) typing, staphylococcal protein A (spa) gene polymorphisms 
typing,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typing, accessory gene regulator (agr) locus 
typing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Seventy eight (78/1175, 6.6%) isolates 
possessed the lukSF-PV genes and 59.0% (46/78) of PVL-positive strains belonged to CC59 
lineage. Eight known different PVL-encoding phage types were detected, and 
Φ7247PVL/ΦST5967PVL (n=13) and ΦPVL (n=12) were the most prevalent among them. 
While 25 (25/78, 32.1%) isolates, belonging to ST30 and ST59 clones, were unable to be 
typed.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were identified at five locations in the lukSF-
PV genes, two of which were non-synonymous. Maximum-likelihood tree analysis of 
attachment sites sequences detected six SNP profiles for attR and eight for attL. In 
conclusion, the PVL-positive S. aureus were colonized mainly by Φ7247PVL/ΦST5967PVL 
and ΦPVL in the regions studied. lukSF-PV genes sequences, PVL-encoding phages and 
phage insertion locus generally varied with lineages. Moreover, PVL-positive clones that 
have emerged worldwide likely carry distinct phag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18 
 

胃癌患者外周血 T 细胞亚群、NK 细胞及 B 细胞水平分析 
 

鞠瑛 董振芳 张玥 赵宗晨 张倡誌 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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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胃癌患者、慢性胃炎患者与健康对照者外周血 T 细胞亚群（CD3+T、CD4+T、 
CD8+T）、NK 细胞（CD16+CD56+）和 B 淋巴细胞群（CD19+B）表达水平，研究不同临床

分期胃癌患者与健康者机体免疫功能情况。  
方法  收集 80 例术前胃癌患者、52 例慢性胃炎患者和 50 例健康对照者 EDTA-2K 抗凝外周

血，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CD3+T 细胞、CD4+T 细胞、 CD8+T 细胞、CD16+CD56+NK 细

胞及 CD19+B 细胞水平。  
结果  1. 慢性胃炎患者 CD3+T 细胞和 CD4+T 细胞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者和(P<0.05)，其他

细胞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2. 与胃癌患者相比，健康对照者和慢性胃炎患者 CD3+T 细

胞、CD8+T 细胞和 CD19+B 细胞均显著升高(P<0.05)，CD4+/CD8+比值和 NK 细胞水平显著

降低(P<0.01)，CD4+T 细胞无显著性差异(P>0.05)。3. 临床分期为 I 和 II 期的胃癌患者外周血

CD3+T 细胞、 CD8+T 细胞及 B 细胞水平较 III 和 IV 期胃癌患者显著升高高，而 CD4+/CD8+
比值和 NK 细胞水平显著降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慢性胃炎患者较健康对照者，其机体的免疫功能较低。而胃癌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进一

步降低，临床分期越晚，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状况越差。本课题通过研究健康对照者、慢性胃

炎患者和胃癌患者机体免疫功能水平，并探讨不同临床分期胃癌患者与对照者机体免疫功能情

况，为进一步研究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免疫功能受抑制情况及增强免疫功能的生物治疗提供了

理论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20 
 
Distribution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Genotypes 
in Patients with Condyloma Acuminatum in Shanghai, 

China 
 

zhong qi ,Liu weiwei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200070 

 
Objective  Condyloma acuminatum (CA) is the most common viral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worldwid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genotypes in patients with CA in China. 
Methods  Patients with condyloma acuminatum (n=627) underwent HPV genotype 
analysis,using a suspension bead array method to identify HPV types. The overall 
and type-specific HPV prevalence data were estimated as the percentages of HPV 
DNA positive samples among all the DNA samples tested from patients with CA. 
Results  The HPV prevalence was 40.35% in male and 59.95% in female patients. HPV-
6 (43.05%),HPV-52 (13.08%), HPV-11 (12.53%), HPV-16 (12.26%), and HPV-59 (7.90%) 
were the top five genotypes among the specimens. Multiple HPV genotypes were 
present in 23.11% 
of men and 27.39% of women with HPV. In those with multiple HPV infection, 92 
(25.07%) had two genotypes and 69 (18.8%) had three or more genotypes. The prevalence 
of HPV infection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with a maximum 
prevalence at 26–30years.  
Conclusion  hese date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HPV prevalence and genotype 
distribution in patients with CA in Shanghai, China, which is important for future public health 
strategies including HPV vaccinatio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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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33 
 

Evaluation of the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a Novel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 for Detection of Anti-
cardiolipin and Anti-Beta2-Glycoprotein 1 Antibodies in 

the Diagnosis of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Zhang Shulan,Li Yongz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 is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autoimmun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recurrent arterial/ venous thrombosis, and/or pregnancy morbidity, as well 
as the presence of antiphospholipid (aPL) antibodies. The diagnosis of APS relies 
predominantly on laboratory findings, as characteristic clinical features of thrombosis and 
pregnancy morbidity also occur in many other diseases. Unfortunately, the routinely used 
assays in clinical settings lack standardized kits, resulting in substantial variations in the 
antibody positivity between different laboratories. Recently, the chemiluminescence 
technology (CIA) has been applied for autoantibody testing. As CIA being a promising viable 
alternative,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evaluate this novel fully automated assay in aCL 
and aβ2GP1 autoantibodies detectio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P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valuated the analytical and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a novel CIA assay in the detection of 
IgG/ IgM/IgA aCL and IgG/IgM/IgA aβ2GP1antibodies and to compare it with commercial 
ELISA kits from the same manufacturer.   
A total of 227 sera were test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84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APS, 
104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non-APS diseases as disease controls, and 39 healthy 
controls. Serum IgG/IgM/IgA aCL and IgG/IgM/IgA aβ2GP1antibodies were determined by 
both ELISA (QUANTA LiteTM ELISA) and CIA (QUANTA Flash®assays).   
Significant quantitative correlations were identified between ELISA and CIA in IgG/IgM/IgA 
aCL and IgG/IgM/IgA aβ2GP1 autoantibodies detection (p< 0.001), with the rho value 
ranging from 0.51 to 0.87. In addition, ELISA and CIA demonstrated good qualitative 
agreements in IgG/IgM/IgA aCL and IgM/IgA aβ2GP1 autoantibodies determination with 
kappa coefficient ranged from 0.52 to 0.77. In contrast, ELISA and CIA showed a moderate 
qualitative agreement in IgGaβ2GP1 detection with a kappa value of 0.2. Notably, 
significantly higher IgGaβ2GP1 positive sera were detected by CIA, compared to those 
detected by ELISA in both primary APS (52.9% vs. 8.8%) and APS associated to other 
diseases sera (70.0% vs. 8.0%). For diagnosis of APS, IgGaβ2GP1detection by CIA (IgG 
ab2GP1 CIA)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63.1%), followed by IgGaCL CIA (48.8%). 
More importantly, IgGaβ2GP1 CIA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ability to predict the thrombotic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APS, with an OR of 3 (95% CI: 1.1–7.9).   
Our data suggest that this novel CIA assay had good performance in detecting aCL and 
aβ2GP1 antibodies, especially in the detection of IgGaβ2GP1 antibodies. Our findings could 
shed insight on the application of CIA in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APS in Chin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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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835 
 

An UPLC-MS/MS Assay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romadiolone in Human Plasma  

 
ZOU YUANGAO,BAI YANGJUAN,SU ZHENZHEN,WANG LANL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China 610041 
 

Background  The incidence of human Bromadiolone(BDL) poisonings has increased,which 
can inhibit blood coagulation and it goes difficult to diagnose because of the occult poisoning 
symptoms. So the determination of Bromadiolone in human plasma are essential. Though 
there are some methodologies applied in clinical laboratory, they are not sensitive enough for 
the low-level concentrations of BDL in blood. The purpose of our study was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an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Methods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with acetonitrile was used to  extract BDL from the plasma 
samples. The transitions by multiple-reaction monitoring (MRM) were m/z 527.09→m/z250.1 
and m/z 307.03→m/z160.98 for BDL and IS(Warfarin),respectively. It was validated for 
linearity, limit of detection, cross talk, stability, recovery, matrix effects, accuracy and 
precision.  
Results  The reliable response was linear in the range of 0.5 to 500 ng/ml and the lower limit 
of detection is 0.5 ng/mL in plasma.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the method, determined at four BDL plasma concentrations, was 89.5-109.2%. 
The intra-day and inter-day precision were 0.57%-3.81% and 2.19%-8.59%, and the 
recovery was in the range of 95.81%–99.19%. The analytes showed a good stability (RSD 
<8.20%)when thawed at room temperature then refrozen at -20℃ for three cycles and stored 
at -20℃ for 35 days. There were no ion suppression or matrix interference been detected.   
Conclusions  A simple, rapid and sensitive UPLC-MS/MS assay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DL in human 
plasm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44 
 

2009~2015 年云南省妇科门诊高危型 HPV 感染情况分析 
 

赵东岩 邓德耀 高宗鹰 杜鹃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了解云南省 2009 年～2015 妇科门诊女性患者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R-HPV)的感染情况，为本地区 HR-HPV 的感染控制和宫颈癌预防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利用荧光定量基因扩增技术(PCR)对 2009 年至 2015 年 12788 例妇科门诊患者样本进行

HR-HPV 的检测，所得数据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12788 例女性患者中，共检出 HR-HPV 阳性病例 3379 例，总感染率 26.42%。其中宫

颈正常者 4892 例中，HR-HPV 感染者 734 例(15.00%)，宫颈糜烂患者 7896 例中，HR-HPV
感染者 2645 例(33.50%),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531.40，P<0.05).宫颈糜烂程度越

重，HR—HPV 感染率越高，各组之间差异明显.不同年龄组 HPV 的感染率有所不同,<25 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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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组的 HR-HPV 感染率明显增高，各年龄组 HR-HPV 感染有显著性差异

（X2=185.09,P<0.005）. 
结论  昆地区 HPV 感染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并且具有明显的年龄分布特点，HR‐HPV 的

感染与宫颈糜烂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本地区积极监测 HR-HPV， 对宫颈癌的预防及病因学

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49 
 

无绿藻的分子生物学鉴定及分型 
 

赵悦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目的  通过基因型特异性 PCR、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 RFLP 和 18S rDNA 基因同源性分

析的方法，对目前国内主要的 18 株无绿藻进行分子生物学鉴定及分型。从而明确引起人类感

染的主要无绿藻类型，同时为国内无绿藻感染情况及流行情况提供相关数据。 
方法  将 18 株无绿藻，接种至 YPD 培养基进行分离培养，并通过直接显微镜检查、生长试验

和生化反应试验作初步菌种鉴定；提取待测菌株的 DNA，选择特异性引物利用基因型特异性

PCR、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 RFLP 和 18S rDNA 基因同源性分析完成对无绿藻的分子生

物学鉴定和分型。 
结果  基因型特异性 PCR 结果显示：在收集到的 18 株无绿藻中，12 株扩增产生 150bp 的特

异性条带，为 P . zopfii genotype 1，其余 6 株未扩增产生 450bp 的内参条带；18S rDNA 基

因同源性分析发现：18 株无绿藻中，6 株无绿藻为 P.wickerhamii，12 株为 P . zopfii 
genotype 1，其中 9 株为 Prototheca zopfii var.portoricensis，3 株为 Prototheca zopfii var. 
hydrocarbonea；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 RFLP 结果显示，这 12 株无绿藻在产生 450bp
和 409bp 待酶切片段的情况下，均不能被限制性内切酶 SmaI 和 BcnI 酶切，因而可进一步验

证为 P . zopfii genotype 1。 
结论  18 株无绿藻中，6 株无绿藻为 P.wickerhamii，12 株为 P . zopfii genotype 1（9 株为

Prototheca zopfii var.portoricensis，3 株为 Prototheca zopfii var. hydrocarbonea）；三株环

境株均为 P . zopfii genotype 1，这与文献中显示的结果相一致；人类感染无绿藻的主要表现

为皮肤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51 
 

同型半胱氨酸与妇产科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周丽芳 唐振华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200030 

 
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在妇产科疾病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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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来我院就诊的 16000 名妇女血清 Hcy（μmol/L）数据。

包括 144 例乳腺恶性肿瘤（breast cancer，BC）病人及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53.18±10.82, 
33.26±6.09；78 例不孕症（infertilitas feminis，IF）病人及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31.72±4.61, 
33.53±6.11；125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ypertensive disorder complicating pregnancy，
HDCP)病人及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31.42±3.80, 32.30±6.29；276 例妊娠合并子宫肌瘤

(pregnancy associated with hysteromyoma，PAWH)病人及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32.36±3.94, 
31.41±4.95；375 例先兆流产(threatened abortion，TA)病人及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30.68±3.72, 31.31±4.73。采用 STATA 12.0 进行统计，两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检

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元 Logistic 模型的建立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BC 组和对照组有着明显的差异，p=0.0076,其 Hcy 的平均值分别为 11.93 和 10.66。IF
组及对照组，P=0.0068，其 Hcy 平均值分别为 10.06 和 10.53。HDCP 组和对照组没有明显

的统计学差异 P=0.18。PAWH 组和对照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2，其 Hcy 平均值分别为

6.56 和 6.87；TA 组和对照组的 Hcy 分别为 6.58 和 6.80，P=0.047。孕周组之间，从 10th 周

到 13th 周 Hcy 总体趋势下降，且分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1； 对 BC 患者组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别衡量 Hcy 和 age 因素与 BC 的关系，结果表明 Hcy 和 age 与 BC 的关系

分别为 P=0.031 和 P=0.000，两者均有统计学意义。相比对照组，BC 组的 Hcy 与年龄分布成

集中趋势。 
结论 Hcy 与多种妇产科疾病具有相关性，拓展了常见妇产科疾病的诊治思路。但还需要进一

步阐明 Hcy 与疾病的致病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62 
 

罗氏 CAPCTM 系统检测低拷贝 HBVDNA 定量 与乙肝五项及

肝功能的关系探讨 
 

张玥 田文君 董振芳 刘春梅 鞠瑛 赵宗晨 张倡誌 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目的  分析超敏 HBV-DNA 定量检测的低拷贝结果与 HBV 标志物和肝功主要指标的关系，探讨

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同时检测患者 HS-HBVDNA、乙肝五项和肝功能指标，将数据进行组间比较和相关性分

析。 
结果  乙肝病毒定量低拷贝患者 HBV 标志物中 HBeAg 经卡方检验，χ2=5.310，P<0.021，差

异有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HBeAb 经卡方检验，χ2=1.266，P＞0.01，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126 例小三阳患者中，HBVDNA 定量结果在 12 及 12～103 低拷贝范围内占 55.56%；

117 例大三阳患者中，HBVDNA 定量结果阴性占 21.37%；肝功指标中 AST、ALT 和 ALP 异

常率分别为 15.90%、8.13%和 13.78%。 
结论  判断乙肝五项定量结果低表达或经抗病毒治疗后的患者病情时，推荐结合超敏 HBVDNA
定量、乙肝五项定量与肝功能，更好了解患者病毒复制情况和肝细胞损害程度，为治疗提供可

靠的理论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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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64 
 

白血病患者并发革兰氏菌血流感染临床特点及耐药情况研究 
 

郭金华 张爱云 郭金刚 
高青县人民医院 256300 

 
目的  探讨白血病患者血流革兰氏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及其耐药性情况。 
方法  选取 95 例白血病并发症血流革兰氏菌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患者病原菌种类、分

布、临床特征及耐药情况。 
结果  95 例血流革兰氏菌感染患者中 52 例（54.74％）为革兰氏阴性（G-）杆菌感染共检测菌

株 185 株，43 例（45.26%）为革兰氏阳性（G+）球菌感染共检出菌株 128 株。G-杆菌感染

患者临床症状表现为高热寒战，而 G+球菌感染则表现为中低度发热。G-杆菌感染患者对哌拉

西林他唑巴坦（TZP）以及左氧沙星（LVX）的药敏性较高，而对头孢唑啉（KZ）、胺曲南

（ATM）、头孢美唑（CMZ）、头孢他啶（CAZ）的药敏性较低。G+球菌均对替考拉宁

（TEG）及万古霉素（VAM）药敏性较高，而对其他抗生素表现为较低的药敏性。 
结论  G-杆菌对 TZP、LVX 药敏性较高，而 G+球菌对 TEG、VAM 药敏性较高。临床应重视

白血病患者病原学调查，并应根据患者临床体征及药敏试验选取合适的治疗方案，以降低白血

病患者血流革兰氏菌感染发生率及病死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66 
 

抗酶原颗粒膜糖蛋白 2 (GP2) 抗体在克罗恩病患者中的诊断

价值 
 

张蜀澜 李永哲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炎症性肠病 (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是一种肠道慢性炎症性疾

病。UC 和 CD 治疗手段不同，尤其在涉及到是否手术上。因此对于 UC 和 CD 的鉴别诊断就

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和抗酿酒酵母抗体(ASCA) 广泛用于 UC 和

CD 的鉴别诊断，而 ASCA 的低敏感性大大的限制了其临床价值。胰腺自身抗体 (PAB)是另一

种鉴别 UC 和 CD 重要的标志物，而酶原颗粒膜糖蛋白 2(GP2)是 PAB 的主要抗原识别位点。

研究显示抗 GP2 抗体主要在 CD 患者中，暗示其对于鉴别 UC 和 CD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

意在探讨抗 GP2 抗体在中国 IBD 患者中的诊断价值，尤其是对于鉴别 UC 和 CD。 
方法  本研究选取 35 名 CD 患者，35 名 UC 患者，13 名非 IBD 的肠道疾病患者以及 8 名健康

对照。IgG/IgA ASCA 和 IgG/IgA 抗 GP2 抗体通过 ELISA 测定，而 IgG/IgA ANCA，IgG/IgA 
PAB 及 IgG/IgA GAB 通过间接免疫荧光测定。 
结果  IgG 抗 GP2 抗体在 CD 患者中显著高于 UC 患者(p = 0.0038)，疾病对照组 (p = 0.0063) 
及健康对照 (p = 0.0055)。IgG 抗 GP2 抗体，IgA 抗 GP2 抗体或 IgG/IgA 抗 GP2 抗体在 CD
患者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40.0%, 37.1%及 54.3%，均显著高于 UC 患者 (IgG 抗 GP2：11.4%；

IgA 抗 GP2：2.9%及 IgG/IgA 抗 GP2：14.3%)。对于鉴别 CD 患者，IgG 抗 GP2 抗体的敏感

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阳性似然比分别为 40%, 88.6%, 77.8%及 3.51；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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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2 为 37.1%, 97.1%, 92.9%及 13.0；IgG/IgA 抗 GP2 为 54.3%, 85.3%, 79.2%及 3.69。对

于 CD 患者的诊断 IgG/IgA 抗 GP2 抗体联合 IgA ASCA 可使诊断的敏感性升高为 68.6%，而

并未显著的降低其特异(74.3%)。在与临床表现的相关性方面，IgG 抗 GP2 抗体与 L3 型显著

相关 (p = 0.043)，而 IgA 抗 GP2 抗体与生物治疗呈显著负相关 (p = 0.012).  
结论 本研究表明抗 GP2 抗体可以作为 IBD 诊断的血清学标志物，尤其是对于 UC 和 CD 的鉴

别诊断。同时联合抗 GP2 抗体和 IgA ASCA 可以提高诊断的敏感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68 
 

雅培 I2000srCMIA 法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假阳性的原因分析

及临床适用的测量阈值探讨 
 

于小鸥
1 朱新宇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 
 

目的  对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CMIA）筛查梅毒进行评价；探讨年龄因素对 CMIA 法检

测梅毒螺旋体抗体血清学实验假阳性的影响并得出 TP-CMIA 法临床实际适用的测量阈值。 
方法  收集全院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15 日同时采用 CMIA 法和梅毒螺旋体抗体明

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法对抗 TP 抗体进行检测的 4637 例患者结果，以 TPPA 法为确证实

验，对 CMIA 法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结果  4637 例血清标本经 CMIA 法检测出 1537 例为阳性，标本经 TPPA 检测，阳性标本中有

1377 例为真阳性，假阳性率为 4.94%。CMIA 法的敏感度为 98.36%，特异度为 95.06%,阳性

预测值为 89.59%，阴性预测值为 99.26%，准确度为 96.05%。老年人假阳性率为 23%，明

显高于非老年人。其中 S/CO 值大于 11 以上的阳性符合率为 100%。 
结论  CMIA 法筛查梅毒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可用于临床高通量梅毒抗体筛查。CMIA 法检测梅

毒螺旋体抗体存在较高的假阳性率，其中年龄是导致假阳性率增高的一种因素，老年人的假阳

性率明显高于年轻人和儿童。本次研究表明 S/CO≥11 可作为阳性符合率达 100%的最佳参考

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70 
 

4718 例患者术前四项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检测结果分析 
 

江河 邓德耀 高宗鹰 韩明勇 段玲 王芳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通过对 4718 例样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抗丙肝病毒抗体（抗-HCV），抗艾

滋病病毒抗体（抗-HIV）和抗梅毒螺旋体抗体（抗-TP）检测结果的讨论分析，了解云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患者四种感染性疾病病原体的感染情况，避免误诊、漏诊和因输血引起的交叉感

染，加强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重视和管理，探讨进行术前四项检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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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2016 年 2 月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的 471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采取用酶联免疫法对所有患者的 HBsAg，抗-HCV，抗-HIV 和抗-TP 进行检测和结果分

析。 
结果 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在 4718 例患者中，HBsAg，抗-HCV，抗-HIV 和抗-TP 阳性率分别为

3.54%、0.47%、0.25%、1.17%；HBsAg、抗-HCV 和抗-HIV 阳性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

（P<0.05）。 
结论 术前检测 HBsAg，抗-HCV，抗-HIV 和抗-TP 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及时地检查以上血

源性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对于患者传染病的早期诊治、避免和预防院内感染、医务人员职

业暴露以及减少或避免因输血引起的医疗纠纷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82 
 

济南市健康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的调查 
 

董振芳 高琦 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250014 

 
目的 调查幽门螺旋杆菌在健康人群中的感染情况。 
方法 使用胶体金法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体及现症感染条带（CIM）蛋白抗体联合检测试剂盒

对健康体检人群进行血清学筛查。 
结果 健康体检人群的现症感染率 53.38%，既往感染率 1.70%，女性现症感染率 48.86%，男

性现症感染率 55.64%。 
结论 健康人群幽门螺杆菌女性现症感染率明显低于男性，各年龄组现症感染率没有显著差异

性。 
关键词：幽门螺旋杆菌 IgG 抗体，现症感染条带蛋白抗体，感染，调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89 
 

Higher FT4 or TSH below the normal range a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dementia: a meta-

analysis of 10 studies 
 

Wu Yue,Cui Wei,Pei Yuqing,Wang Fei,Xu Danfe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730 
 

Obj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ies of thyroid function and dementia have reported conflicting 
results. This study is to address the conflicting result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 and free thyroxine (FT4) in participants with dementia. 
Methods  We reviewed cohort and case-control studies from MEDLINE, EMBASE, Web of 
Science that focused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TSH, FT4 and dementia. Studies 
were initially included in the detailed assessment if they m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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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the study population; 2) cohort or case-control studies; 3) clear 
criteria for outcome (dementia or Alzheimer's disease); 4) sufficient data to calculate 
risk estimate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T4 and TSH levels and dementia or AD: relative 
risk (RR), hazard ratio (HR), or odds ratio (O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or the 
number of outcome events; 5) adjustments for potential confounders; and 6) valid 
measurements of FT4 and TSH. We excluded studies that were cross-sectional, lacked 
usable data, or focused on vascular dementia or dementia secondary to other diseases. If 
multiple reports used the same population, the study with the longest follow-up was included. 
Reviews, case reports, abstracts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were excluded.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collected the data and assessed the study quality by the 
Newcastle Ottawa Scale (NOS). Any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investigators was 
resolved by consensus or by discussion with a third reviewer. 
Results  Two case-control and eight cohort studies published from 2003 to 2015 that 
evaluated a total of 24721 participants, including 1372 patients with dementia, were finally 
included. Most studies controlled for some conventional risk factors, including age (n=10), 
gender (n=10) and thyroid medication (n=7). All the included studies were of high quality by 
NOS and scored from 7 to 9. The average score was 7.4, and the follow-up duration ranged 
from 4 to 17 year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mentia and the per standard deviation (SD) 
increment of FT4 (random RR=1.08, 95% CI 1.00-1.17; I2=48.5%) and TSH (fixed RR=0.91, 
95% CI 0.84-0.99; I2=0%) were well established. TSH levels in the low category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dementia (fixed RR=1.55, 95% CI 1.24-1.94; 
I2=3.2%).However,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was confined to TSH levels below the 
normal range (fixed RR=1.68, 95% CI 1.25-2.24; I2=0%), not those in the lower tertile of the 
normal range (fixed RR=1.39, 95% CI 0.98-1.97; I2=22.9%). Additionally, dementia was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igh TSH levels. In the analysis of three studies focused on men, 
no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dementia and the low or high categories of TSH were found. 
Furthermore, all the models showed stability in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performed by omitting 
each study and no significant publication bias were found by Egger’s test. 
Conclusion  This meta-analysis suggests that patients with higher FT4 levels and those with 
TSH levels below the normal range have an increased risk of dementia. However, a 
relationship between lower tertile of TSH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and dementia was not well 
established, and more studies are urgently needed.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响小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I 类分子的实

验研究 
 

赵加修 
山东省单县中心医院检验科 274300 

 
目的  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小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I 类分子（MHC I）基因表达的影

响。 
方法  30 只 BALB/c 小鼠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 10 只，实验组 20 只，实验组 20 只小鼠于实

验前 1 天皮下注射金黄色葡萄球菌，实验持续 8 天。实验结束后取肝脏、脾脏、肾脏和肺组织

少许提取 RNA，RT-PCR 测定 MHC I 类基因 mRNA 的表达，Western 印迹测定它们的蛋白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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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第 8 天实验结束时，肝脏、脾脏、肾脏和肺组织的定 MHC I 类基因 mRNA 表达分别为

4.35、3.86、4.61 和 4.32，明显高于对照组；MHC 
I 类基因蛋白表达分别为 7.12、7.23、8.65 和 9.83，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金黄色葡萄球菌能明显升高机体 MHC I 类基因和蛋白的表达。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95 
 

RF、抗 CCP 抗体、AFA 及抗 MCV 抗体在类风湿性关节炎

诊断中的意义 
 

孙韬 王春霞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 RA 患者血清中 RF、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抗聚角微丝蛋白抗体（AFA）及

抗瓜氨酸波形蛋白（MCV）抗体在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采用透射比浊法检测 RF，用 ELISA 法检测抗 CCP 抗体，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AKA
和抗 MCV 抗体。共检测 120 例确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和 80 例健康体检者，并结合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  
结果  RF、抗 CCP 抗体、AFA 及抗 MCV 抗体在 RA 组中特异性和灵敏度分别为 87.3%和

74.1%、96.9%和 82.5%、90.3%和 80.9%、95.4%和 77.3%。RA 组中 RF、抗 CCP 抗体及

抗 MCV 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73.3%、78.3%、57.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2.5%、0%、5%，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RF+CCP+AFA+MCV 联合诊断特异性较高（97.8%），但是敏感

度较低（47.3%），明显低于单独检测的抗 CCP 抗体和 AF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RF、抗 CCP、AFA 和抗 MCV 抗体均可作为 RA 血清学诊断指标，联合检测可提高对

RA 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度，有助于 RA 的早期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897 
 

300 例阴道分泌物的细菌群体分布状况 
 

范冰
1 王秀梅

2 张翠
2 丛玉隆

3 
1.武警总医院第二临床部检验科 

2.武警总医院检验科 
3.解放军总医院南楼检验科 

 
目的 了解妇女阴道微型生态环境中的细菌群体分布情况。  
方法  对 2015 年 3 月份在该院妇产科就诊的 300 例妇女的阴道分泌物进行涂片和革兰氏染

色，分析其菌群密集度、菌群多样性和优势菌的分布状况。根据油镜下每视野的平均细菌数把

菌群密集度分为+～++++级；根据油镜下每视野能辨别的平均细菌种类数把菌群多样性分为

+～++++级；视野下所见最多的微生物定义为优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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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研究的 300 例阴道分泌物中，正常菌群与异常菌群分别占 30.3%和 69.7%；菌群密集

度以+++为主，占 45.0%；菌群多样性以++为主，占 61.0%；优势菌以乳杆菌为主，占

56.3%。异常菌群包括非乳杆菌优势菌群（主要为革兰阴性杆菌和革兰阳性球菌）、抑制性菌

群和过度增殖性菌群，分别占 33.0%、29.0%和 7.7%。  
结论 阴道微型生态环境中细菌群体的平衡与失调影响着阴道的生理与病理状态，分析阴道分

泌物的细菌群体分布特点将为各种阴道炎等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01 
 

基于唾液的肿瘤标志物检测在非小细胞肺癌人群中的应用 
 

耿欣冉 宋现让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传统的肿瘤生物学标志物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临床需要，发现新型高效能的标志物

以及挖掘传统标志物的潜在价值势在必行。在非小细胞肺癌人群中，我们探索传统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yfra21-1 在唾液和血液中的含量是否具有相关性；探索新型肿瘤标志物 cfDNA 在唾

液与血液中的含量是否具有一致性。  
方法  45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一经确诊，在接受任何临床治疗之前，收集其血液标本 2ml，离

心，留血清，同期收集患者自然状态下分泌的唾液 1ml，离心，留唾液上清。同时收集了 30
例健康人的唾液作为对照组。将所有标本进行 CEA 和 Cyfra21-1 的测定。唾液中的 cfDNA 定

量（试剂盒提取法）：根据 QIAamp Circulating Nucleic Acid Kit 的操作说明提取上述唾液中

的 cfDNA，作为模板进行 qPCR 实验。血清中的 cfDNA 定量（免提取法）：我们发现了一种

新的方法进行血清 qPCR 实验，直接定量血清中 cfDNA。  
结果  病例组唾液中的 CEA 和 Cyfra21-1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P<0.001）；唾液 CEA 水

平与患者年龄及临床分期具有相关性（P=0.002；P=0.039，）；血液 CEA 和 Cyfra21-1 水平

均与病理类型相关（P<0.001），同时血液 Cyfra21-1 还与临床分期相关（P=0.013）。

cfDNA 在唾液与血液中的含量的一致性尚未测得，考虑是样本量太少所导致，有待扩大样本量

后进一步检测分析。  
结论  以唾液为基质进行肿瘤标志物检测具几大优点：无创、速效；需要极少的、甚至不需要

样本预处理；为临床直接提供信息以调整 NSCLC 治疗方案以改善预后。唾液、血液两者联合

应用于液体活检，可有效提高临床自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10 
 
New mutations of EPB42 gene in a Chinese family with 

hereditary spherocytosis 
 

Deng Zengfu,Ma Shiyue,Wei Hongying,Qiu Yuling,Huang Jian,Deng Xuelian,Liao Lin,Yang Wang,Lin 
Faqu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China. 5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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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ditary spherocytosis is a hereditary hemolytic anemia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mutations that cause defects in erythrocyte membrane proteins. Its pathogenesis involves 
mutations in SPTA1, SPTB, ANK1, SLC4A1, and EPB42, leading to defects in α-spectrin, β-
spectrin, ankyrin, band 3 anion transport protein, and protein 4.2, respectively.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gene mutations and erythrocyte membrane-protein defects in a Chinese 
proband with hereditary spherocytosis and his family members. The proband, but not his 
family members, demonstrated protein 4.2 defects, according to sodium dodecyl sulfat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Western blotting revealed two isoforms of protein 4.2, 72 
and 74 kDa, respectively, in the proband, his mother, younger brother, and daughter, but 
only the 72-kDa isoform in one of his sisters. Gene sequencing showed new mutations in 
EPB42 in the proband, including c.871C>T and c.424G>A heterozygous mutations. The 
c.424G>A mutat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the encoded amino acid from threonine to 
alanine, while the c.871C>T mutation led to premature 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The 
proband’s mother, younger brother, and daughter were diagnosed as heterozygous carriers 
of the c.424G>A mutation, and one of his sisters as a heterozygous carrier of the c.871C>T 
mut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23 
 

IL-18 联合 IL-2 促进外周血 NK 细胞杀伤活性和 NKG2D 表达 
 

赵加修 
山东省单县中心医院检验科 274300 

 
目的  观察 IL-18 与 IL-2 联合诱导的人外周血 NK 细胞对结肠癌 HT29 细胞的杀伤活性及其

NKG2D 表达，探究 IL-18 联合 IL-2 在抗肿瘤免疫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IL-18 和 IL-2 体外联合诱导新鲜分离的人 PBMCs,流式细胞术分析 CD107a 阳性 NK 细

胞比率以评估 NK 细胞对 HT29 细胞的杀伤活性，同样方法检测活化性受体 NKG2D 在 NK 细

胞上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单一应用 IL-18 或 IL-2 相比，IL-18 和 IL-2 联合应用显著提高了 CD107a 阳性 NK 细

胞比率，同时两者联合处理组 NK 细胞表面 NKG2D 表达水平夜相应升高。 
结论  IL-18 联合 IL-2 增强人外周血 NK 细胞对结肠癌 HT29 细胞的杀伤作用，该效应可能与活

化性受体 NKG2D 表达水平上调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24 
 

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的临床感染特点及抗菌药物应用分析 
 

闫文萍 李俊洁 张敬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检验科，新疆昌吉 831100 8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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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了解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及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MRCNS)的临床感染特点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为临床治疗葡萄球菌属感染，减缓其多药

耐药株的产生以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临床科室送检的各类感染标本中分离的 1528 株葡萄

球菌属，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并用纸片扩散法

（K-B 法）对药敏试验进行补充，其数据采用 WHONET5.5 和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共分离出葡萄球菌属 1528 株，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SAU)508 株占 33.2%，凝固酶阴

性葡萄球菌 1020 株占 66.6%；1528 株葡萄球菌属中分离出 854 株耐甲氧西林株占 55.9%，

检出 MRSA108 株和 MRCNS746 株分别占 SAV 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的 21.3%和 73.1%，

检出 MSSA400 株和 MSCNS274 株分别占 SAU 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的 78.7%和 26.9%。

葡萄球菌属在分泌物中的检出率最高为 53.2%，其次为痰液（15.7%）。在临床科室分布中检

出率最高的是骨科（26.8%），其次是皮肤科（26.2%）。1528 株葡萄球菌属对万古霉素、替

加环素和利奈唑胺全部敏感，MRSA 与 MRCNS 均对青霉素类、大环内酯类、氨基糖苷类、

喹诺酮类和磺胺类药物的耐药率均>50.0%，且呈多药耐药性。同时 MRSA 与 MRCNS 对抗菌

药物的耐药率明显高于 MSSA 与 MSCN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RSA 与 MRCNS 的耐药现象严重，已对临床抗菌药物的选择造成困难，必须及时了解

其感染的分布特征，做好预防、消毒隔离和监测工作，有效控制其在医院感染与传播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30 
 

24 小时内尿液常规分析干化学法稳定性评价 
 

王刚强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尿液常规分析干化学法 24 小时（H）内重复检测结果的稳定性。 
方法  选择本院门诊病人新鲜尿液标本 318 例，在收集到标本后立刻上机检测，所得结果即为

0H 结果，然后分别在常温（25℃±2℃）和 4℃下， 2H、4H、6H、24H 内检测尿液干化学十

项，包括 PH、比重（SG）、白细胞（LEU）、隐血（ERY）、亚硝酸盐（NIT）、蛋白质

（PRO）、葡萄糖（GLU）、胆红素（BIL）、尿胆原（URO）、酮体（KET），所得结果与

0 H 做比较。 
结果  与 0 H 时相比，常温（25℃±2℃）下 4 H 白细胞、隐血的变化具有显著差异（P<0.05）,
而 4℃下 6H 白细胞、隐血的变化具有显著差异（P<0.05）；PH、比重、亚硝酸盐、蛋白质、

葡萄糖、胆红素、尿胆原、酮体在 24h 内变化无论是常温还是 4℃冷藏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尿液常规分析干化学法不同项目在 24 H 内的稳定性不同，常温保存应于 2 H 完成检测，

4℃运送保存应在 4H 完成检测。对于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标本应尽可能优先处理，从而保证

其结果的稳定性与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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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levels of microRNA-24, microRNA- 320a, and 
microRNA-423-5p are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colorectal 

carcinoma（published） 
 

fang zanxi,zhang zhongying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Background  MicroRNAs are stable and easy to detect in plasma. The plasma levels of 
microRNAs are often 
changed in disease conditions, including cancer. This makes circulating microRNAs a novel 
class of biomarkers for 
cancer diagnosis. Analyses of online microRNA data base revealed that expression level of 
three microRNAs, 
microRNA-24 (miR-24), microRNA-320a (miR-320a), and microRNA-423-5p (miR-423-5p) 
were down-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However, whether the plasma level of these three microRNAs can 
serve as biomarkers for 
CRC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s not determined. 
Methods  Plasma samples from 223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related diseases (111 cancer 
carcinoma, 59 adenoma, 
24 colorectal polyps and 29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130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llected and subjected to 
reverse transcription-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 (RT-qPCR) analyses for the three 
microRNAs. In addition, plasma 
samples from 43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surgical treatment for the same 
RT-qPCR analyses.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s of plasma miR-24, miR-320a and miR-423-5p were all 
de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CRC 
and benign lesions (polyps and adenoma)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but increased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The sensitivity of miR-24, miR-320a and miR-423-5p for early stage of CRC 
were 77.78 %, 90.74 %, and 88.89 %,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the three microRNAs was increased in patients after 
the surgery who had clinical improvement. 
Conclusions  The plasma levels of miR-24, miR-320a, and miR-423-5p have promising 
potential to serve as novel 
biomarkers for CRC detection, especially for early stage of CRC, which are superior to the 
currently used clinical 
biomarkers for CRC detection, such as CEA and CA19-9. Further efforts to develop the three 
microRNAs as 
biomarkers for early CRC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of surgical treatment outcomes are 
warran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49 
 

抗 SmD1 抗体在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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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鸥 张晓青 傅启华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检验科 200127 

 
目的  应用德国欧蒙抗核抗体（间接免疫荧光法）、德国欧蒙公司的 ANA 谱（免疫印迹法）和

德国 IMTEC 公司的抗 SmD1 抗体谱（免疫印迹法）检测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及其他自身免疫

性疾病标本，探讨抗 SmD1 抗体在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检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检验科送检用 ANA 谱检测标本 150 例，其中确诊为 SLE 的患者

14 例，以血尿/蛋白尿就诊患儿 56 例，关节痛原因待查患儿 31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 49 例。

将标本同时进行抗核抗体、抗 Sm 抗体和抗 SmD1 抗体检测，统计分析并评价抗 SmD1 抗体

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检测中的意义。 
结果  14 例 SLE 患儿标本中，抗 Sm 抗体阳性率为 21.43%，抗 SmD1 抗体阳性率为

71.43%，明显高于抗 Sm 抗体的阳性率。在抗 SmD1 抗体阳性的 10 例标本中，有 9 例为同

时伴随抗 U1-nRNP 或抗 dsDNA 阳性，提示两种或三种抗体的联合检测优于抗 Sm 抗体对

SLE 的诊断。在 56 例以血尿/蛋白尿就诊的患儿中，未见有抗 Sm 抗体阳性的出现，但有 24
例标本显示抗 SmD1 抗体阳性，阳性率为 42.86%。在该 24 例抗 SmD1 抗体阳性标本中，5
例同时伴有抗核抗体阳性（滴度>1:320），对这部分患者而言，须密切关注排除 SLE。另有 7
例 IgE 增高（一例最后确诊为过敏性紫癜），余 12 例患儿为 IgE 和 ANA 检测均在正常值范围

内，其中一例确诊为肾病综合征。在 31 例以关节痛原因待查就诊的患儿中，抗 Sm 抗体和抗

SmD1 抗体的阳性例数分别为 1 例和 10 例，对应的阳性率分别为 3.23%和 32.26%。在抗

SmD1 抗体阳性的 10 例标本中，有 2 例伴随 HLA-B27 阳性，其中 1 例最终确诊为强直性脊

柱炎。有 1 例为抗 CCP 抗体阳性（1:1600），疑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另有 2 例同时伴随有

IgE 和抗 O 增高。在过敏性紫癜的 49 例患儿中，抗 Sm 抗体和抗 SmD1 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

0，20.41%。10 例阳性病例中，有 7 例同时伴有 IgE 增高。 
结论  与抗 Sm 抗体相比，抗 SmD1 抗体在 SLE 检测的灵敏度上有明显提高，但特异性有一

定的下降，在血尿/蛋白尿、关节痛原因待查等就诊原因中，抗 SmD1 抗体有一定的阳性率，

结合其他特异性抗体的检测结果及患儿临床症状，可对儿童的疾病进行一定程度的确诊，避免

延误治疗。因此，自身抗体的联合检测将有助于提高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的特异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51 
 

IL-6 水平及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的相关性研究 
 

张志珊 陈紫萱 陈德波 蒋燕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 IL-6 水平及 IL-6 基因启动区 rs1800797（-597 G>A）、rs1800796（-572 C>G）、

rs1800795（-174 G>C）3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乳腺癌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泉州地区 136 例乳腺癌患者及 150 例正常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 DNA 测序方法检

测 IL-6 基因启动区-597 G>A、-572 G>C、-174 G>C 三个 SNP 位点的基因多态性，电化学发

光法检测血清 IL-6 水平。应用 χ2检验法分析各位点基因型分布与乳腺癌发病风险及临床病理

特征的的关系。乳腺癌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乳腺癌不同分期之间，以及不同基因型之间 IL-6
水平的差异分别采用 t 检验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IL-6 基因-572 C>G 位点基因型分布在乳腺癌组和正常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572 G>C 位点为 CG 基因型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显著高于 CC 基因型的人群

（OR=1.841，95% CI：1.115-3.040，P=0.017）。-572 C>G 位点基因多态性与雌孕激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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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状态、CerbB-2、淋巴结转移、肿瘤大小及肿瘤分期等临床病理参数无显著相关性

（P>0.05）。乳腺癌组 IL-6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572 C>G 位点不同基因

型之间的 IL-6 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IL-6 -572 G>C 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易感性相关，CG 基因型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显著

高于 CC 基因型的人群，乳腺癌患者 IL-6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群，提示 IL-6 表达水平及-572 
G>C 基因多态性在乳腺癌的发病中起重要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54 
 

肠球菌的耐药性分析 
 

浩特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010030 

 
目的 了解肠球菌医院感染的临床特点与耐药特性，以指导临床更好地开展防治工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6 例肠球菌医院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细菌鉴定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API
鉴定系统和手工法；药敏试验采用 K-B 纸片扩散法测定抗菌药物敏感性，琼脂稀释筛检平板法

筛检万古霉素耐药株（VRE）与高水平氨基糖苷类耐药株（HLAR）。 
结果 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的分离率分别占肠球菌的 57.3%和 35.4%，从尿标本中分离出的肠

球菌较高，占 51.9%,从脓及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出的肠球菌占 28.2%。在 206 株肠球菌中，

VRE 株 64 株，检出率为 31.1%,其中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 52 株，占粪肠球菌的 44.1%,耐
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 12 株，占屎肠球菌的 16.4%。在 206 株肠球菌中，HLAR 株检出率为

60.2%,其中高耐庆大霉素的粪肠球菌 60 株，占粪肠球菌的 50.8%；高耐庆大霉素的屎肠球菌

62 株，占屎肠球菌的 84.9%；高耐庆大霉素的其它肠球菌 2 株。  
结论 严重基础疾病患者医院感染肠球菌常见，主要引起泌尿道、下呼吸道感染，且混合感染

发生率、病死率均高，临床上应引起高度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65 
 

白假丝酵母锌簇转录因子 TAC1 敲除与鉴定 
 

刘锦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放免检验科 200020 

 
目的  构建白假丝酵母 TAC1 基因敲除菌株。 
方法  运用融合 PCR 分别将 TAC1 基因的上下游片段与 2 种筛选标记融合构成 2 套同源敲除

组件，再用高效醋酸锂转染法将敲除组件转染入 SN152 菌株，在其相应营养缺陷板上培养筛

选，通过 2 次同源重组敲除 TAC1 的两条等位基因。 
结果  成功构建白假丝酵母 TAC1 双等位基因缺失株。 
结论  融合 PCR 结合同源重组技术可高效、快速构建白假丝酵母基因缺失株，为进一步研究

TAC1 基因点突变功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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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67 
 

河南地区男性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况分析 
 

陈光辉 赵静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研究河南地区男性尖锐湿疣（CA）患者人乳头瘤病毒（HPV）基因亚型感染状况，为男

性 CA 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来我院皮肤科及泌尿外科门诊就诊的男性 CA 患者 189 例，取其疣组织，采用 PCR
及导流杂交技术进行 37 种 HPV 基因亚型分型检测（包括高危型 21 种：HPV-16、18、26、
31、33、35、39、45、51、52、53、56、58、59、66、67、68、69、73、82、83 型；低

危型 16 种：HPV-6、11、34、40、42、43、44、54、55、57、61、70、71、72、81、84
型）。 
结果  189 例受检者中检出 HPV 感染者 140 例，总阳性率为 74.07%（140/189）。在所检出

的亚型中，HPV6 型感染率最高，为 38.10%（72/189），其次为 HPV11 型，感染率为

25.40%（48/189），高危型中 HPV58 型感染率最高，为 6.88%（13/189）。所有感染类型

中，以单一型别感染为主，占 62.14%（87/140），其次为二重感染 20.71%（29/140），三

重感染 13.57%（19/140），四重感染 2.14%（3/140），五重和八重感染类型各检出 1 例。

在多重感染（包括二重及以上感染）中，HPV6 型出现的有 26 例，HPV11 型出现的有 23
例，其次为 HPV18 型（10 例），HPV39 型（9 例），HPV58 型（9 例），HPV81 型（8
例）。189 例 CA 患者年龄分布为：0~19 岁 10 例，20~29 岁 90 例，30~39 岁 51 例，40~49
岁 26 例，50 岁以上 12 例，20~29 岁年龄段 CA 患者分布最多，其次为 30~39 岁年龄段。 
结论  HPV6、11、58 型为河南地区男性 CA 患者感染的主要基因亚型，感染类型以单一型别

感染为主。在多重感染中，除 HPV6、11 型外，其它出现频率较高的亚型为 HPV18、39、
58、81 型。男性 CA 高发于 20~29 岁年龄段，因此这个年龄段是我们 CA 防治的重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68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态与血脂紊乱的关系 
 

李江 周允 曹永彤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研究 2 型糖尿病患者在不同血糖控制状态下血脂的变化情况，探讨血糖控制状态与糖尿

病血脂紊乱的关系，探索糖尿病血脂紊乱的指示或监测标志指标。  
方法  采用回顾性观察研究方法，按照严格的纳入标准，从 2014 年 1 月到 12 月在本院内分泌

科住院的患者中，筛选纳入 82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每个患者在入院当日都进行了糖化血红

蛋白（HbA1c）、糖化白蛋白及生化指标的检测。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指南，按

HbA1c 水平，将研究人群分成两组：血糖控制良好组（HbA1c<7%），血糖控制不良组

（HbA1c>7%）。采用线性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不同血糖控制状态下，血糖控制指标与血脂参数

的相关关系。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指标间的独立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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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研究显示，血糖控制不良组具有较高的血脂水平，较高的胰岛素抵抗水平和较差的 β 细

胞功能；血糖控制不良组中，血糖控制指标与血脂参数间有显著相关性，而在血糖控制良好组

没有显著相关性；经过校正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糖化白蛋白与

HbA1c 比值（GA/ HbA1c ratio）与动脉硬化指数（AIP）（β=-0.298, P<0.001）、甘油三酯

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β=-0.222, P<0.001）、胆固醇与高低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β=-
0.131, P=0.015）具有独立相关性。  
结论  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态不佳可加重血脂紊乱。对于血糖控制不良的人群，

血糖控制指标与血脂参数间存在相关关系。GA/ HbA1c ratio 可以作为糖尿病血脂紊乱的指示

或监测标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72 
 

外周血维生素 D 结合蛋白中总的、游离的和生物有效性的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结直肠癌发病风险相关性分析 

 
胡秀秀 应后群 孙慧玲 何帮顺 潘玉琴 王书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210006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人体外周血中 25-羟维生素 D(25(OH)D)水平和结直肠癌(CRC)的发生风险

有一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对维生素 D 结合蛋白(VDBP)在结直肠致癌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知之甚少。我们收集了 212 名结直肠癌患者及以年龄、性别、血液收集时间配对的 212 名对

照组研究对象。我们使用 logistic 回归计算 OR 和 95%可信区间，从而更深入地估计 VDBP，
总的、游离的和生物有效性的 25-羟维生素 D 水平的四分位数与结直肠癌发生风险的关系。此

研究结果显示，外周血中 VDBP 的浓度与结直肠癌的发生没有显著关联，而总的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与结直肠癌发生存在负相关关联，它的外周血水平不会因为 VDBP 的改变而改变。外周

血中更高水平的游离和生物有效性的 25-羟维生素 D 可显著降低结直肠的发生风险。通过

VDBP 水平分层后，外周血 VDBP 水平低于中位数水平的实验对象群体中，高水平的总的、游

离的和生物有效性的 25-羟维生素 D 与降低的结直肠癌发生风险显著相关。这些发现表明外周

血中 VDBP 水平与结直肠癌发生风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可以调节外周血中游离的及生物有

效性的 25-羟维生素 D 的浓度。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73 
 

同型半胱氨酸及胱抑制素-C 联检与妊娠性肾病综合症的相关

性分析 
 

林松 涂文瑞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三医院） 365001 

 
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与胱抑制素-C（cystatin C ，Cys-C ）联检

对妊娠性肾病综合症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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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别测定妊娠性糖尿伴肾病组 23 例、妊娠性糖尿病不伴肾病组 58 例，健康对照组 50
例，3 组的同型半胱氨酸与胱抑制素-C 水平分析比对。 
结果  Cys-c 结果在糖尿病伴肾病组、糖尿病不伴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间各组均有显著性差

异；糖尿病伴肾病组与糖尿病不伴肾病组间 Hcy 有显著性差异，糖尿病伴肾病组组与健康对

照组间 Hcy 有显著性差异，糖尿病不伴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间 Hcy 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联检能提示糖尿病开始向肾损伤发展，给临床发出危险信号，有助于糖尿病肾病的病情

严重程度评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75 
 

BANK1 rs3733197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polymyositis/dermatomyositis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Chen Si1,2,Wen Xiaoting1,Wang Qian1,Li Jing1,Li Yuan1,Li Liubing1,Yuan Hui2,Zhang Fengchun1,Li Yongzhe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the BANK1 gene with polymyositis/ dermatomyositis (PM/DM)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363 PM patients, 654 DM patients and 1280 healthy contols were recruited, and 
genotyped by the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Results  A significant allele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in PM/DM patients for rs3733197 (OR: 
0.81, 95%CI: 0.70–0.94, Pc = 1.83×10-2). Notably, the rs3733197 was associated with DM 
and PM/DM patients with ILD involvement (Pc = 0.026; Pc = 6.0×10-3,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llele or genotype frequencies 
of three SNPs (rs4522865, rs17266594, rs10516487) between DM, PM and PM/DM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all Pc >0.05).  
Conclusions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BANK1 gene SNP (rs3733197) 
might confer genetic predisposition to PM/DM patients or such patients with ILD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76 
 

临床输血不良反应情况分析及预防措施探讨 
 

金燕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放免检验科 200020 

 
目的 通过输血不良反应回顾,分析其发生的原因与特点,探讨有效降低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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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2015 年间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病例，对各种血液成分输血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5 年内共有 17592 人次输注血液制品,其中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有 58 例,发生率为

0.33％。输注单采血小板发生率最高，为 1.02%；其次是血浆制品 0.49％；悬浮红细胞相对

较低 0.18%。各血液成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6.1,P<0.01)。输血不良反应以过敏反应

发生率较高，为 63.8%，主要以输注血浆制品、单采血小板多见；而发热反应发生率为

36.2%，以输注悬浮红细胞常见。输血不良反应逐年有所下降。 
结论 加强输血管理，严格把握输血指征，减少不必要的输血，特别要避免血浆与红细胞配套

使用，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确保输血安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82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进展 
 

高文佳 
山东省荣成市人民医院 264300 

 
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是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 简称内异

症）是指子宫内膜组织（腺体和间质）出现在子宫体以外的部位。异位内膜可侵犯全身任何部

位，但绝大多数位于盆腔脏器和壁腹膜，以卵巢、宫骶韧带最常见。异位子宫内膜随卵巢激素

变化而发生周期性出血，导致周围纤维组织增生和囊肿、粘连形成，在病变区出现紫褐色斑点

或小泡，最终发展为大小不等的紫褐色实质性结节或包块以致引起疼痛和不孕等[1]；子宫内膜

异位症是汇集出血性、炎症性、遗传性、免疫性、激素性及器官依赖性疾病。一种性激素依赖

性疾病，极具浸润、转移、复发等恶性生物学行为。其发病机制不清、复发率高、治疗棘手成

为目前研究的难点和热点。腹腔镜保守性手术后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s ，GnRH-a）治疗内异症有效降低内异症的复

发，但其引起的低雌性激素症状及骨质丢失限制了该药物的长期使用。现就目前 GnRH-a 在治

疗 EMs 中的使用情况做一综述，以求寻找最好的给药方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85 
 
Overexpression of DHX32 contributes to the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published) 
 

Lin huayue,zhang zhongying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Our previous work demonstrates that DHX32 is up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compared to its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However, how overexpressed DHX32 contributes to 
CRC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that DHX32 was overexpressed in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 Overexpressed DHX32 promoted SW480 cancer cell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 well as decreased the susceptibil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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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otherapy agent 5-Fluorouracil. Furthermore, PCR array analyses revealed that 
depleting DHX32 in SW480 colon cancer cells suppressed expression of WISP1, MMP7 and 
VEGFA in the Wnt pathway, and anti-apoptotic gene BCL2 and CA9, however, elevated 
expression of pro-apoptotic gene ACSL5.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overexpressed 
DHX32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RC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and that DHX32 has 
the potential to serve as a biomarker and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RC.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4992 
 

室内空气中的霉菌与家居环境的关系 
 

李玉勤
1 罗嘉莹

2 温晓茵
1 袁艳

1 黄淑娟
1 

1.广州医科大学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目的：霉菌普遍存在于空气中，是室内空气污染物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人们的免疫状态及

潜在疾病的不同，可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研究对广州市居民卧室进行霉菌浓度

测定，以此了解房室内空气中霉菌的分布特点及影响其浓度的因素，结果有助于指导人们更好

地避免受到霉菌的威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方法  通过沉降法用沙保罗氏琼脂培养基收集室内空气霉菌 8 小时，记录收集时的温湿度及有

无开空调，采用在瑞典的 Dampness in Buildings and Health(DBH)问卷基础上结合广州市家

居情况的问卷收集家居环境特征（包括家中常住人数、建筑楼龄、卧室面积、有无养宠物、有

无养植物、卧室有无潮湿或者干燥现象以及通风情况等）。培养 48 小时后对平板上的可见菌

落进行计数，运用公式换算为空气中的霉菌浓度 CFU/m3。对所得家居情况及霉菌浓度用

spss17.0 进行统计描述性统计分析 T 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共监测 44 位居民卧室霉菌浓度，浓度为 27.29±20.75CFU/m3，，是否开空调两组霉菌

浓度均值相差较大，开空调组霉菌浓度明显较低。对家居特征与霉菌浓度进行数据分析，是否

有养宠物（P=0.050）和室内是否有潮湿现象（P=0.026）与霉菌浓度相关。室内有潮湿现象

是霉菌生长的危险因素（P=0.045）。而温湿度、卧室内常住人数、建筑楼龄以及卧室面积不

影响霉菌浓度。 
 结论  宠物的存在和卧室内有可见的潮湿现象会使霉菌浓度增加，我们需针对相关危险因素采

取措施，避免霉菌浓度过高引起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09 
 

血浆 D-二聚体检测对小儿慢性腹痛鉴别诊断价值的探讨 
 

徐祖龙 董苏荣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探讨血浆 D-二聚体检测在小儿慢性腹痛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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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选取我院儿科诊治的 318 例慢性腹痛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85 例、女 133 例，年龄 5～12 岁，平均 8.6 岁。均以腹痛为主诉就诊，病程＞3d。临床诊断

符合《诸福棠实用儿科学》中相关疾病的诊断标准。所有患儿入院后均常规做血、尿、粪常

规，肝肾功能、电解质、C 反应蛋白、心电图、腹部 B 超检查及血浆 D-二聚体检测，视病情

选择腹部平片、CT 或内窥镜检查。于清晨空腹时无菌采集外周静脉血 2mL，置入

109mmolVL 枸橼酸钠 l：9 抗凝的抗凝管，3 000r/min 离心 15min，取分离血浆，采用免疫透

射比浊法测定血浆 D-二聚体，试剂盒由上海太阳生物技术公司提供。血浆 D-二聚体正常参考

值为 0～500μｇ/Ｌ，超过正常均值的２个标准差以上视为血浆 D-二聚体异常。 
结果  318 例慢性腹痛患儿中，肠系膜淋巴结炎 135 例，急性胃炎 95 例，慢性胃炎 31 例，消

化性溃疡 23 例，腹型过敏性紫癜 13 例，肠道蛔虫症 5 例，泌尿系结石 3 例，肠套叠 2 例，

便秘 2 例，心理因素所致腹痛 1 例，未能确诊 8 例。318 例患儿中，血浆 D-二聚体升高 11
例，其余患儿血浆 D-二聚体检测结果均在正常范围。11 例血浆 D-二聚体升高的患儿中，腹型

过敏性紫癜 9 例，占腹型过敏性紫癜的 69.23%；消化性溃疡 2 例，占消化性溃疡的 8.7%。 
结论  不明原因的慢性腹痛患儿，如果血浆 D-二聚体升高，应高度怀疑腹型过敏性紫癜的可

能，应注意仔细观察皮肤有无紫癜的出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5037 
 

CRABP2 inhibits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by 
modulating LIMK1 in C2C12 cells 

 
wang rui1,Yang Qingyuan1,Xiao Weifan1,Si Ruirui1,Sun Fenyong1,Pan Qiuhui1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Objective  Cellular retinoic acid binding protein 2 (CRABP2) is essential for myoblast 
differentiation,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role in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The study 
mainly aims to explore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and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RABP2 in osteogenesis. 
Methods  Using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we evaluatedthe expression of CRABP2 at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during the 
osteogenesis. Furthermore, the cell phenotype and the actin filaments (F-actin) 
polymerization were detected in C2C12 cells depleted of CRABP2 and  treated with BMP2. 
Besides, the western blotting of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biomarkers, the ALP stainingand 
the Alizarin red staining assays were usedto justify the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MK1 and CRABP2 was studied using the immunofluorescence,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western blotting assays. 
Results  CRABP2 is dramatically downregulated during osteogenicdifferentiation. CRABP2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actin cytoskeleton ofC2C12 cells and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upon 
BMP2 treatment. CRABP2regulates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via LIMK1 and interacts with 
LIMK1, regulates itsexpression in an ubiquitin-proteasome pathway indifferentiated C2C12 
cells. 
Conclusions  Our data support a novel function of CRABP2 in regulating actin remodelling 
and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via LIMK1, thus presenting a possible molecular target for 
promoting the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in bone degenerativ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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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41 
 
Attenuate drug resistance by reducing GATA2 in human 

leukemia cells 
 

zhuang wenfang,sun hanxiao,yang li,weng wei,cao yanan,xuan binbin,fan yingchao,sheng huiming*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10262946 

 
Objective  Drug resistance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for clinical recover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patients. However, what changes to facilitate the AML cells to 
survive from chemotherapeutics have not been fully illustrated.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impact of GATA2 gene on the drug resistance in primary AML cells and KG1a cell line.  
Methods  11 days after drugs (Geftinib,10μM;Cerubidine,1μM) treated, KG1a cells and 
primary AML cells were capable of survival during the chemotherapies. Cellular viability and 
apoptosis were assessed by CCK-8 assay and flow-cytometry. Then,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performed to measure gene and protein expression. Role of GATA2 in 
Gefitinib and Cerubidine actions were assessed by GATA2 knockdown or using inhibitor 
(K1747).  
Results   After utilizing chemotherapy, the expression of GATA2 in AML cells was 
dramatically stiffened to double its original one. Similar result was observed in the KG1a cell 
line, of which, GATA2 expression increased about 4.5 folds upon chemotherapeutics 
treatment.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EVI, SCL and WT1 in peripheral primary AML cells of 
the same patient were surged to 3 fold after chemotherapy.Furthermore, with three times of 
continuous chemotherapeutics, cells of knocking down GATA2 or using inhibitor could fail to 
survive, what’s more, the cells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apoptosis 
from 6.3% to 82.6% and 7.2% to 77.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refore, we insist that reducing GATA2 expression or inhibition of its 
transcription activity can relieve the drug resistance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s and 
it would be helpful for eliminating the leukemia cells in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45 
 

加氏乳杆菌对 LPS 诱导 H8 细胞表达细胞因子的影响 
 

丁晖 彭婷 林慧 刘青林 王泽友 朱晓琳 陈建林 唐玲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研究加氏乳杆菌对 LPS 诱导 H8 细胞表达 IL-6、IL-8 的影响。 
方法  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加氏乳杆菌处理组、LPS 处理组、加氏乳杆菌与 LPS 共处理组，

浓度为 lx108 CFUml 的加氏乳杆菌预处理 H8 细胞 60min 后，50ug/ml LPS 刺激 H8 细胞 24
小时，提取上述各组细胞 RNA，RT-PCR 法检测各组细胞 IL-6、IL-8 mRNA 表达，ELISA 法

测定各组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IL-6、IL-8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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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加氏乳杆菌在 mRNA 水平显著下调 H8 细胞 IL-6、IL-8 的表达

（P<0.01）；与 LPS 处理组相比，加氏乳杆菌在 mRNA 水平显著下调 LPS 诱导的 H8 细胞

IL-6、IL-8 表达(P<0.01)。与对照组相比，加氏乳杆菌在蛋白水平对 H8 细胞 IL-6、IL-8 的表

达无显著影响（P＞0.05）；与 LPS 处理组相比，加氏乳杆菌在蛋白水平显著下调 LPS 诱导

的 H8 细胞 I-6、IL-8 表达(P<0.01)。 
结论  加氏乳杆菌在 mRNA 水平及蛋白水平均下调 LPS 诱导的 H8 细胞细胞因子的表达，提示

加氏乳杆菌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能降低宫颈上皮细胞对来自革兰氏阴性菌的 LPS 刺激所导

致的前炎症性细胞因子的表达。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48 
 
FCGR2A/FCGR3A variant rs2099684 is associated with 

Takayasu arteritis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Chen Si1,2,Wen Xiaoting1,Li Jing1,Li Yuan1,Li Liubing1,Tian Xinping1,Yuan Hui2,Zhang Fengchun1,Li 
Yongzhe1 

1.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Key Laboratory of Rheumatolo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Takayasu arteritis (TA) is a chronic large-vessel vasculitis of unclear pathogenesis. Recently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has revealed that the genes FCGR2A/FCGR3A、
EEFSEC、RPS9/LILRB3、RIPPLY2 and MLX conferred susceptibility to TA. We 
investigated the linkage between  presumptive TA-related genes (FCGR2A/FCGR3A、
EEFSEC、RPS9/LILRB3、RIPPLY2 and MLX) and TA in a Han Chinese population. We 
performed a large case-control multi-center study of 412 Han Chinese patients with TA and 
597 ethnically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Fiv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were 
assessed and genotyped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iPLEX assay, Sequenom, 
San Diego, CA, USA). The proportion of the rs2099684 variant G allele in FCGR2A/FCGR3A 
gen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A patients than in the controls (37.5% compared with 
25.4%, OR =1.77, 95% CI: 1.46–2.14, Pc =1.5×10-8). The similar results were discovered in 
genotype distribut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ree genetic models. The 
allele and genotype distributions of the other polymorphism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A patient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The rs2099684 of 
FCGR2A/FCGR3A could be considered a genetic risk factor for TA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further insights and expectations into the 
etiopathogenesis of T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49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与急性脑梗死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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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丛荣 魏建威 郑登滋 林琼花 曾敏玲 杨梅玉 池飞燕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350003 
 

目的 观察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的变化，探讨其

在脑梗死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分别抽血检测 30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20 例脑梗塞恢复期患者和 30 例正常对照组 vWF
的水平，并分析与脑梗死及纤维蛋白原等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急性脑梗死组、脑梗塞恢复期组 vWF 的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t=2.656，P <0.05；
t=3.145，P <0.05），急性脑梗死组 vWF 水平显著高于脑梗塞恢复期组（t=4,326，P 
<0.05）；不同梗死面积和不同病程的 vWF 水平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大梗死组和中梗死组均

高于小梗死组（t=3.956,P<0.05; t=2.187，P<0.05），发病第二天的 vWF 的水平显著高于发

病第七天(t=2.241,P<0.05）；vWF 与纤维蛋白原(Fib)、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呈正相关

(r=0.549,P<0.05; r=0.504,P<0.05）。 
结论 vWF 在脑梗死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对脑梗死的早期诊断和病情轻重的评估以及

判断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5053 
 

Evaluation of Two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Systems (Bruker Biotyper and Vitek M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Blood Isolates Candida tropicalis Grown 

on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Wang He1,2,Fan Xin1,2,Li Ying1,2,Xu Ying-chun1,Hsueh Po-Ren3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Graduate Schoo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Departments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Internal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Taipei， Taiwan 
 

Background and Purpose  Candida tropicalis, the most important non-albicans Candida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invasive candidiasis and candidemia in China,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exhibit high misidentification rates by Vitek MS on CHROMagar 
Candida medium (CHROMaga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two MALDI-TOF MS systems for identification of C. tropicalis isolates that 
were grown on several commonly used culture plates for fungal iso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25 blood isolates of C. tropicalis, including 105 from the CHIF-NET 
program (2012-2013) and 120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NTUH, 2011-2014) 
were evaluated. These isolates were all confirmed to species level by using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sequencing analysis. The six culture media commonly used for 
fungal isolation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for CHIF-NET isolates included 
trypticase soy agar on 5% sheep blood agar plates (BAP), Sabouraud dextrose agar 
supplemented with chloramphenicol(SDA-C), CHROMagar, China blue agar (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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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olate agar supplemented with vancomycin (CAP-VA), and MacConkey agar (MAC). 
The seven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used for NTUH isolates were BAP, SDA, CHROMagar, 
Eosin methylene blue (EMB), Inhibitory mould agar (IMA), Mycosel agar and cornmeal agar 
(CMA). For CHIF-NET isolates, all but SDA-C (both 28oC and 35oC, SDA-C-28 and SDA-C-
35) were incubated at 35oC and colonies were picked up for study after incubation for both 
24 and 48 hours. For NTUH isolates, all plates were incubated at 35oC and colonies 
were collected for MALDI-TOF MS study after incubation for 18-24 hours.  
Results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rates for CHIF-NET isolates by Bruker Biotyper with 
score values of ≥2.000 (≥1.700) after incubation for 24 hours on BAP were 81.9% (100%), 
SDA-C-35 83.6% (100%), SDA-C-28 87.6% (100%), CHROMagar 78.1% (100%), CBA 
42.9% (93.4%), CAP-VA 84.8% (98.1%), and MAC 76.2% (100%), respectively. By Vitek MS,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 rates for CHIF-NET isolates (confidence values of 99.9%) after 
incubation for 24 hours on BAP were 100%, SDA-C-35 95.2%, SDA-C-28 96.2%, 
CHROMagar 84.8%, CBA 98.0%, CAP-VA 98.0%, and MAC 99.0%, respectively.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for CHIF-NET isolates were similar on testing colonies grown after 
incubation for 24 and 48 hours.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rates for NTUH isolates by Bruker 
Biotyper with score values of ≥2.000 (≥1.700) after incubation for 24 hours on BAP were 
97.5% (100%), SDA 60.8% (85.8%), CHROMagar 69.2% (99.2%), EMB 48.3% (95.8%), IM 
agar 83.3% (99.2%), and Mycosel agar 73.3% (93.5%), and CMA 2.5% (52.5%), respectively. 
By Vitek MS,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 rates for NTUH isolates on BAP were 99.2%, SDA 
51.7%, CHROMagar 95.0%, EMB 96.7%, IM agar 92.5%, Mycosel agar 57.5%, and CMA 
9.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linical microbiologist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 results for 
identification of C. tropicalis using different MALDI-TOF MS systems on colonies grown on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The poor performance results (>10% of inaccurate identification) 
using colonies grown on CHROMagar by Vitek MS for CHIF-NET isolates and those on SDA 
and CMA by both Bruker Biotyper and Vitelk MS and Mycosel agar by Vitek MS for NTUH 
isolates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5066 
 

Characterization of circulating miR-7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its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Wan Shujun1,2,Wang Jing1,Song Jiaxi1,Zhang Chen-Yu2,Zhang Chunni1,2,Wang Cheng1,2,Wang Junjun1,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Jinling Hospital，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Nanjing Advanced Institute for Life Sciences 
 

Background  miR-7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islet-specific microRNA and participated in 
pancreas development, insulin secretion and insulin resistance. However, weather circulating 
miR-7 can be used as a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and 
T2DM associate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T2DMC)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In 
addition,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physiologic state of circulating miR-7 in serum has 
not yet been reporte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characterize the alterations and existing 
form of circulating miR-7 in the serum of T2DM and T2DMC patients and further evaluate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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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firstly examined and compared the circulating levels of miR-7 using qRT-
PCR in serum from 62 T2DM patients, 62 T2DMC patients and 62 age-gender matched non-
diabetic controls. Various statistical approaches includ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OC 
curv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subsequently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s of circulating miR-7 with T2DM and T2DMC. Moreover, we also characterized 
the existing state of miR-7 by determining the concentrations of miR-7 in isolated exosomes 
and corresponding exosome-free samples from 28 T2DM patients, 28 T2DMC patients and 
28 controls,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7 (normalized to spiked-in 
exogenous MIR291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erum in the T2DM patients [(173.8 
±33.77)×10-5,fold change=2.58, P<0.001] [95% CI (106.2–241.3) ×10-5] and in the T2DMC 
patients [(176.2±49.27) ×10-5,fold change=2.61, P=0.003] [95% CI (77.69–274.7) ×10-
5] than in the non-diabetic controls [(67.47±8.44) ×10-5,95% CI (50.6–84.34) ×1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ROC curve analyses revealed the serum miR-7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2DM an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P < 0.05). Circulating miR-7 
were mainly existed as exosome-free form rather than in membrane-bound exosomes 
in both the two patients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 qRT-PCR results showed the absolute 
concentrations of exosome-free miR-7 was also markedly elevated in the T2DM group 
(54.0±5.68 fmol/L, fold change=1.66, P=0.0009) (95% CI 42.33–65.67) and in the T2DMC 
group (56.5±5.80 fmol/L, fold change=1.74, P=0.0004) (95% CI 44.59–68.41)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32.44±3.02 fmol/L) (95% CI 26.23–38.65). However, in both serum and 
exosome-free serum samples, miR-7 level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2DM group and the T2DMC group (P=0.188, P=0.770,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miR-7 
levels in both serum and exosome-free samples showed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glucose andtriglyceride (P < 0.05), while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s with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P < 0.05).  
Conclusion  These data demonstr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miR-7 in both serum and 
vesicles-free serum might be used as a potential circulating markers for T2DM with or 
without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nd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in T2DM 
pathogenesis and diabetic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070 
 

TNF-α 启动子-238/-308 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的相关性 
 

陈紫萱 张志珊 蒋燕成 陈德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 TNFα-238/-308 基因位点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易感性及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泉州地区 134 例乳腺癌患者及 150 例正常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 DNA 测序方法检

测 TNF-α 启动子基因 G238A、G308A 位点的基因多态性，应用统计学软件分析基因型分布于

乳腺癌发病风险及临床病理特征的的关系。  
结果 TNFα-238 多态性基因型在乳腺癌组和对照组中的分布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以 GG 基因型为参照，GA 基因型没有显著提高乳腺癌的患病风险(OR=0.289，
95% CI：0.079-1.060)。TNFα-308 基因在乳腺癌组和对照组中的分布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以 GG 基因型为参照，GA、AA 基因型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没有显著相关性

(GA：OR=1.111，95% CI：0.602-2.050； AA：OR=0.222 ，95% CI：0.026-1.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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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α-238/-308 基因多态性与雌孕激素受体状态、CerbB-2、淋巴结转移、肿瘤大小及肿瘤分

期等临床病理参数亦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TNFα-238/-308 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易感性无明显相关，尚不推荐单独作为乳腺癌基因

筛查的候选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08 
 

循环肿瘤细胞 CTC 与肿瘤患者预后相关性的回顾性临床分析 
 

曹雅楠 范颖超 马俐君 孙寒晓 宣彬彬 陈燕红 庄文芳 盛慧明*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  循环肿瘤细胞 CTC 检测具有提示肿瘤患者体内肿瘤扩散情况的临床意义，在临床上有广

泛的应用。为了进一步探讨 CTC 检测对患者的预后提示意义，我们对本院 425 例进行过 CTC
检测的晚期肿瘤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方法  采用阴性富集+ImFISH 鉴定的方法进行 CTC 检测，CTC≥2 为阳性，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期间，共检测了 425 例患者，按照肿瘤类别进行分类并进行生存随访。 
结果  425 例患者中，其中肺癌患者 116 例，大肠癌患者 90 例，胃癌患者 84 例，乳腺癌患者

67 例，肝癌患者 43 例。肺癌阳性率 87%（101/116），其中 CTC 阳性患者 27 例已死亡，死

亡率 26.7%；CTC 阴性患者 2 例死亡，死亡率 13.3%。肠癌阳性率 75.6%（68/90），其中

CTC 阳性患者 14 例死亡，死亡率 15.6%；CTC 阴性患者 1 例死亡，死亡率 6.7%。胃癌阳性

率 82.1%（69/84），其中 CTC 阳性患者 31 例死亡，死亡率 44.9%；CTC 阴性患者 4 例死

亡，死亡率 26.7%；乳腺癌阳性率 67.2%（45/67），其中 CTC 阳性患者 9 例死亡，死亡率

20%；CTC 阴性患者全部存活；肝癌阳性率 69.8%（30/43），其中 CTC 阳性患者 17 例死

亡，死亡率 56.7%；CTC 阴性患者 3 例死亡，死亡率 23.1%。CTC 总阳性率为 73.6%
（313/425）。 
结论   采用阴性富集+ImFISH 的方法检测 CTC 细胞，阳性率较高，且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

肺癌、大肠癌、胃癌、乳腺癌、肝癌患者中，CTC 阳性患者的生存预后显著差于 CTC 阴性患

者（P<0.05），CTC 的检测结果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临床上抽取肿瘤患者 5ml 外周血就可

进行循环肿瘤细胞 CTC 检测，取样方便，能够有较好的临床提示意义。虽然本研究是回顾性

分析，没有设立良好的对照，检测的时间间隔有 1 年之久，但是数据本身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

值。要得到更科学数据还需要进行严密的临床方案设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09 
 

CA199、CY211 和 TMS1/ASC 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对胰腺

癌诊断的应用价值 
 

薛晓婕 
黄石市中心医院 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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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索血清糖类抗原 199(CA199)、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211)及甲基化诱导静止基因

（TMS1/ASC）在老年胰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情况及临床意义。 
方法 25 例胰腺癌患者（胰腺癌组）、20 例胰腺良性病变患者（胰腺良性病变组）,选取同期

45 例健康体检人群作为对照组,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清中的 CA199、CY211，采用甲基化特异 PCR
法检测 TMS1／ASC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 
结果 胰腺癌患者血清中的 CA199 和 CY211 水平值均高于良性病变组和对照组(Ｐ<0.01)，
CA199 和 CY211 的表达水平与胰腺癌的临床病理分期呈正相关，在胰腺良性肿瘤组和健康对

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0.05)。TMS1／ASC 基因启动子在胰腺癌组和良性病变组中发生

甲基化，甲基化率分别为 75.3%和 14.8%，健康对照组未发生甲基化。3 种指标联合检测灵敏

度和特异度明显提高。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CA199、CY211 和 TMS1／ASC 基因的表达水平有助于提高早期胰腺癌的

诊断效能，有助于胰腺肿瘤的良恶性鉴别诊断及对预后具有提示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10 
 

尿液红细胞采用尿沉渣定量分析仪检测的临床分析  
 

张荣花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探讨尿液红细胞采用尿沉渣定量分析仪检测的临床检测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收治的 6000 例住院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留取患

者住院期间的晨尿，对其尿液中的红细胞数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分别采用显微镜法和郎迈

URS-9901-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法。对比分析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对尿液红细胞采用尿沉

渣定量分析仪检测的效能作出评价。 
结果  尿液红细胞检测结果参照显微镜检查结果，郎迈 URS-9901-1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检测

尿液红细胞阳性率为 35%，显微镜检查阳性率为 31%，前者高于后者；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

阳性符合率为 64％，阴性符合率为 92％。 
结论  尿液红细胞检测对于临床疾病预防和治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最为常见的诊断检

测方法，尤其是对于患有肾脏疾病的患者来说更是临床必要的检测指标。目前临床上对于尿液

红细胞的检测方法有多种，其中显微镜检查是金标准，它主要依靠肉眼观察[1]。较为先进的方

法是尿沉渣定量分析仪检测法，它的工作原理是流式细胞和电阻抗。尿沉渣定量分析仪的优势

在于方便快捷、效率很高、重复性好等，所以较受临床欢迎。尿沉渣定量分析仪是一种快速筛

查尿液红细胞的方法，可以在临床推广使用，但是其检测结果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因此还不

能完全替代显微镜进行检测，可以作为临床过筛试验等的必备手段，有着较高的临床使用价

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14 
 

Kaiso 和 CyclinD1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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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龙平

1,2 唐爱国
2,2 

1.湖南省益阳市中心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探讨 Kaiso 和 CyclinD1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以及其与肿瘤生物学行为和雌激素受

体（ER）、孕激素受体（PR）依赖状态的关系和两者相互间的关系，以期为明确两者在乳腺

癌发病中的作用机制和进行靶向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入住益阳市中心医院肿瘤科的乳腺癌女性患者 280
例，其中浸润性导管癌 210 例，导管原位癌 70 例。同时收集整理患者临床和病理资料。另选

择 45 例乳腺增生组织作为对照。采用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 Kaiso、CyclinD1、ER 和 PR 在乳

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结合临床和病理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Kaiso 和 CyclinD1 在乳腺癌组织中主要呈核表达，其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乳腺增生组

织，P＜0.001。乳腺癌组织中 Kaiso 蛋白表达与 ER 阳性表达（r=-0.355，P=0.004）呈显著

负相关，而与 PR 阳性表达（r=-0.071，P=0.234）无明显相关性；乳腺癌组织中 CyclinD1 蛋

白表达与 ER 阳性表达（r=0.106，P=0.049）和 PR 阳性表达（r=0.148，P=0.013）均呈显著

正相关。乳腺癌组织中 Kaiso 蛋白表达与 CyclinD1 蛋白（r=-0.383，P=0.000）呈显著负相

关。 
结论  乳腺癌组织中 Kaiso 和 Cyclin D1 主要呈核过度表达；乳腺癌组织中核 Kaiso 蛋白和

Cyclin D1 蛋白表达与激素受体依赖状态密切相关；乳腺癌组织中 Kaiso 蛋白过度表达与

CyclinD1 蛋白表达下调密切相关，提示 Kaiso 可能通过抑制 Cyclin D1 的转录，共同参与了乳

腺癌的发生和发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15 
 

山东省潍坊市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HBV P 区基因耐药突变检测

及相关因素分析 
 

赵建强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多聚酶基因逆转录保守区（P 区）

位点突变情况。选择 2 
方法  12 例行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的 CHB 患者，采用 PCR 产物直接测序法检测

HBV P 基因区耐药变异位点，同时检测其 HBV 基因型。 
结果  HBV 的 P 基因区突变位点有 173、180、18l、184、204、236 和 250，主要的耐药位点

为 204 和 180，分别占 35.8%和 23.5%。180 位点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比较均有显著差异，204
位点在 30 岁以下组与 41～50 岁组、51～60 岁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P＜0.01)；
180 位点联合 204 位点突变率为 66.6％，l81 位点联合 236 位点突变率为 23.3%；HBV C 基

因型患者年龄明显大于 B 基因型患者（P＜0.01）。M204V/I 多以联合 L180M 突变的形式存

在，突变率与年龄有关。 
结论  HBV 基因型和 HBV P 区耐药位点的检测对 CHB 患者的治疗和病情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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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28 
 

血清 D-二聚体和 C 反应蛋白定量检测在诊断急性心梗的临床

价值 
 

徐淼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临床分析血清 D-二聚体与 C 反应蛋白应用于急性心梗定量检测的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收治的 60 例心内科患者，采取免疫比浊法对 AMI
（急性心梗）、SPA（稳定性心绞痛)、UAP（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进行检测，定量检测患

者的血清 D-二聚体与 C 反应蛋白。 
结果  经过检测后得知，AMI 组 C 反应蛋白水平、血清 D-二聚体明显比 UAP 组与 SAP 组要

高，D-二聚体含量、纤溶情况比 UAP 组与 SAP 组要低，三组对比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针对急性心梗患者，选择免疫比浊法检测，可准确判断患者特异性指标，达到连续检测

效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36 
 

2010-2013 年住院患者临床标本细菌分离情况及耐药分析 
 

郭文臣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10046467 

 
目的  分析我院住院患者送检标本中分离的病原菌的构成比及耐药变化情况，为临床治疗及抗

生素合理使用提供依据。 
方法  对我院 2010-2013 年住院患者临床送检微生物标本中分离的病原菌种类进行分析，并对

分离菌种前 5 位细菌药敏结果进行分析总结, 采用 KB  
纸片法进行药敏试验,按 CLSI 2012 年的标准进行结果判断。 
结果  4 年中住院患者共分离各类菌株 17856 株，革兰氏阴性菌 12129 株，占 67.9%，革兰氏

阳性菌 5727 株，占 32.1%。位于临床分离株前五位的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2010-2013 年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

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除部分抗生素外的常见抗生素耐药率均出现下降，大肠埃希

菌对常见药物耐药率呈波动态势，下降趋势不明显。 
结论  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及院内感染防控可有效降低病原菌耐药现象的发生，临床治疗活动中

抗生素使用应参考微生物药敏结果合理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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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部队医院 2013-2015 年 HIV 检测初筛方法与确证符合

率分析 
 

黄雨欣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分析全北京市军队医院 2013—2015 年检测艾滋病病毒（HIV）初筛及确证试验的检测

数据，对用不同方法初筛阳性的标本进行确证试验（免疫印迹法），分析用不同初筛方法阳性

与确证试验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依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 年版）的要求，对 1501 例全军医院初筛阳性

的标本进行免疫印迹法确证，确证结果分为阴性，不确定，阳性。对确证结果用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结果  1501 例初筛阳性的标本中，用酶联免疫法检测的标本为 326 份（占 22%），用法学发

光法检测的标本为 1127 份（占 75%），用胶体金法检测的标本为 48 份（占 3%），其中，

酶联免疫法检测的标本确证阳性率，不确定率，阴性率分别为 57.67%，18.40%，23.93%；

化学发光法检测分别为 45.70%， 34.87%，19.43%，用胶体金法检测分别为占 41.67%， 
27.08% 31.25%。 
结论  用酶联免疫法初筛的确证阳性率最高，但其存在较多的假阳性率；用化学发光法初筛的

灵敏度较高，虽然其确证阴性率低，但不确定率高，需要多注意后期的随访；胶体金法操作简

便快捷，但其确证阳性率低，假阳性高，不确定因素大，建议以此作为初筛的辅助检测而不是

初筛的主要检测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65 
 

血液检测指标在肝病患者真菌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王欢 
302 医院 无 

 
目的  探讨血液检测指标(1，3)-β-D-葡聚糖(G 实验)，血清半乳甘露聚糖(GM 实验)在肝病患者

真菌感染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临床有真菌感染高危因素的肝病患者 G 实

验和 GM 实验数据，与真菌培养进行比对，统计分析 G 实验、GM 实验和两者联合检测的敏

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 
结果  2465 名肝病患者收集到 G 实验数据 4872 个，与真菌培养的结果对比后得出我院肝病患

者 G 实验的敏感性为 67.71%,特异性为 75.96%，准确性为 74.77%；GM 实验数据 3186 个，

与曲霉菌培养结果对比得出 GM 实验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 77.14%、87.90%、

87.66%；两者联合检测得到实验数据 2044 个，与曲霉菌培养结果对比得出其敏感性为

90.48%,特异性为 95.15%，准确性为 95.06%。    
结论  G 实验和 GM 实验对肝病患者真菌感染有一定预警能力，两者联合检测在肝病患者曲霉

菌感染诊断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但由于肝病患者疾病自身的特点，有多种治疗因素可造成 G
实验和 GM 实验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因此肝病患者应在使用干扰药物之前进行抽血检测，以提

高 G 实验、GM 实验在肝病患者真菌感染早期诊断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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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68 
 

间接免疫荧光法与免疫印迹法联合检测 2967 份血清自身抗体

结果分析 
 

段玲 邓德耀 黄兴凤 高宗鹰 江河 刘畅 韩明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6500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本实验室从 2014 年 7 月 1 日-2016 年 1 月 31 日共计 2967 份血清标本，同

时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抗核抗体 ANA 和免疫印记法（LIA）检测抗核抗体谱

ANAs，探讨分析两种方法检测结果间的相关性及两种方法联合检测自身抗体在临床诊断自身

免疫性疾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 2967 例疑似或确诊为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血清标本，同时用 IIF 和 LIA 检测，收集

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两种检测方法结果间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表明 IIF 检测的阳性率为 16.35%，LIA 检测的阳性率为 11.53%；LIA 阳性检出主

要以抗 SSA 抗体最多占 36.48%。其中 cenp-B 与着丝点型、抗 SSA 与核颗粒型、抗 AMA-
M2 与胞浆颗粒型三种抗体类型与荧光模型相关性较高；当荧光滴度在 1:320 时，LIA 检出率

相对较高。 
结论  IIF 检测 ANA 时检出率高于 LIA，LIA 检测 ANAs 时特异性高于 IIF；单独使用 IIF 筛检易

导致以抗 SSA、抗 AMA–M2 抗体为主要抗体的患者 ANA 假阴性。LIA 检出率与荧光滴度无明

显的正负相关性，两种方法联合检测可提高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的准确性，降低漏检率及误诊

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71 
 

多重抗凝剂依赖性假性 PLT 减少 1 例分析 
 

袁洪涛 姚宁宁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医院 255025 

 
目的  探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 EDTA）-K2、枸橼酸钠

（1:9）和肝素依赖性假性血小板（platelet，PLT）减少症的相关分析及解决方法。 
方法  采用迈瑞公司 BC-539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EDTA－K2、枸橼酸钠（1∶9）和肝

素抗凝血，另外再取 1 份患者全血至 EDTA-K2 抗凝管(加 5mg/ml 阿米卡星)。将这四管抗凝血

分别于采血后 1min、10min、40min、60min 进行 PLT 计数分析；并在对应时间进行血标本涂

片和瑞氏染色，再观察显微镜下 PLT 聚集情况。并采用机旁采血检测 PLT 的计数作为参考方

法。 
结果  EDTA－K2、枸橼酸钠（1∶9）、肝素抗凝的血常规检测，均在 10min 后出现 PLT 计数

减少现象，40min 后 PLT 计数明显下降，60min 达到聚集高峰，其中 EDTA-K2 最为明显。再

观察相对应的时间手工涂片瑞氏染色的结果，镜下观察 PLT 在 10min 时均出现小簇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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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in 时成堆聚集，60min 达到聚集高峰成片状分布。采用 1%的草酸铵手工稀释计数法计数

也出现成堆、聚集现象，无法得到正确的 PLT 计数。而 EDTA(加阿米卡星)抗凝血放置

10min、40min、60min 后进行血细胞分析，在 40min 内 PLT 计数结果无明显变化，60min 后

PLT 检测结果较低，但检测结果变化不是很大。 
结论  PLT 计数时应尽量缩短检测时间，避免时间延长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对于 PLT 减少患者

要及时与临床医生和患者沟通，查找原因，以避免人为因素和仪器错误增加患者的痛苦和经济

负担，并注意 EDTA－K2 依赖性假性 PLT 减少的检出。对于 EDTA－K2、枸橼酸钠、肝素三

种抗凝剂均存在依赖性假性 PLT 减少的血标本以及 1%的草酸铵手工稀释计数法也无法进行检

测时，可以考虑采用 EDTA(加阿米卡星)抗凝血检测，以避免因 PLT 假性减少引起的误诊、误

治，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治疗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176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核酸检测方法的建立 
 

李永利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基于实时荧光 PCR 技术，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临床诊断建立准确有效的检测手

段。 
方法   选取 MERS-CoV 的 UpE 基因和 N 基因相对保守区作为扩增靶区域，设计特异性引物探

针，通过实时荧光 PCR 扩增体系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核糖核酸的 UpE 基因和 N 基因

进行定性检测。 
结果  本方法对 203 例阳性样本和 175 例阴性样本检测结果与对照方法完全一致，符合率为

100%。 
结论  该方法可靠，准确，安全，简便，稳定，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91 
 

慢性肾病患者血脂蛋白（a）和纤维蛋白原与颈动脉硬化的相

关性研究 
 

倪广臻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探讨慢性肾病患者（CKD）血脂蛋白(a)[Lp(a)]和血浆纤维蛋白原(Fib）与颈动脉粥样硬

化（CAS）的相关性。 
方法  根据颈动脉超声内膜中层厚度，将 348 例 CKD 患者分为 4 组并设健康对照组，分析

Lp(a）、Fib 水平及其与 CAS 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CKD 患者血清脂蛋白（a）及纤维蛋白原水平，随着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逐渐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Spearson 相关分析血清脂蛋白（a）及纤维蛋白原水平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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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呈正相关（r=0.233,P<0.01;r=0.315,P<0.01)。脂蛋白（a）与纤维蛋白原

相关分析呈正相关（r=0.156，P<0.01）.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 Lp(a)、Fib 均与颈动脉粥样硬

化形成有关（P<0.05).  
结论  CKD 患者脂蛋白（a）及纤维蛋白原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98 
 

孕妇临产前全血细胞参数及凝血四项检测的临床意义 
 

魏成军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探讨孕妇临产前全血细胞参数、凝血四项指标生理性变化的临床意义，为预防分娩过程

中及分娩后发生大出血提供实验诊断数据。 
方法  采用日本 Sysmex XE-2100 血细胞分析仪、美国 ACL TOP 全自动凝血仪,对 350 例临产

孕妇和 120 例健康妇女进行血常规及凝血四项指标的检测，两组结果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孕妇临产前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血小板计数、血小

板平均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大血小板比率、凝血四项中纤维蛋白原等指标均高于对照组，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淋巴细胞百分比、中间细胞百分比、红细胞计数、全血血

红蛋白浓度、红细胞压积、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量、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凝血酶原时

间、国际标准化比值、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孕妇临产前存在一过性生理性贫血, 凝血功能指标显示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易能造成弥漫

性血管内凝血，分娩过程中及分娩后应密切观察孕产妇临床症状及凝血功能指标变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199 
 

阴道镜活检、TCT、人乳头瘤病毒（HPV)与 LEEP 检测在宫

颈病变诊断中的对比研究 
 

郭金刚 郭金华  
高青县人民医院 256300 

 
目的  分析阴道镜活检、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 TCT )、人乳头瘤病毒( HPV )检测、宫颈环形电

切术( LEEP)四种检查方法在宫颈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 2014 年 3 月在我院宫颈门诊就诊的 1038 例患者进行 TCT 检查和

HPV-DNA 分型检测，对细胞学诊断≥ASCUS 及 HPV 检测为阳性的病例进行阴道镜活检，部

分病例行 LEEP 手术，切下的标本送病检，分析四种检查方法的结果。 
结果  ①TCT 检查 1038 例中，阳性 202 例,检出率 19.46%，TCT 阳性报告者中 CIN 及宫颈癌

检出率为 86.14%。LSIL 诊断符合率 63.37%，HSIL 诊断符合率 84.62%，TCT 漏诊率为

11.22%。②HPV-DNA 分型检测 1038 例病例中，阳性 362 例，检出率 34.87%。随着宫颈病

变级别上升 HPV 感染率增加，CINⅠ、CINⅡ、CINⅢ及浸润癌中 HPV ( + )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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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75%、93.1%和 100%③ TCT( + ) HPV ( + )组中 CIN 以上的病变检出率为 95. 
38% ；TCT( - )HPV ( - )组中 CIN 以上的病变检出率为 63.16%，未发现 CINⅢ及以上病。④

LEEP 刀术后病理与阴道镜活检病理诊断完全符合率为 69.68%，其中 CINⅠ符合率为

83. 1% ，CINⅡ符合率为 63. 5%，CINⅢ符合率为 58. 6%。 
结论  严格掌握宫颈病变的“三阶梯”诊断技术，合理使用 TCT、HPV-DNA 检测、阴道镜检查

及 LEEP 刀，可以提高宫颈病变的诊断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02 
 

慢性乙肝患者干扰素治疗过程中血清自身抗体检测研究 
 

刘爱霞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对慢性乙肝患者在采用干扰素治疗过程中血清自身抗体进行检测和分析，探讨自身免疫

在干扰素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0 年至 2015 年我院收治的 116 例慢性乙肝患者，按照是否采用干扰素治疗分为

两组，同时进行分层分析，将干扰素治疗组根据是否检测到自身抗体分为两组，对干扰素使用

情况与自身抗体产生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抗体产生对乙肝治疗的影响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干扰素组干扰素治疗组两年内自身抗体检出率为 48.9%，而非干扰素治疗组自身

抗体检出率仅为 22.7%，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971，P=0.026）；（2）干扰素治

疗过程中随治疗时间延长，自身抗体检出的阳性率增加速度逐渐减缓(33.0% 到 48.9%)；
（3）干扰素治疗组自身抗体多以抗核抗体为主，且核型以核均质型为主，其靶抗原包括组蛋

白、dsDNA、核小体等，占阳性例数的 65.2%，其它类型如平滑肌等均较少见；而非干扰素

治疗组中线粒体型（BPO）占 60%，两组中自身抗体大多为低滴度（1:100），少数患者自身

抗体滴度可达 1:1000。此外，患者产生自身抗体的类型可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变化，其滴度也

可发生改变，存在阴、阳转换，若停止干扰素用药，部分患者自身抗体还可逐步阴转。（4）
干扰素治疗期间，无论是否产生自身抗体，其 HBeAg 阴转率、HBV DNA 阴转率、ALT、
AST、ALP 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 
结论  接受干扰素治疗的慢性乙肝患者易诱导发生自身免疫反应，出现自身抗体，但未发现其

对抗病毒治疗的预后产生显著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08 
 

肝衰竭患者凝血、纤溶与抗凝指标变化研究 
 

李沛然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探讨凝血功能、纤溶与抗凝实验室指标对肝衰竭患者诊断治疗、病情监测及预后的价值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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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我院 2013 年 6 月～11 月门诊及住院 176 例肝衰竭患者和 152 例健康对照者，采用凝

固法和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活动度（PA）、活化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FⅤ（凝血因子Ⅴ活性）、FⅦ（凝血因子Ⅶ活性）、

FⅧ（凝血因子Ⅷ活性）、DD （D-二聚体）、PLT（血小板）、AT-Ⅲ(抗凝血酶Ⅲ)、PC（蛋

白 C）、PLG（纤溶酶原）等指标。  
结果  凝血系统的变化:PT、APTT 在肝衰竭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P<0.001）,VIII 活性增高,
而 PA、V、VII、FIB、PLT 则显著降低（P<0.001）。抗 凝 系统的变化:AT-III、PC 在肝衰竭

与对照组相比活性明显降低(P<0.001)。异常率为 100%和 80%。纤 溶 系统的变化:DD 在肝衰

竭与对照组相比增高；PLG 活性显著降低(P<0.001)。异常率均为 100%。 APTT、V、VII、
AT-III 与 PA 具有较好相关性,相关系数（r）分别为-0.78,0.82 和 0.81、0.72;PA 与凝血因子中

的 V 相关性最好, r 为 0.82;APTT 与凝血因子中的 V 相关性最好,r 为-0.53。 
结论  DD、APTT、FIB、FⅤ、FⅦ、PLT、AT-Ⅲ、PC、PLG 水平对肝衰竭具有很好的诊断

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09 
 

显色培养基联合直接药敏在快速鉴定 ESBLs 肠杆菌引起的血

流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王洪刚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菌血症和败血症是临床上较常见且危重的疾病，其进展迅速，死亡率高，若不及时诊断

治疗，将严重危及患者生命。近年来，菌血症和败血症中致病菌为大肠埃希菌的现象日益严

重。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ESBLs）是大肠杆菌主要的耐药机制，产 ESBLs 的大肠杆菌对多

种抗生素耐药，是临床上耐药情况较严重的耐药菌种之一。及时准确的检出产 ESBLs 的大肠

杆菌对指导临床用药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探讨显色培养基联合直接药敏试验在快速鉴定

产 ESBLs 肠杆菌引起的血流感染中的应用价值，并了解我院产 ESBLs 大肠杆菌的基因型，为

临床提供诊治依据。 
方法  收集 2012 年 7 月-2013 年 12 月分离自我院血培养标本中的的大肠埃希菌 263 株，采用

ESBLs 确证试验、显色培养基法、标准药敏试验和直接药敏试验对菌株进行培养鉴定和药敏

试验，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PCR 技术对 263 株大肠杆菌进行基因表型分析。 
结果  263 株大肠杆菌中，经 ESBLs 确证试验检测均为产 ESBLs 菌株，显色培养基鉴定出的

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为 240 株，显色培养基法检测产 ESBLs 大肠杆菌的灵敏度为 91.3%，

阳性预测值为 100.0%。直接药敏试验对 17 种常见抗生素的耐药率与标准药敏试验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63 株大肠杆菌的基因型为 SHV 型（157 株，59.6%）及

TEM 型（106 株，40.4%）。 
结论  我院分离的产 ESBLs 大肠杆菌基因型以 SHV 型为主。显色培养基鉴定血培养阳性标本

中的产 ESBLs 大肠杆菌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均较高，可作为快速鉴定血液感染的产 ESBLs 大肠

杆菌的有效检测方法。直接药敏试验与标准药敏试验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显色培养基联

合直接药敏试验可缩短鉴定产 ESBLs 的大肠杆菌及其药敏试验结果的报告时间，为临床的及

时诊断治疗提供有利条件。实验室可将显色培养基联合直接药敏试验作为产 ESBLs 的大肠杆

菌的快速鉴定方法，为临床的初步诊断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将 ESBLs 确证试验及标准药敏

试验作为产 ESBLs 大肠杆菌的确诊试验，提高诊断结果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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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15 
 

一种乙型肝炎 DNA 定量全自动核酸检测系统临床性能评估 
 

郭桐生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对一种乙型肝炎 DNA 定量全自动核酸检测系统进行性能评估。   
方法  收集 99 例临床患者样本，其中进行抗病毒治疗患者 87 例；以罗氏的 COBAS TaqMan 
HBVDNA v2.0 检测系统作为对照，进行两种检测系统的临床一致性验证试验；按照说明书：

收集 A、B、C、D、E、F、H 等八个型别的高浓度乙肝患者血清进行检测覆盖范围能力的验

证试验；HBV DNA 标准品进行准确度、线性、精密度、灵敏度、最低检测限等验证试验；人

为加入商品化的胆红素干粉和阿德福韦酯颗粒作为干扰物进行干扰验证试验；以高浓度和阴性

血清设计梅花桩试验验证抗污染能力。 
结果  验证全自动检测系统完成 96 个样本的核酸提取并上机扩增检测需要 230 分钟，其检测

系统线性范围为 20-1.0× 109 IU/mL，验证实验结果显示 R2 = 0.999。最低检测浓度可达到

20IU/mL，检出率为 100%。107 IU/mL 浓度值样本的批内、日间精密度分别为：0.31%、

1.10%；60 IU/mL 浓度值样本的批内、日间精密度分别为：3.37%、4.77%；20 IU/mL 浓度值

样本的批间精密度分别为：14.57%。准确度试验结果：测定值与目标值对数的绝对偏差最大

为 0.11<±0. 5，满足行业标准要求。与罗氏 COBAS TaqMan HBVDNA v2.0 检测结果相比：

两种检测体系结果高度相关，R2 = 0.949；Bland-Altman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96.84%的检测

结果在 95%区间内。可检测 A、B、C、D、E、F、H 等八种型别的 HBV DNA 病毒，且最低

检测限均可达到 20IU/mL；各型别 200 IU/mL 批内、批间精密度均值分别为 2.78%、5.71%；

20 IU/mL 的批内、批间精密度均值分别为 10.42%、15.76%。交叉污染实验显示，其抗污染

能力强，阴阳符合率均为 100%。抗干扰试验：胆红素与阿德福韦酯的干扰最大偏倚 Δlg 为

0.08。 
结论  该全自动乙型肝炎 DNA 定量检测系统提取速度快，检测体系灵敏度高、精密度好、线

性范围宽，抗干扰、抗污染能力突出，可满足临床高灵敏度 HBV DNA 定量检测的需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16 
 

溶栓后抗凝剂使用时间与凝血标志物的相关性研究 
 

王洪刚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通过对血栓性疾病病人在溶栓和抗凝过程中，凝血标记物 FIB、DD、vWF 的动态监测，

探讨溶栓后，抗凝剂应用的合适时间,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溶栓后血管再闭塞和出血问题。 
方法  采用凝固法和免疫比浊法分别测定急性心梗 78 例和急性脑梗 99 例病人在入院后即刻和

溶栓后 4、8、24、48、72 小时的凝血指标 FIB、DD、v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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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FIB 在溶栓后 4h 明显降低，与溶栓前有显著差异（P<0.05），48 小时后恢复至溶栓前

水平(P>0.05)，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DD 在溶栓后 4 小时出现峰值(P<0.01)，24 小时后

迅速回落但与溶栓前仍有显著差异（P<0.01），组间有显著差异(P<0.05)， 48 小时回落至正

常，组间无显著差异（P>0.01）。心梗病人 vWF 在 48h 和 72h 的 6h 抗凝组测量值低于其它

两组，72h 时间点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脑梗病人 vWF 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

异。 
结论  1.FIB 和 DD 在一定程度上可较好的反映血栓溶解的情况；2.溶栓后 6h 应用低分子肝素

钙进行抗凝治疗，在 24h 测量点的溶栓效果较 24h 抗凝组和单纯溶栓组要好。3.心梗病人溶栓

后 6h 应用低分子肝素钙进行抗凝治疗，其血管内皮细胞修复程度要好于溶栓后 24h 才应用低

分子肝素钙，再次形成血栓的几率也降低，血管再闭塞的发生率也会降低。4.脑梗病人应用肝

素其血管内皮细胞修复程度无明显改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22 
 

质谱技术在区分大肠埃希氏菌和宋内志贺菌的临床应用 
 

鲍春梅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近些年，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MS）在临床诊断的广泛

应用，此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它为微生物实验室的诊断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有鉴定范围

广，操作简便，准确快速，成本低廉等特点。但它在腹泻病原菌的鉴定能力上非常有限，因为

志贺氏菌与大肠埃希氏菌亲缘关系相近，它们的核糖体蛋白结构相似，MALDI-TOF-MS 很难

区分宋内志贺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的目的就是使用 MALDI-TOF-MS 技术同时利用生物信

息学软件 ClinProTools 实现宋内志贺菌和大肠埃希氏菌的区分鉴定，实现相关志贺菌感染腹

泻的快速诊断。 
方法  分别选取生化代谢反应鉴定、血清凝集试验及 16SrRNA 测序确认的宋内志贺菌和大肠

埃希氏菌临床分离株各 20 例，使用 flexanalysis 软件比对观察两组细菌蛋白峰的差异，同时

使用 ClinProTools 软件将采集的宋内志贺菌和大肠埃希氏菌的谱图数据建立遗传算法（GA)、
快速分类法(QC)、监督神经网络算法(SNN)的分类模型 ，对未知菌进行鉴定。 
结果  通过比对发现宋内志贺菌特异峰 2 个，大小分别为 2775 和 2877Da；宋内志贺菌特异峰

1 个，大小约为 2837Da。GA 模型的交叉验证和认证能力最高为 100%，QC 与 SNN 算法分

别有 1 例大肠埃希菌和宋内志贺菌误判，交叉验证率分别为 97.62%和 96.43%。 
结论  使用 ClinProTools 软件的遗传算法模式可以实现 MALDI-TOF-MS 对大肠埃希氏菌和宋

内志贺菌的区分鉴定，弥补了质谱技术在鉴定亲缘关系相近菌种能力的不足，使质谱鉴定技术

在腹泻病原鉴定上发挥优势，有利于临床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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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沉自动化检测方法与手工检测方法的探讨 
 

高雪 亓春玲 代传新 卜凡 冯强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通过分析自动化检测仪器 Test-1、Monitor-100 和魏氏沉降法三种方法测定血沉 
(ev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结果的差异及红细胞压积 (hematocrit value, HCT) 对三

种方法的影响，使全自动血沉仪在日常检验工作中得到更加科学、合理地使用。 
方法  选取门诊健康体检者 40 人和住院病人 100 人，分别用 Test-1、Monitor-100 和魏氏沉降

法三种方法测定 ESR。以魏氏沉降法为参考方法，分析三种 ESR 检测方法结果有无统计学差

异；HCT 结果用 XN-9000 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结果  健康成人组 ESR 范围 2~20mm/h，三种方法检测结果配对 t 检验分析，p>0.05，结果

无显著性差异。病人组 ESR 范围 8~100 mm/h；其中，Monitor-100 vs 魏氏沉降法，

p >0.05，结果无显著性差异；Test-1 vs 魏氏沉降法，当 HCT<0.300 时，p <0.05，结果有统

计学差异。 
结论  魏氏沉降法是 ESR 检测的参考方法，但其操作程序繁杂，耗时长，沉降管易破损容易导

致职业暴露发生。Monitor-100 利用的是以红细胞重力作用为基础的红外线扫描原理，与魏氏

沉降法原理相似，故结果与其相接近；且独立试管采血，影响因素少，在实际工作中值得推广

使用。Test-1 是以光学毛细管停流法动力学检测红细胞聚集和沉降变化过程，并换算成魏氏相

关结果，其操作简单，速度快；但是由于该方法微量用血，影响因素相对 
增多，尤其对于贫血病人，当 HCT 低于 0.300 时，其结果准确度较低，应对其进行校正。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67 
 

CYP2C19、ALDH2 和 MTHFR 基因多态性与冠心病的相关

性研究 
 

张冬青 王海滨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256600 

 
目的  探讨细胞色素 P450（CYP）2C19、乙醛脱氢酶 2（aldehyde dehydrogenase 
2,ALDH2）和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MTHFR）基因多

态性与冠心病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187 例冠心病患者作为病例对照组，并选取与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 166 例健康体

检者作为正常对照组，分别采用 DNA 微阵列芯片技术和 PCR-芯片杂交方法，检测各组的

CYP2C19、ALDH2 和 MTHFR 位点的基因型。 
结果  冠心病组中 CYP2C19*2 和 CYP2C19*3 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为 29.4%和 6.4%，ALDH2
的 A 等位基因频率为 25,1%，MTHFR 基因的 T 等位基因频率为 57.2%；CYP2C19 *2/*2、
ALDH2 AA 和 MTHFR TT 基因型在冠心病组分别分别为 8.9%、12.3%和 34.9%，在对照组分

别为 3.6%、1.8%和 4.1%，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

发现 ALDH2 和 MTHFR 基因多态性是冠心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ALDH2 GA 和 AA 基因

型：OR 值=2.09，MTHFR CT 和 TT 基因型：OR 值=2.11。 
结论  CYP2C19、ALDH2 和 MTHFR 基因多态性可增加冠心病的发生风险。 
 



1396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283 
 

MTHFR、ALDH2 基因多态性与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 
 

赵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ethylene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 MTHFR）

C677T、A1298C，以及乙醛脱氢酶 2（aldehyde dehydrogenase 2,ALDH2）*2 位点

（1510G→A），三个位点基因多态性与缺血性脑卒中发病风险、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评

价 4-HNE、Hcy 作为脑卒中血清危险因子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初发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65 例作为病例组，健康体检者 21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分别检测各组 MTHFR C677T、A1298C 和 ALDH2 *2 位点基因型；

采用酶法测定各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的浓度，酶联免疫分析（ELISA）法测定 4-羟基-
2-壬烯醛（4-HNE）的浓度。分析各组之间基因型以及两种血清标志物浓度的差异；病例组不

同基因型患者用药前后血清 Hcy 及 4-HNE 的浓度变化。 
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相比，C677T 位点突变型（CT 型+TT 型）所占比例具有显著差异

（P<0.05）；突变型等位基因 T 的分布频率同样具有显著差异；且随梗死面积增大，突变型

所占比例明显增大；而 A1298C 及 ALDH2 的*2 位点的突变频率在两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P>0.05） ；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用药前血清 Hcy、4-HNE 的浓度均显著升高，用药后有

所下降。 
结论  MTHFR C677T 基因发生突变可能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与疾病严重程

度呈正相关。A1298C、ALDH2 *2 位点基因多态性与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无显著相关性。血

清 Hcy 及 4-HNE 可以作为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子，以评估缺血性脑卒中的患病风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00 
 

北京地区 HPV 各亚型分布情况及与相关疾病的关联性分析 
 

时宇 董瑾 张静 张冬青 王海滨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37 

 
目的  了解北京地区人乳头瘤病毒（HPV）各亚型的分布特点，从而为流行病学及 HPV 基础

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12 月间本院门诊就诊患者标本，应用

PCR 进行 HPV 基因分型测定。 
结果  2884 例受检者中，男性 HPV 阳性检出率为 48.60%，女性为 24.73%；男性以 HPV6，
11 和 HPV18、HPV58 为主，女性以 HPV6，11 和 HPV58、HPV52、HPV16 为主；男、女

单一低危亚型感染率分别为 28.81%和 11.55%，单一高危亚型感染率分别为 17.29%和

47.42%，低危合并高危亚型感染率分别为 36.95%和 12.61%，以上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高危亚型多重感染率分别为 26.1%和 23.8%，HPV 合并其它病原菌

（Chlamydia Trachomatis/Ureaplasma Urealyticum/Neisseria Gonorrhoeae）感染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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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3%和 14.39%，以上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门诊男性和女性患者 HPV 感染的

高峰年龄均分布在 20-29 岁。 
结论  HPV 亚型分布存在性别、年龄和地区间的差异，了解其规律，有助于开展和该病毒所致

疾病相关的研究性工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07 
 

86 株肺炎链球菌临床分离株的血清分型及耐药性分析 
 

李欣 刘建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了解 2015 年盛京医院临床肺炎链球菌分离株的血清型分布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对本地区肺炎链球菌疫苗的免疫预防及耐药性的分析。  
方法  收集 2015 年的肺炎链球菌分离株。采用荚膜肿胀试验进行血清型分型，用 VITEK 2-
compact 仪器及 E-test 法检测肺炎链球菌对常见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结果  临床共分离出肺炎链球菌 86 株，根据其引起侵袭性和非侵袭性感染进行分组。侵袭性

感染组共 28 株，标本来自血液 17 株，脑脊液 9 株，胸水 2 株。其中主要血清型为 19F 、
23F 、6B 、19A 等；非侵袭性感染组共 58 株，标本来自痰 38 株，肺灌洗液 17 株，中耳浓

汁 2 株，眼部浓汁 1 株，其中主要血清型为 19F 、19A 、23F、14 型等。本次肺炎链球菌药

敏试验结果表明其主要对四环素，红霉素，复方新诺明耐药较为严重，常用药青霉素的敏感率

达 79.07%,但对厄他培南，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万古霉素，泰利霉素，利奈唑胺均有极高

的敏感率。  
结论  肺炎链球菌的血清型分型有利于了解适合本地区接种的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其对抗

菌药物的耐药性分析有助于减少抗生素耐药的产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08 
 

肿瘤标记物判别分析法预估早期肺癌病理类型 
 

李少增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37 

 
目的  探讨常见肿瘤标记物与肺癌病理类型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肿瘤标记物血清学水平预估

早期肺癌病理类型的数学模型，辅助临床制定早期治疗策略。 
方法  通过测定 34 例鳞癌、43 例腺癌和 22 例小细胞癌患者治疗前 4 种肿瘤标记物（NSE、
CEA、CA-125 及 Cyfra21-1）在血清中的水平，分析它们与肺癌病理类型之间的关系，最后

采用逐步判别分析法，淘汰对预估病理类型价值小的指标，建立相应的判别函数式。 
结果  筛选出 NSE、CEA 和 Cyfra21-1 三项肿瘤标记物建立函数 Y1=5.061-
0.146(NSE)+0.014(CEA) +0.173 (Cyfra)以判断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其总符合率为

92.9%，筛选出 Cyfra21-1 一项肿瘤标记物建立函数 Y2=-0.486+0.086(Cyfra)以判断鳞癌和腺

癌，其总符合率为 64.9%。以上判别函数的建立可以有效辅助临床制定早期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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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肺癌是我国癌症致死的首要原因。提高肺癌治疗效果和预后的关键在于早期诊断并及时

治疗。肿瘤标志物的异常改变往往早于影像学征象及临床表现，分析肿瘤标志物与肺癌病理类

型的关系，对辅助临床早期治疗策略的选择十分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13 
 

血小板相关参数在肺结核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武海洲 雷树红 陈嫚 王海滨 蔺静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48 

 
目的  探讨血小板参数在肺结核患者的诊断与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分别定量检测 120 例肺结核患者（活动期 65 例和非活动期 55 例）、100 例肺炎患者

（急性期 50 例和慢性期 50 例）和 100 例健康对照组的血小板压积(PCT)、血小板分布宽度

(PDW)和血小板平均体积(MPV) 等血小板指标。 
结果  PLT、PCT、PDW(血小板平均体积分布宽度)、MPV 在结核活动期组分别为

276.84±127.30×109/L、0.25±0.11%、11.74±2.85%、9.16±1.27fL，在结核非活动期组分别

为 195.91±71.53×109/L、0.18±0.06 %、12.59±3.35%、9.37±1.67fL，在肺炎急性期组分别

为 239.74±104.44×109/L、0.19±0.07%、12.39±0.79%、8.23±1.17fL，在肺炎慢性期组分别

为 207.22±68.83×109/L、0.17±0.06% 、12.30±1.02%、8.43±0.85fL，健康对照组分别为

207.65±37.90 ×109/L、0.19±0.03%、12.07±1.34%、8.79±0.85fL，肺结核活动期组 PLT、
PCT、MPV 较急性肺炎组和健康组均有显著增加（P<0.05），肺结核活动期组较非活动期组

PLT、PCT 均有显著增加（P<0.05），MPV 无显著变化。 
结论  PLT、PCT 和 MPV 可作为临床医生辅助诊断肺结核及判断肺结核是否处于活动期的参

考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17 
 

Ⅱ型糖尿病合并甲亢患者甲状腺实验室指标的研究 
 

陈勋 杜娟 李荣海 吴晶 唐玉凤 尚晓泓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00091 

 
目的  Ⅱ型糖尿病（DM2）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HT）同属于内分泌疾病，均可导致患者机体

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共同发病的情况日益增多。两种疾病合并发病时，长期不稳定的高血糖状

态是否会影响血清甲状腺指标，从而影响 HT 的治疗，此类研究目前并不多见。本文旨在探讨

当 DM2 合并 HT 时，对甲状腺激素和相关自身抗体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 HT 和/或 DM2 患者 161 例分为 DM2、HT、DM2 合并 HT（DM2+HT）三个实

验组，67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Control 组），分别采集各组的血清标本并检测 FT3、FT4、
TSH、TRAb、Tg、TPO 水平。采用 SPSS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DM2+HT 组 FT3 和 FT4 浓度水平均最高，分别为 3.80±1.34 pg/ml 和 1.26±0.60 ng/dl，
相较于 DM2 组（2.47±0.48 pg/ml、1.04±0.13 ng/dl）和 Control 组（2.64±0.39 p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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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3 ng/dl），均具有显著地统计学差异（P<0.01）。四组中 DM2+HT 组 TRAb 的阳性

率（16.25%）最高与 Control 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同时，DM2+HT 组 Tg
（58.75%）和 TPO（46.25%）的阳性率均为最高，相较于 DM2 组（27.03%，13.51%）和

Control 组（7.46%，0）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其次为 HT 组（47.73%，

40.91%），较 Control 组 Tg 和 TPO 的阳性率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而 HT 组 TPO 的

阳性率相较于 DM2 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再次为 DM2 组，相较于 Control 组 Tg 和

TPO 的阳性率也同样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其余各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DM2 合并 HT 发病，会造成甲状腺激素 FT3、FT4 水平的升高以及 TRAb、Tg 和 TPO
三种自身抗体阳性率的增加。因此，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治疗一种疾病的同时不应忽略另一种疾

病的诊断与治疗。DM2 合并 HT 患者常规筛查糖耐量试验、甲状腺功能及相关抗体检查将有助

于合并症的诊断，为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并对疾病的转归将可能会产生重大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330 
 

血液分析流水线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建立及其应用 
 

廖红艳 陈姣 毛志刚 粟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目的  探讨基于实验室信息系统( LIS)的血液分析流水线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建立和管理。 
方法  对血液分析实验室进行血液分析的检验流程进行介绍。 
结果  血液分析流水线的应用为现代检验实验室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结论  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建立基于实验室信息系统( LIS)的血液分析流水线智能化管

理系统可提高标本周转效率，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保障患者的安全。对其科学的

管理和维护是保障实验室工作有序进行的根本。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31 
 
Case report of IMP-type metallo-β-lactamase-producing 
Enterobacter cloacae isolated from secretions of burn 
patients and diabetes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in a 

tertiary health care hospital of China 
 

you Zhiqing,Pang Feng,Zhao Qigang,Si Lei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Objective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for the clinic therapy of skin wound infection 
by IMP-type metallo-β-lactamase producing Enterobacter cloacae isolated, we collected 
strains retrieved from secretions of burn patients and diabetes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Methods  Strains was retrieved from specimen by streaked plate method, and then identified 
by Vitek MS. Antibiotic sensitivity test was conducted on Vitek2 COMPACT, follow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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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s instruction. MBL production was studied by modified Hodge test, and IMP-8 
type Carbapenemase was confirm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sequencing. 
Results  All of the four cases of IMP-8 type carbopenemase producing Enterobacter cloacae 
showed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values for ertapenem, imipenem and 
meropenem with less than 4 μg/ml. Such low MIC value makes it difficult to detect IMP-8 
harboring strains by traditional susceptibility test, thus makes it a potential epidemic strain 
which can develop into multidrug resistant strain and induce outbreak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clusion  Molecular biology technique such a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or microarray 
chip may be a necessary supplement when comes to the detection of carbapenem resistant 
isolat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40 
 

ACL-TOP 和 SEKISUI Coapresta20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比

对分析 
 

赵丽娟 庞孟煜 张晓华 赵丽艳 刘昕鸣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对 ACL-TOP 和 CP20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偏倚评估，探讨不同凝血

检测系统中同种检测项目测定结果的可比性。 
方法  按照 EP9-A 文件的要求 ，以 ACL-TOP 为比较方法，CP2000 为实验方法，收集 40 份

在院患者新鲜抗凝全血分别在两台仪器上检测凝血常规试验（AT3、PT、FIB、APTT、TT、
DD、FDP），计算相关系数和直线回归方程，其结果用于相关性分析和偏倚评估。以小于 1/2 
CLIA′88 的允许误差范围为判断依据，判断其临床可接受性。 
结果  1、AT3、PT、FIB、APTT、TT、DD、FDP 项目的 r2分别是:0.996、0.994、0.951、
0.948、0.978、0.998、1.0；2、AT3、PT、FIB、APTT、TT、DD、FDP 项目预期偏倚（Bc)
分别是：1.4、0.82、1.11、3.31、0.39、1.6、1.7；3、AT3、PT、FIB、APTT、TT、DD、

FDP 项目的相对偏差（SE)分别是：7.6%、3.1%、5.4%、6.9%、5.0%、7.6%、8.2%。 
结论  1、关于 AT3、PT、FIB、TT、DD、FDP 项目检测两仪器的相关性较好

（r2>0.950),APTT 项目检测两仪器的相关性稍差（r2=0.948)；2、AT3、PT、FIB、APTT、
TT、DD、FDP 项目的比对偏差均小于 1/2CLIA′88 的允许误差范围；3、ACL-TOP 和

SEKISUI Coapresta20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的凝血检测结果具有一致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45 
 

血清 HE4、CA125 水平及 ROMA 指数在卵巢肿瘤早期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 
 

梁才
1 张文卿

2,2 
1.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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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岛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讨血清人附睾蛋白 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4,HE4 )、糖类抗原 125（CA125）
水平及卵巢癌风险预测模型（ROME 指数）在卵巢肿瘤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住院治疗的 84 例卵巢癌患者、129 例良性卵巢肿瘤患者作为病例组，同期健康女性

体检者 110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其血清 HE4 和 CA125 水平，并利用

血清 HE4 和 CA125 水平计算 ROMA 指数。 
结果  卵巢癌患者血清 CA125、HE4 水平及 ROMA 指数中位数值均显著高于卵巢良性肿瘤患

者和健康体检者（P<0.05),HE4 的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均高于 CA125 和 ROMA 指数，ROMA
指数的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均高于 HE4 和 CA125,CA125 和 HE4 水平及 ROMA 指数三者联

合使用的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最高。 
结论  血清 HE4 水平和 ROMA 指数在卵巢肿瘤的诊断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54 
 

超级高通量免疫检测系统（TESMI）联合检测 CEA、
CYFRA21-1、NSE 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吴传勇 葛歆悦 沈馨 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  对 TESMI 检测 CEA、CYFRA21-1、NSE 进行方法学性能评价，并探讨 TESMI 联合检

测 CEA、CYFRA21-1、NSE 在肺癌诊断中应用价值。 
方法  对 TESMI 检测 CEA、CYFRA21-1、NSE 的精密度、灵敏度和线性范围进行验证，并对

TESMI 和 Cobas E602 检测 CEA、CYFRA21-1、NSE 的一致性进行评价。收集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胸科医院收治有疑似肺癌征象患者 233 例，最终确诊为肺癌 175 例、肺良性疾病 58
例，采用 TESMI 联合检测其治疗前血清 CEA、CYFRA21-1、NSE，通过 Logistic 回归建立回

归模型。用 ROC 曲线分析 CEA、CYFRA21-1、NSE 及回归模型在肺癌诊断的性能。 
结果  TESMI 检测 CEA、CYFRA21-1、NSE 的批内 CV 高值为 4.16%、3.67%、4.47%，低

值为 3.05%、3.92%、7.42%；批间 CV 高值为 8.04%、6.32%、8.90%，低值为 6.67%、

5.3%、8.01%；检测下限为 0.17 ng/ml、0.07 ng/ml、0.23 ng/ml，线性范围为 1.53～489.21 
ng/ml、1.00～208 ng/ml、2.32～287.45ng/ml。TESMI 和 Cobas E602 检测 CEA 的总体、及

各浓度分段相关系数 r 为 0.9937、0.9174、0.9531 和 0.9761， CYFRA21-1 为 0.9851、
0.9025 和 0.9805； NSE 为 0.9799、0.9170 和 0.9596。肺癌血清 CEA、CYFRA21-1、NSE
水平分别为 4.05（2.28，15.06）ng/ml、4.36（1.90，10.59）ng/ml、12.30（8.00, 19.30）
ng/ml，明显高于肺良性疾病（均 P<0.01）。通过 Logistic 回归建立回归方程 ln[P/(1-
P)]=0.265*CEA+0.155* CYFRA21-1+0.137*NSE-2.226，并得到新变量 Y。经 ROC 曲线分

析，新变量 Y 的 AUC 为 0.879，明显优于 CEA、CYFRA21-1、NSE 单独使用（均

P<0.01）。 
结论  TESMI 检测 CEA、CYFRA21-1、NSE 的方法学性能良好，且一次测试即可同时检测

CEA、CYFRA21-1、NSE，三者联合使用在肺癌中诊断性能明显优于单个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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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76 
 

解脲支原体感染对不育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 
 

田维娟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了解解脲支原体（Uu）感染对不育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 
方法  收集不育男性精液 142 例，分为 Uu 阳性的观察组和 Uu 阴性的对照组，两组间进行精

液质量参数比较。 
结果  与 Uu 阴性的对照组相比，Uu 阳性组精液的总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比率即（a+b）级

精子比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而精子浓度、精子畸形率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Uu 感染可致男性不育患者精液总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比率（a+b 级精子比率）下降,
从而使男性精液质量下降，引起男性不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84 
 

The study on the clinical practical value of respiratory 
viruses detection on the patients’ early diagnosis of 

suspected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Wang Minji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atient’s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 whose main 
symptoms are cough and fever, the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agnosis 
ability on the causative agents of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respiratory infection and also set 
up more accurate clinical treatments program. 
Method  Divided the 421 patients with cough and fever as the main symptoms from Sichuan 
University West China hospital from April in 2015 to April in 2016 into three groups: child 
group ( the ages from 0 to 6), 63 patients;middle aged and youth group (from ages from 17 
to 49),221 patients and the old group (the ages from 50 to 80), 137 patients, the study 
collected the deep part’s sputa and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It sorted out the samples’ 
viral nucleic detection by the 13 kinds multiple detection kits of respiratory causative agents 
and identified the bacterial culture on the samples. Finally, it also conducted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causative agents. 
Results  Among the 421 samples, positive samples of causative agents occupied 51.06%, 
215 samples. Meanwhile, the mix infection of two or above two viruses took up 12.5% and 
the infection rate of middle-aged group is apparently above the child group and old group 
( for respective,53.20%, 22.5%, 24.3%, p<0.001). The positive samples of bacterial culture 
occupied 288 samples, namely 64.80%, among which the mix inflection of two or above two 
viruses took up 31.1%. Meanwhile, the inflection rate of old group is apparently above the 
child group and the middle aged and youth group (for respective, 51.2%, 19,9%, 28.9%, 
p<0.001) Among the samples, the mix inflection of respiratory viruses and bacterial occup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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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2%, namely 150 samples. The positively respiratory viruses rates of four seasons are 
respectively 25%, 6.7%,20% and 38.3%, p=0.257. 
Conclusion  Among the patients’ respiratory viruses infection, whose main symptoms are 
cough and fever, the causative agents are not only common bacterial infection but also the 
separate or mix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s. Therefore, the viral nucleic detection 
classification and detection on those patient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l culture can 
help identify and diagnose the causative agents early and quickly, which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helping the clinical doctors choose more accurate treatm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5390 
 
Clin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nezolid 

non-susceptible Enterococcus bacteremia from a 
Chinese hospital 

 
liu yang,wan la-gen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Introduction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olog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linezolid non-susceptible (LNS) Enterococcus causing bacteremia from a 
Chinese hospital.  
Methodology  Adult patients with LNS enterococci bacteremia at a Chinese hospital over a 
3-year period were enrolled. Data on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medical records. Genes for β-lactamases,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ies and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result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Nineteen LNS strains, including 9 E. faecalis and 10 E. faecium clinical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which displayed linezolid MICs of 8 to 32 μg/ml and 4 to 16 μg/ml, 
respectively. Genotyping revealed as many as seven and five PFGE types among E. 
faecium and E. faecalis isolates, respectively. Nine patients had received linezolid prior to 
the recovery of LNS enterococci, while the remaining ten patients were not exposed to the 
drug.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these isolates showed that 8/19 isolates (42.1%) 
contained the mutation G2576T in 23S rRNA. Amplification and sequencing of L3- and L4-
coding genes did not reveal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linezolid resistance.  
Conclusions  The multiclonal composition of LNS enterococci indicates that linezolid 
resistance possibly occurred on several independent occasions. Patients might have 
acquired their LNS isolate from another patient that had received linezolid or, alternatively, 
resistance may have arisen by mutation that occurred independentl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398 
 

广州及佛山地区 2014 年登革病毒基因型特征研究 
 

罗招凡 张凤宜 潘昆贻 方伟祯 庄豪 李红玉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检验科 5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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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2014 年广东省登革热大爆发，截止 12 月 8 日全省累计临床和确诊病例 45129 例，其中

广州 37331 例，占 82.72%，佛山 3540 例，占 7.84%。本文拟对 2014 年广州及佛山地区登

革病毒 C-prM 区进行基因序列测定,从分子水平与相关国际流行株进行同源性比较,构建系统发

育树,追踪其可能输入来源。 
方法  收集 2014 年 9-11 月登革热高发时期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447 例登革病毒
RNA(Real-time 
PCR)检测阳性的病患血清，随机选取其中广州、佛山地区不同区域的 24 例标本，提取病毒

RNA，RT-PCR 法扩增 C-prM 基因,并将其克隆到 pMD19T 载体，测定序列，并使用

MEGA6.0 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 
结果  成功测序登革病毒 11 株,序列分析表明均为登革 1 型病毒（DENV-1）。通过绘制系统发

育树，发现 GZ2014-01 等序列与 2010 年印度德里流行株同源性高（相似度 99.21%），

GZ2014-02 等序列与 2013 年广州流行株相近（相似度 97.64-98.82%）。广州株 GZ2014-
01、GZ2014-05、GZ2014-06、GZ2014-10 和佛山株 GZ2014-23 属于基因型Ⅴ，而广州株

GZ2014-02、GZ2014-03、GZ2014-09、GZ2014-11、GZ2014-12 和佛山株 GZ2014-20 属于

基因型Ⅰ。 
结论  GZ2014-01 等株可能来源于印度德里，而 GZ2014-02 等株可能来源于广州。登革病毒

多基因型流行可能是造成 2014 年广东省登革热大爆发的原因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06 
 

大肠埃希菌感染的临床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苏爱美 
山东省莱芜市新汶矿业集团莱芜中心医院 271103 

 
目的  分析大肠埃希菌在临床感染中的分布与耐药情况，为其在院内、外感染控制以及临床合

理用药方面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分析 2010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五年间我院临床各类标本中大肠埃希菌的分离情况并分

析大肠埃希菌的科室分布及其耐药情况。 
结果  分离的 2405 株大肠埃希菌主要来源于尿液 1049 株（43.60%）及痰液 562 株

（23.4％）；其中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ESBLs）大肠

埃希菌的检出率为 57.92％；大肠埃希菌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

和磺胺类等的大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率＞50%；耐药率＜10％ 的抗菌药物有亚胺培南（0）、

美罗培南（0）、哌拉西林/他唑巴坦（4.6%）、头孢哌酮／舒巴坦（6.4%）和头孢西丁

（7.7%），对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头孢吡肟等部分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耐药性有明显增加

趋势。 
结论  大肠埃希菌在医院获得性感染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耐药情况，临床应加强对病原菌的分布

及耐药性检测，避免产生更多的耐药菌株，以降低细菌的耐药性及医院的感染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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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中粒淋比例的临床意义及其对预后的预

测价值 
 

龚娇 胡波 周文营 张莹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613000 

 
目的  对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在乙型肝炎患者中的变化及预后的临床意义进行研究。 
方法  收集 79 例健康对照组（Healthy controls），55 例重型乙型肝炎（chronic severe 
hepatitis B，CSHB），129 例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总共 263 名研究

对象的临床资料。对每一位研究对象分别检测外周血中中性粒细胞值及淋巴细胞值，并计算出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通过检测乙型肝炎患

者血清中总胆红素（TBil）、肌酐(Cr)、凝血酶原时间(PT)的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计算终

末期肝病评估（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结合 MELD 评分并根据随访

患者 3 个月的生存情况评价 NLR 值对慢性乙型肝炎预后的预测价值。每两组间计量资料的比

较采用 Student-t 检验。  
结果 1）健康组，慢性乙型肝炎组，慢性重型乙型肝炎组的 NLR 值分别是 1.62±0.44，
2.942±1.93 和 4.58±3.30（P＜0.00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慢性重型乙型肝炎和慢性乙型肝

炎组的 NLR 值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慢性重型乙型肝炎组的 NLR 值比慢性乙型肝炎组的

NLR 值也有升高。2）通过接收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分析表明：MELD 评分和 NLR 值的 ROC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

分别为 0.957 和 0.872（P＜0.001）。NLR 值联合 MELD 评分评价患者预后的 AUC 值为

0.967。 
结论  MELD 评分与乙型肝炎预后明显相关，NLR 值与 MELD 评分呈正相关。NLR 值可以反

映肝病病情的轻重和肝脏损害程度，是预测乙型肝炎患者预后的可靠指标。NLR 值联合

MELD 评分能更好地预测乙型肝炎患者的预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11 
 

应用流式细胞免疫荧光技术检测血小板输注无效患者血小板

上 CD36 抗原的表达 
 

蒋敏 王雪明 林春艳 高媛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应用流式细胞荧光免疫技术检测 58 名血小板输注无效患者血小板表面表达 CD36 抗原

的情况。 
方法  用 PE 标记的鼠-抗人 CD36 荧光抗体通过流式细胞荧光免疫技术检测患者血小板表面的

CD36 抗原，探索是否存在血小板 CD36 抗原缺失的患者群体。 
结果  通过筛查 58 例有多次输血史并临床判定为血小板输注无效的血液病患者，其中 57 例

CD36 抗原表达不同程度的阳性，仅发现一例 CD36 抗原表达阴性的患者。 
结论 本试验发现在血小板输注无效的血液病患者中可能存在 CD36 抗原的缺失，其输注无效

可能与该抗原的缺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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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18 
 

莱芜地区胆道感染患者胆汁细菌学及药敏结果分析 
 

苏爱美 
山东省莱芜市新汶矿业集团莱芜中心医院 271103 

 
目的  研究莱芜地区胆道感染患者胆汁中细菌谱的变化及其药物敏感性变化，为本地区胆道感

染患者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 2009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间收治的 262 例本地区胆道感染患者的胆汁细菌培养阳性

的 231 株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作回顾性分析。 
结果  对于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两个时间段 90、172 份胆

汁标本中各有 63、132 份病原菌培养阳性，分别检出病原菌 73、158 株；所分离的病原菌以

革兰阴性杆菌为主，2 个时间段分别占 78.07％、73.40％，革兰阳性菌分别为 20.56％、

22.80％，真菌分别占 1.37%、3.77%;革兰阴性菌在胆道感染中所占的比率下降，而革兰阳性

菌及真菌的比率上升;大肠埃希氏菌仍占最大比例，2 个时间段分别为 34.21%、 26.58％，大

肠埃希氏菌中 ESBLs 阳性耐药株分别为 16.0％，54.8％(P<0.05)，胆道感染的病原菌发生明

显的变迁。 
结论  胆道感染的病原菌中主要以大肠埃希氏菌、肠球菌属等为主，6 年来胆道感染的病原菌

发生明显的变迁，临床应用广泛的抗菌药物耐药率增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24 
 

胰腺癌患者肝细胞核因子 1a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罗招凡 高文超 谢晓英 林向华 郑上游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检验科 510120 

 
目的  研究胰腺癌患者肝细胞核因子 1α(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1α, HNF1α) 的表达变化及

意义，探讨其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7 对胰腺导管细胞癌组织及其正常癌旁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SABC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 WesternBlot 法检测 HNF1α 的表达情况；应用受试者曲线（ROC）分析

HNF1αmRNA 对胰腺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胰腺癌组织 HNF1α 蛋白和 mRNA 的表达均明显降低(P<0.01)；
HNF1αmRNA 诊断胰腺癌的 AUC 为 0.89，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1.30%和 75.00% 。 
结论  胰腺癌患者肿瘤组织中 HNF1α 表达的显著下调可能参与了胰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其有可能成为胰腺癌诊断和治疗的新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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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例中老年脑血管疾病患者血液流变学变化规律探讨 
 

苗杰 郭景阳 王景胜 
解放军第 404 医院 264200 

 
目的  研究威海地区 180 例中、老年脑血管疾病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变化规律。 
方法  应用血液流变学检测技术，对威海 404 医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期间，临床相关

检查确诊为脑血管疾病的 180 例患者，30 例门诊健康体检者进行血液流变学检测，对全血粘

度（切变率分别为 200、60、10、1s-1 时）、血浆粘度、红细胞压积、全血高切还原粘度、

全血低切还原粘度、红细胞刚性指数、红细胞凝聚指数、全血高切相对指数、全血低切相对指

数、红细胞变形指数等血液流变学指标检测结果进行分析，采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统计学处

理。 
结果  180 例中、老年脑血管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各项主要指标均比健康对照组明显增高，其差

异有显著意义（p＜0.05）。将脑血管疾病中出血性脑病、缺血性脑病和脑梗塞的血液流变学

指标变化进行统计对比显示，脑梗塞组高于缺血性脑病组，缺血性脑病组高于出血性脑病组。

其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特点为：脑梗塞和缺血性脑病组以血液黏度、红细胞压积增高明显，表

现为全血黏度增高；而出血性脑病组主要以血浆黏度增高为主。 
结论  威海地区中、老年脑血管患者血液黏度增高，呈高凝倾向，易发生脑血管意外和脑梗死

等急症，应采取相应预防措施，血液流变学指标的监测，既可以预报急性心肌梗塞和急性脑卒

中等急症，同时有助于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和分类鉴别，对于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参考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38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抗凝血酶 III、蛋白 C、超敏 C 反应蛋白

和降钙素原检测的临床价值 
 

王文洋 王超群 冯强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通过检测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血浆抗凝血酶 III （AT III）、蛋白 C（PC）、超

敏 C 反应蛋白（hs-CRP）和降钙素原（PCT）水平，评估患者病情和预后，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将 117 名 CAP 患者分为普通 CAP 组和重症 CAP 组，检测健康对照组、普通 CAP 组、

重症 CAP 组以及病情改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 ATIII、PC、hs-CRP、PCT 水平，分析 CAP 患

者抗凝系统和炎症因子的变化同患者病情发展、病原菌分布关系。 
结果  CAP 患者血浆 PC 水平明显降低(p<0.05)、hs-CRP 和 PCT 水平明显升高(p<0.05)，普

通 CAP 组 PC、hs-CRP、PCT 水平与重症 CAP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

与治疗后相比，PC 水平明显增加(p<0.05)，hs-CRP、PCT 水平明显降低(p<0.05)；G-菌感染

的患者血浆 PC 明显低于 G+菌感染的患者(p<0.05)，而 PCT 水平明显高于 G+感染的患者

(p<0.05)。 
结论  ATIII、PC、hs-CRP 和 PCT 在评价 CAP 患者抗凝系统和炎症变化中具有很好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对改善 CAP 患者的预后及降低死亡率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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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57 
 

616 例急诊患者自身抗体检测结果及临床分析 
 

刘微芬
1 李娅

2 徐从琼
2 钟敏

2 
1.曲靖市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检验科 
 

目的  了解急诊患者血清中抗核抗体的检出率，探讨自身抗体在急诊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总结 2013 年 5 月-2015 年 7 月我院急诊患者自身抗体检出率与首诊症状的关系。 
结果  616 例急诊患者抗核抗体(ANA)阳性患者总阳性率为 10.9% (67/616)，其中诊断为系统

性红斑狼疮的阳性率为 100%（3/3），出现肢体疼痛、浮肿、肌无力，发热、咳嗽和胸闷、

呼吸困难等症状患者的阳性率较高，分别是 36.7%（11/30）、13.0%（15/115）、22.9%
（8/35）。在这些阳性率较高的患者中，ANA 阳性滴度≥1：320 的患者占 68.7%（46/67）。

抗核抗体谱阳性患者 114 例，阳性率为 18.5%(114/616)，其中以抗 Ro-52、抗 SS-A、抗

HI、抗 M2 抗体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 8.1%（50/616）、6.8%（42/616）、3.1%（19/616）
和 2.8%（17/616）。 
结论  对急诊就诊者出现关节疼痛、浮肿、发热、呼吸困难等症状的患者应提高警惕，注意多

种自身抗体的联合检测，提高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率，以防漏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59 
 

山东烟台某医院就诊患者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陈静 吕欣颖 吕娜 陈世锋 刘鹏 伊茂礼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目的  了解烟台地区的病毒性丙型肝炎感染现状； 
方法  采集 2015 年 5 月—2015 年 12 月在山东省区域医疗中心之一烟台毓璜顶医院所有有抽

血检查项目的就诊患者血清样本共计 44 908 例，测定其血清 HCV-cAg，血清抗-HCV，血清

HCV-RNA，分析烟台地区的病毒性丙型肝炎感染现状，并同时检测 ALT 和 AST 观察其异常

率和血清 HCV-RNA 浓度的关系。 
结果  44 908 份血清样本中，检出抗-HCV 阳性样本 130 份（0.29%），HCV-cAg 阳性样本

39 份（0.09%），HCV-RNA 阳性样本 49 份（0.11%），共检出 HCV 感染者 131 例

（0.29%）。131 例 HCV 感染者按照不同年龄分层，发现均为成人患者,年龄范围为 23~88，
50~60 岁患者感染比率最高；按照 HCV RNA 检测浓度不同进行分组检测其相应的 ALT、AST
水平，发现随着丙型肝炎感染者体内 HCV-RNA 载量的增高，其肝脏内 AST、ALT 升高，异

常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结论  烟台毓璜顶医院就诊患者丙型肝炎感染率较低，感染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并且结合

生化指标，通过 HCV-cAg、HCV-Ab 和 HCV-RNA 联合检测将有助于提高丙型肝炎的检出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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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80 
 

1000 例男性患者泌尿生殖道分泌物 NG、CT、UU 检测结果

分析 
 

于瑶 刘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 2015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门诊就诊的男性患者淋球菌、沙眼衣原体、

解脲支原体 3 种性传播疾病病原体的检出情况，为临床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门诊就诊且同时检测

NG、CT、UU 三个项目的男性患者的结果资料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NG、CT 和 UU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1.70%、2.40%和 37.90%；年龄在 21 到 40 岁的

患者阳性率最高，达 81.67%。 
结论  UU、CT 已成为男性 STD 感染的主要病原体，高发年龄 20 到 40 岁，应当引起全社会

的重视，加强对高发年龄人群的宣传教育和防治工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83 
 

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国冬梅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目的  鲍曼不动杆菌是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主要引起呼吸道感染、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菌

血症、泌尿系统感染、继发性脑膜炎、手术部位感染等，该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有逐年增

加的趋势，回顾性分析 2015 年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

为合理使用抗生素及预防控制医院感染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全年检出的住院患者鲍曼不动杆菌的科室分布、检出部位，各种抗

生素耐药趋势和多重耐药菌比例。 
结果  2015 年本院共 259 位住院患者检出鲍曼不动杆菌，其中重症监护室检出 192 例，占所

有例数的 74.1%。所有菌株对头孢唑啉、头孢曲松和呋喃妥因的整体敏感率最低，对米诺环素

的整体敏感率最高。检出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153 例，占所有例数的 59.1%，其中 135 例

多重耐药菌来自重症监护室。83%鲍曼不动杆菌来源于呼吸系统（痰和下呼吸道分泌物）。 
结论  临床治疗可参考药敏试验结果选择合适的抗生素，以提高疗效并减少耐药现象的产生。

重症监护室检出的鲍曼不动杆菌总例数和多重耐药菌例数在全院中占很大比例，提示重症监护

室是预防鲍曼不动杆菌医院感染和产生耐药株的重点科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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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苯丙胺滥用与嵌合蛋白 2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改变的研

究 
 

郝柳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我国甲基苯丙胺滥用的形势十分严峻，长期大量使用基苯丙胺会导致神经可塑性的改

变，从而导致成瘾行为的产生。目前对甲基苯丙胺对神经元突触水平的影响尚不清楚。嵌合蛋

白 2 基因（CHN2）编码嵌合蛋白 2，嵌合蛋白 2 是一种 GTP 酶激活蛋白，可通过 Rac GTP
酶系统进一步影响肌动蛋白骨架重塑，对神经元可塑性改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了解

CHN2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改变与甲基苯丙胺滥用的相关性，以探索甲基苯丙胺在神经突触水

平的作用机制。 
方法  1. 采用 DSM-IV 定式检查工具 SCID-I（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Axis I 
Disorders, DSM-IV 轴 I 障碍定式临床检查）中文版对强制戒毒所的男性甲基苯丙胺滥用者进

行调查。2.采用 Methylight qPCR 技术对 CHN2 基因启动子区进行甲基化状态测定。 
结果  甲基化检测发现，甲基苯丙胺滥用 CHN2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程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组，甲基苯丙胺滥用组为 1026.73±698.73，健康对照组为 2795.55±733.19，p 值＜0.01。 
结论  研究显示长期甲基苯丙胺滥用导致 CHN2 基因甲基化程度显著增高，提示这些患者中可

能存在嵌合蛋白 2 基因表达下降，蛋白水平下降。而嵌合蛋白 2 水平的下降可能通过 Rac 
GTP 酶系统进一步影响肌动蛋白骨架重塑，进而神经突、生长圆锥形成异常，导致神经系统

结构和功能损害,从而形成甲基苯丙胺依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11 
 

新生儿科患者产 NDM-1 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主

动外排泵基因 acrA 的研究 
 

李碰玲 王敏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研究主动外排泵基因 arcA 在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中抗生素转录水平，探讨

主动外排机制在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2 年 8 月-2013 年 12 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新生儿科患者的痰及血液标本分离

的 7 株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株作为实验组，10 株同一新生儿科碳青霉烯类敏感肺炎克

雷伯菌株作为对照组。采用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鉴定及药敏检测，采用 K-
B 法和 Etest 进行表型确认，采用改良 Hodge 确证试验确定细菌耐药表型，采用 RAPD 技术

检测细菌基因型，采用 PCR 扩增 NDM-1、acrA 基因，采用 RT-PCR 检测 acrA mRNA 表

达。  
结果  7 株试验菌均产碳青霉烯酶。PCR 扩增显示其染色体和质粒上均携带 NDM-1 基因；

RAPD 显示 7 株试验菌为同一 ST17 型；5 株试验菌和 8 株敏感菌株检出外排泵基因 acrA；
RT-PCR 显示试验组和对照组 acrA mRNA 表达水平平均值分别为 0.545 和 1.899，两组 a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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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 扩增产物电泳条带与 16S rRNA 扩增产物电泳条带的灰度比值分别为 0.13 和 0.317，
结果进行 Fisher 精确概率检验，p = 0.317（>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acrA 的表达可能不是产 NDM-1 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的必要原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13 
 

肾移植和非移植患者的丙型肝炎抗体与 RNA 水平的关联性研

究 
 

张少波 蔡应木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探讨肾移植和非移植患者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与病毒 RNA（HCV-RNA）水平

的关联性。 
方法  以化学发光法检测患者血液标本的抗-HCV，对 459 例既往阳性或现患丙型肝炎的患者

（肾移植患者 78 例，非移植患者 381 例）以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其血液标本的 HCV-RNA
载量，分析肾移植患者和非移植患者抗-HCV 在不同浓度区间与 HCV-RNA 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抗-HCV S/CO≤5 时，肾移植患者和非移植患者 HCV-RNA 阳性率分别为 55.00%和

4.72%，抗-HCV S/CO>5 时，肾移植患者和非移植患者 HCV-RNA 阳性率分别为 84.00%和

31.53%（肾移植患者阳性率显著高于非移植患者，P<0.01）；肾移植患者抗-HCV 与 HCV-
RNA 载量的对数值无显著相关性(P>0.05)，而非移植患者抗-HCV 与 HCV-RNA 载量对数值显

著相关（r=0.633，P<0.01）。 
结论  普通人群抗-HCV 在低浓度区间 HCV-RNA 的阳性预期值较低，但随抗-HCV 升高，

HCV-RNA 载量与抗-HCV 呈一定的正相关性；肾移植患者因机体免疫状态发生变化导致抗-
HCV 和 HCV-RNA 载量无相关，提示抗-HCV 不适合作为肾移植患者 HCV 感染筛查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27 
 

铜蓝蛋白检测对肾脏疾病诊断的研究 
 

王利敏 刘俊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铜蓝蛋白的含量对肾脏疾病诊断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之间盛京医院小儿肾内科进行铜蓝蛋白检测的标本以及

检测铜蓝蛋白的健康人群标本。 
结果  本实验共收集了肾内科 228 例标本。其中铜蓝蛋白出现异常的有 132 例，正常范围内为

96 例。在出现异常的病例中铜蓝蛋白降低的为 126 例（肾病综合征 89 例，肾小球肾炎 37
例），升高的为 6 例（肾病综合征 5 例，肾小球肾炎 1 例）。健康人群标本 100 例。数据分

析显示：铜蓝蛋白对肾病综合征和肾小球肾炎的诊断均有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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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铜蓝蛋白的变化和肾病综合征患者、肾小球肾炎患者有明显相关性，可作为肾病诊断的

一项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532 
 

糖化血红蛋白 IFCC 参考方法及实验室网络比对研究 
 

李卿 居漪 金中淦 葛丹红 王茗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10220278 

 
目的  糖化血红蛋白（HbA1c）是糖尿病病情进展及并发症评估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实现

HbA1c 检测结果的准确，精密和可比是 HbA1c 能够应用于临床的前提和保障。本文着重介绍

国际临床化学与检验医学联合会（IFCC）测定 HbA1c 的参考方法和 IFCC 参考实验室网络比

对研究。  
方法  IFCC 提供 6 支校准品，5 支比对样本，2 支质控品，3 支待赋值校准品，这些样品经谷

氨酸蛋白内切酶酶解，释放糖化的六肽（Glu-Val-His-Leu-Thr-Pro-Glu）和非糖化的六肽

（Val-His-Leu-Thr-Pro-Glu）。高压液相色谱法（HPLC）分离酶解产物并收集六肽混合物。

经离心冻干后，使用毛细管电泳法(CE)分离糖化六肽和非糖化六肽。计算糖化六肽和非糖化六

肽的峰面积的比值，并换算成国际单位 mmol/mol。  
结果  通过测定 6 个校准品并建立校准曲线后发现，实测值与给定值线性关系良好

（R2=0.99982）。实测值与给定值的相关方程为 y = 0.99836 x - 0.00008，其中 x 为实测

值，y 为给定值。实验结果与其他参考实验室一起评价，我室具有较低的比例偏倚和系统偏

倚。对待赋值校准品所赋的值可以被接受。  
结论  本次比对活动中，我室比对样本考核合格，为 IFCC 校准品的赋值结果准确可信，为全

球 HbA1c 检测溯源至 IFCC 国际单位提供了保证。IFCC 参考方法能更为准确的测定 HbA1c，
有广泛用途。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34 
 

汕头市门诊病例乳头瘤病毒感染分布状况 
 

潘美晨 赵颖 陈暖 李薇 蔡应木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  研究汕头市门诊病例的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率及亚型的分布特征，以此来推测本

地区的主要流行亚型。 
方法  采用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分型技术（HybriMax）对到门诊妇产科就诊的 7033 名妇女

宫颈脱落细胞进行 HPV 检测及分型来筛查宫颈癌。 
结果  汕头地区妇女 HPV 感染率为 21.64%，16 种高危亚型（HR-HPV）阳性率为 26.06%，5
种低危亚型（LR-HPV）阳性率为 4.38%，感染率最高亚型是 HPV52（16.91%），其次为

16、58、68、33、53 和 18 型，均为 HR-HPV。LR-HPV6 和 11 型感染率分别为 6.59%和

5.89%。单一型别感染率为 15.53％，多亚型感染率为 6.11％。 



1413 
 

结论  本地区人群感染 HPV 主要亚型为 HPV52 和 HPV16。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35 
 

社区中老年人群同型半胱氨酸检测意义 
 

焦付丰 王秋霞 周广迪 张立中 
高唐县人民医院 252800 

 
目的  观察社区中老年人群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 
方法  以下乡体检方式对社区 60 岁以上中老年共 1070 名体检者（男 468 人，女 602 人），以

60-70 岁 681 人为 A 组，71-80 岁 342 人为 B 组，80 以上 47 人为 C 组，以酶循环法检测血

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以 HCY15umol/L 为参考上限，15.1-30umol/L 为轻度升高，30.1-
100umol/L 为中度升高，100umol/L 以上为重度升高。 
结果  1070 名体检者 HCY>15umol/L 者 240 名，异常检出率 22%，男 31.4%，女 15.39%；

HCY 升高者中轻度升高 200 人，男 123 人，女 77 人；中度升高 36 人，男 22 人，女 14 人；

重度升高 4 人，男 2 人，女 2 人;提示中老年人群性别间 HCY 异常检出率有显著性差异

(P<0.05)。A、B、C 组各异常检出率分别为 19.5%（133/681），25.7%（88/342） ，40.4%
（19/47 ）。显示随年龄升高，A、B、C 各年龄组 HCY 异常检出率差异显著（P<0.05）. 
结论  检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对发现 HCY 增高、增高程度及防控由 HCY 增高引发的相

关疾病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42 
 

宫颈癌机会筛查与集中筛查中 HPV 的对比分析 
 

郑颖 尚晓泓 唐玉凤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00091 

 
目的  分析不同人群中 HPV 检测在宫颈癌防治中的地位。 
方法  采用 cobas 4800 HPV 检测系统,对 2014 年１0 月至 2015 年１0 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

苑医院妇科门诊行宫颈癌机会筛查和职工集中体检筛查女性的 HPV 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其中妇科门诊机会筛查 1526 例（机会筛查组），集中 664 筛查例（集中筛查组），检

测 HR-HPV 感染阳性率分别为 20.8%（337/1526）和 8.28%(55/664), 机会筛查组和集中筛查

组的 HR-HPV 感染阳性检出率比较，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机会筛查组 30-39 岁 HR-
HPV 感染的阳性率最高 9.11%，集中筛查组在 40-49 岁 HR-HPV 感染的阳性率最高 4.07%。 
结论  宫颈癌筛查优先推荐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作为初筛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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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549 
 

长沙地区健康成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调查 
 

莫喜明 穆萨 项忠元 杨敏 郝柳 李碰玲 杨修登 谢益欣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是目前敏感性较高的前列腺肿瘤标志物。近年来的研究发

现，PSA 亦存在于女性体内，测定女性体内某些体液或组织中的 PSA，对于一些女性疾病的

诊断治疗同样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国内罕有健康女性血清 PSA 水平的文献报道，本

文对长沙市地区健康成年女性血清 PSP 水平进行初步调查。 
方法  选取长沙市地区 21~60 岁的健康成年女性 5310 例，应用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PSA 浓度，并分为 21~30、31~40、41~50 和 51~60 岁四个年龄组统计分析结果。 
结果  各年龄组健康成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9.4%的女

性血清 PSA 水平﹤0.04ng/ml,99.09%的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血清 PSA﹥1～4ng/ml
者为 0.88%。 
结论  采用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测定，本地区 21~60 岁健康成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

1ng/ml。 约 1%的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60 
 

血清微量元素 Fe、Zn、Cu、Se 与胃癌相关性研究 
 

李映潼 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 Cu、Zn、Fe、Se、Cu/Zn 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分析四种微量元素

与胃癌组织分化程度、TNM 分期、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等生物学行为的关系，确定四种微

量元素改变在胃癌诊断、术前判断是否发生转移、预测病情进展程度的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检测 118 例微量元素胃癌（转移组与非转移组）患者、27 例

胃良性病变患者、20 例健康体检组的 Cu、Zn、Fe、Se 量值水平，分析四种微量元素变在胃

癌转移组、胃癌非转移组、良性病变组、健康体检组中的变化。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血清微量元素 Fe、 Zn、Cu、 Se、Cu/Zn 在胃良性病变中没有显

著变化，胃癌患者（非转移组和转移组）中 Fe、 Zn、Se 的表达水平有显著性的下降，Cu 的

表达水平与显著性的升高（p＜0.05），Se 变化更加显著。血清微量元素 Fe、 Zn、Cu、 Se
与胃癌生物学行为关系：1. 组织学分型：四种微量元素及铜锌比值均无统计学意义；2.分化程

度：四种微量元素均无统计学意义。3.TNM 分期：Cu 在Ⅰ期和Ⅱ期比较中无统计学意义，Ⅰ

期和Ⅲ期、Ⅰ期和Ⅳ期、Ⅱ期和Ⅳ期有统计学意义；Zn 与 Se 在Ⅰ期和Ⅱ期、Ⅰ期和Ⅲ期、Ⅰ

期和Ⅳ期比较中均有统计学意义，Ⅱ期和Ⅳ期比较中无统计学意义；四种微量元素在Ⅱ期和Ⅲ

期、Ⅲ期和Ⅳ期比较中均无统计学意义； Fe 及 Cu/Zn 比值与分期无关。4 浸润程度：四种微

量元素均有统计学意义，随着浸润程度的加深，微量元素值逐渐减低。5.淋巴结转移：Zn、
Fe、Se、Cu/Zn 在男性非转移及转移组比较中有统计学意义，Zn、Fe、Se 转移组低于非转移

组，Cu/Zn 转移组高于于非转移组，四种微量元素只有 Cu 在女性非转移及转移组比较中有统

计学意义，转移组高于非转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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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血清微量元素在胃良性病变中均无显著变化，在胃癌非转移组及转移组发生明显变

化，对胃癌有辅助诊断的作用。2.微量元素 Cu、Zn、Fe、Se 和组织学分型及分化程度无关；

部分微量元素有助于提示胃癌分期进展程度；对于判断男性胃癌患者是否发生转移 Zn、Fe、
Se、Cu/Zn 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判断女性患者是否发生转移，Cu 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Cu、Zn、Fe、Se 与浸润程度相关，随着浸润程度的加深，微量元素值逐渐减低。四种微量元

素改变在胃癌诊断、术前判断是否发生转移、预测病情进展程度有较为实用的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75 
 

长沙地区健康老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调查 
 

穆萨 项忠元 郝柳 杨修登 李碰玲 谢益欣 杨敏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是目前敏感性较高的前列腺肿瘤标志物。近年来的研究发

现，PSA 亦存在于女性体内，测定女性体内某些体液或组织中的 PSA，对于一些女性疾病的

诊断治疗同样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国内罕有健康女性血清 PSA 水平的文献报道，本

文对长沙市地区健康老年女性血清 PSP 水平进行初步调查。 
方法  选取长沙市地区 61~90 岁的健康成年女性 995 例，应用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PSA 浓度，并分为 61~70、71~80 和 81~90 岁三个年龄组统计分析结果。 
结果  各年龄组健康老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9.55%的

老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0.04ng/ml,98.79%的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 1.2%的女性血清

PSA﹥1ng/ml。 
结论  采用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测定，本地区 61~90 岁健康老年女性血清 PSA 水平≦

1ng/ml。约 1%的女性血清 PSA 水平﹥1ng/ml。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79 
 

let-7a 在支气管哮喘中的表达及其与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鱼丽娟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研究背景  支气管哮喘（bronchial asthma）简称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及细胞组分所形成的一

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临床上激素或激素联合长效 β 受体激动剂治疗哮喘虽然取得一定的效

果，但是哮喘的发病率仍逐年升高，且哮喘尤其是重症哮喘的反复发作且激素治疗效果不佳，

严重威胁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探索哮喘的发病机制和新的治疗靶点刻不容缓。初始

CD4 + T 细胞在不同细胞因子的刺激下分化为不同的细胞群，包括 Th1 、Th2 细胞和 Th17 细

胞。过敏性哮喘是由 Th1 /Th2 失衡或 Th2 细胞反应亢进所致。miRNA 是长度为 21~25 个核

苷酸的小分子 RNA。异常表达的 miRNA 与疾病发生发展十分密切。某些 miRNA 如 miR-126, 
miR-145 等可以调节哮喘气道炎症。通过增强或抑制这些 miRNA 表达来控制哮喘的气道慢性

炎症，或许将成为治疗哮喘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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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探究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气道组织和免疫细胞中 MicroRNA let-7a 的表达情况，

同时分别研究 MicroRNA let-7a 与细胞因子 IL-4, IL-13 和 IL-17a 的相关关系。  
研究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分别收集正常对照组（n=20）、轻度哮喘组（n=18）和

重度哮喘组（n=22）病人的血清和气道组织标本。应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血清和气道组

织标本中的 MicroRNA let-7a 的含量 。应用流式细胞分选技术分选得到 CD4+T 细胞、Th1 细

胞、Th2 细胞和 Th17 细胞。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CD4+T 细胞、Th1 细胞、Th2 细胞和

Th17 细胞中 MicroRNA let-7a 的表达情况。ELISA 法检测血清中细胞因子 IL-4, IL-13 和 IL-
17a 的表达情况，同时与血清 MicroRNA let-7a 表达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  
研究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轻度哮喘组和重度哮喘组病人血清和气道组织标本中的

MicroRNA let-7a 表达均下调且成趋势性变化。轻度哮喘组和重度哮喘组病人 CD4+T 细胞和

Th2 细胞中 MicroRNA let-7a 表达均下调且成趋势性变化，提示 MicroRNA let-7a 可能通过抑

制 Th2 细胞的极化发挥抗炎作用。  
研究结论  let-7a 在哮喘患者的血清、气道组织和免疫细胞中表达均下调。let-7a 有望成为哮喘

的分子诊断靶标和治疗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89 
 

某院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基因检测及耐药机制分析 
 

夏鹏程
1 姜梅杰

2 张志军
2 赵书平

2 
1.泰山医学院附属泰山医院 

2.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院内临床分离的 5 株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中耐药基因的存在情况，并探讨其耐

药机制和同源性关系，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帮助。  
方法  采用 WalkAway 96 PLUS 型全自动细菌分析仪对临床分离的 5 株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

菌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采用改良霍奇实验验证其是否产碳青霉烯酶，EDTA 协同实验验

证是否产金属酶，接合实验验证其耐药基因的传递情况。PCR 法检测其耐药基因。通过多位

点序列分型（MLST）及系统发育分型（phylogenetic typing）做基因分型，采用脉冲场电泳

（PFGE）来检测其同源性，通过碳青霉烯酶基因扩增和测序，进一步探讨其耐药机制。  
结果  5 株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中，3 株来源于 ICU 重症监护病房，1 株来源于内分泌病

房，1 株来源于儿外科病房。5 株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中，改良霍奇实验 5 株全部阳性，

EDTA 协同实验 5 株全部阳性。其中 4 株接合实验成功，4 株接合子中，1 株改良霍奇实验阳

性，1 株 EDTA 协同实验阳性。5 株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中，4 株 ndm-1 基因阳性，1 株

kpc-qc 基因阳性，2 株 tem 基因阳性，3 株 rmtb 基因阳性，1 株 ctt 基因阳性，1 株 qnrs 基因

阳性，3 株 ant3-1 基因阳性，1 株 CTX-M1 基因阳性，4 株 CTX-M3 基因阳性，4 株 Qace△1
基因阳性。4 株接合子中，3 株 ndm-1 基因阳性，1 株 kpc-qc 基因阳性，2 株 tem 基因阳性，

2 株 rmtb 基因阳性，1 株 ctt 基因阳性，1 株 qnrs 基因阳性，2 株 ant3-1 基因阳性，1 株 ctm-
m1 基因阳性，3 株 ctx-m3 基因阳性，3 株 qace△1 基因阳性。将所有阳性基因全部测序验

证。通过检测其 7 种管家基因，并在（http://blast.ncbi.nlm.nih.gov/）网站查询比对，做

MLST 分型，可知 5 株细菌都是不同的 ST 类型，但有两株属于同一克隆复合体。通过脉冲场

电泳（PFGE）检测其同源性，可知 5 株细菌，同源性较低，不是临床克隆传播所致，医院感

染控制成效显著，同时这种克隆株多样性，增加了新的耐药克隆株产生和流行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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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院内临床分离的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耐药机制主要与其耐药基因有关，并且其部分

耐药基因具有可传递性，临床中应注意感染管理控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597 
 

血清唾液酸与各类恶性肿瘤相关性研究 
 

邓凡 赵颖 李翠萍 王光翠 赵海龙 孙大学 孙永梅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北院区 266031 

 
目的  通过血清唾液酸在各种恶性肿瘤及恶性肿瘤不同分期的变化，研究血清唾液酸在恶性肿

瘤诊断 、分类、预后、等方面的临床意义。  
方法  追溯近十年国内外血清唾液酸方面的研究成果及论文进行总结。  
结果  1 ：血清唾液酸水平高低与恶性肿瘤分期有密切关系 2：血清唾液酸水平改变与术后、

放、化疗的效果有直接关系 3：不同组织病理类:型的恶性肿瘤，其血清唾液酸含量水平无差

异  
结论  1：血清唾液酸不是恶性肿瘤诊断的特异性指标，只与恶性肿瘤的存在有关与组织病理学

类型无关        2：可以作为恶性肿瘤患者病程动态检测及疗效观察的指标 3：与其他肿瘤标志

物联合检测，可以提高恶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4：可以作为肿瘤筛查项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608 
 

长沙地区儿童血清肌酐参考区间的建立 
 

项忠元 穆萨 郝柳 杨修登 李碰玲 谢益欣 杨敏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血清肌酐（Scr）浓度测定对相关疾病的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估等有重要价值。目前，国内

对儿童 Scr 参考区间的文献报道很少，多是引用国内成人标准或国外文献报道。本文调查了长

沙地区较大样本的健康儿童的 Scr 水平，以期建立本地区儿童 Scr 参考区间。 
方法  应用肌氨酸氧化酶法测定长沙地区 2064 例 1~18 岁健康儿童 Scr 浓度,并按幼儿期、学

龄前期、学龄期和青春期年龄组和性别分组统计,以确立儿童 Scr 的参考值范围。 
结果  随着年龄增长，Scr 水平升高。各年龄期组健康儿童 Scr 水平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年龄期组不同性别儿童的 Scr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幼儿期儿童 Scr
参考区间为 15.8-36.8μmol/L,学龄前期 18.6~44.6μmol/L，学龄期 21.2~58.4μmol/L,青春期

25.2~73.6μmol/L。 
结论  本研究的健康儿童 Scr 参考值明显低于其他文献报道的成人参考值,不同年龄组儿童 Scr
的参考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临床实验室针对这些特殊人群应建立合理的参考值区间,为临床

疾病诊断和评估预后等提供重要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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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609 
 

曲霉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在非粒缺侵袭性肺曲霉病诊断中的

应用 
 

孙珊 张莉萍 
重庆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研究曲霉菌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在非粒缺侵袭性肺曲霉病患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及其

与血清半乳甘露聚糖（GM）联合检测时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1 日临床上诊断为侵袭性肺曲霉患者的血清共

77 例，依据欧洲癌症研究治疗组织及真菌研究组(EORTC/MSG)诊断标准，分为确诊病人 3
例，临床诊断 29 例，拟诊 45 例；另收集 20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作为对照，用 Bio-Rad 曲霉菌

抗原检测试剂盒对所有收集血清进行 GM 检测，用丹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曲霉菌抗体检测试剂

盒进行曲霉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利用 SPSS 软件对所得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比较曲霉

菌 IgG 抗体和 GM 在临床诊断组、拟诊组与健康组间的差异性，计算 IgG 抗体对非粒缺侵袭

性曲霉菌患者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以及联合 GM 检测时的诊断效果。 
结果  临床诊断组及拟诊组 IgG 抗体与健康体检组相比，结果有显著性差异（P<0.05）。对于

临床诊断组，GM 单独检测时，曲线下面积(AUC)0.871，敏感度 62.1%，特异度 93.0%；IgG
单独检测，曲线下面积 0.907，敏感度 79.3%，特异度 92.3%；GM、IgG 联合检测时，曲线

下面积 0.974，敏感度 89.7%，特异度 91.0%。 
结论  曲霉特异性抗体检测对于非粒缺侵袭性肺曲霉病患者的诊断中有重要价值，其与 GM 一

起联合检测时，诊断效果更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641 
 

长沙地区青春期儿童血清 ALT 参考区间的建立 
 

杨敏 穆萨 项忠元 郝柳 杨修登 李碰玲 谢益欣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测定对相关疾病的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估等有重要价值。

目前，国内对儿童 ALT 参考区间的文献报道很少，多是引用国内成人标准或国外文献报道。

本文调查了长沙地区较大样本的青春期健康儿童的血清 ALT 水平，以期建立本地区青春期儿

童血清 ALT 参考区间。 
方法  应用 IFCC 法（含 5′-磷酸吡哆醛）测定长沙地区 433 例 13-18 岁健康儿童血清 ALT,并
按性别分组统计,以确立青春期儿童血清 ALT 的 95%参考值区间。 
结果  男女性别组血清 ALT 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青春期男性健康儿童血清 ALT
为 6.5-47.1U/L，女性为 2.4-28.4 U/L。 
结论  本研究的青春期健康儿童血清 ALT 参考值明显低于其他文献报道的成人参考值,男、女

性组儿童血清 ALT 的参考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建立的青春期健康儿童血清 ALT 参考值区间,
可为临床和实验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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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660 
 

Association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f 
IL12B and IL6 with Takayasu Arteriti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Wen Xiaoting,Chen si,Li Jing,Li Yuan,Li Liubing,Zhang Shulan,Tian Xinping,Zhang Fengchun,Li Yongzhe 
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conducted in NorthAmerica, Turkey 
and Japan have demonstrated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variants ofIL12BandIL6and 
Takayasu arteritis (TA).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 reported in these studies are associated with TA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A multi-center study involving 412 patients with TA and 597 healthy controls was 
conducted. The frequencies of SNPs in theIL12BandIL6region were determined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iPLEX platform.  
Results  We demonstrated a strong allel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four SNPs ofIL12Band 
TA (rs6871626: OR 1.52, 95% CI1.26-1.83,Pc= 6.30×10-5; rs4921492: OR 1.46, 95% 
CI,1.21-1.75,Pc=2.87×10-4; rs60689680: OR 1.41,95% CI,1.17-1.69,Pc=1.37×10-3and 
rs4921493: OR 1.45,95% CI,1.21-1.75,Pc= 3.29×10-4). A significant genotype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rs6871626, rs4921492 and rs4921493correlated with TA in all three genetic 
models(additive, dominant and recessive),whilers60689680was significant in the additive 
and recessive models only.The four SNPs were instrong linkage disequilibrium; AATC 
haplotype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 risk of TA.However, neither genotype nor allele 
frequencies of rs2069837 showed significant between group differences.IL6correlated with 
hypertension, but no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IL12B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four SNPs (rs6871626, rs4921492, rs60689680, and rs4921493) 
ofIL12Bgene we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TA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Though, 
the SNP (rs2069837) ofIL6gene was associated with hypertension, it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of T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662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浆催产素浓度变化及临床意义 
 

杨修登 唐亚梅 张旺 刘勇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SZ)是一种严重影响患者社会功能的精神疾病，人群整体患

病率约为 1%，近年来研究表明下丘脑-催产素(OXT)系统与 SZ 的发生发展有一定关系。本文

旨在通过测定首发 SZ 患者血浆 OXT 浓度，探讨其临床意义。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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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首发 SZ 患者及正常对照组(CTR 组)血浆中 OXT 的浓

度,对检测结果统计分析。 
结果  SZ 患者组血浆 OXT 浓度显著低于 CTR 组(P<0.05);SZ 组男性与 SZ 组女性之间、CTR
组男性与 CTR 女性之间、SZ 组男性与 CTR 组男性以及 SZ 组女性与 CTR 女性之间血浆中

OXT 浓度都没有显著差异。  
结论  本研究表明测定血浆 OXT 浓度可以作为 SZ 患者诊断和治疗的一个指标，具有一定的临

床意义；但 SZ 是一种涉及多个系统、致病因素复杂的精神障碍性疾病，需要大样本多中心的

临床研究来进一步确定 OXT 在 SZ 中的确切机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672 
 

产 NDM-1 的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菌株在肠杆菌科细菌中的流

行调查 
 

李碰玲 王敏 谢益欣 杨敏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由于肠杆科细菌是主要的病原菌之一，本文旨在调查临床分离的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

肠杆科细菌的 NDM-1 耐药基因的分布情况。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2016 年 3 月期间从我院患者送检标本中分离的 618 株肠杆科细菌，

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不敏感的肠杆菌科细菌进行 NDM-1 耐药基因的筛查并测序。 
结果  618 株肠杆菌中耐药株 77 株，其中肺炎克雷伯菌 54 株（70.1%），大肠杆菌 12 株

（15.6%)，弗劳地枸橼酸杆菌 5 株(6.5%)，阴沟肠杆菌 5 株(6.5%)，铜绿假单胞菌 1 株

(1.3%)。NDM-1 耐药基因阳性菌株 26 株，其中肺炎克雷伯菌阳性 21 株，大肠杆菌 4 株，弗

劳地枸橼酸杆菌 1 株。  
结论  我院感染的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肠杆科细菌中主要是肺炎克雷伯菌，而且 NDM-1 耐药

基因检出率高，且在局部有短暂流行。临床医师要关注多重耐药细菌的不断增长趋势，合理选

择抗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686 
 

Association between genetic variants in the HLA-
B/MICA and Takayasu arteritis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Wen Xiaoting1,Chen Si1,2,Li Jing1,Li Yuan1,Li Liubing1,Wu Ziyan1,Yuan Hui2,Tian Xinping1,Zhang 
Fengchun1,Li Yongzhe1 

1.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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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akayasu arteritis (TA) is a rare autoimmune disease with ethnic difference.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showed novel genetic variants in the HLA reg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TA.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linkage between these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 and TA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412 patients from multi-center and 597 health controls were genotyped using the 
Sequenom MassArray iPLEX platform.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se SNPs and various 
clinical symptom of TA was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Our study showed a higher risk allele frequency of rs12524487 in TA patients 
compared healthy controls (26.6%vs21.7%, OR 1.31, 95% CI 1.06-1.61). The other SNP 
rs9366782 in HLA-B /MICA showed association with ischemic brain disease of TA (OR: 1.78, 
95% CI: 1.16-2.73, Pc = 0.03). However, rs3763288 and rs114202986 in MICA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A neither as a whole nor in any clinical features. Meanwhile, 
ATGT(rs9366782, rs12524487, rs3763288 and rs114202986)was the risk haplotype (Pc = 
2.48×10-10).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rs12524487 in HLA-B /MICA was genetic risk 
factor to TA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And rs9366782 in this region was associated to 
ischemic brain disease in TA but not TA susceptibilit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687 
 

我院的检验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介 
 

谢益欣 杨修登 李碰玲 杨敏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评审专家委员会于 2014 年 7 月正式成立，要求 2015 年各省

（区、市）全面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住培”）在各地全面启动，2020 年基本建立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旨在培养一批能看病、会看病的“标准化”医生，实现毕业后医学教育

的过渡。笔者所在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是湖南省目前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学科最齐

全的医院之一。该医院 2007 年开展面向社会招收住院医师，具有完善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管理制度、高素质的临床培训师资队伍、丰富的临床教学资源及培训经验，并与美国雅礼协会

及耶鲁大学合作开展耶鲁-湘雅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使住院医师培训进一步规范化和国际化。

本文简要介绍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检验医学基地的规范化培训工作,主要内容包括背景和现

状、培训过程、规范化培训基地条件和规范化培训目标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708 
 

标本放置时间和温度对检测白介素 8 结果的影响 
 

李思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观察标本放置温度和时间对化学发光法检测 IL-8 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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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空腹采集 16 例血液标本，离心后即刻检测 IL-8，并分别在室温（23±2℃）、2-8℃放置

不同时间复测血清 IL-8 浓度，与即刻检测结果作对比分析。 
结果  标本室温放置 4h 复测结果与即刻检测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标本 2-8℃
放置 8h 复测结果与即刻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标本放置温度和时间对化学发光法检测 IL-8 的检测结果有影响。室温条件下，标本应在

采集完成后 2h 内检测，若不能及时检测需及时分离血清置于 2-8℃冷藏，尽快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712 
 

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分析及产金属 β-内酰胺酶

研究 
 

黄云昆 翁明贵 朱雯梅 王佳 姚瑶 徐敏 
昆明市延安医院 650051 

 
目的  分析我院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CR-PA）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及金属 β-内酰

胺酶(MBL)的检出率，初步研究 CR-PA 的耐药机制，为临床治疗及控制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提

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临床分离 CR-PA149 株，用 whonet5.6 软件统计分析

耐药性，随机选择其中的 CR-PA 62 株，采用 IMP 及 IPM+EDTA 组合纸片实验对 CR-PA 进

行 MBL 表型检测，阳性菌株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 MBL 基因。 
结果  我院 Pae 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率为 37.25%（149/400），CR-PA 对临床常用抗

菌药物具有较高的耐药性，MBL 表型阳性率为 48.4%（30/62），PCR 扩增产物有 9 株 IMP-2
型阳性，1 株 GIM 型和 VIM 型阳性，MBL 基因总检出率为 16.1%（10/62）。 
结论  我院 CR-PA 检出率较高，耐药性强，临床应根据药敏试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产 IMP-2
型 MBL 是我院 CR-PA 的主要耐药机制之一，其更深入的耐药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725 
 

1 株分离自膀胱癌患者尿液的大肠埃希菌耐药基因的分析 
 

孙各琴 兰海丽 卢兰芬 冯雪琴 王娟 罗锡华 严海忠 幕月晶 李洋 
中山市人民医院 10151682 

 
目的 研究中山市人民医院膀胱癌患者尿中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机制，并检测其相关耐药基

因，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应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析

仪做细菌鉴定和药敏实验，同时用 K-B 法做细菌药敏实验；并用其高级专家判定系统（AES）
分析细菌耐药机制和耐药表型；进一步用 PCR 方法检测分离于膀胱癌患者合格尿标本 1 株多

耐药 ECO 24 种 β-内酰胺酶耐药相关基因（bla、OXAs、NDM-1）、4 种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基

因（AMEs）、1 种耐磺胺类抗生素基因（qacE△12sul1）、4 种耐喹诺酮类抗生素基因（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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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gyr）、整合子（intⅠ1、intⅠ2、intⅠ3）等细菌耐药基因并测序，结合临床用药分析细菌

耐药机制。 
结果  经 VITEK -2 Compact 细菌鉴定仪鉴定 1505390 菌株为大肠埃希菌；药敏试验，对替加

环素（TGC）、米诺环素（MH）均敏感，对美罗培南（MEM）、萘啶酸（NA）、苯唑西林

（OX）等 23 种药物均耐药。经 PCR、测序和基因同源性分析证实 13 种耐药基因阳性：7 种

β-内酰胺酶耐药相关基因（ blaTEM、blaSHV、blaVEB、blaSPM、blaDHA、oprD2、NDM-
1）；3 种 AMEs 基因（aac (6′)2 Ⅰ、aac(6′)2 Ⅱ、ant (2″)2Ⅰ） ；一种耐磺胺类抗生素基因

（qacE△12sul1）；2 类整合子（I 类整合子基因、II 类整合子基因）。其他 25 种基因均为阴

性。   
结论  该大肠埃希菌为多耐药菌株，其耐药机制主要与以上 β-内酰胺酶耐药相关基因、氨基糖

苷类修饰酶基因、耐磺胺类抗生素基因、整合子等共 13 种阳性耐药基因有关，同时临床治疗

过程中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抗生素，使得细菌多重耐药性广泛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752 
 

原发性肝癌中医分型与凝血功能相关性分析 
 

黄洁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癌中医分型及其与凝血功能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肝病科住院部收治的 176 例

原发性肝癌患者中医分型及其与凝血功能之间的关联。 
结果  176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 153 例有病毒性肝炎感染史，占 86.9%，其中 139 例有乙型肝

炎病毒感染史，占 79.0%。总体以以肝郁脾虚证组（34.66%）居多,其次是湿热中阻证组

（22.73%）和气滞血瘀证组（17.05%）。其中乙肝相关性原发性肝癌患者以肝郁脾虚证和湿

热中阻证多见。原发性肝癌患者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

时间(TT)、D 二聚体（D-D）均显著增加(P<0.05)，而纤维蛋白原(FIB)明显减少(P<0.05)。各

中医证型组间 PT、APTT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脾肾阳虚组 PT 升高最显著，其

次为湿热中阻组和肝肾阴虚组，肝郁脾虚组升高最少。湿热中阻组 APTT 升高最显著，其次为

脾肾阳虚组和肝肾阴虚组，肝郁脾虚组升高最少。 
结论  乙型肝炎病毒与原发性肝癌关系密切，是导致原发性肝癌的重要因素之一。脾肾阳虚

证、湿热中阻证和肝肾阴虚证患者凝血功能相对较差，气滞血瘀证和肝郁脾虚证患者凝血功能

相对较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771 
 

HCT 校正前后 Quikread 仪和 Immage 分析仪 C 反应蛋白检

测结果比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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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艳梅 刘集鸿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6000 

 
目的  探讨 Quikread 仪和 Immage 800 的 C-反应蛋白(CRP)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并分析红细

胞比容(HCT)对结果的影响程度。 
方法  选择覆盖 Quikread 仪 CRP 测量线性范围（0～160mg/L）、HCT 尽可能广的临床标

本，依据 EP9-A2 文件对 HCT 系数校正前/后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通过线性回归、偏倚散点图

进行比对分析，计算 10 mg/L、50 mg/L、160 mg/L 三个医学决定水平点的预期偏倚及相对偏

倚。 
结果  经 HCT 系数校正前，两台仪器对比结果的线性方程为 Y=1.0465X，R2=0.9373，比对

结果不达标，其中最大偏倚为 28.69％；根据 HCT 值使用不同系数（HCT 范围为 0.157～
0.50，校正系数范围为 0.7～1.1）校正后对比结果的线性方程为 Y=0.9157X，R2=0.9843
（R2 大于 0.95 即说明比对达标），其中最大偏倚降为 9.8%。三个医学决定水平的预期偏倚

分别为-0.843、-4.215 及-13.488，相对偏倚为 8.43%，两个指标均达标。 
结论  Quikread 仪检验的临床标本需对 HCT 进行适当校正后和 Immage 800 CRP 检测结果才

具有可比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782 
 

连续监测血清（1,3）-β-D-葡聚糖对肾移植受者术后 IPFI 的
早期诊断价值 

 
李影 王彦洁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讨连续监测血清（1,3）-β-D-葡聚糖对肾移植受者术后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IPFI)的早

期诊断价值。  
方法  接受肾移植术后患肺部感染的患者 64 例，根据 IPFI 的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确诊、临

床诊断、拟诊和排除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组。应用湛江安度斯检测系统，检测血清（1,3）-β-
D-葡聚糖浓度。采用四格表计算（1,3）-β-D-葡聚糖浓度诊断 IPFI 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

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并对（1,3）-β-D-葡聚糖测定值进行受试者特征工作曲线(ROC 曲线)分
析，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结果  以 151.5 pg /mL 为诊断阈值，单次血清（1,3）-β-D-葡聚糖结果诊断 IPFI 的灵敏度、特

异度、阳性预值值和阴性预测值为 81.8%、 54.7%、27.3%和 93.5%，而连续监测血清

（1,3）-β-D-葡聚糖诊断 IPFI 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值值和阴性预测值为 75.0%、 
78.0、40.0%和 94.1%。根据（1,3）-β-D-葡聚糖结果绘制ＲOC 曲线，曲线下面积为

0.805(95%CI:0.667~0.904)。 
结论  连续监测血清（1,3）-β-D-葡聚糖比单次试验的特异度、阴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升

高，提示连续监测对于肾移植术后受者 IPFI 具有更好的早期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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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耐药基因的研究 
 

杨勇文 李从荣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武汉地区产碳青霉烯酶肠杆菌科细菌的主要耐药基因，对耐碳青霉烯类的耐药机制

进行初步分析。 
方法  采用 Carba NP 试验对 88 株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肠杆菌科细菌进行耐药表型确证；采

用 PCR 方法检测 KPC、NDM、VIM、IMP、OXA-48 五种主要的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并测序

验证。 
结果  88 株临床分离菌对头孢唑林和氨苄西林耐药率高达 100％, 对哌拉西林、氨苄西林/舒巴

坦、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头孢吡肟、亚胺培南均

大于 90.0％；CarbaNP 实验阳性菌株 76 株（占 86.36%），其中 11 株菌为弱阳性；29 株检

出 NDM-1 耐药基因，24 株携带 KPC-2 型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 14 株检出 IMP-1 型耐药基

因，9 株检出 VIM-1 型耐药基因，未检出 OXA-48 型耐药基因，4 株联合产 KPC 和 NDM 基因

肺炎克雷伯菌，2 株联合产 NDM 和 VIM 基因阴沟肠杆菌。 
结论  本地区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是携带 NDM-1 和 KPC-2 型

碳青霉烯酶基因，值得感控部门的广泛关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27 
 

Carbon nanotube-based ultrasensitive multiplexing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 for Prostate cancer 

biomarkers  
 

li jinlong,zhang zhaoli,ding yan,zhang yongchen,wang nianyue 
东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0003 

 
ABSTRACT Prostate cancer is among the most commonly diagnosed male disease and 
remains a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elderly men. More 
than half of all men diagnosed with cancer are over the age of 70 years, with prostate 
cancer constituting about 50 % of cancers in this age group. Although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could be removed by surgery and radiation therapy, about 30-50% patients would 
have a local or distant recurrence. So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some rapid, inexpensive, 
sensitive, and simple ways to diagnosis prostate cancer in early stage. 
As is well known,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 and free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fPSA) 
are both the most important tumor markers for clinical diagnoses of prostate cancer. 
However, due to the typical analysis methods are complex and high cost, time-consuming 
limiting their wide application.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y are detected separately. Due to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two tumor markers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iagnostic rate 
of prostate cancer. In clinical diagnosis, simultaneous multianalyte immunoassays is a 
promising analytical methods for their intrinsic advantages such as short analytical time, 
small sample volume, high test efficiency and low cost compared with parallel single 
analyte assay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new method to detect multiple biomarkers. 
Recently,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s have attracted broad interest due to 
their intrinsically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s well as their compatibility with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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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materials and enzymes to enhance the sensing performance. Due to metal ions’ highly 
sensitive electrochemical response and easy signal obtaining process, the metal ions as 
labels are widely used in electrochemical immunsensors. 
In this work, a novel sandwich-type 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 has been developed for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PSA and fPSA based on metal ion labels. silver nanoparticles 
decorated multiwall carbon nanotubes (AgNPs@MWCNTs) were used as carriers to 
immobilize secondary antibodies and distinguishable electrochemical tags of Pb2+ and Cd2+ 
to amplify the signals. Due to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high surface-to-volume ratio, the 
AgNPs@MWCNTs could load numerous secondary antibodies and labels. Therefore, the 
multiplexed 
immunoassay exhibited good sensitivity and selectivity. Theresults revealed that this 
sandwich-type immunoassay displayed an excellent linear response, with a linear range of 
0.05 to 40 ng mL–1 for both analytes and detection limits of 13.0 pg mL–1 for PSA and 17 pg 
mL–1 
for fPSA. With these attracted features, our immunoassay system shows 
promising applications for in-field and point-of-care test in clinical diagnostic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31 
 

229 例丙型肝炎患者的 HCV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孙成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 HCV 基因型及其亚型在人群中的分布和变化趋势。 
方法  采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 229 例丙型肝炎患者血液标本，根据 GeneBank 中

HCV 序列设计 PCR 引物，通过逆转录 PCR 的方法对 HCV 5′-UTR 区保守序列进行扩增，得

到目的片段后行基因测序，利用 MEGA 5 软件进行系统发生分析。 
结果  229 例病人年龄分布为 17-72 岁，其中男性 126 人，女性 93 人，无性别信息 10 人。基

因分型结果为 HCV 1 型 141 例，占 61.57%，其中 1a 亚型 1 例，1b 亚型 140 例；HCV 2 型

77 例，占 33.62%，均为 2a 亚型；HCV 3 型 9 例，占 3.93%，其中 3a 亚型 3 例，3b 亚型 6
例；HCV 6 型 2 例，占 0.87%，均为 6a 亚型；未检测到 4 型和 5 型的 HCV 毒株。系统发生

结果表明 1 型和 2 型为主要流行株，其中 1b 亚型和 2a 亚型仍为 HCV 的优势毒株，但检测到

3a、3b 及 6a 亚型的 HCV 感染病例。 
结论  HCV 的主要流行毒株仍为 1 型和 2 型，同时 3 型和 6 型毒株已经突破原有的特殊地域限

制，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66 
 

临床分离 383 株阴沟肠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陈弟 邓德耀 保立波 徐红云 李红 马众仙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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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阴沟肠杆菌临床分离株的分布及耐药性特点，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收集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临床分离的阴沟肠杆菌，使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对临床分离的阴沟肠杆菌进行鉴定和药物敏感性试验，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从临床及门诊送检标本中共分离出非重复阴沟肠杆菌 383 株，标本分布主要以痰液

（34.5%）、分泌物（21.1%）、创口组织（13.6%）为主；感染科室主要分布于创伤科

（32.9%）、神经科（11%）、ICU（10.7%）；药敏结果显示，阴沟肠杆菌对氨苄西林/舒巴

坦和头孢曲松耐药率最高,分别为 38.9%和 36.4%；对阿米卡星的耐药率最低（2.6%），其次

为亚胺培南（2.9%）、美洛培南（3.9%）。 
结论  阴沟肠杆菌主要引起呼吸道、创口组织的感染；感染科室以创伤科、神经科、ICU 为

主；阿米卡星、亚胺培南、美洛培南可作为临床治疗的首选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93 
 

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 IL-8，IL-2  RECEPTOR，TNF-α，IL-
10，IL-1β，IL-6 的变化 

 
陈惠 王维维 陈瑾 窦敏 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研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细胞因子 IL-8，IL-2 RECEPTOR，TNF-α，IL-10，IL-
1β，IL-6 的变化，为诊断治疗疾病提供依据。 
方法  用 Abbot Architect 公司的 i2000 检测 HBsAg，HBsAb，HBeAg，HBeAb，HBcAb，分

出正常人和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日立公司 717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分析正常人和患者的

肝功能情况。用 Siemens 公司的 Immulite 1000 检测正常人和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 IL-8，
IL-2 RECEPTOR，TNF-α，IL-10，IL-1Β，IL-6 的变化。采用 t 检验分析正常人和慢性乙型肝

炎患者血清中 IL-8，IL-2 RECEPTOR，TNF-α，IL-10，IL-1Β，IL-6 的差异，以 P＜0.05 为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采用 t 检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正常人和慢性乙肝患者之间 IL-8、IL-2 receptor、IL-
10、IL-1β 细胞因子水平未见明显异常，P 值分别为 0.116、0.243、0.17、0.418。采用 t 检验

统计结果显示，与正常人相比，慢性乙肝患者 TNF-α 和 IL-6 均高于正常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值分别为 0.003（P＜0.01）和 0.022（P＜0.05）。 
结论  慢性乙肝患者 TNF-α 和 IL-6 均高于正常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95 
 

低色素性红细胞百分比在缺铁性贫血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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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飞 孔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04 

 
目的   探讨低色素性红细胞百分比（%Hypo-He）对缺铁性贫血的诊断价值。 
方法   检测 104 例 IDA 患者和 106 例非 IDA 小细胞性贫血患者的 Fe、%Hypo-He、FER 指

标，比较两组各指标的差异，利用 ROC 曲线探讨%Hypo-He 的诊断价值。  
结果   IDA 组%Hypo-He 明显高于其他贫血组(P<0.001)。%Hypo-He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38，95%置信区间为 90.8%~96.7%；%Hypo-He 的最优截断点为 14%，在此截断点下，

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2.7%、87.7%、86.9%和 83.8%。  
结论   %Hypo-He 的水平在 IDA 组和其他非 IDA 贫血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 Fe，FER 等传统指标相比，对诊断 IDA 有更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具有更高

的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897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脑钠肽、血清

缺血修饰蛋白、超敏Ｃ反应蛋白的表达 
 

赵建强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目的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前、 术后脑钠肽

（BNP）水平 、缺血修饰蛋白（IMA） 、超敏Ｃ反应蛋白（hs-CRP）表达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６５例接受 PCI 治疗的ＡＭＩ患者术前、术后 1h、3h、6h、24h、48h、1 周，抽

取静 脉血检测 BNP、IMAhs-CRP，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BNP 水平在术后逐渐下降，术后 3h 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术后

48h 明显降低（P＜0.001）；IMA 在术后逐渐升高，3h 时达到高峰，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0.001）,在术后 24ｈ逐渐降至接近术前水平（Ｐ＞0.05）；hs－CRP 在术后逐

渐升高，峰值出现在术后 24ｈ，与术前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01），在术后１周与

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0.05）。 
结论  BNP、IMA、hs-CRP 在 PCI 术前、术后的动态表达对疗效的观察、判断及病情预后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02 
 

耐碳氢酶烯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张志军
1 姜梅杰

1 夏鹏程
2 赵珂

2 赵书平
1 

1.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2.泰山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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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基因携带、传播情况及其分子流行病学，

为医院感染控制和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04 月至 2014 年 10 月临床分离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肺炎克雷伯杆

菌 13 株，采用 WalkAway 96 PLUS 型全自动细菌分析仪进行细菌鉴定和药敏试验；改良

Hodge 试验及 EDTA 协同试验进行碳青霉烯酶表型的确认；PCR 方法扩增各类基因并测序；

接合试验检测耐药基因在不同菌株间的传播情况；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和多位点序

列分（MLST）调查菌株的克隆相关性并进行流行病学比较。  
结果  CRKP 对多数临床上常用的抗菌药物高度耐药，除对复方新诺明、四环素的耐药率低于

40%外，对其它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70%。13 株细菌改良 Hodge 试验均为阳性，7 株菌株

EDTA 协同试验阳性；经 PCR 测序确认，碳青霉烯酶基因中，KPC-2 型最常见（10/13），其

次为 NDM-1 型金属酶（7/13），此外，TEM、SHV、CTX、RmtB 及 qacEδ1 等耐药基因的

检出率分别为 92.3%，92.3%，84,6%，84,6%与 100%；6 株细菌的接合试验获得成功，而

且此 6 株菌株的 KPC-2 型碳青霉烯酶、1 株细菌的 NDM-1 基因均能传递到受体菌中；PFGE
聚类结果显示，13 株肺炎克雷伯菌被分为 5 种脉冲谱型，主要的 PFGE 型为 C 型（9/13），

而且它们都属于序列类型 ST11。此外，我们也散在地鉴定出了 ST37，ST626 和 ST628 型产

KPC-2 肺炎克雷伯菌。  
结论  KPC-2 型碳青霉烯酶与 NDM-1 金属酶是引起我院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

药的主要原因，序列类型 ST11 是我院主要的克隆类型，质粒传播造成了耐药基因的快速播

散，研究证明医院需尽快强化院内感染控制措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08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Hepcidin 

level in gastric carcinoma patients 
 

sun jingfang,Xu Wei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Objective  Through testing the level of serum Hepcidin, analyze the expression of Hepcidin 
in peripheral blood circulation of gastric carcinoma patients. To confirm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Hepcidin in different TNM stages. 
Method  The study selected 74 gastric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diagnosed pathological 
diagnosis, from April 2014 to September 2015 of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0 
patients with gastric benign lesions and 20 healthy individuals. Serum Hepcidin was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Compare the serum levels of Hepcidin 
among the gastric carcinoma group, gastric benign lesion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s, and 
the serum levels of Hepcidin in different TNM stages. 
Results  Serum Hepcidin level was higher than gastric benign lesion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s, 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Serum Hepcidin level in T3+T4 
was higher than T1+T2. Serum Hepcidin level in gastric carcinoma patients were no relation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distant metastasis. Serum Hepcidin has a tendency to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clinical stage. 
Conclusion  Serum Hepcidin level in gastric carcinoma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raised, 
and had relation with the tumor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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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09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与相关肿瘤标志物在小细胞肺癌诊断中的

价值 
 

张晓伟 翟悦 陈美秀 于秀艳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探讨血清 pro-GRP、CEA 和 NSE 水平在 SCLC 临床诊断的意义。 
方法  随机选取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院确诊的 SCLC 患者 68 例(男 40 例，女 28
例，平均年龄 58.7±10.6 岁)、NSCLC 患者 122 例(男 81 例，女 41 例，平均年龄 55.2±10.9
岁)和 60 名健康体检者(男 33 例，女 27 例，平均年龄 56.9±12.1 岁)，检测入组者血清 pro-
GRP、CEA 和 NSE 水平，分析评价各项指标在 SCLC 患者诊断中的价值。 
结果  SCLC 患者治疗前血清 pro-GRP 中位数水平为 460.53 ng/L，CEA 治疗前中位数水平为

37.49μg/L， NSE 治疗前中位数水平为 99.24 μg/L，其中，SCLC 患者 pro-GRP 和 NSE 水平

均显著高于 NSCLC 组指标的中位数水平(pro-GRP:82.43 ng/L；NSE:40.81μg/L)和健康人组

指标的中位数水平(pro-GRP:10.54 ng/L；NSE:10.11 μg/L)(F=67.32，P＜0.001；F=89.22，
P＜0.001)。以 50 pg/ml、5 ng/ml 及 20 ng/ml 分别作为 pro-GRP、CEA 和 NSE 的临界值。

在 NSCLC 患者中 34.2%、54.1%和 26.3%血清 pro-GRP、CEA 和 NSE 异常增高，在 SCLC
患者中 78.2%、57.1%和 63.3%血清 pro-GRP、CEA 和 NSE 异常增高。血清 pro-GRP、
NSE 水平与肿瘤患者组织学类型及病理分期存在正相关性（r=0.338，P=0.004；r=0.482，
P=0.018）。pro-GRP 和 NSE 诊断 SCLC 的敏感度分别为 78.9%和 88.2％，特异度分别为

89％和 92％，联合检测 SCLC 敏感度高达 93.5％，特异度可达 90％。 
结论  血清 pro-GRP 是诊断 SCLC 的可靠指标，其和 NSE 联合检测诊断 SCLC 的灵敏度优于

单个指标，对于临床 SCLC 诊断具有一定辅助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33 
 

非糖尿病人群糖化白蛋白的测定及其与年龄相关性分析 
 

崔灿 牛国平 孙丽 武文娟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目的  确定我院生物化学实验室糖化白蛋白（glycated albumin,GA）不同年龄组的参考值范

围。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6 年 5 月，来我院体检及就诊符合条件的 GA 检查报告，并记录

相应的个人信息，分析 GA 与年龄的相关性。 
结果  850 例非糖尿病患者测得 GA 参考值范围为 4.03%--13.71%。其中儿童组糖化白蛋白平

均值为 5.19%，少年组为 7.73%，青年组为 8.84%，中年组 9.94%，老年组 10.6%，采用 t
检验得出各组之间均有差别（p<0.01）。 
结论  我院生物化学实验室糖化白蛋白参考范围 4.03%---13.71%。糖化白蛋白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值增加，建议实验室设置不同年龄段的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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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36 
 

胱抑素 C 和 β2-微球蛋白联合检测在早期肾损伤的应用价值 
 

赵琳琳 徐育红 程毅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150088 

 
目的  本文通过检测患者血清胱抑素 C(Cystatin C，Cys C)及 β2-微球蛋白（β2-
microglobulin，β2-MG），并将其与正常人相比较，以期了解 CysC 和 β2-MG 在早期肾功能

损伤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所有受检对象均空腹抽取静脉血 4ml，4000 r／min 离心 10min 后分离血清，罗氏 70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肌酐 (Cr)、尿素氮 (Urea)、尿酸 (UA)、胱抑素 C(CysC)，西门子

BN ProSpec 特种蛋白仪检测 β2-微球蛋白（β2-MG）。Cr 和 Urea 测定均为酶法，北京九强

试剂； UA 测定为酶比色法，德国罗氏试剂；CysC 和 β2-MG 测定均为免疫透射比浊法，

CysC 为上海景源试剂，β2-MG 为德国西门子试剂。正常参考范围：Urea 为 1.7～8.3mmol／
L；Cr 为 44.2～120umol／L；UA 为男 201.9~463.3umol／L，女 142.6～332.6umol／L；
CysC 为 0.6～1.03mg／L；β2-MG 为 0.7～1.8ug／mL。  
结果  采用 EXCEL2003 处理数据，实验数据以?±s 表示，实验组与对照组用 χ2 检验做差异分

析。 
结论  在本次实验中，肾病相关组内有 22.6%的受检者 CysC 和 β2-MG 已检出异常，说明肾

功能开始受损，但 Urea，Cr 和 UA 却全部正常，在阳性检出率上，CysC 和 β2-MG 联检可以

提高常用肾功三项联检的阳性率，说明传统检测指标的敏感性不及 CysC 和 β2-MG，CysC 和

β2-MG 比 Urea，Cr 和 UA 能更早反应肾功能受损。在一些易累及肾脏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

病、肾移植、冠心病、肝硬化、围产期妇女和儿科患者在检测肾功能时增加 CysC 和 β2-
MG，可显著提高检测的特异度和敏感度，提高了肾功能受损的检出率，减少了误诊和漏诊，

对早期诊断和治疗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76 
 

临床分离主要细菌的耐药性及分布 
 

姜梅杰 张志军 赵书平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分析某年院内临床分离的主要细菌的耐药性及分布，为临床经验使用抗菌药物及院内抗

菌药物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用 WHONET5.6 软件分别对 2015 全院临床分离率前 4 位的 1049 株大肠埃希菌、644
株肺炎克雷伯菌、402 株铜绿假单胞菌和 354 株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及分布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1049 株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等 21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为 2.0%～82.0%，  



1432 
 

644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等 21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为 6.2%～73.9%，402 株铜绿假单

胞菌对亚胺培南等 12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分别为 6.2%～22.4%。354 株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

培南等 13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分别为 36.4%～70.9%。大肠埃希菌标本主要来自尿液

（58.2%），其次来自痰液（12.8%）和血液（12..5%）。肺炎克雷伯菌（63.2%）、铜绿假

单胞菌（74.1%）和鲍曼不动杆菌（89.2%）标本都主要来自痰液。大肠埃希菌主要分布在肾

内科病房（22.9%），肺炎克雷伯菌主要分布在儿内科病房（13.8%），铜绿假单胞菌主要分

布在重症监护病房（16.4%），鲍曼不动杆菌主要分布在重症监护病房（26.3%）和呼吸重症

监护病房（19.2%）。 
结论  临床分离的主要细菌对各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相差很大、细菌分布也有差异，临床医师

应及时掌握全院和重点科室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83 
 

绿茶提取物对乳腺癌细胞株 MCF-7 抗肿瘤作用机制探讨 
 

冯强
1 李毅

1 夏鹏程
1 王文洋

1 张元湖
2 

1.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 
2.山东农业大学 

 
目的  研究绿茶提取物的抗肿瘤活性。 
方法  不同浓度的绿茶提取物作用于 MCF-7 细胞，通过观察细胞形态，检测细胞周期和凋亡，

并将绿茶提取物作用于荷瘤小鼠，观察荷瘤小鼠肿瘤变化。 
结果  绿茶提取物可以阻滞人乳腺癌细胞株 MCF-7 生长周期于 G1 期；荧光染色显示细胞凋亡

率增高，电镜观察，出现细胞染色质浓缩、核周边集，线粒体形态正常等细胞凋亡的典型特

征；绿茶提取物作用后可以导致 MCF-7 细胞中 Caspase3 蛋白活性增强，促进肿瘤细胞的凋

亡。 
结论  绿茶提取物在体内外对乳腺癌细胞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筛选其有效成分可以用

于肿瘤的预防与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86 
 

急诊监护病房内 ST369 型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爆发的

研究 
 

赵书平
1 张志军

1 夏鹏程
1,2 姜梅杰

1 
1.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 

2.泰山医学院 
 

目的  研究引起急诊监护病房内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感染爆发的分子流行病学

特征，为评估 MDRAB 引起的院内感染的流行情况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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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4 年 1 月 31 日至 2014 年 2 月 1 日在该院急症监护病房连续有 4 例患者感染或定值

了 MDRAB，接着该院对急症监护病房环境卫生及医护人员的手进行监测，在空气和患者使用

的医疗设备中分离到 12 株 MDRAB。医院加强实施感染控制措施后，连续监测 3 个月未见又

一次的 MDRAB 爆发。 
结果  本研究分离出的 16 株 MDRAB 均含有 blaOXA-51 基因， 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 blaOXA-
23 和 blaOXA-66，广谱 β 内酰胺酶基因 blaTEM-1，氨基糖甙类耐药基因 ant(3″)-Ⅰ和 armA
都阳性。脉冲场电泳（PFGE）都属于同一模式（克隆 A），它存在 3 种亚型。所有菌株都属

于同一个序列类型 ST369。 
结论  感染患者应尽早培养监测，感染爆发后，尽快加强实施感染控制措施，以遏制感染的继

续发生。本次是 ST369 型 MDRAB 导致了该院医急诊监护病房感染爆发。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87 
 

UF-1000i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尿路感染（UTI）参数及细菌形

态信息（BACT-Info）参数用于筛查尿路感染和预测细菌形

态的应用价值探讨 
 

方欢英 吴文娟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医学检验科 200123 

 
目的  探讨 Sysmex UF-1000i 尿有形成分分析仪尿路感染（UTI）参数在尿路感染筛查中的应

用价值，评价细菌形态信息（BACT-Info）参数对尿路感染病原菌的提示作用。 
方法  收集 2016 年 2 月至 5 月本院疑似尿路感染患者的随机尿，用 UF-1000i 进行尿有形成分

分析；同时收集患者清洁中段尿进行细菌培养。分析比较 UF-1000i UTI 参数、BACT-Info 参

数与中段尿培养结果间的符合性。 
结果  通过对 440 例患者的检测结果分析，UF-1000i 随机尿 UTI 阳性率为 57.05%
（251/440），清洁中段尿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27.95%（123/440）。UF-1000i UTI 参数筛选

UTI 的灵敏度为 86.99%（107/123），特异性为 54.57%（173/317），阳性预测值为

42.63%，阴性预测值为 91.53%。BACT-Info 参数筛选 UTI 的灵敏度为 60.97%（75/123），

特异性为 82.33%（261/317），阳性预测值为 57.25%，阴性预测值为 84.46%。此外，123
例细菌培养阳性患者中，BACT-Info 参数阳性报警 75 例，其中杆菌（RODS）信息 45 例，球

菌/混合（Cocci/Mixed）信息 30 例。317 例细菌培养阴性患者中，BACT-Info 参数阳性报警

56 例，其中杆菌（RODS）信息 18 例，球菌/混合（Cocci/Mixed）信息 38 例。BACT-Info 参

数细菌形态预测信息与培养结果的总符合率达 71.13%（313/440），其中 RODS 信息提示用

于筛选 UTI 杆菌感染的灵敏度为 58.73%（37/63），特异性为 92.28%（311/337），阳性预

测值为 58.73%，阴性预测值为 92.28%；Cocci/Mixed 信息提示用于筛选 UTI 球菌/混合感染

的灵敏度为 41.67%（15/36），特异性为 86.88%（351/404），阳性预测值为 22.06%，阴性

预测值为 94.35%。 
结论  UF-1000i 升级软件可以显示 UTI 信息和 BACT-Info 信息参数，有助于辅助尿路感染筛

查，并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尿路感染病原菌形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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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5993 
 

血常规报告周转时间的持续改进 
 

孙继德 杨双双 白尧 夏吉荣 张莉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从临床抱怨和投诉出发，分析血常规报告周转时间（TAT）的不达标率原因，优化工作

流程，实现持续改进。 
方法  以 TAT 超过 30min 的标本为 TAT 不达标标本，小于 5%的 TAT 不达标率为实验室内

TAT 的质量目标。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的 LIS 数据进行门诊和住院急诊标本 TAT 
不达标率的统计，进行流程分析，制定持续改进方案，并对效果进行评估。采用 t 检验和

Spearman 检验分析两组之间的差异和相关性，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门诊和住院急诊血常规标本的月 TAT 不达标率分别为 9.8% 和 32.6%。未达到质量目

标。秩序混乱、依从和协作性差是工作流程效率低的关键环节，通过对人员、仪器以及岗位设

置等环节优化后，进行效果评估，提示总 TAT 不达标率在 3.5%-5.2%，提示方案实施有效，

进一步对 2016 年血常规 TAT 进行统计显示月平均 TAT 不达标率在 4.6%，达到质量目标。

2016 年临床医患满意度调查得到 95%的满意率，效果显著。 
结论  血常规 TAT 优化流程实施有效，同时医学实验室重视医患抱怨及投诉，及时自查和监

督，有利于实验室不断发现质量指标不达标的原因，并根据 ISO15189 要求进行持续改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5997 
 

pre-miR-27a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心肌梗死遗传易感

的关联研究 
 

成捷
1 蔡梦云

2,3 吴显劲
1 刘新光

2,3 熊兴东
2,3 

1.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2.广东医科大学衰老研究所 

3.广东省医学分子诊断重点实验室 
 

目的  miR-27a 参与许多生物学过程，例如内皮细胞炎症、脂代谢和血管生成等，提示 miR-
27a 可能与心肌梗死的发生相关。rs895819 A>G 多态位点位于 miR-27a 的前体（pre-miR-
27a）。最近有研究报道 rs895819 可能影响 miR-27a 的加工和成熟。迄今为止，有关该多态

位点与心肌梗死的遗传易感性尚未见报道。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pre-miR-27a rs895819 多态

位点与中国汉族人群心肌梗死遗传易感的相关性，为心肌梗死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连接酶检测反应（PCR-LDR）分析技术，对 287 例心肌梗死患者

和 646 名对照个体的 pre-miR-27a rs895819 A>G 多态位点进行分型，采用非条件逻辑回归分

析统计该多态位点与心肌梗死易感的相关性。 
结果  与 GG 基因型相比，AG 基因型和 AA 基因型均能显著降低个体患心肌梗死的风险（AG: 
OR = 0.40，95%CI = 0.21-0.76，Pa = 0.005；AA: OR = 0.40，95%CI = 0.22-0.75，Pa = 
0.004）。此外，对年龄、性别、饮酒和吸烟等进行分层分析，发现 AG+AA 基因型在早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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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男性个体中能进一步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病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AG+AA 基因型的血清

HDL-C 水平显著高于 GG 基因型。 
结论  pre-miR-27a rs895819 基因多态位点与中国汉族人群心肌梗死的遗传易感相关，可能与

其影响血清 HDL-C 水平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004 
 

反向斑点杂交检测在耐杆菌乙胺丁醇结核早期快速诊断中的

应用 
 

张芸 牛家峰 陈群 张宁 许晓群 
淄博市第一医院 255200 

 
目的  使用反向斑点杂交法，建立痰标本乙胺丁醇耐药快速检测方法。 
方法  采用反向斑点杂交法对 577 例结核确诊患者痰标本乙胺丁醇耐药性进行检测，并与药物

敏感性试验、直接测序法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反向斑点杂交法检测阳性率 4.16%（24/577）。与绝对浓度法检测结果相比（阳性 37
例，6.41%）阳性检出率偏低，敏感度较低（48.65%），特异度较高（98.89%）。与基因测

序结果相比（阳性 25 例，4.33%），突变检出结果与测序完全一致，具有极高的敏感度

（96%）和特异度（100%）。对比培养前后反向斑点杂交结果发现，存在统计学上差异显著

（P＜0.05），但未发现培养过程出现基因突变。 
结论  1.反向斑点杂交法能够对痰标本乙胺丁醇耐药性进行快速、准确检测；2.与乙胺丁醇耐

药相关突变位点分散，检测膜条应进一步改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038 
 

NT-proBNP 与脑梗死的关系 
 

周林华 邓德耀 杨进林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心脑血管

疾病随之不断增加，严重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实急

性脑梗死(Acl)是致死率、致残率较高的常见病之一，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

增加了整个社会的           负担。N 端脑钠肽前体是一个较新的检测项目，应用范围有限，主要

用于心、肺衰竭的诊断和治疗，但在实际工作中，多种血管疾病均可见到升         高的检测结

果，尤以脑梗死升高更为明显，所以，本室根据观察结果深入探讨 N 端脑钠肽前体（NT-
proBNP）与脑梗死的关系。 
方法  选取健康者 50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随机选取排除可引起 BNP 升高的心衰、心绞

痛、急慢性肾功能不全、肿瘤、自身免疫等疾病的脑梗死患者         50 例作为实验组，使用仪

器为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 mini-VIDAS 荧光免疫分析仪，所用试剂为仪器配套试剂，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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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过程完全按仪器说明书           进行，质控在控，按实验要求获取数据后，比较两组之间的

NT-proBNP 水平差异来分析 NT-proBNP 与脑梗死的关系。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患者血清中的 NT-proBNP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存在显著性

（P<0.05）。ROC 曲线显示脑梗死组曲线下面积为 0.965，标准         误为 0.021，P 为 0,小
于 0.05,95%置信区间 0.923∽1.006。当检测值达到临界点数值 211.0 pg/ml 时，敏感度达到

94%，特异度接近 100%。 
结论  脑梗死患者血清中 NT-proBNP 浓度明显升高,统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ROC 曲线下面积

达 0.965，面积较大，最佳临界值点时，敏感性、特异性均         较高，由此说明 NT-proBNP
的定量检测应用于临床诊断脑梗死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059 
 

血清 HER-2/neu 蛋白检测方法的应用评价 
 

林海锋 周建林 林光华 张晓琍 曹颖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 HER-2/neu 蛋白的血清学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  
方法  用 ELISA 法和化学发学法检测健康人群和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neu 蛋白浓度，同时

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乳腺癌患者组织 HER-2/neu 蛋白表达水平；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运用 ELISA 法和化学发光法检测健康人群和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neu 蛋白浓度表达

存在差异，P<0.05 有统计学意义。对化学发光法检测的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neu 和组织

Her-2/neu 表达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为 P>0.05，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化学发光法检测的乳腺癌患者血清 Her-2/neu 和组织 Her-2/neu 表达没有显著差别，两

者之间一致性较好。化学发光法检测的血清 HER-2/neu 蛋白浓度可以作为乳腺癌患者早期筛

查及术后监测随访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063 
 

Microarray analysis of fluconazole resistance 
mechanism in Candida albicans biofilms 

 
Shi Ce1,Wang Ying1,Liu Jinyan2,Li Wenjing1,Zhao Yue1,Xiang Mingjie1,2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Luwan Branch，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fluconazole resistance in Candida 
albicans biofilms by microarray analysis. 
Methods  Three clinical isolates of C. albicans were collected from Ruijin Hospital in 
Shanghai. At 8 h and 24 h after they formed biofilms, microarra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m compared to planktonic cells. To verify the role of down-regulation of 
ergosterol biosynthesis gene ERG3 in biofilms, ERG3 was knocked out from, and then 
added back into, strain SN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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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Microarray analysis revealed the involvement of many functional (Gene Ontology) 
categories in fluconazole resistance in biofilms. Categories included cellular process, 
physiological process, metabolism, transporter activity, and so on. The mechanism was very 
complicated. In early stage biofilms, responses to stressful conditions and the over-
expression of efflux pumps played a part. In mature phase biofilms, ergosterol 
biosynthesis, especially the down-regulation of ERG3, was significant.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contributed throughout. 
Conclusions  The resistance of C. albicans to fluconazole is due to the matrix, the 
transporters in early stage biofilms, and to changes in ergosterol biosynthesis, 
especially down-regulation of ERG3, in mature stage biofilm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064 
 

随机尿微量白蛋白与 IgG 替代 99mTc-DTPA 监测糖尿病肾病

患者 GFR 的研究  
 

向波 符自清 向辉 熊文 胡吉莎 徐娇霞 向英 
吉首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6000 

 
目的  分析随机尿微量白蛋白（mALB）、IgG、肌酐（Cr）等尿液生化指标与肾小球过滤率

( GFＲ)的一致程度，探讨其在糖尿病早期肾病的诊断，以及肾病阶段病情监测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收集本院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男性及女性糖尿病住院患者各 50 例，平均

55.5±1.8 岁，病程 0-15 年，并排除肾血管畸形，泌尿系结石或肿瘤压迫，急慢性肾炎，低蛋

白血症，心血管系统疾病。生化指标测定：中段晨尿 10ml，于 2 小时内检测 mALB、IgG、Cr
以及尿十项，使用日立 7600-110 生化分析仪，积水医疗株式会社试剂。GFR 测定：99mTc-
DTPA 核素肾动态显像患者检查前 30min 饮水 500ml，显像前排空膀胱。检查时，取仰卧位，

探头置于后位，采集图像的视野包含双肾以及部分膀胱，经“弹丸”式注射 99mTc-DTPA 后，

用单光子发射型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西门子公司 ECAM）进行显像，肾功能动

态采集相: 连续采集 20 分钟，帧/30 秒; 矩阵均为 128×128。采集完毕，用专用 GFＲ处理软

件，计算总肾的 GFＲ，所有患者均进行体表面积校正。统计：分别计算 GFＲ与 mALB、
IgG、mALB/Cr、IgG/Cr、尿蛋白干化学定量级别的相关性，前四者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后

者采用 Spearman 相关。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受试者 GFR 90.3±16.2（ml/min）分别与 mALB 125.2±53.3(mg/L)、IgG 
61.2±31.2(mg/L)、尿蛋白定性（0、1+、2+、3+）不具有相关性（r=0.35，r=0.26，r=0.36，
P 均＞0.05）；GFR 分别与 mALB/Cr 0.7±0.3、IgG/Cr 0.6±0.3 比值具有负相关性（r=-0.89，
r=-0.76，P 均＜0.05）。 
结论  随机尿 mALB、IgG 浓度易受尿量影响，干化学尿蛋白定量检测灵敏度低，三者均不适

用于肾屏障功能的监测。校正后的 mALB/Cr、IgG/Cr 值与 GFＲ相关性良好，可以替代 GFR
间接反映肾小球屏障功能的完整程度，是糖尿病肾病(DN)的早期监测简便和经济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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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高危亚型感染者中 HPV 的基因分型分析 
 

孙成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高危 HPV 感染者中的亚型分布及其流行现状 
方法  根据针对 HPV（16、18、31、33、35、39、45、51、52、53、56、58、59、66 和

68）15 种高危亚型的特异性引物，利用多重荧光 PCR 的方法，对样本行 RT-PCR 扩增，得

到特异性序列，进行序列比对后确定标本 HPV 的基因亚型。 
结果  对 1140 例 HPV 15 种高危亚型阳性标本分析发现，感染率最高的为 16 亚型、52 亚型和

58 亚型，分别为 25.4%、16.9%和 15.5%；35 亚型和 45 亚型的感染率最低，分别为 2%和

0.9%；其他亚型（18、31、33、39、51、53、56、59、66 和 68）的感染率均在 5%-10.4%
之间。其中多重感染（≥2 种亚型）样本 96 份，占总样本量的 8.4%。 
结论  HPV 15 种高危亚型中，最主要的流行毒株仍为 16、52 和 58 亚型，与导致宫颈癌前病

变和宫颈癌的主要亚型一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085 
 

FoliC Acid Regulates  Myogenesis via Alterd DNA 
Methylation in Murine C2C12 Cells 

 
Li Yi1,2,Qiang Feng1,Miao Guo2,Pengfei Wang2,Bin Zhou1,Shuangshi Zhang1,Yunliang Jiang2 

1.Taian Central Hospital 
2.Taian Agricultral University 

 
Folic acid supplements during pregnancy prevent neural tube defects and 
other  developmental abnormalities. However, since folic acid causes epigenetic alterations, 
the role of folate supplements universally during pregnancy is controversial. Our previous 
studyPreliminary results show revealed that folate deficiency in sows during early-to-mid 
pregnancy altered the transcriptome of longissimus dorsi in offspring, thus affecting fetal 
myogenesis. HoweverHerein,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ole of folic acid in 
skeletal muscle development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further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Murine C2C12 cells cultured in D2429 medium (lacking folic acid)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olic acid on myogenesis. We first studied the effect of folic acid on 
differentiation of C2C12 cells using three  treatments of  low (L, Folate-0 mg/l), normal (N, 
Folate-4mg/l) and high folate supplements (H, Folate-40mg/l), and. We found that folic acid 
promot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2C12 cells. Using QqRT-PCR and bisulphite sequencing, we 
found that during C2C12 differentiation, the mRNA expression of myogenin  expression  was 
enhanced with by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folic acid. Bisulphite sequenc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pG loci located from -374bp to +6bp DNA from 
myogenin 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TSS) were hypermethylated in folate-deficient group, The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CpG loci located from -374bp to +6bp DNA of myogenin TSS 
were hypermethylated in normal folate medium,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pG loci were 
hypermethylated in folate-deficient group and the fifth and the ninth loci were 
hypermethylated in high-folate group. However, , while DNA methylation within the first exon 
of myogenin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group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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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ic acid influenced C2C12 differentiation via altering the DNA methylation pattern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murine myogenin gen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12 
 

血清降钙素原在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金玲 潘丹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在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015 年 6 月~2016 年 5 月收治的 129 例 CAP 患者作为

观察对象，同期 30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并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检测研究对象血清 PCT
水平。观察 PCT 在 CAP 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结合 CURB-65 对 CAP 的预后及病情作出

评估。 
结果  一．PCT 在 CAP 中的升高率为 89.15%，正常率为 10.85%。 二．PCT 在 CAP 治疗后

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三．PCT 水平与 CAP 患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  PCT 对 CAP 的早期诊断、严重程度的评估及预后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40 
 

免疫固定电泳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价值 
 

廖君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免疫固定电泳（IFE）在多发性骨髓瘤（MM）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采用法国 Sebia 公司生产的 Hydarsys 2 琼脂糖凝胶电泳仪，对临床上有检测需求的患者

血清进行 IFE，并回顾性分析其相关实验室检查资料。 
结果  155 例患者的血清 IFE 检测结果中，67 例阳性，其中经临床诊断证实的 MM 51 例。IFE
对 MM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9.9%、80.5%。51 例 IFE 阳性的 MM 患者中，以免疫

球蛋白（Ig）G κ 型和 λ 型为主，分别占 19.61%、27.45%，但其余各型均有分布。51 例 IFE
阳性 MM 患者病例资料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原发疾病被贫血、骨痛等首发症状掩盖，患

者常会就诊于其他科室。 
结论  IFE 是诊断 MM 的一个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较好方法，并对 MM 的准确诊断、疗效监

测、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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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3、FT4、TSH 的测定在老年男性股骨颈和粗隆间 性骨折

患者中的应用 
 

王延群 孙松岩 崔庆明 何红杰 马嘉宁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目的 检测老年男性股骨颈和粗隆间骨折患者血清 FT3、FT4 和 TSH 水平，旨在探讨骨折状态

时甲状腺相关激素的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预测老年男性股骨颈和粗隆间骨折患者的预后。 
方法 分别取患者骨折后第一天、第七天、第十四天的空腹静脉全血 3ml，3000rpm 离心 10 分

钟，分离并提取血清，采用吖啶酯标记的直接化学发光法进行检测，对测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血清骨转换指标与 FT3、FT4 呈明显的正相关，与ＴＳＨ呈负相关。 
结论 在应激状态下，脱碘酶活性减弱，细胞内酶活性也下降，还原型辅酶Ⅱ和谷胱甘肽形成

减少，使脱碘酶的还原巯基辅助因子缺乏，T4 转变为 T3 出现障碍，并且创伤刺激时，可经单

胺能神经元引起生长激素抑制素的释放继而使腺垂体分泌 FT3、FT4 降低，最终甲状腺激素水

平下降。其生理意义在于减少机体的代谢性消耗，有利于创伤的修复过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47 
 

长治地区 14C 尿素呼气试验检测幽门螺杆菌感染分析 
 

崔瑞芳 窦志勇 宋凌燕 郭旭霞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046000 

 
目的 调查长治地区人群幽门螺杆菌（Helicobacler，Hp）的感染现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为

本地区防治 Hp 感染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的 3095 例常规体检人员，采用 14C 尿素呼

气试验（14C-urea breath test，14C-UBT）检测 Hp 感染状况；对纳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

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吸烟、饮酒、婚姻状况、职业、收入及饮食习惯等与 Hp 感染可能相

关的因素。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

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计算 OR 值，以 OR 值及 95%可信区间(CI)描述相对危险度。

所有检验均以 P < 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对 586 例有效问卷应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Hp
感染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受检人群 Hp 的总感染率为 49.5%；40~49 岁年龄组 Hp 感染率最高（56.3%，

P<0.05）；在外就餐人群 Hp 感染率高于在家就餐者（61% vs. 33.9%，P<0.05）；月收入

<2000 元和 2000~5000 元组 Hp 感染率高于月收入>5000 元组（48%、50.5% vs. 29.4%，

P<0.05）；医护人员和工人组 Hp 感染率显著高于公务员人群（46.4%、46.6% vs. 26.9%，

P<0.05）。男性 Hp 感染率(49.1% )，略低于女性 (50.3%)，Hp 感染率与性别无关

（P>0.05）；Hp 感染率与吸烟、饮酒和婚姻状况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长治地区人群 Hp 感染形势较严峻。40-49 岁中年人群、经常在外就餐、低经济收入和医

护人员及工人可能为 Hp 感染的高危人群，应用 14C-尿素呼气试验对其进行 Hp 感染筛查，对

早期发现并治疗 Hp 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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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70 
 

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醛固酮和肾素浓度的性能评价及对原发

性醛固酮增多症的诊断价值 
 

王芳 马文君 康金锁 崔凯 蔡军 陈曦 
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 100067 

 
目的  对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醛固酮和肾素浓度进行性能评价，初步评估醛固酮/肾素浓度比值

（ARR）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原醛）的诊断价值。 
方法  方法学评价参考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EP-15A、EP6-A 方案对化学发光法检测醛

固酮和肾素浓度的精密度、准确度、线性范围进行验证，选取河北和北京地区的表面健康人

120 名（男 60 名，女 60 名）建立 ARR 的参考区间。临床应用评价选取 2016 年 1 月到 3 月

在阜外医院住院的高血压患者 140 名，其中临床诊断原醛 11 例，以 ARR>3.7(ng/dl)/(μIU/ml)
（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实践指南）为筛查试验的诊断界值评价由化学发光免疫法所测醛固酮和

肾素浓度计算所得 ARR 值用于原醛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醛固酮和肾素浓度的批内和批间精密度分别小于 5%和 10%；回收

率分别为 102%和 95%；醛固酮在 3~74 ng/dl 范围内（y=0.9959x-0.0156，r2=0.9995）、肾

素在 0.99~330μIU/ml 范围内（y=0.9945x+2.0761，r2=0.9999）线性关系良好；依据 120 例

表面健康人血浆醛固酮/肾素浓度所计算 ARR 值得出参考区间为 0.08-2.54(ng/dl)/(μIU/ml)。高

血压患者的筛查试验结果显示以 ARR>3.7(ng/dl)/(μIU/ml)为诊断界值时，化学发光免疫法诊断

原醛的检测灵敏度为 82%，特异度为 95%，阳性预测值 60%，阴性预测值 98%。 
结论  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醛固酮和肾素浓度的检测性能符合临床要求，以

ARR>3.7(ng/dl)/(μIU/ml)为诊断界值时，化学发光法诊断原醛的特异度和阴性预测值很高，但

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略显不足，应建立基于化学发光免疫法的适用于中国人群原醛筛查试验的

ARR 诊断界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72 
 

孕产妇及新生儿血清 TPPA 假阳性在临床的影响 
 

马春燕 
青海红十字医院检验科 810000 

 
目的 探讨孕产妇及新生儿血清 TPPA 假阳性在梅毒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对本院 STD 门诊 2012 年 10 月 ~2016 年 4 月的 113 对 ( 例 ) 非梅毒患者的孕产妇及新

生儿的 RPR、TPPA 检测及复查 结果做回顾性研究。 
结果 39 例孕妇、12 例人流后孕妇、62 对产妇产后 1 年及 1 岁以内的新生儿或婴 幼儿的非梅

毒患者中 , 血 TPPA 为阳性 , RPR 阴性 ; 非梅毒患者中产后 1~1.5 年妇女或 1.5 岁的儿童 , 血 
TPPA 可逐渐转阴。 
结论 孕产妇及婴幼儿血 TPPA 阳性不能作为诊断梅毒的确认依据 , 非梅毒患者的 孕产妇及婴

幼儿的血 TPPA 可在 1~1.5 年内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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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189 
 

TK1 与 Pro-GRP 及 NSE 联合检测对小细胞肺癌诊断的临床

价值 
 

郑金菊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目的 肺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小细胞肺癌恶性程度高，易发生转移，预后较差，因

此探讨小细胞肺癌诊断的敏感指标对早期诊断和疗效监测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胸苷激酶

1（TK1）、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与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NSE）检测在小细胞肺

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5 月我院收治的确诊为小细胞肺癌患者 52 例，另选取同期收治的肺部

良性病变患者 65 例，对照组来自同期来我院体检的 60 例健康体检者，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

测 Pro-GRP 和 NSE 水平，采用酶免疫点印迹化学发光法检测 TK1 水平。分组比较 TK1、
Pro-GRP 与 NSE 水平及阳性率，并计算单项指标及三项指标联合检测对小细胞肺癌诊断的敏

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 
结果 小细胞肺癌组 TK1 水平（5.63±1.49）pmol/L ，Pro-GRP 水平（115.21±3.68）pg/mL，
NSE 水平（19.33±2.01）ng/mL，均高于良性病变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3.18～6.24，P＜0.05），肺部良性病变组和健康对照组间三项指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t=0.649～0.811，P＞0.05）。TK1、Pro-GRP 与 NSE 对诊断小细胞肺癌的灵敏度分别是

65.4%、73.1%、51.9%，特异度分别是 85.6%、81.6%、76.8%，阳性预测值分别是

65.4%、62.3%、48.2%，阴性预测值分别是 85.6%、87.9%、79.3%。三项指标联合检测的

灵敏度、特异度均高于单项指标分析（c2=12.89～15.02，P＜0.05），其灵敏度、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是 86.5%、88.0%、75.0%、83.5%。 
结论 TK1、Pro-GRP 与 NSE 对小细胞肺癌诊断均有一定价值，三项指标联合检测有较高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206 
 

云南省临沧地区 2009-2012 年 HIV-1 基因型耐药情况分析 
 

钟敏
1 杨恒根

2 段勇
1 李娅

1 熊秋霞
1 何增品

1 曾卫玲
1 李庆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检验科 

2.临沧市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目的 了解 2009-2012 年云南省临沧地区 HIV-1 耐药发生情况及特点。  
方法 收集云南省临沧地区 2009-2012 年接受免费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HIV）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对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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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持续 6 个月以上、病毒载量≥1 000 拷贝/ml 的患者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分析耐药突变位

点及耐药发生情况。  
结果 2009-2012 年云南省临沧地区接受免费 HAART 的患者共 4347 例，其中 405 例患者发生

病毒学失败。抗病毒治疗病毒学失败的患者中发生基因型突变例，占病毒学失败患者的 46.2%
（187/405），占抗病毒治疗总体人群的 4.3%（187/4347）。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

（NRTIs）、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s）和蛋白酶类抑制剂（PIs）的突变率分别为

32.8%（133/405）、50.6%（205/405）和 7.4%（30/405）。NNRTIs 耐药突变位点主要为

K103N/S[19.5%(79/405)]、Y181C/I/V[8.1%(33/405)]、G190A/S/E[7.9%(32/405)]和
V179D/E/F[7.9%(32/405]；NRTIs 耐药突变位点主要为 M184V/I[23.2%(94/405)]和胸苷类似

物突变（TAMs）（包括 K70R、D67N、M41L、T215Y 和 K219Q）[18.5%(75/405)]；PI 主
要出现的是次要位点 L10I/V/F[5.9%(24/405)。  
结论 当前云南省临沧地区 HIV 耐药尚处于低流行状态，但却是导致抗病毒治疗失败的主要原

因，以 NNRTIs 的耐药突变多见，因此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及时进行 HIV-1 耐药突变检测是

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的重要手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234 
 

Application Value of Mass Spectrometry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Liver Tumors 

 
li bo,Li Boan,Guo Tongsheng,Sun Zhiqiang,Li Xiaohan,Li Xiaoxi,Wang Han,Chen Weijiao,Chen Peng,Qiao 

Mengran,Xia Lifang,Mao Yuanli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100039 

 
Background  Differentiation of malignant from benign liver tumors remains a challenging 
problem at present. In recent years, mass spectrometry (MS) technique has emerged as a 
promising strategy to diagnose a wide range of malignant tumo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classification models to distinguish benign and malignant liver tumors and 
identify the liver cancer-specific peptides by mass spectrometry. 
Methods  In our study, serum samples from 43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liver tumor and 52 
patients with benign liver tumor were treated with weak cation-exchange chromatography 
Magnetic Beads (MB-WCX) kits and analyzed by the MALDI-TOF MS. Then we established 
genetic algorithm (GA), supervised neural networks (SNN) and quick classifier (QC) models 
to distinguish malignant from benign liver tumors. To confirm the clinical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ls established, the blinded validation test was performed in 50 clinical serum samples. 
Discriminatory peaks associated with malignant liver tumors were identified by a qTOF 
Synapt G2-S system subsequently. 
Results  A total of 27 discriminant peaks (p<0.05) in mass spectra of serum samples were 
found by ClinPro Tools Software. Recognition capability of models established were 100% 
(GA), 89.38% (SNN) and 80.84% (QC), cross validation rates were 81.67% (GA), 
81.11%(SNN) and 86.11% (QC). The accuracy rates of blinded validation test were 78% 
(GA), 84% (SNN) and 84% (QC) respectively. From the 27 discriminatory peptide peaks 
analyzed, 3 peaks of m/z 2860.34, 2881.54 and 3155.67 were identified as a fragment of 
fibrinogen alpha chain, fibrinogen beta chain and Inter-alpha-trypsin inhibitor heavy chain H4 
(ITIH4)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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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mass spectrometry technique can be helpful in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liver tumors. Fibrinogen and ITIH4 might be used as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of malignant liver tumor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266 
 

白细胞介素-31 基因 rs7977932C/G 位点 SNP 及其血清水平

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相关 
 

黄华佗
1 向阳

1 郭静
2 陆玉兰

1 王荣
1 罗宏成

1 韦叶生
1 

1.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2.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 

 
目的  研究白细胞介素-31（IL-31）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及其血清水平与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的发病关系。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6 月在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被皮肤科确诊为 SLE 的患者

190 人作为 SLE 组，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11 月在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体检中心

体检健康人群 250 人作为对照组。IL-31 基因 rs7977932C/G 和 rs4758680G/T 单核苷酸多态

性分别用单碱基延伸 PCR（PCR-SBE）技术和 DNA 测序法检测，血清 IL-31 水平用 ELISA
法检测。  
结果  SLE 组与健康对照组 IL-31 基因 rs7977932C/G 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等位基因频率相对风险分析发现，rs7977932 G 等位基因携带者

患 SLE 的风险是 C 等位基因的 1.757 倍（OR=1.757; 95% CI,1.251-2.466, P=0.001），携带

rs7977932 G 等位基因的 SLE 患者血清 IL-31 水平显著高于未携带者[(618.5 ± 305.7pg/mL, 
n=190) vs (306 ± 113.4pg/mL, n=250); P <0.001]。联合基因型分析发现，SLE 组 G-T 单倍型

携带者较对照组明显增加了 SLE 的发病风险(OR=2.569; 95% CI, 1.091-6.053; P=0.026)。  
结论 IL-31 基因 rs7977932C/G 单核苷酸多态性及 G-T 单倍型与 SLE 的发病具有相关性，而

G 等位基因可能是 SLE 的遗传易感基因，携带 G 等位基因的 SLE 个体可能通过促进 IL-31 的

高度表达从而增加了 SLE 的发病风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279 
 

血小板参数异常作为血常规分析推片复检的新规则 
 

刘善凤 王平 高云 王利民 曾筱倩 王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在日常的血常规分析工作中我们发现对血小板的异常形态缺乏前瞻性的检测，而 Berend 
Houwen 博士等提出的 41 条复检规则下巨大血小板的假阴性率仍然比较高，而作为血小板形

态的最直接的描述，血小板参数在推片复检规则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此，为降低巨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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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的假阴性率，提高血小板检测的准确性，我们研究了血小板参数和血小板形态之间的关

系。 
方法  我们选取 588 例临床标本作为本次试验的研究对象，根据 MPV 的不同把试验对象分为

三组：A 组标本的 MPV<12.0fl,B 组标本的 MPV>12.0fl，C 组标本血小板参数未被检出。所有

标本均采用 XE-5000 的 PLT-I 法检测血小板并进行推片复检。  
结果  A,B,C 组三组标本的巨大血小板的真阳性率分别为 0.8%，23.43%和 45.89%，三者具有

显著性差异。若仅采用 41 条复检规则进行复检，三组标本巨大血小板的假阴性率分别为

0.8%,12.13%和 6.93%，B 组和 C 组巨大血小板的假阴性率显著高于 A 组。因此，我们推

荐，当 MPV>12 或者血小板参数未被检出时，无论 41 条复检规则有没有被触发均需要进行推

片镜检。为验证我们的新规则，我们连续选择 1000 例常规标本采用 41 条规则和上述新规则

进行复检，我们发现总的涂片率从 19%上升至 22.6%（u=2.73,P<0.05），巨大血小板的真阳

性率从 0.24%上升到 0.43%(u=2.32,P<0.05)，涂片率和真阳性率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无论 41 条复检规则被触发与否，当 MPV>12.0fl 或者血小板参数未被检出时，均需对标

本进行涂片复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285 
 

5500 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检测分析 
 

刘瑞玉
1 刘宇鹏

1,2 李雪莲
13 朱晓洁

1 李旭艳
1 

1.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 
3.广东医学院 

 
目的  运用基因诊断技术对 5500 例病人进行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基因检测，了解其主要

发生的基因突变的类型及其基因频率。 
方法  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就诊于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血液科（门诊和体检）并

采用单管四重 PCR（聚合酶链反应）/琼脂糖凝胶电泳技术和 PCR 探针法定性技术，分别对

α-和 β-地中海贫血进行基因分析。 
结果  在进行地贫基因检查的 5500 例病人中，检测到有 α-珠蛋白基因改变的达到 1604 例，占

总检测对象的 29.16%,；检测到有 β-珠蛋白基因改变的达到 1096 例，占总检测对象的

19.93% ，αβ 复合型地贫患者共 119 例。 
结论  研究阐明了 α-和 β-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突变类型及其频率，为进行遗传咨询、临床治疗和

婚育指导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资料。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289 
 

用 xpert MTB/RIF 检测惠州市 200 例肺结核患者结果分析 
 

林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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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516001 
 

目的 通过用 xpertMTB/RIF 新的检测技术，能 2 小时内检测临床痰标本中结核分枝杆菌与利福

平耐药及其结果分析，掌握惠州地区结核患者耐药情况,及时指导临床医生了解患者是否利福

平耐药合理选择抗结核药。 
方法  采用回顾法对比分析总结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本研究所及 5 个县区结核科就

诊的肺结核患者痰标本用本新方法测得的结果。 
结果  200 株结核分枝杆菌对利福平耐药 41 株，耐药率为 20.5%。 
结论  惠州市地区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情况不容乐观，应进一步加强结核病的归口管理，推行全

程化督导，检验科应及时引进新技术、新方法为初、复治患者提供及时的药敏结果，以便临床

医生正确选择抗菌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02 
 

迈瑞 BC-69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用于体液细胞计数和分类

的应用评价 
 

贾婷婷 赵华萍 方欢英 马俊 吴文娟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检验科，200123 200120 

 
目的 分析迈瑞 BC-69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与显微镜手工法体液细胞计数和分类的相关性，

探讨其在临床体液细胞检测中的应用。 
方法 使用迈瑞 BC-69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150 份住院患者体液（脑脊液及浆膜腔穿刺

液）标本进行红细胞计数、有核细胞计数及有核细胞分类，同时使用改良 Neubauer 计数板进

行显微镜人工计数及分类，对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统计学分析。 
结果 对于不同性状的体液标本，两种方法的红细胞计数相关性较好(r=0.989)。当有核细胞计

数在<20×106/L 或>1000×106/L 范围内时，两种方法检测有核细胞计数和分类结果有统计学差

异（P<0.05），当有核细胞计数在（20~1000）×106/L 范围内时,两种方法进行有核细胞计

数、单个核细胞百分比和多个核细胞百分比分析结果的相关性较好（r=0.998,0.995,0.997）。 
结论 迈瑞 BC-69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体液红细胞计数以及有核细胞计数（20~1000）
×106/L 范围内的体液标本有核细胞计数及分类结果与显微镜手工法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在临

床体液细胞检测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14 
 

梅陇地区儿童分离 A 群链球菌流行情况分析 
 

高昆
1 陈明亮

2 韩倩
1 吴文娟

3 
1.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2.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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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医学检验科 
 

目的 分析梅陇地区少儿 A 群链球菌(GAS)感染的流行情况，为临床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间儿科咽拭子标本分离的 A 群链球菌，进行 emm 分

型。同时，按照年龄和分离日期分析阳性菌株的分离情况。 
结果 274 株 A 群链球菌中，emm1 型为 38.83%，emm12 型为 52.75%，其他为 8.42%。

GAS 感染的人群在 3～13 岁之间，6～11 岁为高发年龄。GAS 感染的高峰时间为 11～1 月和

4～6 月。 
结论 在梅陇地区，GAS 感染分型以 emm12 型为主，感染患者年龄主要在 6～11 岁，感染季

节主要在 11～1 月和 4～6 月，临床医生应根据 GAS 流行情况，及时诊断治疗，降低 GAS 的

发病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32 
 

重症监护病房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β 内酰胺酶耐药基因型

的检测与分析 
 

刘丽 樊华 白光锐 张超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0 

 
目的  了解本院重症监护室（ICU）分离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 baumannii，XDRAB）的耐药基因型以及分布情况，掌握其流行病学及对抗菌药

物的耐药性，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方法  对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从 ICU 分离的 75 株鲍曼不动杆菌标本，应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菌株鉴定与药敏测定；对筛选出的泛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方法检测 9 种常见的 β 内酰胺酶耐药基因：blaSHV、
blaTEM、blaIMP、 blaVIM、blaOXA-23、blaOXA-24、blaOXA-51、blaOXA-58 以及插入序

列 ISAba1。  
结果  75 株鲍曼不动杆菌检测泛耐药 51 株，菌株对常用抗生素除替加环素和头孢哌酮/舒巴坦

外，耐药率均大于 95%。51 株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可检测到 blaOXA51；blaOXA23、
blaIMP、blaVIM 及插入序列 ISAba1 性，blaSHV、blaTEM、blaOXA-24 和 blaOXA-58 检测

均未扩增到预期条带。   
结论  临床 ICU 分离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绝大多来自危重患者呼吸道标本，临床上常用的抗

生素耐药性比较严重，blaOXA51、blaOXA23、blaIMP 及 blaVIM 为主要耐药基因。交叉感

染现象严重，应引起重视和采取改进措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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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中 ZO-1 表达的临床意义 
 

王旭东 赵春梅 关茜 孔俊 鞠少卿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ZO-1 基因编码一个紧密连接胞浆接头蛋白（TJP），发挥细胞隔离和防御的功能。最近

的研究表明 ZO-1 参与癌细胞增殖、转化及转移过程。ZO-1 蛋白对细胞增殖、分化及血管形

成的调控至关重要，在上皮细胞间质转化中 ZO-1 表达下调。但是到目前为止，ZO-1 在结直

肠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欲探索结直肠癌中 ZO-1 基因 mRNA 及蛋

白表达的临床意义。 
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了 23 对新鲜肠癌组织中 ZO-1mRNA 的表

达水平，从国际 TCGA 肿瘤数据库中提取 380 例肠癌及 50 例癌旁组织的 ZO-1 基因表达数据

作为验证，同时构建组织芯片并用免疫组化分析了 204 例肠癌组织，175 例相应的癌旁组织，

43 例低级别上皮内瘤，20 例高级别上皮内瘤组织及 24 例慢性炎症组织中 ZO-1 蛋白的表达水

平，最后用统计软件进行生存分析及相关临床资料关联分析。 
结果  肠癌组织中 ZO-1 蛋白表达与结直肠癌病人临床特征及总生存期相关(P=0.0007)，23 对

肠癌组织中 ZO-1 mRNA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癌旁组织(P=0.0118)，来自 TCGA 数据库的 380
例肠癌样本中 ZO-1 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织（P<0.0001）。特别是，肠癌组织中 ZO-1 蛋白表

达显著低于非癌组织(Pearson χ2=5.74, P=0.0165)。ZO-1 表达与 TNM 分期呈负相关
(Pearson 
χ2=19.579，P=0.001)，且 ZO-1 低表达是结直肠癌一个独立的预后因子(HR,0.501, 95% CI: 
0.275-0.914; P=0.024)。 
结论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认为 ZO-1 作为抑癌基因与结直肠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ZO-1 表达

可以作为肠癌中一个有预后功能的分子标志物及潜在的治疗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55 
 

高脂饮食脂肪组织来源树突状细胞的形态鉴定及表型分析 
 

高元元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目的 应用流式细胞术、电镜及 qRT-PCR 等检测体系，对高脂饮食小鼠脂肪组织来源的树突状

细胞进行形态鉴定及表型分析。 
方法 利用胶原酶消化正常饮食及高脂饮食小鼠脂肪组织，弃上清，留取细胞沉淀，利用流式

细胞术检测正常饮食及高脂饮食小鼠脂肪组织中的 CD11c+细胞的表达。利用电镜技术观察脂

肪组织来源的 CD11c+细胞的形态。利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高脂饮食小鼠脂肪组织中的

CD11c+表面分子如 CD40、CD80、CD86 、MHCI 及 MHCII 的表达情况，进而对小鼠脂肪组

织中 CD11c+细胞进行表型分析，同时设立 LPS 组作为对照。 
结果 高脂饮食小鼠脂肪组织来源的 CD11c+的树突状细胞形态典型具有很长的突触，富含线

粒体并且胞质中极少看到溶酶体，其表达量明显高于正常饮食组。经 PMA 和离子霉素刺激 4h
后，高脂饮食小鼠脂肪组织来源的树突状细胞的表面分子 CD40、CD80、CD86 、MHCI 及
MHCII 等的表达稳定，说明高脂饮食小鼠脂肪组织来源的树突状细胞是一群表型稳定的树突状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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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与正常饮食组小鼠相比，高脂饮食小鼠脂肪组织中存在着一群表达相对增高形态典型且

表型稳定的树突状细胞。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62 
 

溶血或黄疸对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HBV DNA 的影响 
 

李成德 黄晓佳 
广东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526020 

 
目的 探讨溶血或黄疸因素对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HBV DNA 结果的影响，为评估检测结果

及改进检测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制备含有不同浓度梯度 Hb 或总胆红素的血清，使其含

HBV DNA 浓度相同；检测过程中除核酸提取方法不同外，其余操作完全相同，进行实时荧光

定量 PCR 检测，评价溶血和黄疸对荧光定量 PCR 检测 HBV DNA 结果的影响。 
结果  当 Hb 浓度≤0.5g/l 时，三种方法受影响均不明显，5.0g/l 时，一步法与煮沸法呈假性升

高，磁珠法受影响均不明显；50.0g/l 时，三种方法均受影响明显，一步法与煮沸法可被抑制

呈阴性。不同浓度的总胆红素对磁珠法与煮沸法无明显影响，对一步法产生的影响显著，其检

测结果可调整结果判断部分参数得到修正。 
结论  微量溶血对三种方法影响小，轻中度黄疸对磁珠法与煮沸法产生的影响不明显；磁珠法

对溶血和黄疸的抗干扰能力最好，煮沸法次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65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 IgG 型自身抗体检测的临床价值 
 

董玉琳 张胜 彭传梅 尧颖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 650051 

 
目的   分析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患者的自身免疫肝病谱及抗核抗体荧光核型，探讨其在

对 PBC 的诊断及临床应用中的意义。  
方法   选择已确诊的 PBC 患者 67 例及疾病对照组 70 例，检测自免肝抗体谱及间接免疫荧光

法检测抗核抗体，应用 SPSS Statistic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PBC 患者组阳性检出率以 AMA-M2 抗体、SP100 抗体及 gp210 抗体为主，ANA 荧光

核型以核点型和胞浆颗粒型为主。AMA-M2、抗 SP100 抗体和抗 GP210 抗体在 PBC 患者的

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X2 值分别为 37.228，5.492 和 16.292，P 均<0．01)；而 LKM1 抗

体、LC1 抗体、SLA 抗体阳性率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自身免疫肝病抗体谱，特别是血清 AMA-M2 阳性是诊断 PBC 的重要指标之一，另外

SP100 抗体、gp210 抗体也是 PBC 诊断的特征性抗体，其对 AMA-M2 阴性 PBC 的诊断具有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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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83 
 

乌司他丁干预对水下爆炸致兔急性心肺损伤动脉血气的影响 
 

李雪萍 齐晓林 叶长青 王前进 陈露 鹿永 邵先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 123 医院 233015 

 
目的 探讨水下爆炸致兔急性心肺损伤时乌司他丁干预对动脉血气的影响。 
方法 以水下爆炸装置对兔造成急性心肺损伤，检测乌司他丁干预后 12 小时和 24 小时的动脉

血气变化。以 SPSS17.0 软件的进行统计分析，P <0.05 视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结果 1、PaO2(mmHg)：爆炸前乌司他丁低剂量组（2.5 万单位/kg）（82.57±7.04）、高剂量

组(10 万单位/kg)（79.780±7.42）和爆炸损伤组（82.94±17.51）相比均无显著差异（P 
=0.929 & P =0.450）；爆炸后 12 小时乌司他丁低剂量组（84.56±13.85）、高剂量组

（76.91±5.71）和爆炸损伤组（92.28±15.39）相比也均无显著差异（P =0.228 & P 
=0.712）；爆炸后 24 小时乌司他丁低剂量组（90.40±28.47）、高剂量干预组

（81.75±7.74）和爆炸损伤组（87.49±10.20）相比无显著差异（P =0.193 & P =0.231）。

2、pH：爆炸前乌司他丁低剂量组（7.312±0.063）、高剂量组（7.311±0.064）和爆炸损伤组

（7.264±0.085）相比无显著差异（P =0.840 & P=0.095）；爆炸后 12 小时，乌司他丁低剂

量组（7.406±0.078）、高剂量组（7.445±0.021）和爆炸损伤组（7.373±0.093）相比无显著

差异（P =0.175 & P =0.393）；爆炸后 24 小时乌司他丁低剂量组（7.408±0.078）、高剂量

组（7.437±0.068）和爆炸损伤组（7.374±0.105）相比也无显著差异（P =0.487 & P 
=0.601）。3、PCO2(mmHg)：爆炸后 12 小时乌司他丁低剂量组（37.54±3.76）PCO2 明显

高于爆炸损伤组（32.20±3.38）（P =0.001），但到爆炸后 24 小时乌司他丁低剂量组

（33.81±4.37）、高剂量组（34.48±5.07）和爆炸损伤组（33.30±3.47）相比又表现为无显著

差异（P =0.714& P =0.084）。 
结论 乌司他丁干预仅对 PCO2 在 24 小时才有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86 
 

Investigation to arterial blood gas of the rabbit with 
acute heart and lung injury in underwater explosion 

 
LU Yong,LI Xue-ping,QI Xiao-lin,YE Chang-qing,WANG Qian-jin,CHEN Lu,SHAO Xian-an 

The 123 Hospital of PLA 233015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lucidate the change of arterial blood gas in the 
rabbit with acute heart and lung injury enduring underwater explosion.  
Methods Underwater explosion devices were applied to cause acute heart and lung injury in 
rabbits. The arterial blood gas was collected and detected respectively before explosion, 0 
hours, 4 hours, 12 hours and 24 hours after explosion. The t-test of SPSS16.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P <0.05 was considered a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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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1. PaO2 (mmHg): Before explosion, the PaO2 in the arterial blood of rabbits in the 
normal group was 88.82±7.95, and  which was 82.94±17.51 in the injury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 =0.967，P =0.347)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oreover, there were 
also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0 hours after burst(112.68±9.95 ＆ 
97.92±31.64, t =-1.407, P =0.176), 4 hours(89.29±9.53 ＆ 90.60±4.95, t = 0.386, P =0.704), 
12 hours(89.29±9.53 ＆ 90.60±4.95, t =1.179, P =0.254) and 24 hours(90.40±28.47 ＆ 
87.49±10.20, t =-0.304, P =0.764),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PaO2 of rabbits in the injury 
group was in a compensatory stage from 0 hours to 24 hours after burst. 2. pH: Before 
explosion, the pH in the normal group was 7.269±0.048, and the injury group was 
7.264±0.087. The pH between the two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t =0.160, P 
=0.875).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all time phas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ether 0 hours after burst (7.220±0.057 ＆ 7.268±0.063, t =1.814, P 
=0.086), 4 hours (7.382±0.048  ＆7.391±0.059, t =0.374, P =0.713), 12 hours(7.406±0.077 
＆ 7.373±0.093, t =-0.860, P =0.401) or 24 hours(7.408 ±0.078 ＆ 7.374±0.105, t =-0.821, P 
=0.422). Which give a clue to deduce the pH of the injury group in a compensatory stage 
from 0 hours to 24 hours after burst. 3. PCO2 (mmHg): Before explosion, the PCO2 of 
normal group was 40.24±4.77, and the injury group was 43.42±7.61, There was no 
observa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 (t =-1.119, P =0.278).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0 hours after burst(44.81±5.99 ＆ 
40.38±9.27, t =-1.269, P =0.278), 4 hours(33.98±2.78  ＆35.38±4.57, t =0.827, P =0.419), 12 
hours(31.75±3.25 ＆ 32.20±3.38, t =0.303, P =0.765) and 24 hours(33.81±4.37 ＆ 
33.30±3.47, t =-0.289, P =0.776). 4. SaO2 (%): Before explosion, the SaO2 of   the normal 
group was 95.32%±1.08% and the injury group value was 92.67%±7.07%. The two group 
showed no observable difference(t =1.171, P =0.257).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0 hours after burst(97.24%±0.56% ＆ 95.33%±3.39%, t =-1.757, 
P =0.096), 4 hours(96.70%±0.73% ＆ 96.97%±0.44%, t =0.989, P =0.336), 12 
hours(96.16%±1.85% ＆ 96.65%±1.19%, t =0.702, P =0.492) and 24 hours(96.27%±1.71% 
＆ 96.24%±1.74%, t =-0.039, P =0.969). From the above experimental data we could 
conclude that the injury group rabbits’ body lies in in a compensatory stage from 0 hours to 
24 hours after burst. 5. GLU (mmol/L): Before explosion, the GLU in the normal group was 
16.33±4.23 and the injury group was 19.80±6.17. There was no observable difference(t =-
1.467, P =0.160)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0 hours after burst, the GLU in the injury group 
was 22.94±7.29, which was appare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in the normal group (15.25 ±6.50) 
(t =-2.488, P =0.023). Otherwis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4 hours after burst(11.76±3.99 ＆ 14.96±8.33, t =1.095, P =0.288), 12 hours after 
burst(8.08 1±1.91 ＆8.37±2.21, t =0.313, P =0.758) and 24 hours(9.36±1.91 ＆ 10.72±2.85, t 
=1.252, P =0.226).  
Conclusions The data of arterial blood gas in the rabbits with acute heart and lung injury 
enduring underwater explosion kept in a compensatory stage. And the GLU of arterial blood 
in the rabbits in injury group was markedly elevated at 0 hours after burst.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398 
 

多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分布与耐药性监测 
 

张敬治 闫文萍 李俊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检验科 8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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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监测了解我院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ABA）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特点，以便指导临

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预防及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我院住院患者鲍曼不动杆菌的标本来源、科室分布

及耐药情况。采用 VITEK2compact 全自动细菌分析仪进行分离鉴定和药敏试验。并使用

WHONET5.5 和 SPSS17.0 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11 年 1 月-2016 年 3 月临床送检的各类标本中共分离出鲍曼不动杆菌 546 株，其中多

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203 株占 37.2%，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PDR-AB)45 株占

8.2%。203 株多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标本来源主要为痰液，共 183 株占 90.1%，其次为尿

液，共 9 株占 4.4%，科室分布以重症监护病房（ICU)为主，共 80 株占 39.4%，其次为内

科，共 65 株占 32.0%。MDR-AB 对氨苄西林、头孢替坦和头孢呋新钠抗菌药物显示完全耐

药，耐药率为 100%。对头孢菌素类的头孢唑啉、头孢曲松和单环 β-内酰胺类的氨曲南抗菌药

物的耐药率均>90%以上。对头孢菌素类的头孢匹美和头孢他啶抗菌药物的耐药率>50%以

上。对其它的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碳青霉烯类、磺胺类及复方制剂的抗菌药物耐药率均

<50%以下，显示了较高的抗菌特性。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对多种抗菌药物均显示了较高的耐药性，而且多药耐药及泛耐药株不断产

生，现象非常严重，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同时临床医生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有针对性

地选择抗菌活性较强的抗菌药物或采取联合用药进行治疗。及时控制其感染，严格消毒制度，

认真执行无菌操作，遏制多药耐药菌和泛耐药菌的产生与流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04 
 

ABO 血型不合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对造血重建的影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回顾性分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对患者造血功能重建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1-2015 年间于华西医院血液科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的患者 105 例，血型

相合移植 53 例，血型不和移植 52 例，其中 ABO 主侧不和 20 例，ABO 次侧不和 24 例，

ABO 主次侧不和 8 例，统计移植后三个月内红细胞悬液和血小板的输注量以及粒系和巨核系

植活时间。 
结果 以 ABO 血型是否完全相合分组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发现粒系植活时间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Z=-1.990，p<0.05），对 ABO 血型主侧不合、次侧不合以及主次侧均不合的患者

进行多组间 Kruskal-Wallis 分析，发现粒系植活时间、巨核系植活时间以及三个月内红细胞悬

液输注时间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采用 Nemenyi 检验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发现 ABO 血

型主侧不合组与次侧不合组之间在粒系植活时间、巨核系植活时间以及三个月内红细胞悬液输

注量上均存在统计学差异（χ2 分别为 6.76，7.17，7.09，p 值均<0.05）。 
结论 ABO 血型不相合会影响患者 allo-HSCT 后粒系造血重建时间，其中主侧不相合在粒系、

红系、巨核系重建上均延迟，而性别、年龄、疾病类型则对造血功能无明显影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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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病原体抗体 11 项联合检测结果分析 
 

秦红群 马顺高 王育芳 马稚强 李艳丽 
云南省大理州医院检验科 671000 

 
目的  了解大理地区呼吸道感染疾病的病原体分布情况以及病原体感染与季节、年龄的相关

性，为临床呼吸道感染疾病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对 4005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血清中的流感病毒 A 型、流感病毒 B
型、呼吸道合包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柯萨奇病毒 A 型、柯萨奇病毒 B 型、埃可病

毒、肺炎衣原体、肺炎支原体、嗜肺军团菌 1 型等 11 种病原体 IgM 抗体进行联合检测和分组

统计分析。 
结果  11 种病原体总阳性率为 12.91%，流感病毒 B 型 8.61%、肺炎支原体 1.57%、流感病毒

A 型 1.20%、肺炎衣原体 0.72%、嗜肺军团菌 1 型 0.45%、副流感病毒 0.22%、呼吸道合胞

病毒 0.1% 、腺病毒 0.02%，柯萨奇病毒和埃可病毒未检出；按照季节统计，呼吸道病原体阳

性率第一季度 9.69%、第二季度 10.20%、第三季度 13.41%、第四季度 18.26%；按照年龄分

组统计，病原体阳性率婴幼儿组（0-10 岁）12.23%，青少年组（11-20 岁）24.00%，壮年组

（21-60 岁）10.56%，老年组（>60 岁）7.69%。 
结论  大理地区呼吸道病原体谱 IgM 总阳性率为 12.91%，以流感病毒 B 型为主，其次为肺炎

支原体；阳性率与季节有相关性，第四季度最高；阳性率与年龄有相关性，以青少年组最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10 
 

细胞玻片离心技术和脑脊液细胞学在脑膜癌病诊断中的应用 
 

许绍强 乔琳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推广应用细胞玻片离心技术用于脑脊液有形成分的收集，常规开展脑脊液细胞学检测，

以提高脑膜癌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分析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明确诊断为脑膜癌病的 38
例病人的临床资料、脑脊液常规和细胞学检测结果。所有病人均同时作脑脊液常规和细胞学检

测，并多留一份脑脊液标本送病理找癌细胞。细胞学检测采用 FMU-6 细胞玻片离心沉淀器进

行细胞收集，收集后的细胞用贝索瑞姬复合染液染色后进行细胞学分析。 
结果  38 例病人中，男性 20 例，女性 18 例，年龄 4-76 岁不等，平均年龄 42 岁；33 例（占

87%）脑脊液外观呈无色透明，31 例（占 81%）蛋白定性在 1+以内，有核细胞计数

0~183*106/L，均值为 46*106/L，中位数为 19.5*106/L；常规检测有核细胞数 20*106/L 以内不

作分类，已分类的病例均以单个核为主；细胞学表现多呈淋巴-单核细胞反应型，激活单核细

胞易见，均发现明显异型细胞，异型细胞形态多变，多表现为胞体大、核大畸形、核仁明显，

胞浆强嗜碱性，胞膜可见瘤状突起，部分可见细胞团聚现象和核分裂像等；同期送检病理找癌

细胞的均未发现癌细胞。 
结论  脑膜癌病以中青年发病为主，脑脊液外观多为无色透明，蛋白多为正常或轻度升高，细

胞数多正常或轻度升高；脑脊液常规检测不要求对细胞进行常规染色，镜下很难有效识别正常

细胞和异常细胞，对部分异常细胞也容易被误诊为一般的脱落细胞或吞噬细胞，未能引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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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因此不能对脑膜癌病作出提示或诊断；脑脊液病理送检找肿瘤细胞阳

性发现率极低，容易误诊漏诊；细胞玻片离心技术大大提高了有形成分的收集能力，对常规细

胞计数正常的标本也能有效收集到异常细胞，经瑞姬染色后进行细胞学检测，可显著提高有形

成分的识别能力，从而提高脑膜癌病的诊断水平。该检测技术操作简单、经济实用，应引起临

床和实验室的足够的重视，建议常规普及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12 
 

实验室自动化系统中乙肝病毒携带水平研究 
 

陆秋涯 
上海瑞金医院检验科 200025 

 
目的  研究实验室自动化系统（Laboratory Automation Systems，LAS）中乙肝病毒携带水

平，以便于指导检验科员工职业防护。 
方法  在 Beckman Coulter Power Processor 系统上选取 30 个采样点，涵盖：样品管入口

区、样品管自动识别条码站、自动离心机、自动拔盖器、传送带、自动装盖器和样品冰箱等区

域。用含 PBS 无菌拭子擦拭采样点表面。拭子用科华 HBV-DNA 核酸扩增试剂盒抽提后，运

用 Roche Lightcycle 480 扩增检测。 
结果  在自动拔盖器，自动装盖器和样本冰箱区域的三个位点检测到 HBV-DNA，分别是

3.0×103IU/ml、6.0×103IU/ml 和 1.2×103IU/ml。采样点阳性比例 10%。 
结论  目前，LAS 在大型综合医院检验科中逐渐普及，是医学检验实验室发展的方向。LAS 的

使用可有效降低检验科工作人员的手工劳动强度；同时减少了生物危害暴露的机会，降低实验

室获得性感染率。但 LAS 使用过程中仍不免有气溶胶，样品脱落，血样飞溅等情况发生，导

致局部区域存在生物污染。乙肝病毒传染性强，且在中国人群中携带率高，因此我们选择检测

HBV-DNA 来反映 LAS 体系中的污染程度。结果显示，有 10%的采样点存在低水平

（103IU/ml）的病毒核酸。由此，检验人员在操作 LAS 时仍需加强个人防护，防止感染发

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18 
 

不孕症患者血浆蛋白 C 与蛋白 S 活性水平研究 
 

许冬 屈晨雪 龚岩 袁家颖 关杰 陆遥 由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北京地区不孕症妇女血浆蛋白 C 与蛋白 S 活性水平。 
方法 收集不孕症女性患者 169 例（19-46 岁），排除使用抗凝药患者，正常对照组女性 71 例

（22-50 岁），两组间年龄无显著差异。应用 Sysmex CS-2000i 全自动凝血仪检测患者血浆

中的蛋白 C 和蛋白 S 活性，以蛋白 C 活性参考值范围 76%~158%、蛋白 S 活性参考值范围

49%~125%为标准，计算不孕症患者中蛋白 C 缺乏、蛋白 S 缺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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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69 例不孕症患者的血浆蛋白 C 活性水平为（102.6±16.9）%，蛋白 S 活性水平为

（77.6±18.5）%，其中蛋白 C 缺乏 5 例（3.0%），蛋白 S 缺乏 9 例（5.3%）。在不同年龄

组间（≤30 岁组，31-40 岁组及 41-50 岁组）不孕症患者蛋白 C 与蛋白 S 的活性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与正常对照组（109.2±20.1）%比较，不孕症患者蛋白 C 活性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同年龄组的比较中，41-50 岁组不孕症患者的蛋白 C
活性（99.0±16.7）%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118.2±1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各年龄组中，不孕症患者与正常人的蛋白 C 与蛋白 S 活性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北京地区不孕症患者的蛋白 C 活性明显低于正常对照，并且不孕症患者中存在较高比例

的血浆蛋白 C 及蛋白 S 缺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32 
 

重症监护病房与普通病房患者血液与尿液分离病原菌的分布

及耐药率差异分析 
 

任玉吉 牛敏 杜艳 卯建 
昆明医科大学 650032 

 
目的 了解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含急诊重症监护室，简称 ICU 病房）与

普通病房（简称非 ICU 病房）患者血液和尿液标本中分离的病原菌的分布情况，并对耐药性

差异进行分析，为患者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全院住院患者送检的血液和尿液标本中首次分

离到的细菌，采用 VITEK-2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对细菌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纸片扩散法、

Etest 法进行补充药敏试验， WHONET 5.6 软件对菌株数量和药敏结果进行统计，统计软件

SPSS 17.0 统计分析。 
结果 共检出 8614 株细菌。ICU 病房血液标本分离菌前三名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

菌、肺炎克雷伯菌；尿液标本分离菌株前三名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屎肠球菌。在相

同标本类型中，大肠埃希菌在 ICU 与非 ICU 住院患者的耐药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的部分抗菌药物耐药率

ICU 均高于非 ICU 病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尤其是肺炎克雷伯菌，尿液标本

产 ESBLs 菌株明显高于血液标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针对 ICU 患者常见病原菌，耐药率普遍偏高，可以经验性使用含酶抑制剂类抗生素治

疗，同时应注意在抗生素使用前采样进行细菌培养，为后期治疗方案的调整做准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37 
 

山东地区正常人群腺病毒稀有血清型感染状况调查分析 
 

周奇
1,2 马春玲

2 王国英
1 

1.青岛大学医学院 
2.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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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调查山东地区正常人群中不同血清型腺病毒（Ad）的感染状况，筛选出流行水平较低的

腺病毒血清型，用于腺病毒载体构建。 
方法  利用不同血清型腺病毒标准株，以 ELISA 方法检测正常人群中不同血清型腺病毒的中和

抗体。 
结果  山东地区 18~70 岁的正常人群中腺病毒总抗体的阳性率为 95.2%。其中 Ad3、Ad5、
Ad7、Ad11、Ad26、Ad35、Ad48、Ad49 中和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69.8%、71.0%、

61.0%、9.4%、2.2%、5.8%、0.8%、1.6%。其中 Ad11、Ad26、Ad35、Ad48、Ad49 五个

血清型的阳性率远低于 Ad5 型，p<0.01。 
结论  山东地区腺病毒的总感染率较高，不同血清型腺病毒的感染率之间有差异，其中

Ad26、Ad48、Ad49 型腺病毒感染率较低，可用于腺病毒载体的构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53 
 

多项腺病毒检测在腺病毒感染急性期发病机制的相关性研究 
 

石莉萍 张利方 汪薇 王小盼 李琳钰 张轩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10235877 

 
目的  探讨多项腺病毒检测在腺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疫情中的实验室特征，为同种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提供科学的依据。 
方法  采用 ELISA 法、间接免疫荧光法及 PCR 荧光探针法对腺病毒 IGA 抗体、IGG 抗体、

IGM 抗体及腺病毒核酸进行检测研究分析。 
结果  ①呼吸道腺病毒 IGM 检测阳性率 1.2%、腺病毒 IGA 抗体阳性率 39%、腺病毒 IGG 抗

体阳性率 83.3%、腺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率 93.2%，四者阳性率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

（P<0.001）；②呼吸道腺病毒 IGM 与腺病毒 IGA 抗体阳性率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

（P<0.001）；③呼吸道腺病毒 IGM 与腺病毒 IGG 抗体阳性率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

（P<0.001）；④呼吸道腺病毒 IGM 与腺病毒 PCR 检测阳性率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

（P<0.001）； 
结论  在腺病毒急性发病期，腺病毒 IGG 抗体及腺病毒 PCR 检测对于疾病的快速诊断及防治

疫情具有重要意义，而腺病毒 IGM 抗体的诊断价值较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69 
 

质谱检测技术在细菌学鉴定及其分型中的应用进展 
 

周雨笋 李静 韩春华 刘艳飞 田清武 朱元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近年来，质谱检测和蛋白组学技术在细菌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质谱测定，

可以获得目的菌的蛋白指纹图谱和多肽序列，大大提高了细菌的鉴定速度，特别对于慢生长病

原菌的鉴别，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每年都会有数以百计的关于细菌学鉴定的研究报道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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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上出现。本综述通过统计近 5 年来在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文献，以分析质谱检测平台在

常见病原菌鉴定和分型中的应用进展，并对其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方法  本综述以质谱的应用模式为主线进行论述，质谱应用模式包括：1、利用 MALDI-TOF-
MS 获得目的菌的质谱图，并与谱图库中的标准图谱进行比对，以鉴别出细菌的种类或分型；

2、利用 MALDI-TOF-MS 或 LC-MS/MS 获得目的菌结构物质或代谢产物的指纹图谱，用于对

目的菌进行分型；3、利用 LC-MS/MS 对目的菌产生的特殊代谢产物进行鉴定和定量分析，以

判断细菌的种类和耐药性。 
结果  质谱和蛋白组学技术已成功用于常见病原菌的鉴定分析，这些病原菌包括沙门菌、弯曲

杆菌、大肠埃希菌、产单核李斯特菌、结核分枝杆菌等，质谱技术可直接对病原菌的分型抗原

进行检测，便于确定目的菌的致病血清型，解决了常规免疫学分型技术试剂成本高、制备困

难、储存条件苛刻的缺陷。通过质谱检测结果，可对目的菌的耐药性进行分析，避免了常规药

敏试验所造成的抗生素的浪费。另外，利用质谱技术可筛选出目的菌产生的多种代谢产物，并

可计算这些物质的产量比，以便通过人工干预改良细菌。 
结论  利用质谱检测技术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的优势，几乎细菌产生的任何可被电离分子均可

由质谱检测出来，这对于难培养病原菌的快速鉴定提供了可能。利用质谱技术进行细菌的耐药

性分析，对于及时、准确地指导临床用药，早日解除患者病痛带来了希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79 
 

3 种化学发光免疫方法检测性激素项目的可比性研究 
 

张琪 程歆琦 邓成艳 李宏军 张颖 张浩 刘美芝 刘欣 邱玲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研究 3 种化学发光系统 Roche E601（标为 A），Siemens Centaur XP（标为 B）和

Beckman Coulter DXI 800（标为 C）检测 6 种性激素项目（FSH、LH、E2、P、T、PRL）
结果的可比性。 
方法 方法评价性研究。在评估 3 种化学发光系统性激素项目的精密度基础上，收集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 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门诊患者检测后剩余新鲜血清共计 220 份用于方法

学比对实验。应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EP15-A2 和 EP9-A2 方案评估 3 种

检测系统 6 种性激素项目的精密度和可比性。比较 3 种检测系统在 6 种性激素项目医学决定水

平处的预期偏差。同时留取内分泌和妇科反馈的 E2 检验结果不符合临床预期的 3 例患者标本

评估其临床符合性。  
结果 3 种检测系统的 6 个性激素项目除 C 系统的低值 P 外，批内和总 CV 均<8.3%，精密度

良好，基本能够满足临床需求。3 种检测系统性激素结果相关系数除 PRL（B/A 时 R=0.937；
C/A 时 R=0.951)）外均>0.975。根据 RCPA（澳大利亚皇家病理学院）发布的质量分析要

求，当 FSH、LH、E2、P、T 和 PRL 的浓度分别低于 20mIU/ml、10mIU/ml、136pg/ml、
3.14ng/ml、0.72ng/ml、4.72ng/ml 时，以上述浓度的 12.5%为偏差判断标准，其他结果以

12.5%为相对偏差判断标准。不同性激素项目在 3 种系统之间的偏差均较大，百分偏差为-
46%~76%，均超过判断标准。LH 和 T 在医学决定水平处的预期偏差小于该浓度的 12.5%，

其余项目部分偏倚较大。临床医生反馈检验结果不符合预期的 3 例患者 E2 结果在 3 个检测系

统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偏差。  
结论 目前不同系统性激素测定的精密度能够符合临床需求，但不同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性

激素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尚需进一步改进。同时本研究结果提示临床医生在使用性激素结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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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根据不同的检测系统，制定特异的诊断界值和治疗切点。同时相关制造商和实验室应进

一步提高性激素检测项目的标准化和可比性，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性激素检测结果。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82 
 

血清转铁蛋白水平与 PICU 脓毒症相关关系的研究 
 

周奕辰 刘俊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04 

 
目的  探讨 PICU 脓毒症患儿血清转铁蛋白在脓毒症进展过程中的对脓毒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PICU 脓毒症患儿，普通感染患儿和同年龄正常对照组儿童三

组的血清转铁蛋白水平来判断血清转铁蛋白水平对 PICU 脓毒症的诊断价值 
结果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果 PICU 脓毒症患儿与普通感染组患儿和同年龄正常对照组相比

血清转铁蛋白明显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而普通感染组患儿与同年龄正常对照组相比较血清

转铁蛋白水平则没有明显差异。 
结论  脓毒症时患儿血清转铁蛋白水平降低，与普通感染组和正常对照组差距显著。说明对病

情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87 
 

AQP1-shRNA 对人乳腺癌 MCF-7 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

影响 
 

李卓 辛娜 杨超 王瑶 李建华 王永锋 康炜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通过 RNA 干扰抑制 MCF-7 细胞中水通道蛋白 1（aquaporin, AQP1）的表达，探讨

AQP1 对人乳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 
方法  构建有效针对 AQP1 基因的 shRNA 干扰载体，转染人乳腺癌 MCF-7 细胞，并采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AQP1 的表达抑制效果。分别用 CCK-8 实验、划痕实验

和 Tra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 
结果  转染 AQP1-shRNA 后，MCF-7 细胞中 AQP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被显著抑制，

分别下降了 70.54%和 72.42%，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

比，细胞增殖能力显著下降（P＜0.05）；划痕实验结果表明，MCF-7 细胞的迁移指数（MI）
为（35.85±8.26）%，迁移能力较对照组显著下降（P＜0.05）；Transwell 侵袭实验结果显

示，MCF-7 细胞的穿膜细胞数为（49.98±15.21），个，显著低于阴性对照组

（103.24±10.65）和空白对照组（108.42±18.03）（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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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 shRNA 抑制 AQP1 的表达，能够显著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提示

AQP1 可能会成为乳腺癌基因治疗的一个新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91 
 

174 例非心肌源性肝病患者 CK、CKMB 异常升高原因分析 
 

邱嘉蒙 潘峰 曹盼 孙小飞 梁婕音 郑高明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310015 

 
目的 对 174 例肝病患者血清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异常结果进行原因

分析，为临床诊治提供建议，避免误诊。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肝病科住

院患者 174 例（肝炎组 62 例、肝硬化组 57 例、肝癌组 55 例），均由临床确认无心脏疾病，

在入院次日早晨，空腹采取静脉血 5ml，1880×g 离心力离心 8 分钟，分离血清后，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上作常规化学指标测定，包括 CK、CKMB、ALT、AST、ALP、GGT 等指标；并

随机选取同期在该院健康体检证明为健康的 80 例作对照组，所有检测在 2 小时内检测完毕。

各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肝炎组 CK：374±125U/L、CKMB：52±15 U/L；肝硬化组 CK：304±93U/L、CKMB：
79±35 U/L；肝癌组 CK：314±97U/L、CKMB：129±101 U/L；对照组：CK：104±55U/L、
CKMB：12±6 U/L。对照组与肝病各组 CK、CKMB 相比，P<0.01，有显著差异。 
结论 非心源性肝病患者血清出现 CK、CKMB 异常升高，不能简单地作为心肌损伤标志物来应

用，应充分结合临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499 
 

临床质谱技术 LDTs 规范化管理探讨 ---方法开发和验证关键

点 
 

李水军
1,2 刘罡一

1,2 缪怡
1,2 余琛

1,2 
1.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 
 

目的  LDTs（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临床实验室自建项目）是指临床实验室内部开发、

验证和使用的体外诊断项目。LDTs 可为疾病诊断提供新颖的满足个性化医疗需求的检测项

目，是检验医学发展新的机遇，尤其是在基因诊断和质谱检测领域。LDTs 目前在国内尚没有

明确的管理规范，如何在满足临床发展需求的同时保证检测项目的质量规范值得积极探讨。 
方法  参照国内外有关 LDTs 的文献、管理规范和质谱方法开发验证的指导原则，探讨如何在

临床实验室建立质谱检测 LDTs 方法。通过列举临床质谱项目的实际案例，介绍方法开发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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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等关键点的基本要求，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如何建立完善质量控制体系，让临床质谱检测更规

范。 
结果  介绍国内外 LDTs 的管理现状，国内开展 LDTs 的建议和期望。对质谱技术的原理、优

缺点、临床应用考虑的因素、以及如何实现标准化进行简介。以临床开展质谱检测 25-羟基维

生素 D 等方法作为实例，展示临床质谱 LDTs 方法开发与验证要点。针对目标分析物，如何考

量方法开发的基本要素，如何快速有效地建立质谱方法、液相色谱方法、优化样品处理方法

等；详述污染、残留、基质效应、定量限、精密度、准确度、稳定性等方法学指标的验证要点

和操作实践。临床质谱 LDTs 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如何质量控制，如何建立实验室的质量保证和

质量控制体系，方法运行后如何进行质量监测。 
结论  LDTs 只能在实验室内开发、验证和使用，但是国内外对 LDTs 的管理还没有统一规范。

质谱技术在临床实验室应用前景广阔，临床质谱需要进行标准化。实验室开展质谱 LDTs 要重

视方法开发、方法验证的规范性，注重使用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01 
 

CLU 基因干扰质粒的构建及其对鼻咽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影

响 
 

王巍巍 李跃进 
珠海市人民医院 519000 

 
目的 构建 CLU 基因干扰重组质粒及建立 CLU 基因干扰转染鼻咽癌细胞，检测 CLU 对鼻咽癌

细胞的生物学功能的影响。 
方法 首先以 real-timePCR 和 Western 印迹验证 CLU 在鼻咽癌细胞系 5-8F，6-10B 中的表

达，以高表达 CLU 的 5-8F 细胞作为干扰转染的目标细胞；设计及构建 shRNA 表达载体

pSR-GFP/Neo-CLU-shRNA，将其转染至 5-8F 鼻咽癌细胞系中，应用 real-timePCR 和
Western 印迹验证其干扰效果，通过 Transwell 小室迁移及侵袭实验来检测对其迁移和侵袭功

能的影响。 
结果 与 6-10B 细胞比较，CLU 基因在 5-8F 中的表达显著上调(P<0.05)；pSR-GFP/Neo-
CLU-shRNA 对 CLU 基因干扰效果明显；干扰鼻咽癌细胞 5-8F 中的 CLU 可使细胞迁移和侵

袭功能明显减弱(P<0.05)。 
结论 CLU 基因在鼻咽癌细胞系 5-8F 中明显高表达；pSR-GFP/Neo-CLU-shRNA 可成功干扰

5-8F 中 CLU 的表达；CLU 可抑制 5-8F 细胞的迁移、侵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03 
 

血清中炎症因子 IL-6 和 TNF-α 在结直肠癌中的临床意义和诊

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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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森 钟志雄 翁锐强 
梅州市人民医院 514031 

 
目的  研究血清中炎症因子 IL-6 和 TNF-α 水平在结直肠癌中的临床意义及诊断价值。 
方法  对 73 例结直肠癌患者和 65 例健康志愿者血清通过 ELISA 检测 IL-6 和 TNF-α 血清浓

度。 
结果 IL-6 和 TNF-α 在结直肠癌患者体内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血清 IL-6 水平和结直肠癌不同

Dukes 分期、分化程度和肿瘤大小中无显著差异（P>0.05），血清 TNF-α 水平和结直肠癌肿

瘤大小呈显著相关（P<0.05），在肿瘤不同 Dukes 分期和分化程度无显著差异（P>0.05）。

ROC 分析显示 IL-6 和 TNF-α 的 AUC 分别为 0.734 和 0.799，对结直肠癌的检测灵敏度分别

为 72.6%和 78.1%，特异性分别为 75.4%和 80%。Logistic 
回归、系列法和平行法分析联合检测诊断灵敏度和特异性最高达到 93.25%和 95.62%。 
结论 血清 IL-6 和 TNF-α 的水平与结直肠癌发生密切相关，与疾病的发展和分化具有一定相关

性，IL-6 和 TNF-α 水平对于结直肠癌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联合检测能够进一步提高疾病

的检测效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05 
 

急性肾小球肾炎尿液代谢组学研究 
 

何定芳
1 朱文军

2 黄辉传
1 

1.惠东县人民医院 
2.广东省惠东县白花卫生院 

 
目的  探讨急性肾小球肾炎尿液代谢组。 
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到 2015 年 8 月收治的 100 例急性肾小球肾炎患者，取全部患者新鲜

的尿液标本，使用尿液液相色谱-质谱（（LC-MS）联用仪附带相关分析软件对患者的尿液标

本进行检测，并应用色谱峰定性、定量分析。 
结果 通过尿液 LC-MS 分析发现了人体尿液代谢的轮廓，采用色谱峰定性、定量分析后得出急

性肾小球肾炎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尿液标本中在种类或数量上存在具有一定差异的离子。通过

数据分析进而发现了其中存在 12 种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如 N-甲基-1、4-丁二胺、辅酶 Q、天

冬氨酰酪氨酸、维 E 水溶性代谢物、鞘磷脂、L-α-谷安酰-L-羟基脯氨酸等。 
结论 代谢组学方法能够为不同病理类型的急性肾小球肾炎患者提供新的辅助确诊方法，依据

代谢组学分析得出并确认的 12 种生物标志物能为急性肾小球肾炎患者提供确诊依据，值得临

床推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08 
 

浅析尿液干化学分析室内质控双误差累积法的优劣 
 

陈婕 王永锋 李建华 田宇 沙晓雯 邢丽丽 李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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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评价尿液干化学分析质量控制方面应用的优劣   
方法  采用误差累积法，即将符合靶值作为“0”误差，累计一次测定的多项结果，对照“0”误差计

算出正、负误差和，绘质控图   
结果  双误差累积法和质控图可反映尿液干化学分析中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但对于单项误

差无法从质控图中体现   
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单，反映灵敏，实用性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6512 
 

浅析实验室安全管理 
 

施爱群 
湖北中医药大学检验学院 430061 

 
安全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管理的问题。近几年来，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影响着学校实验教

学的正常秩序，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高校实验室是集教学与科研一体的地方，教学

和科研任务繁重，这使得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在医学院校的实验教学

中，需要使用各种化学试剂、医疗设备，以及多种易燃易爆药品，实验室使用频繁，实验室安

全状况很复杂，因此加强安全管理尤为重要。本文以对高校实验室安全现状的分析为基础。结

合我院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相关措施，目的是为高校师生创造一个安全的实验教学环境。为实验

室安全管理提供参考。 
通过调研和相关资料的查找，目前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现状是：1、实验室安全管理是

一个多头管理，容易出现管理部门职责重复的现象，出现管理盲区。2、安全设施投入不够，

安全教育工作做得不全面，安全意识薄弱。3、缺乏安全技术专管人员，安全责任落实不到

位。4、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一些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缺乏，有些虽然有制度，但不够全面、

没有系统性、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针对高校实验室的安全特征和管理现状，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措施要突出“预防为主”的原则，要

在营造校园安全文化氛围，增强教师和学生的安全观念，健全完善的安全管理体制，明确安全

管理职责，做好安全基础性的工作，加强安全标准化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 
实验室作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其安全对学校的教学以及社会的稳定有很重要的作

用。在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上，完善及落实实验室的各项管理制度，重视对实验室安全设施的投

入，安全责任落实到位，把安全教育作为常态，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实验中人员与财产的损

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为高校师生创造一个安全的实验教学环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13 
 

人乳头瘤病毒不同核酸检测方法的研究 
 

宋美 王金辉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1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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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核酸检测方法在人乳头瘤病毒检测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 HPV DNA 在

临床宫颈癌筛查的广泛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0 名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多色荧光检测法和杂交捕获法对宫颈脱落细胞标

本进行 HPV DNA 检测，多色荧光检测法在 cobas 4800 进行，杂交捕获法在 Hybrid Capture 
II（HC2）进行。以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评价 cobas 4800 和 HC2 在检测出宫颈上

皮内瘤变 2（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grade 2， CIN2）及以上病人的准确性。对两

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进行 McNemar 检验。 
结果 将 200 例研究对象的有效检测结果纳入统计分析。cobas 4800 和 HC2 检出 HPV DNA
阳性率分别为 14.5%（29/200）和 15.5%（31/200）。 Cobas 4800 和 HC2 检出 CIN2+的敏

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4.7% (95%CI：82.2%~99.2%)和 64.1% (95%CI：60.7%~67.4%)，
94.6% (95％CI：82.2%~99.1%)和 65.3% (95%CI：62.0%~67.9%)。两种方法检测高危型

HPV DNA 一致率为 95.5%（191/200），Kappa=0.70（95%CI：0.62-0.74）。在纳入统计分

析的 200 名研究对象中 HPV16 和 HPV18 的感染率分别为 12.5%和 2.5%。经病理组织学检出

为 CIN2+的研究对象中，HPV16 和 HPV18 的感染率分别为 62.5%和 12.5%。 
结论 cobas 4800 和 HC2 作为宫颈癌筛查的检测方法在检出 CIN2+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鉴于

相关研究显示感染 HPV16 和 HPV18 的妇女发生高度宫颈癌前病变及癌的风险明显增高，因

此 cobas 4800 存在分型优势。但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大规模的宫颈癌筛查 HC2 亦有快捷、简

便、低价的优势。故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状况选择适合的 HPV DNA 检测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14 
 

Infection status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its 
genotype distribution among Hakka women attending 

hospital in Me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ZHAO PINGSEN,ZHONG ZHXIONG,WENG RUIQIANG,LIN LIFANG 
Meizhou People's Hospital 514031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of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infection and 
its genotype distribution among Hakka women attending hospital in Me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Methods Between 20100101 and 20150604, 47293 cell samples, aged 20-80 Hakka 
women attending hospital in Me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deciduous cells samples of cervix uteri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genotype of HPV by flow-
through hybridization and gene chip technique, the sample was tested for the presence of 
high-risk and low-risk HPV subtypes.  
Result Among these participants, 8116 samples (17.16%) were detected HPV infection, and 
6726 (14.22%) samples had a high-risk HPV (HR-HPV) genotype. Among these eligible 
positive samples, the top 4 infect genotype were HPV16 (2332/8116, 28.73%), HPV52 
(1431/8116, 17.63%), HPV58 (1229/8116, 15.14%), HPV-CP8034 (1495/8116, 18.42%). A 
single high-risk inflectional rate was 83.32%. The HPV prevalence peak was observed in 
women aged 41–50 years (3270/8116, 40.29%).  
Conclusion HPV16 was the most prevalent subtypes in Hakka women attending hospital in 
Meizhou,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vaccines targeting HPV52 and HPV58 in conjunction 
with HPV16 are required to protect the HPV infection from the Hakka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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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21 
 

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区人群的乙醛脱氢酶（ALDH2）基因多态

性的研究 
 

樊华 刘丽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5 

 
目的  采用基因芯片法检测体检人群 ALDH2 基因，对于其在临床应用可行性进行评估；同时

对 ALDH2 基因多态性分析，指导临床硝酸甘油的合理用药。 
方法  选取 200 例检测对象，采用显色基因芯片法测定 ALDH2 第 487 突变位点 3 个不同的基

因型：Glu540Glu（GG)，Glu540Lys(GA)，Lys540Lys(AA)。 
结果  200 例体检人群中，检测出 ALDH2 基因野生纯合型 138 例（69%），杂合子 55 例

（27.5%），突变纯合子 7 例（3.5%）。 
结论  对于 ALDH2 基因多态性的检测，基因芯片法能够满足临床需求，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同时，本文检测出对硝酸甘油无效概率高的人群约占 1/3；通过建立本检测方法，适合医院开

展常规临床指导用药的基因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22 
 

胰腺腺泡细胞钙信号的研究进展 
 

孙娜娜 
惠东县人民医院 516300 

 
急性胰腺炎是一种威胁人类生命的消化系统疾病，它是由多种病因导致胰酶在胰腺内被激活后

引起胰腺组织自身消化、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而目前在急性胰腺炎启动步骤达成

的共识是：钙离子从细胞内钙库大量释放，以及随之伴随的钙内流导致蛋白酶原在腺泡细胞内

激活，进而引起自身消化以及一系列的炎症反应。胰腺腺泡细胞作为分泌酶胰液的非兴奋细

胞，具有清晰的极化结构，且分泌功能受胞内钙信号变化驱动，是研究细胞胞内该信号的极好

模型。本文主要将对一些钙信号调节物（Bcl-2 蛋白，钙调蛋白，钙样肽）以及一些药物（2-
APB，Congored）对胰腺腺泡细胞的钙信号的调控进行综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23 
 

蜂胶对脂肪肝大鼠的作用机制研究 
 



1465 
 

王瑶 邓克廷 杨华 李建华 王永锋 徐小华 丁莹 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以脂肪肝大鼠为研究对象，评估蜂胶在其治疗过程中的治疗效果，并分析其作用原理。 
方法 50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蜂胶低剂量组、高剂量组、易善复组。利用

复合因素法使其产生脂肪肝，末次给药后禁食 16h，股动脉取血，检测大鼠血清 AST（谷草转

氨酶）、ALT（谷丙转氨酶）、（甘油三酯）TG、（胆固醇）TC、（游离脂肪酸）FFA、
（白细胞介素 6）IL-6、（白细胞介素 8）IL-8、（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水平；摘除肝脏，

称重，行组织病理学分析。 
结果 利用复合因素法可使大鼠产生脂肪肝，完成实验模型建立。相对于模型组，蜂胶高剂量

组的肝脏器系数、TG、AST、TC、ALT、FFA 等指标下降明显（P<0.05），且效果优于低剂

量组，与易善复组接近，肝脏病变也得到明显的抑制；与模型组比较，蜂胶高剂量组的血清炎

症因子水平（IL-6、IL-8、TNF-α）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P<0.05)。 
结论 蜂胶对于脂肪肝的治疗具有明显效果；其作用机理与影响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具有一定的

关联。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34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 ICU 
 

Yang yuqi,Hao xiaoke,Ma yueyun,Xu xiuli,Zhou shan,Zhou Lei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characteristic and analyze gene 
homology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S. aureus) isolated in ICU ward of Xijing hospital,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Methods  62 S. aureus stains were 
collected from ICU ward in Xijing hospital from March to August of 2013. The drug sensitivity 
is detected by K-B disk diffusion method, and the genotype was identified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technique. The seven house-keeping genes were 
detected by PCR amplification. PCR results were sequenced and compared with 
PubMLST databases. Evolutionary diagram was generated with eBURST software.  
Results 62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olates are divided into 10 ST genotypes, in which two 
ST genotypes are first discovered. In 10 ST genotypes, the main popular genotypes in ICU 
ward are ST239 and ST5, accounting for 74.19% and 12.90%,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62 S. aureus stains form 7 main branches, and 3 ST genotypes are 
only found in Xijing hospital. Based on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mong the 62 S. aureus stains, 
55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which account for 88.7% had a similar drug resistance 
spectrum. 46 ST239 strains were MRSA strains which showed a greater resistance, while 
the ST20, ST188, ST944, STn1 were sensitive to 11 kinds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We speculate that the strain of drug sensitivity associated with the genetic background of 
strains.  
Conclusion  In ICU ward, S. aureus have the central tendency in the epidemic spread 
and homologous correlation at the molecular level, showing a trend of spread levels in ICU 
disease area. It suggest that hospitals should strengthen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make the 
rational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further spread of newly discovered genotypes and prevent 
hospital infection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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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38 
 

MiR-379 inhibits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via targeting 

insulin-like factor-1 
 

杨超
1,2 Zhuo Li1 Wei Kang1 Yu Tian1 Yongfeng Wang1 Wei Chen2 

1.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7， PR China 
2.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PR China 

 
VSMCs hyperplasia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athologic cardiovascular events. 
MicroRNA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VSMCs function.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s of miR-379 in 
VSMCs were studied, and the downstream targets of IGF-1 were also explored. PDGF-bb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suppressed miR-379 expression in VSMCs. Functional 
assays showed that miR-379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s well as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 of α-SMA. The 3’UTR of IGF-1 was found to be a target of miR-379. 
Luciferase report assay further confirmed that IGF-1 3’UTR is a direct target of miR-379, 
and miR-379 and IGF-1 in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re inversely correlated. 
Furthermore, rescur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enforced expression of IGF-1 sufficiently 
restor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miR-379 on cell proliferation in VSMCs.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miR-379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VSMCs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by targeting IGF-1.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45 
 

联合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在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胡娟娟 程晓东 郝晓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目的  探讨心肌损伤标志物肌钙蛋白-I（TROP-I）、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B 型脑钠尿肽（BNP）和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联合检测对心肌梗

死（AMI）的早期诊断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急诊胸痛发作六小时内入院的疑似 AMI 的患者

186 例,其中确诊为 AMI 的患者 100 例（AMI 组），非 AMI 的患者 86 例（非 AMI 组），另设

健康对照组 60 例。应用 Beckman Coulter UniCel DXI 800 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分析仪，采

用微粒子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浆中 TROP-I、MYO、CK-MB。应用 Cobas 8000 全自动免疫分析

仪，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血浆 BNP。应用强生 5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胶体金法检测

血浆中 H-FABP。 
结果 AMI 组与非 AMI 组和正常对照组相比较，BNP、H-FABP 明显升高，有显著性差异(P< 
0.01)，TROP-I、MYO、CK-MB 略有升高，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各指标在 AMI 组的阳性

率均明显高于非 AMI 和正常对照组，五项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高于单项检测阳性率，且敏感

性和特异性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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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果显示，AMI 组五项指标均高于非 AMI 和正常对照组，五项指标联合检测使异常检出

率达到 91.7%，敏感性达到 94.8%和特异性达到 96.6%。BNP、H-FABP 是早期心肌梗死的

敏感指标，和 TROP-I、MYO、CK-MB 联合检测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有更高的灵敏度

及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6554 
 

PDCA 循环法在临床输血前评估管理中的应用性研究 
 

杨孝亮
1,2 杨冀

1 赵晓明
1 胡靓

1 轩乾坤
1 吴文娟

1 
1.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检验科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目的 研究分析 PDCA 循环在输血前评估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根据国家卫生部《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1 年版)》 输血管理部分的要求对

2014 年临床输血前评估不合格项进行 Plan(计划)、Do(实施)、Check(检查)、Action(改进)标
准化管理。 
结果 运用 PDCA 循环法对临床输血前评估管理后规范率明显得到提高，使临床用血更加合

理。如 2014 年 PDCA 实施前和 2015 年 PDCA 实施后输血前评估合格率分别为 75.83%和

89.17%，相关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 PDCA 循环法对输血前评估中管理的持续改进，有利于规范落实输血前评估，使临

床用血更加合理、有效、安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6561 
 

Transcriptional and proteomic analyses of two-
component responseregulators in multidrug-resistan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Zhou lei1,Xu xili1,Liu Feng2,Ma Yueyun1,Hao Xiaoke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2.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 
 

Two-component systems (TCSs) have been reported to exhibit a sensing and responding 
role under drug stress that induces drug resistance in several bacterial specie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Ss and multidrug resistance in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has 
not been comprehensively analysed to date. In this study, 90 M. tuberculosis clinical isolates 
were analysed using 15-loci mycobacterial inter-spersed repetitive unit (MIRU)-variable 
number tandem repeat (VNTR) typing and repetitive extragenic palindromic (rep)-PCR-
based DNA fingerprint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of the isolates were of the 
Beijing lineage, and strains with a drug-susceptible phenotype had not diverged into similar 
genotype clusters. Expression analysis of 13 response regulators of TCSs using 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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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and tandem-mass-spectrometry (MS/MS) proteomic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four 
response regulator genes (devR, mtrA, regX3 and Rv3143)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multidrug-resistant (MDR) strains compared with the laboratory strain H37Rv as well as 
drug-susceptible and isoniazid-monoresistant strains (P < 0.05). DNA sequencing revealed 
that the promoter regions of devR, mtrA, regX3 and Rv3143 did not contain any mutations. 
Moreover, expression of the four genes could be induced by most of the four first-line anti-
tubercular agents. In addition, either deletion or overexpression of devR in Mycobacterium 
bovis BCG did not alter its sensitivity to the four anti-tubercular drugs. This suggests 
that upregulation of devR, which is common in MDR-TB strains, might be induced by drug 
stress and hypoxic adaptation 
following the acquisition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64 
 

Real-time RT-PCR 测定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患者组织

PSAmRNA 的应用研究 
 

马雷 李升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002 

 
目的  探讨外周血 PSA 水平和良恶性疾病前列腺组织生成 PSA 能力的关系。 
方法  应用 Real-time RT-PCR 技术测定前列腺癌、前列腺增生伴炎症和不伴炎症患者前列腺

组织中的 PSAmRNA 含量。PSA 定量检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 
结果  血 PSA 浓度在 BPH 组和 Pca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组织

PSAmRNA 表达量在 BPH 组和 Pca 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PCa 组组织

PSAmRNA 表达量与外周血 PSA 值无相关性。 
结论  前列腺癌患者血 PSA 水平与 PSA 生成能力无相关性，前列腺癌分化差者 PSA 生成能力

显著降低。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572 
 

超敏 C-反应蛋白和乳酸检测在急性病毒性心肌炎中应用分析 
 

马远明 余锦燕 曾康港 
惠东县人民医院 516300 

 
目的 分析超敏 C-反应蛋白和乳酸检测在急性病毒性心肌炎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40 例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作为实

验组，选取同期的 30 例上呼吸道感染无其他合并症患者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予以超敏 C-
反应蛋白和乳酸检测，观察其检测结果。 
结果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即刻、入院后的 6h、12h、24h 的超敏 C-反应蛋白水平分别为

（2.11±1.08）mg/L、（2.09±1.48）mg/L、（2.49±1.46）mg/L、（2.31±2.11）mg/L，实验



1469 
 

组患者入院后即刻、入院后的 6h、12h、24h 的超敏 C-反应蛋白水平分别为（4.52±1.62）
mg/L、（7.07±1.42）mg/L、（7.82±1.76）mg/L、（10.91±2.37）mg/L，两组患者不同时刻

的超敏 C-反应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入院后即刻、

入院后的 6h、12h、24h 的乳酸水平水平分别为（1.28±0.12）mmol/L、（1.40±0.41）
mmol/L、（1.42±0.91）mmol/L、（1.49±0.81）mmol/L，实验组患者入院后即刻、入院后的

6h、12h、24h 的超敏 C-反应蛋白水平分别为（1.39±0.22）mmol/L、（1.68±0.55）
mmol/L、（2.12±1.11）mmol/L、（2.52±1.17）mmol/L，两组患者不同时刻的乳酸水平比

较，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超敏 C-反应蛋白和乳酸检测在急性病毒性心肌炎中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可以广泛

的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03 
 

Serum Golgi protein 73 Level and Liver Injure 
 

Yang Xiaoli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sThe General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s 100039 
 

Background   Early diagnosis of liver injury is a clinical challenge and has been the focus of 
many research efforts. Golgi protein 73 (GP73) is a type II Golgi membrane protein that is 
preferentially expressed by epithelial cells in many human tissues. Elevated GP73 has been 
detected in serum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with expression being highest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However, the role of GP73 in liver injury has not yet been 
fully investigated.  
Object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serum GP73 in liver injury.  
Method  Between November 2003 and July 2008, serum samples from 319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150 HCC, 54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48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 and 67 liver transplantation patients. Serum samples from 472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used as controls. All patients received serum GP73 and ALT test. GP73 levels in single 
or serial serum samples were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GP73 
expression in liver tissue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To gain a rough idea of GP73 levels in population, 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GP73 in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erum GP73 levels of healthy 
subject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P73 and certain 
biochemical indices was then tested. Results showed that serum GP73 level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ver function associated biochemical indices ALT and TBIL, confirming the 
role of GP73 in liver injury. One early spontaneous recovery after acute HCV infection case 
wa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erum GP73 level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CV clinical disease progression. Acute HCV infection results in a rapid 
GP73 expression. A reversible GP73 level in the recovery phage of HCV infection and in 
pat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gain confirmed the hypothesis that GP73 expression is a 
marker of hepatocellular injury. This finding confirmed recent reports demonstrating that 
GP73 may be an effective new liver injury biomarker. IRI can damage and aggravates the 
liver injury during liver surgery and transplantation.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IRI damage 
can also induce GP73 expression. Finally, we detect the potential prognostic value of GP73 
in liver transplantation patients. Those with highly serum GP73 after transplantation showed 
significantly poorer overall survival than those with low serum GP73 expression, sugg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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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serum GP73 levels have potential prognostic value. But the liver transplantation patients 
have a good prognosis only when the serum GP73 levels were steady low at least 3 months 
post operation.  
Conclusion: GP73 may be an effective new liver injury biomarker, and could be useful for 
the prognosis of liver transplant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23 
 

中医情志护理对老年患者行腹部手术 POCD 的影响 
 

周强 
广东省中医院检验医学部 510120 

 
目的 观察行腹部手术（包括肝胆外科和胃肠外科手术）的老年患者围手术期血清神经元特异

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的变化，探讨中医情志护理对该类老年患者术后

认知功能障碍(POCD)的影响效果。 
方法 采用前瞻性病例观察研究，将其随机分为常规组和情志组，情志组采用中医情志护理方

式，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分别于术前、术后 24h 以及术后一周进行 MMSE 简易智能精

神状态检查量表测定，同时检测术前、术后 24h 以及术后一周血清中 NSE 蛋白水平。 
结果  共有 39 例患者被诊断为 POCD，发生 POCD 的患者，其术后 24h NSE 蛋白水平明显高

于未发生者(P < 0.05)；两组术后 24h 血清 NSE 蛋白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老年患者术后 N SE、蛋白水平明显升高，其变化与 POCD 的发生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53 
 

重症监护室下呼吸道患者病原体分布及疑难菌分离鉴定相关

研究 
 

于东颖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264309 

 
目的 分析了 ICU 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病原体种类，并采用 16SrRNA 基因序列检测法对分离的

疑难菌株进行了鉴定，探讨了该方法在鉴定下呼吸道分离疑难菌株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密闭式吸痰管收集患者下呼吸道分泌物标本，经分离培养后采用 API 微生物分析系

统对常见致病菌进行了鉴定。并采用 16SrRNA 基因序列检测法结合传统生化反应，对分离的

疑难菌株进行了鉴定。 
结果 2238 株分离自下呼吸道标本的常见病原体中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1771 株，79.13% )，
其中非发酵菌属和肠杆菌科的分离率分别为 49.73%和 29.40%。铜绿假单胞菌为最主要的非

发酵菌属病原菌，共分离 792 株 (35.39%)，肠杆菌科中则以肺炎克雷伯杆菌为首位，共分离

471 株 (21.04%)；323 株革兰阳性球菌（14.43%），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13.45%，

301/2238)。酵母样真菌（6.44%，144/2238），以白色念珠菌为主（2.46%，55/2238）。12
株疑难菌株均采用 16SrRNA 基因序列分析方法被正确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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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CU 下呼吸道感染患者感染的常见病原体为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

菌、鲍曼不动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采用 16SrRNA 基因序列检测方法对重症监护室下呼吸

道感染患者分离的疑难菌株进行了鉴定，验证了该方法具有特异性和敏感性高的特点，可以应

用于。16SrRNA 基因序列分析方法可以 ICU 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下呼吸道分离疑难菌株的鉴定

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59 
 

登革 2 型病毒 NS2BH-NS3 蛋白酶复合物的原核表达 及活性

研究 
 

林卫虹
1 徐霞

2 林勇平
1 杨笑涵

3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3.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目的  通过原核基因工程技术重组表达登革 2 型病毒 NS2B 催化活性区域（NS2BH）与 NS3
蛋白酶区域(NS3pro)复合物，并对其蛋白酶活性进行初步研究。 
方法  通过引入 G4TG4 连接臂利用重叠 PCR 扩增登革 2 型病毒 NS2BH和 NS3pro 基因序

列，以 pET-28b 构建 NS2BH-NS3pro 复合物原核表达载体；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

时间质谱（MALDI-TOF-MS）技术，对重组蛋白 NS2BH-G4TG4-NS3pro 进行分析，并与

SwissProt 数据库比对鉴定重组蛋白；利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RET）技术检测重组蛋白

NS2BH-G4TG4-NS3pro 对荧光底物 Bz-Nle-Lys-Arg-Arg-AMC 的酶切活性。 
结果  成功构建登革 2 型病毒 pET-28b-NS2BH-G4TG4-NS3pro 原核表达载体，获得了与预期

分子量大小相符且纯度较高的重组蛋白可溶性表达；MALDI-TOF-MS 分析表明重组蛋白为登

革 2 型病毒 NS2BH-NS3pro 蛋白酶复合物，酶活性检测分析显示 NS2BH-G4TG4-NS3pro 具

有较高的蛋白酶活性，能切割催化底物 Bz-Nle-Lys-Arg-Arg-AMC 产生较强的荧光值。 
结论  基因工程技术获得的 NS2BH-G4TG4-NS3pro 复合物为后续登革病毒蛋白酶适配体抑制

剂的筛选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77 
 

新型脉冲紫外强光消毒技术的效果评价 
 

王陈龙
1 姜朝新

1 李炜煊
2 赵学锋

3 顾大勇
4 

1.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民医院 
2.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4.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目的   观察基于脉冲紫外强光技术的消毒灭菌设备对染菌载体表面的消毒效果，以及针对于国

境口岸行李、邮包进行卫生处理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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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实验室模拟试验和现场试验两种方法，对基于脉冲紫外强光技术的消毒灭菌设备对

染菌载体和行李、邮包的消毒效果进行测试，并计                  算和分析不同参数下的实际杀菌

率。 
结果  在实验室模拟试验条件下，基于脉冲紫外强光技术的消毒灭菌仪对目标菌大肠埃希菌

（ATCC25922）、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枯草         芽胞杆菌黑色变种

（ATCC9372）（定量染菌到载体上）在距离为 20cm，作用 180 个脉冲时的平均杀灭率分别

为 100%，100%和 99.9981% ；         在现场试验条件下，对待检样品及阳性对照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ATCC25923）和枯草芽胞杆菌黑色变种（ATCC9372），脉冲强光作用 180 个

脉         冲时的平均杀灭率分别为 100%，99.99%和 99.28%。 
结论  基于脉冲紫外强光技术的消毒灭菌设备在合适的距离，在较短时间内即可对物体表面有

良好的杀菌效果，能够达到相关的卫生处理要求，此消毒        灭菌方法应用于国境口岸行

李、邮包的卫生处理有可行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92 
 

PADI4 Inhibits the Apoptosis of 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zong ming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is characterized by synovial lining hyperplasia, which involves 
abnormal growth of 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s (FLS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eptidylarginine deiminase type 4 (PADI4) in the regulation of apoptosis of FLSs 
isolated from RA patients (RA-FLSs). FLSs were isolated from RA patients and transfected 
with small interfering RNAs (siRNAs) or PADI4 overexpression plasmid to achieve the 
knockdown or ectopic expression of PADI4. FLSs were treated by adriamycin to induce 
apoptosis, and apoptotic cells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expression of PADI4, 
p53 and p21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The recruitment of PADI4 and H3 to 
p21 promoter was detected by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Knockdown of PADI4 
increased apoptosis of RA-FLSs and the expression of p53 and p21, whereas ectopic 
expression of PADI4 reduced adriamycin-induced apoptosis of RA-FLSs, and down-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53 and p21. In RA-FLSs, citrullinated H3 (cit-H3) level was 
down-regulated after knockdown of PADI4, but was up-regulated after PADI4 overexpression. 
Arg-methylated H3 (me-H3R17) level was up-regulated after knockdown of PADI4, but was 
down-regulated after PADI4 overexpression. PADI4 and H3 could bind p21 promoter reg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PADI4 contributes to the pathogenesis of RA by inhibiting the 
apoptosis of FLSs. PADI4 modulates the citrullination/methylation of Histone H3 to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p21 in a p53-dependent manner. Our findings provide new insight into 
the role of PADI4 in RA development and reveal PADI4 a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RA therap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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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性阴道炎患者支原体感染分布与药敏分析 
 

杜园园
1 任润健

2 周丽芳
2 郭金英

1 李鹏
1 乔慧

1 郭步
1 

1.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2.长治医学院医学检验系 1001 班 

 
目的  了解复发性阴道炎患者生殖道支原体感染分布情况及对常见药物敏感性。 
方法  对 1020 例复发性阴道炎患者进行宫颈分泌物检测，采用液体培养基方法鉴定解脲支原

体和人型支原体同时电视塔行抗菌药物繁盛性试验。 
结果  复发性阴道炎患者支一感染以解脲支原体为主。 
结论  复发性阴道炎患者中生殖道支原体感染普遍存在，临床医师治疗过程中应了解其流行病

学及耐药性变化，合理抗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697 
 

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张利霞 孙怀玉 赵彩萍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肠球菌被认为是一种容易实施抗菌药物治疗且相对无害的病原体，但是

近年来肠球菌逐渐成为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且临床分离的肠球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也逐年

增加，尤其是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anco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us，VRE）的出现，使

临床上抗生素的选择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了解 VRE 的耐药及遗传机制并进行分析，对有效

控制其扩散传播和寻求新的治疗靶点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就 VRE 耐药机制研究进展情况进行

简要概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00 
 

瘦素受体基因 Gln223Arg 多态性与 2 型糖尿病合并慢性肾功

衰竭关系 
 

李莹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002 

 
目的  探讨瘦素受体基因 Gln223Arg 多态性与 2 型糖尿病合并慢性肾功衰竭关系。 
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及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PCR-RFLP）分别测定 126 例 2 型糖

尿病、108 例 2 型糖尿病合并慢性肾功衰竭和 185 例对照组样本的瘦素受体基因 Gln223Arg
的基因型，同时检测各组不同基因型样本的血清瘦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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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型糖尿病合并慢性肾功衰竭组与正常对照组瘦素受体基因 Gln223Arg 基因型频率及等

位基因频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糖尿病组与正常对照组瘦素受体基因 Gln223Arg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差异无显著性（P＜0.05）。2 型糖尿病合并慢性肾功衰竭组中

GG 基因型与 AA+AG 基因型血清瘦素水平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相同基因型样本

的血清瘦素水平组间比较，任意两组比较均有差异（P＜0.05）。 
结论  瘦素受体基因 Gln223Arg 多态性与 2 型糖尿病合并慢性肾功衰竭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08 
 

缺血修饰白蛋白在冠心病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刘靖 毕小云 
重庆医科大学 400016 

 
目的 探讨血清缺血修饰白蛋白（IMA）在冠心病(CHD)早期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178 例拟诊为冠心病患者,检测其血清中 IMA 与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同工

酶 CK-MB)、脑钠肽（BNP）、肌钙蛋白(CTN-T)的浓度变化；同时将冠心病组分为 SA(稳定

性心绞痛)、UA（不稳定性心绞痛）、AMI（急性心肌梗塞）三组，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金标准的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 IMA、hs-TNT、CK-MB、MYO 的浓度均有显著性差

异 P<0.05。2）UA 与 AMI 组比较 IMA、MYO、CK-MB、hs-TNT 浓度变化均有显著性差异；

SA 组与 UA 组比较，仅 IMA 浓度无显著性差异；而 SA 组与 AMI 组比较，仅 hs-TNT 浓度变

化有显著性差异。3）各组 IMA、MYO、CK-MB、hs-TNT 的灵敏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

阳性预测值和准确率比较：灵敏度 IMA>hs-TNT>MYO>CK-MB;特异度 CK-MB>hs-
TNT>MYO>IMA;阳性预测值 CK-MB>hs-TNT>MYO>IMA;阴性预测值 IMA>hs-
TNT>MYO>CK-MB;另外实验的准确率显示 IMA>hs-TNT>MYO>CK-MB。4）通过 ROC 曲线

面积显示 IMA、MYO、CK-MB、hs-TNT 在冠心病诊断中有较好的作用。5）IMA 与 MYO、

CK-MB、hs-TNT 相关性比较：r 分别为 0.310、0.084、0.231;通过显著性比较，IMA 与 hs-
TNT、MYO 有较好的相关性。 
结论 IMA 显示出较好的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可以作为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11 
 

硫氧还蛋白 1 对类风湿关节炎滑膜成纤维样细胞增殖和凋亡

的影响 
 

卢添宝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研究硫氧还蛋白 1（thioredoxin 1, Trx1）在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滑

膜中的表达及其对 RA 滑膜成纤维样细胞（fibroblast-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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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viocytes, FLS）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和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 Trx1 在 RA 和骨关

节炎（osteoarthritis, OA）患者关节滑膜组织中的表达与分布。分离培养 RA 和 OA 患者滑膜

组织 FLS，取对数生长期的 FLS 分别在在 21%O2 和 3%O2 的条件下培养，蛋白质印迹技术

（Western Blot, WB）检测 FLS 中 Trx1 蛋白水平表达的差异。构建 Trx1 小干扰 RNA（Trx1 
siRNA）转染 RA-FLS 及 OA-FLS。MTS 法检测 FLS 的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 FLS 凋亡。 
结果 Trx1 在 RA 和 OA 患者的关节滑膜组织中均有表达，主要在细胞浆内表达，也可在细胞

核中发现，且 RA 滑膜组织中 Trx1 mRNA 的表达水平表达明显比 OA 滑膜组织高，差异显著

（P<0.05）。3%O2 组与 21%O2 组相比，FLS 内 Trx1 蛋白水平表达均增加，并且 3%O2 组

FLS 细胞增殖率高于 21%O2 组。在 3%O2 条件下，FLS 转染 Trx1 siRNA 后，Trx1 表达受抑

制、FLS 增值率降低；FLS 凋亡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缺氧环境促进 FLS 表达 Trx1，Trx1 可调控关节滑膜 FLS 的增生与凋亡。在 RA-FLS
中，Trx1 可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从而在 RA 关节破坏中起一定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18 
 

血浆中 CD147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 
 

吴意
1,2 唐莉

1 
1.湖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 

2.湖南师范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研究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患者与正常者血浆可溶性 CD147 
（sCD147）的表达水平，分析血浆 sCD147 的表达水平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探讨其在代谢

综合征中的作用，为进一步研究人类代谢综合征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发病特点和相关治疗提

供实验依据。 
方法  收集湖南省人民医院 2015 年-2016 年代谢综合征患者 35 例和正常体检者 30 例，应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检测受试者血浆 CD147 的浓度，比较代谢综合征（MS）患者组

与正常对照组血浆 CD147 浓度的差异，分析 CD147 表达与代谢综合征相关指标的相关性，

并绘制研究对象工作特征 （ROC ） 曲线。 
结果  代谢综合征患者组和正常体检组的血浆 CD147 水平分别为（808.57±358.56）pg/ml；
（619.64±71.51）pg/ml，代谢综合征患者组血浆 CD147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体检组

（P<0.05），代谢综合征患者组与正常体检组有统计学差异。MS 患者的 TG、HDL-C、

FPG、腰围、血压值与其血浆中 sCD147 含量无相关性。通过血浆 CD147 浓度绘制 ROC 曲

线，曲线下面积（AUC）为 0.753，95%可信区间为 0.610-0.896（P=0.006），以血浆

sCD147 含量≥612.50pg/L 作为诊断 MS 的临界值，其检测敏感度为 88.5%，特异度为

50.0%。 
结论  以正常体检者作为对照，血浆 sCD147 水平在代谢综合征患者中升高。血浆 sCD147 定

量分析对 MS 具有潜在的早期临床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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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氧还蛋白 1 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卢添宝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研究硫氧还蛋白 1（thioredoxin 1, Trx1）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和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

意义。 
方法 利用肺癌组织芯片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Trx1 在 NSCLC 和 SCLC 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

达与分布。 
结果 在 NSCLC 和 SCLC 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均存在 Trx1 的表达，主要定位于细胞浆，也可

在细胞核中发现，其在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旁组织（P<0.01），且在 NSCLC 癌组

织中其表达明显高于 SCLC 癌组织（P<0.01）；Trx1 在中、低度分化的 NSCLC 组织中的表

达明显高于高度组织分化者（P<0.01），有 2-3 个淋巴结转移的 NSCLC 组织表达 Trx1 明显

高于 0-1 个淋巴结转移者（P<0.01），III-IV 期的 NSCLC 组织表达明显高于 I-II 期者

（P<0.01）。Trx1 表达量与 NSCLC 患者的年龄、性别和病理类型无明显相关性

（P>0.05），但与患者的生存周期呈负相关（P<0.001）。在癌旁组织中的 Trx1 表达与患者

的生存周期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Trx1 在肺癌癌组织中存在高表达，且 NSCLC 表达明显高于 SCLC，Trx1 表达水平与

NSCLC 患者的组织分化、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以及生存周期密切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29 
 

LPA 基因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和脂蛋白（a）浓度的关

系 
 

孙立山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脂蛋白(a)编码基因（LPA）中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拷贝数目差异与血液中脂蛋白

（a）浓度高低的关系。 
方法  收集冠心病患者 191 例，对照组 160 例。以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检测所有研究对象全

血 LPA 基因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同时检测患者血清中脂蛋白（a）质量浓度和颗粒数

浓度。以回归分析比较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多少和脂蛋白（a）浓度高低的关系。并根据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的四分位数将人群分为 4 组，采用方差分析比较各组间脂蛋白（a）
浓度差异。比较冠心病组和对照组 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拷贝数目差异。 
结果 对于所有研究对象，整体上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在 0-63 间，均值 14 拷贝。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和脂蛋白（a）的浓度呈负相关，pearson 相关系数 r=-0.164，P 值<0.01。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四分位数分组后，ANOVA 方差分析结果 F 值 4.149 ，P 值<0.05。
组间两两比较结果，拷贝数大于 17 拷贝数组，脂蛋白（a）质量浓度和颗粒数浓度明显低于另

外 3 组（P<0.05）。冠心病组和对照组比较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LPA 基因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差异和血清中脂蛋白（a）浓度高低呈负相关，重复

数目越高，血液中脂蛋白（a）浓度相对越低。但 Kringle Ⅳ2 重复序列数目多少对冠心病患病

的危险性关系尚不明确，需进一步大样本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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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48 
 

儿童单核细胞计数增高患者特征与临床分布 
 

辛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04 

 
目的  探讨儿童单核细胞计数升高与年龄、性别、疾病的相关性，以提升临床实践工作效率。 
方法  使用盛京医院 LIS 系统，收集 2015.10-2016.2 年盛京医院住院单核细胞计数增高

（>0.8）的患儿，年龄在 1-14 岁，分析其与性别、年龄、疾病的关系。  
结果  300 例单核细胞计数增高的患儿里，男性患儿 183 例，占 61.00%，女性患儿 117 例，

占 39%，男女比例为 1.56:1；P<0.05，两组间有显著差异。婴幼儿期患儿 166 例，占

55.33%，学龄前期患儿 98 例，占 32.67%，学龄期患儿 36 例，占 12.00%。其疾病分布结果

中，最常见于三种疾病：急性支气管肺炎患儿 50 例，占 16.70%，EBV 感染 27 例，占

9.00%，腹泻 15 例，占 5.00%。  
结论   一、男性单核细胞计数增高的患儿人数明显高于女性的，说明性别与患儿的单核细胞增

多有关，且男性影响明显大于女性。 
二、幼儿期单核细胞计数增高的患儿数最多，显著高于学龄前期和学龄期的患儿数；而学龄前

期单核细胞计数增高的患儿数又明显多于学龄期的患儿数。说明年龄对单核细胞的增多有一定

影响，且与其呈负相关。 
三、分析单核细胞计数增多患儿的疾病分布结果表明，呼吸道感染疾病占比例最大，尤其是急

性支气管肺炎，其次是 EBV 感染和腹泻。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58 
 

类风湿因子在免疫浊度法检测 C-反应蛋白中的干扰分析 
 

徐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类风湿因子(RF)在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 C-反应蛋白（CRP）中的干扰。  
方法  对 RF 高值（> 400 IU/L)的临床标本用包被免疫复合物（IC）的磁珠进行吸附 RF，用免

疫散射比浊法分别检测处理前后 CRP、RF 的变化；同时采用稀释的方法处理标本进行结果的

对比分析。 
结果  120 例 RF 阳性标本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处理前后的 CRP 和 RF，有 41 例标本在用

磁珠吸附 RF 后 CRP 反而上升，占 34.2%；有 8 例标本在处理后 CRP 下降，占 6.7%。不少

RF 阳性标本在用磁珠处理后 CRP 上升十分明显，同时部分标本有伴随着处理后 RF 的上升。

在用稀释的方法处理 RF 后，同样发生了 CRP 以及 RF 处理后升高的现象，与磁珠法相一

致。 
结论  RF 对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 CRP 存在干扰，且假性降低现象比假性增高现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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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61 
 

间接法建立新生儿脐带血血小板参数的生物参考区间 
 

靳悦 王丹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本院实验室信息系统数据库中储存的脐带血血常规血小板参数检测数

据，利用间接法建立盛京医院滑翔院区新生儿脐带血血小板参数的生物参考区间，以辅助临床

诊断和治疗。 
方法  利用医院信息数据管理系统收集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2 月的新生儿血常规报告，建立

血小板参数的数据库，经统计学分析并剔除离群值后，计算出本实验室新生儿脐带血血小板参

数的生物参考区间。 
结果  经统计计算，本实验室新生儿脐带血血小板参数的参考区间如下：PLT（163～341）
×109/L；MPV（8.8～10.9）fL；PCT（0.16～0.27）%；PDW（10.0～13.1）fL；P-LCR 为

（15.2～34.9）%。 
结论  本研究采用间接法建立了本实验室新生儿脐带血血小板参数的生物参考区间，与以往文

献报道的新生儿血小板参数参考区间相一致，对新生儿疾病的早期快速筛查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65 
 

亚抑菌浓度庆大霉素对表皮葡萄球菌生物膜的诱导作用 
 

叶杨琴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分析亚抑菌浓度庆大霉素对表皮葡萄球菌生物膜的诱导作用。 
方法 收集住院病人中引起血流感染的表皮葡萄球菌临床分离株，测定庆大霉素对表皮葡萄球

菌的 MIC；生物膜形成实验检测表皮葡萄球菌生物膜；利用 PCR 方法检测生物膜形成相关操

纵基因 icaADBC。利用连续稀释法测定庆大霉素对表皮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的诱导作用 
结果  在生物膜阴性，icaADBC 阳性菌株中，利用亚抑菌浓度（1/4MIC）庆大霉素诱导生成生

物膜。 
结论  亚抑菌浓度庆大霉素能够诱导表皮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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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环境对 RA 关节滑膜成纤维细胞增殖及缺氧相关的

miRNAs 的影响 
 

虞珊珊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肿瘤细胞在缺氧条件下增殖增加，同时产生大量特征性的 microRNAs（miRNAs）,也被

称为 hypoxamiR，参与缺氧的适应性应答。与肿瘤组织缺氧类似，类风湿性关节炎 (RA)患者

关节腔内存在缺氧情况，推动着滑膜炎症持续进展。缺氧环境是否能诱导关节滑膜成纤维样细

胞（FLS）的增殖增加，其中是否有 microRNAs 的参与仍有待研究。 
方法  将原代培养二至四代的 RA-FLS 细胞分别置于常氧（21%O2） 及缺氧（3%O2）条件下

培养 24 小时。MTS 方法检测 RA-FLS 细胞增殖。Realtime PCR 检测缺氧诱导因子

（hypoxia-induciblefactor, HIF）1α 及多种 microRNAs，包括 miR-20a、miR-21、miR-22、
miR-155、miR-210 的表达。 
结果  缺氧明显诱导 RA-FLS 细胞增殖增加。缺氧后 RA-FLS HIF1α 表达明显上调。所检测的

microRNAs 中，miR-20a、miR-21、miR-22、miR-155 的表达较常氧培养的 RA-FLS 无明显

变化,而 miR-210 的表达显著上调。 
结论  缺氧环境下 RA-FLS 细胞增殖增加；而 HIF1α 及 miR-210 的 mRNA 表达在细胞缺氧后

表达显著增加。miR-210 很可能是缺氧诱导的 RA-FLS 增殖增加的关键通路中的信号分子。

miR-210 有可能成为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新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6786 
 
Comparing Prognostic Value of Ciculating Tumor Cells 
between Sarcoma and Carcinoma through Enumeration 

and Phenotyping 
 

wang juan,Ma Yueyun,Yang Liu,Hao Xiaoke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are popular investigated recent years, for the reason of it 
could be detec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with dynamic changes from primary tumor cells. As 
a part of liquid biopsies, CTCs provide new approach for tumor surveillances. CTCs 
enumeration was clinically sequentially approved by FDA for prospection in metastasis 
prostate cancer, metastasis breast cancer and metastasis colorectal cancer in last ten years. 
However, selecting EpCAM positive CTCs for enumeration only limits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Recent research on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of CTCs provides new strategy 
to monitoring cancer patients. EMT is initial step of 
tumor cell migration.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CTCs enumeration and phenotyping both in 
sarcoma and 
in carcinoma, analyzing prognostic value of CTCs. Here we develop a new CanpatrolTM 
system for CTC phenotype analyzing through multiple mRNA in situ analysis, combining 
CTCs enumeration and phenotyping for carcinoma and sarcoma monitoring. 28 
osteosarcoma patients and 59 carcinoma patients (prostate, colorectal, gastric, ren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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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st cancer) a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CTCs monitoring in 59 patients suggested 
mesenchymal CTCs enumer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carcinoma progression, especially in epithelial-drived metastasis patients 
(P<0.05) but not in bone-drived sarcoma.  Mesenchymal CTCs were detected positive in 11 
of 26 localized and 23 of 33 metastasis carcinoma patients, indicating positive rates are 
42.3% in localized patients and 69.7% in advanced patients. On the other hand, CTCs 
phenotyping could not represent metastasis in sarcoma.  In prostate cancer group (n=30), 
total CTCs number is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ed patients, with mean CTCs 
number are 6 CTCs/5 ml in localized group vs. 7 CTCs/5ml in advanced group respectively 
(P<0.05), osteosarcoma group (n=28) showed different result adversely, with mean CTCs 
number are 6 CTCs/5 ml in metastasis group vs. 12 CTCs/5ml in localized group 
respectively (P.>0.05).  Our study suggested mesenchymal CTCs are frequently found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sis carcinoma, positive detection usually indicates pre-metastasis, 
which would ask for early clinical intervention, serial CTCs phenotype analyzing combined 
enumeration might be robust way for clinical monitoring disease progression in majority 
carcinoma patients but not in sarcoma patients. The probable reason of failed monitoring 
sarcoma 
is that this kind of cell surface presents unique proteins that are not detected by our probes, 
which means non-speci? markers of oste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are present in a variet of 
circulating cells in our study. Since the different surface protein markers are used in CTCs 
detection in different systems, the speci?c CTCs markers are urgently required and needs to 
be well validated in cinical laboratory, not only in epithelial-drived tumor but also in other 
various sarcoma (bone, cartilage, fat, muscle, vascular, orhematopoietic tissues drived 
malignant tumors) In some cases, more researches in CTCs like detection of aberrant gene 
fusion or overexpression of non-modi?ed genes are needed for drug resistance in 
chemotherapy that much more complex. In summary, the possibilities of CTCs accounting 
and 
phenotype analyzing applied as biomarkers that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are needed to further 
asses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03 
 

间接法建立新生儿脐带血红细胞参数的生物参考区间 
 

陆馨晨 王丹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本院实验室信息系统数据库中储存的脐带血血常规红细胞参数检测数

据，利用间接法建立本实验室新生儿脐带血红细胞参数的生物参考区间，以辅助临床诊断和治

疗。 
方法  利用医院信息数据管理系统收集 2014 年 8 月至今的新生儿血常规报告，统计出有关于

红细胞参数的数据，建立数据库。将获得的数据进行数据正态性检验及数据转换，剔除不符合

要求的离群值，计算参考区间，最后考虑是否需要进行分组判断。 
结果  经过统计，本实验室新生儿脐带血红细胞参数的参考区间如下：RBC（3.46~5.11）
×1012/L；HGB（123~180）g/L；HCT（36.6~53.3）%；MCH（32.4~38.1）pg；MCHC
（329~355)g/L，MCV（96.6~112.7）fL 
其中 RBC、HCT、MCH、MCV 经过统计需要根据 Lahti 分组标准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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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采用间接法建立了本实验室新生儿脐带血红细胞参数的生物参考区间，与以往文

献报道的新生儿红细胞参数参考区间相似，对新生儿疾病的早期快速筛查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05 
 

沈阳地区 0~12 岁儿童常见元素检测结果分析 
 

于春艳 张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分析辽宁省沈阳地区 12 岁以下儿童血清中常见元素分布情况，了解该地区儿童不同发

育时期铁、锌、铜、钙、镁元素含量的变化规律，为指导合理膳食和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2 月 16 日— 3 月 23 日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发育儿科进行健康检查

的 997 例 12 岁以下儿童，采用原子吸收法和比色法对血清 5 种常见元素( Cu、Zn、Ca、
Mg、Fe)进行检测，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结果 997 例中表现为锌缺乏者最多，共有 432 例，约占 43.33％；、铜、铁的缺乏者在

本地区儿童中较为常见，共有 126 例儿童缺铜，97 例儿童缺铁。缺铜率达到 12.64％，缺铁

率为 9.73％。缺钙率仅为 1.30％，未发现缺镁儿童。不同年龄组间钙元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铁、锌、铜三种元素的缺乏率在不同年龄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1），钙元

素在各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锌、铜、铁这三种元素的缺乏呈高度相关性

( P ＜ 0. 01)。 
结论  沈阳地区 0～12 岁儿童锌、铜、铁这三种元素缺乏比例较高且各元素缺乏情况在不同年

龄段有统计学差异。提示家长应正确合理膳食，均衡营养，维持各元素间的平衡，并在儿童生

长发育期定期进行铁、锌、铜、钙、镁这五种元素的检测，以便于及早发现问题并进行相应的

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21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中的

临床应用价值 
 

陆柳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Lp-PLA2）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D)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5 年 6 月在上海市东方医院进行冠状动脉

CT 血管造影（CTA）检查的患者 790 例，根据冠状动脉 CTA 结果分为 CAD 组（352 例）和

无 CAD 对照组（438 例），CAD 组依据冠状动脉病变支数不同分为单支冠状动脉病变（118
例）、双支冠状动脉病变（107 例）和多支冠状动脉病变（132 例），检测 Lp-PLA2、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甘油三脂（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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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葡萄糖（GLU）、糖化血红蛋白 A1c（HbA1c）等指

标进行综合分析。各组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不同指标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直线相

关分析。 
结果  CAD 组和对照组比较，Lp-PLA2（408.23±149.76vs. 379.51±120.88 IU/L，
t=2.553）、hs-CRP(0.86(0.44~1.97)vs. 0.70（0.38~1.64）mg/L，t=2.236)、年龄（62±9vs. 
57±9 岁，t=7.691）、GLU(6.10±2.29vs. 5.36±1.32 mmol/L，t=4.914)、bA1c
（6.13±0.98vs. 5.81±0.58%，t=4.842）、APOB（1.09±0.33vs. 1.03±0.29 g/L，t=2.407），

CAD 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均<0.05）。Lp-PLA2 在 CAD 组不同冠状动脉病变支数间比

较，组均数间有统计学差异（F=4.941，P<0.05），多支冠状动脉病变组（433.95±158.27 
IU/L，P<0.05）高于双支冠状动脉病变组（398.95±153.03 IU/L，P>0.05）和单支冠状动脉病

变组（385.75±133.72 IU/L，P>0.05）。Lp-PLA2 和 Hs-CRP 之间用 Pearson 直线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无相关性（r=0.042，P>0.05）。 
结论  血清 Lp-PLA2 水平升高是 CAD 的危险因素，可用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及受累血管支数

的风险评估 。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23 
 

KIF6 基因 rs20455 多态性与冠心病及血脂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张葵 张正芳 魏红霞 谭婷婷 李雷 张金花 
南京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中国江苏地区汉族人口 KIF6 rs20455 基因多态性与冠心病及血脂水平的关系。  
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PCR-RFLP)分别检测 556 例冠心病患者

和 322 例健康对照者 KIF6 rs20455 多态性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分布；研究基因多态性对血

脂、血糖水平的影响。  
结果 冠心病组和健康对照组 KIF6 基因 rs20455 位点 TT、TC、CC 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0.291、0.507、0.201 和 0.323、0.450、0.227（χ2=2.647，P=0.266）；T、C 等位基因频率

分别为 0.545、0.455 和 0.548、0.452（χ2=0.017，P=0.898）。KIF6 rs20455 基因多态性与

血糖血脂水平无显著性相关。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高血压，LDL-C 和 HbAlc 是冠心

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OR 分别为 1.071，6.402，3.614，10.175，P＜0.05）。  
结论  KIF6 rs20455 基因多态性与该研究人群中冠心病的发生及血脂水平无显著性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27 
 

外周血 mHLA-DR 与 HLA-DRA mRNA 对危重病免疫评价的

方法学比较 
 

丁洁 张颖新 李双静 蔡培英 陈双峰 杨海涛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1483 
 

目的  研究危重病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人白细胞抗原 DR（HLA-DR）与人白细胞抗原

DRA(HLA-DRA)mRNA 表达水平与免疫评价比较。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方法收集重症医学科住院患者 107 例并于入住 48 小时内采集静脉血，同

期健康对照组 30 例。应用流式细胞仪 CD14/HLA-DR 双标法检测外周血单核细胞 HLA-DR
（mHLA-DR），qRT-PCR 法检测全血 HLA-DRA mRNA 的表达，分析二者表达水平与危重

病患者死亡预后的关系。 
结果  危重病患者组 mHLA-DR 为 49.20(26.10-80.80)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91.55（86.73-
95.40）,p<0.001。HLA-DRA mRNA 表达水平分别为 0.61（0.33-0.94）和 1.01（0.98-
1.05），p<0.001。二种方法的相关性 r=0.831，p<0.001。危重病组存活患者 mHLA-DR 与

HLA-DRA mRNA 表达水平均高于死亡者（p=0.002, p=0.006）。存活与死亡组 ICU 住院时

长、APACHE II 评分均存在统计学差异。ROC 曲线示：mHLA-DR 曲线下面积 AUC=0.697，
P=0.001。HLA-DRA mRNA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0.744，P<0.001。 
结论  qRT-PCR 检测 HLA-DRA mRNA 表达与流式 mHLA-DR 检测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可作

为评估危重病患者免疫状态新的生物学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33 
 

正常孕妇不同孕期网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分布现状的调查 
 

王林 孔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一)测定正常孕妇不同孕期 RET-He，得出早中晚各期 RET-He 的分布现状。(二) 比较不

同孕期 RET-He 的区别。 
方法  采用 Sysmex XN1000 血液分析仪测定正常孕妇不同孕期的 RET-He，用 SPSS19.0 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期的差异！ 
结果  正常孕妇不同孕期 RET-He 分布现状：孕早期平均值的 95%置信区间为（33.21-
34.76pg），孕中期平均值的 95%置信区间为（32.97-34.58pg），孕晚期平均值的 95%置信

区间为（24.98-26.68pg）。不同孕期 RET-He 分布现状的比较可得早、中期的差异不明显

（P=0.967>0.05）；晚期 RET-He 与早、中期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0<0.05，
P=0.00<0.05）。 
结论  正常孕妇不同孕期 RET-He 分布现状可发现早中期正常孕妇的 RET-He 较正常，晚期正

常孕妇 RET-He 偏低，晚期孕妇较早中期易出现铁缺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6835 
 

LH750 血细胞分析仪单核细胞计数正确性评价 
 

齐万顺 尹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1484 
 

目的  评估贝克曼库尔特 LH750 血细胞分析仪单核细胞计数的正确性，使单核细胞计数结果更

加可靠，提高检验质量，更好地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 500 例门诊及住院患者血常规标本（门诊及住院患者各占一半），经 LH750 血

细胞分析仪单核细胞计数后，根据仪器单核细胞计数结果，分为高值组和低值组，分别进行镜

检复查。根据镜检结果及仪器结果进行组间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两者之间有无显著性差异，

进而评估 LH750 血细胞分析仪单核细胞计数正确性。 
结果  500 份住院及门诊的血常规标本经仪器法和手工镜检法结果比对后，高值组

P=0.000<0.01，低值组 P=0.085>0.05，即高值组仪器法与手工镜检法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而低值组两种方法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LH750 血细胞分析仪单核细胞计数结果过高（>12.4%）时存在假阳性率，手工镜检法

不能完全被仪器法替代，应及时镜检复查，以保证检验结果的真实可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6842 
 

罗氏 E601 检测系统的正确度性能验证 
 

席向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对 RocheE601 检测系统的正确度验证方案进行评价，为实验室选择合适的验证方案提

供参考。 
方法  通过测定保存的卫生部临检中心 AFP 室间控制品、TG 质控品和 CYFRA21-1、NSE、
N-MID、TP1NP、ACTH、HGH、A-FSHR、TG 检测项目的校准品是否满足允许误差来评价

其正确度性能；对 RocheE601 与 E411 检测系统测定 β-HCG 进行仪器比对实验，判断仪器间

的偏倚是否可接受。 
结果 测定 AFP 室间控制品、TG 质控品和 CYFRA21-1、NSE、N-MID、TP1NP、ACTH、

HGH、A-FSHR、TG 检测项目校准品的偏倚均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β-HCG 仪器比对结果在

允许误差范围之内。  
结论 RocheE601 检测系统的四种正确度验证结果均可满足检测要求，验证方案简便易行，具

有可操作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55 
 

2012-2015 年沈阳市某三甲医院住院人群梅毒流行病学特征

分析 
 

欧阳嘉悦 曹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验科 110004 

 
目的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性传播疾病，临床上可表现出多种多样的临床症状,
并且经常以无症状的潜伏形式存在，因此易于传播。近年来,我国梅毒报告病例数明显增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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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梅毒绝大多数是通过性途径传播，也可以通过血液、密切接触或垂直传

播。医务人员在为患者进行诊疗、护理时经常会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随着梅毒感染率的上

升，医护人员因职业暴露引发血源性梅毒感染的潜在风险也大大增加。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手段

减少医源性梅毒的传播，以遏制梅毒的流行蔓延。由此，本实验拟通过对沈阳市某医院住院患

者的梅毒感染情况进行流行病学分析,评估住院人群中梅毒感染现状，分析易感人群特征，为

疾病的预防控制、有效减少医源性感染事件的发生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沈阳市盛京医院住院的患者 396450 例，同时采用

筛选试验 RPR 法以及确认试验 TPPA 法进行检测。单独 TPPA 阳性或 TPPA 且 RPR 均阳性

者均记录为梅毒抗体阳性。 
结果  2012-2015 年间，396450 例盛京医院住院患者中报告 TPPA 抗体阳性病例 6533 例，阳

性率为 1.6%。TPPA 且 RPR 均阳性病例 2120 例，占比 0.535%。2014 年梅毒抗体阳性率最

高，其余年份有升有降，总体流行趋势平稳。女性梅毒抗体阳性病例多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 40-59 岁，占报告病例总数的 41.5%。男性住院患者

中梅毒阳性者以普通外科最常见，占 12.2%，而女性主要分布在妇科，占 26.9%。住院患者

中妊娠梅毒流行趋势平稳，妊娠梅毒活产儿中 TPPA 及 RPR 均为阳性者较多，但呈逐年下降

趋势。 
结论  医院医护人员应加强对梅毒尤其是隐性梅毒的认识，注意梅毒防治，减少医源性感染事

件的发生。应加强孕妇的梅毒筛查工作，通过对妊娠梅毒的遏制，降低先天梅毒的发生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57 
 

超小超顺磁性四氧化三铁标记兔内皮祖细胞移植兔 2 型糖尿

病动脉硬化模型可行性 
 

魏红霞
1 刘佳鹏

2 谭婷婷
1 宋宏岩

1 李雷
1 张葵

1 张金花
1 

1.南京鼓楼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超顺磁性四氧化三铁(USPIO)标记的兔内皮祖细胞移植兔 2 型糖尿病动脉硬化模型的

磁共振(MRI)成像可行性分析。  
方法 40 只新西兰白兔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20 只喂养含 5%脂类的普通饲料，模型组 20 只

喂养含 25%脂类和 20%蛋白质的高脂饲料。分别于实验前、第 6 周和第 12 周测定血清总胆固

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血糖（GLU）； 12 周后行 CT 扫描，观察两组兔的主动脉血管管腔变化情况，并

定位模型组的血管病变位置，手术取模型组病变区域血管，对照组取相应区域血管，行 HE 染

色观察血管形态学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其血管巨噬细胞甘露糖受体-2（CD280）和基

质金属蛋白酶-2（MMP-2）表达的情况。密度梯度离心分离兔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体外诱导培

养 EPCs 并鉴定，USPIO 标记 EPCs 移植兔模型，GE1.5T 磁共振对移植后每组实验兔经 MRI
扫描，观察对照组和移植组局部信号强度变化，并取病变区域血管行普鲁士蓝染色鉴定 EPCs
生存情况。  
结果 12 周后，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兔血清 TC，HDL，LDL 及 GLU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HE 染色结果：模型组兔主动脉内膜明显增厚，脂质斑块弥漫，有

大量泡沫细胞聚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 CD280 和 MMP-2 表达增加。经 bVEGF 和 bFGF
诱导培养细胞为内皮祖细胞；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细胞随 USPIO 孵育浓度的增加，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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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率和磁共振 T2WI 信号强度逐渐降低，当 USPIO 浓度为 32μg/ml 时，标记细胞 MRI 显示

效果较好。移植后，与对照兔相比，模型组受损血管的 MRI 扫描结果不明显，管腔内仍有低

信号。模型兔病变部位血管经普鲁士蓝染色后，可见蓝染颗粒，表明标记后 EPCs 已成功定植

于受损部位。  
结论 适宜的 USPIO 标记浓度和时间标记 EPCs 可进行 2 型糖尿病兔动脉硬化区域移植靶向性

成像，为 EPCs 的移植修复作用的研究提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60 
 

妇科患者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型别分析 
 

史琼华 陈俊 邵剑春 李穗雯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11 

 
目的 宫颈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

全球每年新发病例近 60 万人，死亡率约 50-60%，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 18.15 万，占世界新

发病例的 1/5。随着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及不同型别与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发

生、发展的相关性逐渐被人们认知，目前高危型 HPV 感染与宫颈癌的早期筛查及防治引起人

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为了解妇科生殖道感染患者 HPV 的感染及型别分布特点，本文对

在我院妇科门诊患者 HPV 分型结果进行了分析。 
方法  采用 PCR+反向点杂交技术检测 HPV 及鉴别 21 种亚型，对 2011 年 1 月～2016 年 5 月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11516 例妇科门诊患者的宫颈拭子进行检测，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其中患者年龄分布在 17～7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8.9 岁。 
结果 11516 例样本中，检出阳性 2355 例，阳性率是 20.45%。其中，单一型感染 1761 例，

占 74.78%，感染亚型居前五位的依次为：52 型（17.89%）、16 型（16.87%）、58 型

（13.06%）、53 型（7.95%）、18 型（7.04%）；多型感染 594 例，占 25.22% ，包括二型

感染 426 例（71.72%），三型感染 127 例（21.38%），四型感染 25 例（4.21%），五至八

型感染 16 例（2.69%）。HPV 感染年龄主要集中在 21～50 岁。本文感染率低于北京地区

（57.1%），接近黑龙江地区（33.7%），远高于西藏地区（9.19％）。在 HPV 分型中，大

量文献报道居首位的是 16 型，其次是 58 型和 52 型。北京地区主要以 16、68、58 型为主；

上海地区以 52，58 型为主；河南以 16、31、52、58 型为主；贵州地区是以 16、52、58 为

主。本文以 52、16 、58、53、18 型为主，与其他地区的比较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各地区

HPV 的感染及 HPV 感染型别存在地域性差异。另外，并存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亚型感染率略

高，其中，以二个型居多，并存最多亚型为八个。 
结论  HPV 是妇科生殖道感染患者感染的重要病原体；感染高危亚型以 52 型为主，其次是

16、58、53、18 型；多亚型感染率略高并以二型感染为主；21～50 岁人群是 HPV 感染及预

防高危型 HPV 感染相关疾病、传播控制的重要人群；早期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阻断

宫颈病变及宫颈癌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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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以及血小板与

淋巴细胞比值与临床指标及预后的关系 
 

崔洁 何涛 王利新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行根治术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以及血小板与淋

巴细胞比值（PLR）与乳腺癌临床指标的关系及对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有完整术后病理及随访资料的乳腺癌患者 277 例，患者术前均未行放化疗治疗，术

式采用改良根治术，回顾性分析患者术前一周内外周血血细胞计数，计算其中性粒细胞与淋巴

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分析其与乳腺癌患者临床指标的关系及

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选取同期乳腺良性疾病患者 37 例，计算其术前 NLR 及 PLR，同时选

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44 例，分别比较它们与乳腺癌患者术前 NLR 及 PLR 之间的差异，评估

NLR 及 PLR 在乳腺疾病诊断方面的作用。 
结果 NLR 与淋巴结阳性数目（P=0.043）有关，PLR 与 Her2 状况（P=0.001）有显著相关

性。logistic 多因素分析显示，NLR 与淋巴结转移状况有相关,PLR 与 Her2 有关。NLR、PLR
对乳腺癌患者的无病生存率无影响。PLR 在健康体检者与乳腺癌患者中有明显差异。 
结论 NLR、PLR 与乳腺癌患者临床指标无明显相关性，对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判断无重要指导

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888 
 

AFP、AFP-L3 及 GGT 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 
 

周莹 张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收集临床病例，统计数据，分析联合检测 AFP、AFP-L3 及 GGT 在原发性肝癌中的

诊断价值。 
方法   测定 58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肝癌组）、55 例肝硬化患者（肝硬化组）和 42 例肝炎患

者（肝炎组）的血清中 AFP、AFP-L3 及 GGT 的含量，比较其差异，应用 ROC 曲线进行评

价，并分析优缺点。 
结果  应用 ROC 曲线分别评价 AFP、AFP-L3、GGT 单项、联合两项及联合三项的曲线下面

积。结果表明，联合三项指标的曲线下面积大于联合两项及单项的曲线下面积。 
结论  一、两两联合检测的 ROC 曲线下面积大于单项指标的曲线下面积，两两联合检测对于

诊断肝癌的价值大于单项指标检测。 二、联合三项指标的 ROC 曲线下面积大于两两联合及单

项指标检测的曲线下面积，联合三项指标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06 
 

The Role of microRNA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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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fa qing,Tan Gongjun 

Zhuhai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and Zhuhai People's Hospital 519000 
 

Backgroun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is endemic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ith an annual incidence of 15–50 cases per 100,000. According to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re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over 84,000 
new NPC cases occur annually, among which 80% are located in Asia and 5% in 
Europe  Both ethnic background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risk of NPC 
development. MicroRNAs (miRNAs or miRs) are endogenous, small, non-coding single-
stranded RNAs of ~22 nucleotides in length, which negative regulators of gene expression 
are small non-coding RNAs that typically inhibit the translation and reducing the stability of 
messenger RNAs (mRNAs). 
Mehtods  An increasing body of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microRNAs (miRN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NPC, in particular, 32 miRNAs are 
involved in NPC tumorigenesis,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These miRNAs were 
summarizede 
Results   miRNAs that function as tumor suppressors are often downregulated in NPC 
tissues, the downregulation of miRNAs is expected to cause an upregulation of their target 
genes and subsequent alterations of the associated cellular pathways in NPC. Among the 
tumor suppressor microRNAs involved in NPC, the miR-9, miR-26, miR-29, miR-200 family, 
and the Let-7 family are the most common. In tumorigenesis of NPC, some miRNAs called 
onco-miRNAs, function as oncogenes, for example, miR-18, miR-214, miR-155, and miR-
141. miR-18, a member of the oncogenic miR-17-92 cluster, acts as an onco-miR in NPC 
development. miR-149 promotes NPC cell mobility and invasion by down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Conclusions  It is evident that miRNAs not only represent an additional level of complexity 
in the molecular portrait of NPC, contributing to tumor comprehension and subclassification, 
but also represent easily detectable biomarkers to predict prognosis and response to therap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21 
 

探究肿瘤标志物 CA19-9 和 CA72-4 在结直肠癌诊断及病理分

期中的意义 
 

钱诗 王博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究肿瘤标志物 CA19-9 和 CA72-4 在结直肠癌诊断及病理分期中的意义。 
方法  通过收集 2011 年至 2015 年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符合纳入标准的结直肠癌的病

例的检验结果和病理分期，观察和统计肿瘤标志物 CA19-9 和 CA72-4 数据与分期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1、CA72-4 水平与各期结直肠癌患者 TNM 分期进行比较 P=0.679 大于 0.05，没有意

义。各分期之间比较均无意义。CA19-9 水平与各期结直肠癌患者 TNM 分期进行比较

P=0.003 小于 0.05，有意义。临床病理分期Ⅰ期与Ⅱ期、Ⅲ期有显著性差异，而与Ⅳ期无显

著性差异。Ⅱ期与Ⅲ期比较有意义，而与Ⅳ期比较无意义。Ⅲ期与Ⅳ期比较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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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计算 CA19-9 人群淋巴结转移与否 p 值为 0.001，有意义。远处转移与否 p 值为 0.274
没有意义。 
  3、经计算 CA72-4 人群淋巴结转移 p 值为 0.285，远处转移 p 值为 0.624，均没有意义。 
结论  本研究中经过对比可知，CA19-9 在对结直肠癌分期，转移，治疗的评估提示中有重要

意义,可作为结直肠癌诊断的重要辅助手段。而 CA72-4 则对于结直肠癌的分期，转移意义不

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24 
 

糖尿病足中医不同证型炎症、凝血指标水平分析 
 

赵延荣 华晋 王伟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检验科 200082 

 
目的 探讨不同中医证型中，糖尿病足（DF）患者 C 反应蛋白（CRP）、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

剂 C（CysC）、纤维蛋白原（FIB）和 D 二聚体（D-D）等项目的水平，为临床诊断提供实验

室依据。 
方法  选择 DF 热毒伤阴、瘀阻脉络证 46 例（A 组），湿热毒蕴、筋腐肉烂证 90 例（B 组）

和单纯Ⅱ型糖尿病（T2DM）患者 110 例（C 组）。排除合并其他疾病以及临床资料收集不全

者。诊断标准符合国际惯例，中医证型的判断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中医防治指南糖尿

病足》（2011）制定的中医辨证标准，各组基线资料之间比较无差异。检测各组血清/浆
CRP、CysC、FIB 和 D-D，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分析，各组方差分

析无统计学意义，对各组均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  糖尿病足热毒伤阴、瘀阻脉络证患者 D-D 水平显著高于湿热毒蕴、筋腐肉烂证（P＜
0.05 或 P＜0.01）；而后者 CRP、FIB 水平明显高于前者（P＜0.05 或 P＜0.01）。 
结论  热毒伤阴、瘀阻脉络证患者血管内缺血情况较严重，形成血栓的危险性更大；而湿热毒

蕴、筋腐肉烂证患者感染情况重于热毒伤阴、瘀阻脉络证患者，在抗感染的同时应注重血管缺

血而引起血栓的可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26 
 

不同原理的 PCR 方法在地中海贫血产前诊断的验证应用 
 

肖奇志 王格 李恋湘 李磊 谢建红 周玉球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519001 

 
目的  评估在实验室中采用两种不同技术原理的 PCR 方法用于地中海贫血（下称“地贫”）产前

诊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方法  采用双盲法，对珠海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送检的 509
份地贫产前诊断标本分别采用单管多重 PCR 法（single-tube multiplex PCR，STMP）检测常

见缺失型 α-地贫（-α 或--）；反向点杂交法（reverse dot blot ，RDB）鉴定常见的非缺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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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地贫（αT）和 β-地贫突变；探针熔解曲线法（probe melting curve assay ，PMCA）检测常

见 α-地贫和 β-地贫基因突变。两种不同方法所得结果不一致或有少见类型地贫突变时，则采

用 DNA 测序分析法确诊。地贫产前诊断结果均进行验证或跟踪随访。 
结果  经过 STMP 和 RDB 检测出 59 例中、重型 α-地贫；经 PMCA 检测出 58 例中、重型 α-
地贫，结果不同的一例为--THAI/αα。在 β-地贫产前诊断中 RDB 和 PMCA 分别检测出 13 例和

14 例中重型 β-地贫，其中一例结果 CDs17/ -90 由 PMCA 正确检出而 RDB 只检测出 CDs17
单一突变。509 份标本产前诊断结果与产后回访结果完全吻合。 
结论  采用两种不同技术原理的 PCR 方法进行地贫产前诊断，是必要和可行的，两者之间具

有互补性，可确保产前地贫分子诊断结果的可靠性，值得临床遗传实验室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27 
 

叶酸代谢相关基因 MTHFR 突变检测室间质量调查结果分析 
 

鲍芸 蒋玲丽 王雪亮 肖艳群 王华梁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为保证叶酸代谢相关基因 MTHFR 突变检测质量，了解上海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医疗机

构临床实验室开展该项目的检测质量，本研究对 2015 年参加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MTHFR 基

因突变室间质量评价的总体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方法 两次室间质量评价样本盘均包含 10 支样本，分为 2 组不同样本，每组包含 5 支样本。样

本按要求发放至各临床实验室，并要求在一周内完成检测并网上上报结果。每家实验室按要求

检测 1 组样本（共 5 支）。所有上报结果按样本分组进行统计，并计算个实验室检测成绩，汇

总分析各样本的符合率。 
结果 两次室间质评分别收到 15 份和 18 份有效回报结果。检测结果符合率为 100%的实验室

分别为 93.33%（14/15）和 100%（18/18）。其中第一次室间调查结果统计显示芯片法、测

序法和荧光杂交法检测正确度均为 100%，实验室自建的其它检测方法正确度为 96.67%
（29/30）；第二次室间调查结果统计显示各检测方法正确度均达到 100%。 
结论 各临床实验室 MTHFR 基因突变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实验室在使用实验室自建

试剂和方法时，需要加强使用试剂和方法的性能验证，保证 MTHFR 基因突变检测质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6938 
 

广州市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标本库的建立与应用 
 

唐林国 左连东 唐盈 唐芳 叶倩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目的  开发广州市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标本管理信息系统，探讨标本库的建立与管理方法。 
方法  采集干预人群的全血标本，按分子生物学要求分装处理，于-80℃低温冷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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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采集和保存广州市出生缺陷干预工程血液标本 49950 份，包括病残儿鉴定血液 880 份、

免费孕前检测血液 1000 份，实现了对标本的统一规范化管理，使有限的临床科研资源得到充

分有效地利用。 
结论  标本库的建立对广州市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管理工作及科研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42 
 

CRP、ALB 联合检测对糖尿病足截肢的风险评估 
 

华晋 王伟灵 张莹 赵延荣 周丽霞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检验科 200082 

 
目的 探讨糖尿病足患者发生截肢的相关风险因素。 
方法 对 410 例糖尿病足患者根据截肢与否分为截肢组与非截肢组。采集空腹血检测 C 反应蛋

白（CRP）、纤维蛋白原（FIB）、白蛋白(ALB)、血糖(FBG)、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

胞比率(N)，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组间性别、年龄和 FBG 均无明显差异。截肢组糖尿病病程较短、ALB 水平显著降低，

CRP、FIB、WBC 和 N 均高于非截肢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只有 CRP 为糖尿病足截肢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糖尿病病程短和 ALB 水平升高

为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 CRP、FIB 等炎症指标水平升高与糖尿病足截肢发生密切相关，临床上监测糖尿病足高

危患者 CRP 水平并适时进行抗凝治疗、支持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46 
 

高敏发光技术定性检测 HIVAg+Ab 的性能评价报告 
 

赵蓉 石亚玲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60 

 
目的  对高敏发光底物结合脱磁清洗技术的免疫分析仪定性检测 HIVAg+Ab 的性能进行验证。 
方法  对 HIVAg+Ab 的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准确性和参考区间进行验证，并与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ECLIA）进行方法学比对。 
结果  批内精密度的变异系数中低值分别为 1.53%和 1.71%，均小于厂家提供的可接受标准

（<10%）；批间精密度的变异系数中低值分别为 2.65%和 3.05%，均小于厂家提供的可接受

标准（<10%）；准确度对国家卫计委全国临检中心室间质评质评品进行验证，符合率为

100%，符合行业标准；HISCL-5000 检测 HIVAg+Ab 的参考区间为 COI<1.0;此方法与目前实

验室正在使用的电化学发光免疫法（ECLIA）进行比对，一致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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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ysmex HISCL5000 在 HIVAg+Ab 检测方面的性能符合 CLSI 等实验室及临床的要求，

适用于临床实验室对 HIVAg+Ab 检测工作的开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47 
 

上海地区部分医院苛养菌的检出率分析 
 

葛平 陈蓉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对 2015 年全年上海地区部分二级和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的苛养菌检出率统计，分析二

级和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苛养菌检出率是否存在差别。 
方法 对 2015 年一年上海地区 40 家二级医院临床实验室和 40 家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苛养菌

检出率以及各类标本的送检量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 
结果  通过对 40 家二级医院临床实验室和 40 家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苛养菌检出率（2015 年

全年）统计得出：年平均每个二级医院临床实验室肺炎链球菌 6.1、流感嗜血杆菌 12.2、淋病

奈瑟菌 35.6、脑膜炎奈瑟菌 0.03、β-溶血性链球菌 20.9、厌氧菌 1.1；年平均每个三级医院临

床实验室肺炎链球菌 34、流感嗜血杆菌 36.2、淋病奈瑟菌 40.1、脑膜炎奈瑟菌 12.3、β-溶血

性链球菌 118.5、厌氧菌 5.7。而同年（2015 年全年）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的常规标本的平均

送检量是二级临床实验室的倍数分别为：痰标本 1.97 倍（3378.1/6655.3）、血培养标本 3.09
倍（1821.2/5635.1）、尿标本 2.09 倍（1458/3049.6）、除血外无菌体液 0.738 倍

（259.5/191.4）、粪标本 1.69 倍（456.6/773.7）、生殖道标本 1.573 倍（862.2/1356.3）、

脓液标本 1.44 倍（1368.1/1975.6）。 
结论  尽管二级医院送检的各类标本比三级医院少，但按比率二级医院临床实验室的苛养菌的

检出率更低，这说明二级医院临床实验室的苛养菌的检测能力比三级医院的临床实验室显著

低，所以在现在二、三级医院临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等硬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检验人员的检验

能力等需要提升，不断的继续教育的训练和培训。同时必要专业的交流和学习尤其是与上一级

医院或高水平临床实验室的学习将是提高检验人的检验能力的一种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57 
 

miRNA-593 的表达水平可预测非小细胞肺癌进展及预后 
 

朱戈 代娣 董晓龙 杨紫伟 郭晓临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讨 miRNA-593 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的表达水平用于判断 NSCLC 进展及预

后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对 8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原位癌组织及癌旁组织的 miRNA-
593 表达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应用卡方检验分析 miRNA-593 表达水平与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

征的关系，并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总体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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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癌组织中 miRNA-593 的表达显著低于癌旁组织。将 miRNA-593 表达水

平>(0.856±0.017 )记为高表达，将表达水平<(0.557±0.049 )记为低表达,其表达水平与肿瘤大

小（P =0.031）及临床分期有关（P =0.039),而与年龄、性别均无关。生存分析显示 miRNA-
593 高表达组较之低表达组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P =0.037)。 
结论  miRNA-593 表达与非小细胞肺癌的进展密切相关,可提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是

潜在的非小细胞肺癌预后预测分子标志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6972 
 

医学实验室中运用传统统计方法与四分位数稳健统计方法在

能力验证结果评价中的比较分析 
 

朱岭峰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目的 比较四分位数稳健统计方法与传统统计方法在医学实验室能力验证结果评价中的差异。 
方法 分析 2016 年参加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第１次能力验证内分泌激素项目的实验室结果，用

四分位数稳健统计和传统统计方法（拉易达准则剔除离群值方式）分别进行统计。 
结果 两种方法确立的靶值基本相同，四分位数稳健统计在异常值检出的灵敏度上率明显高于

传统方法，同时导致了更高的可疑率和不满意率：传统统计方法的标准差、变异系数较四分位

数稳健统计明显增大，不合格实验室数较四分位数稳健统计明显减少。 
结论 传统统计方法通常假定数据模型为正态分布，当原始数据满足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才能得

到最优统计结果；否则当样本中含有离群值（不论是粗大误差或者是分组不合理）时，该样本

可能并不完全服从正态分布，则统计结果将变得不可靠。而稳健统计方法对于偏离假定模型具

有不敏感性保证了“ 1)当假定模型成立时，具有良好的性能，并且接近最优；2) 当实际数据与

假定模型有较小的差别时，它的性能变化也较小，是次优的；3) 当实际情况偏离假定模型较

大时，它的性能也不会变得很差。”因此，对于传统统计方法，能力验证提供者担心离群值对

统计结果带来严重干扰，而越来越少的应用。但是，对于医学实验室其检测的特殊性比如生物

学变异、单个标本一般不会重复检测等情况，本文通过比较四分位数稳健统计方法和传统统计

方法，认为在评价能力验证结果时，应视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评价方法，避免单纯采用四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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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稳健统计方法，出现脱离实际要求或误判的现象，并由此给参与能力验证的实验室带来困

扰。结合 CNAS-CL38 中临床化学检验分析性能要求，在统计数据量足够大、且具有合理的分

组（保证正态性），使用传统统计方法可以得到比四分位数稳健统计方法更优的统计结果，做

出更合理的评价。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73 
 

中国老年女性血清总胆红素与代谢综合征呈负相关 
 

钟萍 孙冬梅 吴丹红 王伟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 200082 

 
目的  评价血清总胆红素水平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横断面分析方法，对上海地区 2074 例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进行分析。记录研究对

象的人体测量指标、生活方式、既往病史等，并检测血清空腹血糖、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

酯、总胆红素。统计分析血清总胆红素水平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血清总胆红素水平与总胆固醇水平、甘油三酯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在男女不同性别

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女性中代谢综合征及组分高甘油三酯血症患病率与血清总胆

红素水平的四分位数呈线性关系，随着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增加，代谢综合征及组分高甘油三酯

血症患病率下降（P＜0.005）。Logistic 回归分析血清总胆红素、总胆固醇及 BMI 是女性代谢

综合征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我们发现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是中国上海地区老年女性代谢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素；老年

女性代谢综合征及组分高甘油三酯血症患病率随着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增加而下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82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在血型鉴定中的应用 
 

于淼 尹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研究 IH-100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在血型鉴定中的应用，将其和手工试管法进行对比，进

行二者鉴定速度和准确度比较。 
方法  将 500 例标本分别使用 IH-100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和手工试管法在相同条件下进行血型

鉴定，并记录检测结果，以及相应的检测时间，并将此二种方法的准确度和检测速度进行对

比。 
结果 在全部的 500 份样本中，共有 489 份样本一次性判读成功，另有 11 份标本一次性判读

失败，一次性判读成功率高达 97.8%。这 489 份样本仪器法测定结果和手工试管法鉴定结果

完全一致，因此正确率高达 100%。手工试管法完成对 10 份样本的检测平均需要 52 分钟，

IH-100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完成对 10 份样本检测平均需要 2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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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由此可见，IH-1000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与手工试管法对比具有高效，结果准确等特点，适

合标本量较大时的检测，试管法相比之下速度较慢，但准确度高，由此可见，试管法则适合针

对小标量时进行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85 
 

降钙素原在急性胰腺炎诊断中的价值 
 

卢杰 薛海玲 孙兰菊 
天津市南开医院 300100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测定在急性胰腺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探究其变化与疾病预后的

关系。 
方法  本研究对 70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在就诊第 1 天采集静脉血标本，分别进行血清 PCT、C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计数三项检测，比较三项指标对于急性胰腺炎疾病诊断的应用价值；同时对

该 70 例患者于随后的第 7、第 14 天继续采集静脉血标本，检测 PCT 变化情况。 
结果  急性胰腺炎患者第 1 天的血清 PCT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而血清 CRP
水平、WBC 计数与对照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检测三个时段的血清 PCT，
SIRS 组均显著高于非 SIRS 组（P<0.05）。 
结论  PCT 水平较其它传统指标 CRP、WBC 计数更快速、有效、准确地辅助诊断急性胰腺

炎，而且 PCT 变化情况对于判断急性胰腺炎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86 
 

双靶点沉默 hTERT 和 Bi-1 基因诱导人鼻咽癌细胞凋亡的初

步研究 
 

王会敏
1 何柯新

2 徐建华
1 尚陈宇

1 周克元
3 

1.广东省中医院 
2.广东省广州市惠爱医院 

3.广东省湛江市广东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 
 

目的  利用 RNA 干扰阻抑 hTERT 和 Bi-1 基因的表达并诱导人鼻咽癌细胞的凋亡。 
方法  收集细胞，设未处理组、Lip 组、pcDNA3.1(+)/Lip 对照组、TR/Lip 组、TRs/Lip 组、Bi-
1/Lip 组、Bi-1s/Lip 组、TR-Bi-1/Lip 组和 TRs-Bi-1s/Lip 组，采用 MTT 法观察质粒载体及转染

试剂对 CNE-2Z 细胞生长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 CNE-2Z 细胞凋亡，Hoechst33258 染

色，荧光显微镜观察鼻咽癌细胞形态学的变化。 
结果  TR、Bi-1 和 TR-Bi-1 组的 CNE-2Z 细胞增殖能力降低，且 TR-Bi-1 组的生长增殖能力最

低（P﹤0.05）；凋亡细胞有所增加。转染 TR、Bi-1 和 TR-Bi-1 重组质粒 48h 后，荧光显微

镜下可见部分鼻咽癌细胞出现典型的凋亡形态学变化；而 pcDNA3.1(+)、TRs、TRs-Bi-1s、
Lip 和空白对照组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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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双基因表达载体可以同时沉默 hTERT 和 Bi-1 两种基因，与沉默单基因的效果相比较，

双基因沉默组鼻咽癌 CNE-2Z 细胞的增值率受到明显抑制，hTERT 和 Bi-1 基因 mRNA 水平

明显下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89 
 

1999-2015 中国幽门螺旋杆菌耐药现状文献荟萃分析 
 

黄声雷 李华茵 周春妹 马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112375 

 
目的  了解中国各个地区分离的幽门螺旋杆菌耐药现状 ,为知道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提高抗

感染治疗水平和抑制细菌耐药提供依据。 
方法  文献搜索策略：通过 PubMed 文献平台，以 Helicobacter pylori, resistance,prevalence, 
susceptibility, China, Chinese 为关键词进行英文文献检索，并且通过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以幽门螺旋杆菌、耐药和敏感为关键词进行中文文献检索。文献纳入标准：研究对象为

人、培养法和收集数据时间 1999-2015 年。排除标准：药敏试验的方法为纸片扩散法，幽门

螺旋杆菌治疗后的药敏结果。 
结果  符合本次研究标准的文献共 58 篇，其中包括华东区 20 篇，共 30446 株，克拉霉素耐药

率 22.5%、阿莫西林耐药率 2.5%、甲硝唑耐药率 91.5%、左氧氟沙星耐药率 24.6%；华北区

11 篇，共 3584 株，克拉霉素耐药率 13.5% 、阿莫西林耐药率 19.4% 、甲硝唑耐药率 
83.7%、左氧氟沙星耐药率 35.6%；华南区 4 篇，共 283 株克拉霉素耐药率 13.5%、阿莫西

林耐药率 2.1%、甲硝唑耐药率 83.6% 、左氧氟沙星耐药率 47.6%；华中区 6 篇，共 333 株

克拉霉素耐药率 22.5%、 阿莫西林耐药率 7.7%、甲硝唑耐药率 89.5% 、左氧氟沙星耐药率

48.6%；西北区 5 篇，254 株克拉霉素耐药率 33.3%、阿莫西林耐药率 6.5% 、甲硝唑耐药率

61.3%、 左氧氟沙星耐药率 25.8%；西南区 10 篇，共 1028 株，克拉霉素耐药率 22.6%、 阿
莫西林耐药率 13.1% 、甲硝唑耐药率 93.6% 、左氧氟沙星耐药率 90.5%；东北区 2 篇，共

51 株克拉霉素耐药率 20.0%、阿莫西林耐药率 0.0%、甲硝唑耐药率 35.6%；  
结论 中国每个地区幽门螺旋杆菌的分离率和耐药状况各不相同，总体上幽门螺旋杆菌甲硝唑

耐药率最高，阿莫西林耐药率最低，我国东西部地区的耐药率大致相同，南部地区的耐药率要

高于北部地区。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6992 
 

产后甲状腺炎患者血中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干扰素

及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含量的关系 
 

田宇
1,2 杨超

1,2 徐妍妍
1 王欢

1 康炜
1 李卓

1 陈葳
2 

1.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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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产后甲状腺炎（Postpartum thyroiditis，PPT）患者血液中白细胞介素 6（IL-6）、

干扰素 γ（INF-γ）、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含量之

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产科自 2013 年 9 月-2015 年 8 月间收治的 34 例产后甲状

腺炎患者作为观察组研究对象，选取同期在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健康体检科进行健康检查

的 34 例受检者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依次使用双抗夹心 ELISA、放免法（RATA）检测两组

实验对象血液中 IL-6、INF-γ、TNF-α 及 TPO-Ab 的含量，对比两组患者的差异。 
结果  相比于健康受检者 PPT 患者血液中的 3 种细胞因子和抗体含量均明显较高，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PPT 患者血液中 3 种细胞因子的含量与 TPO-Ab 含量呈正相关关系。 
结论  产后甲状腺炎患者血液中炎性因子、免疫性因子分泌量明显增加，TPO-Ab 含量情况和

3 种因子呈正相关关系，由此推断 PPT 的发病过程该 3 种炎性因子均有参与，因此可以作为

PPT 患者诊断依据，同时可以为治疗方案的有效性提供参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04 
 

微球标记的妊娠相关蛋白 A 新型检测在急性冠脉综合症诊断

中的应用 
 

曾昭伟 常艳敏 
天津市南开医院 300100 

 
目的 探讨新型超敏妊娠相关血浆蛋白 A(PAPP-A)检测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的诊断意

义。 
方法 筛选抗原表位富集区，制备重组 PAPP-A 抗原，在此基础上制备相应抗体。利用化学发

光法的高灵敏与磁性微球的增大反应面积结合建立新的检测方法，对各种方法学指标进行分

析，与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对比。利用这一方法分别对 ACS 患者，包括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AMI，n=39)，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UAP，n=43)以及稳定型心绞痛患者(SAP，n=36)和非冠

心病病人的对照组(n=30)的血浆妊娠相关蛋白 A 检测分析。 
结果 本研究成功建立基于微球标记和抗原表位分析的化学发光法，针对 ACS 血清中的 PAPP-
A 检测明显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并且本方法稳定性良好。ACS、UAP 组 PAPP-A
浓度较对照组升高，且在 ACS 组较 SAP 组升高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APP-A 与 ACS 关系密切，有望成为新的可靠生物标志物。微球标记增大反应面积增强

了反应灵敏度，筛选抗原表位增强了特异性，本方法有效检测出 ACS 血清中微量的 PAPP-
A，对增强了 PAPP-A 对 ACS 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价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22 
 

HCY、CysC 与急性冠脉综合征关系的相关研究 
 

胡兴蔚 李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 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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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不同危险分层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患者在发作期与

缓解期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t,HCY）、胱抑素 C（cystatin C,CysC）水平变化情况及

其对 ACS 早期诊断、病变严重程度及预后判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015 年 5 月到 2016 年 4 月心内科病房收治的 ACS 患

者 163 例，其中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unstable angina,UA) 84 例，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non-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NSTEMI)37 例，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 )42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 120 例作为对照组研

究对象。分别测定其血清 HCY、CysC 水平，并对其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ACS 各危险分层患者血清 HCY、CysC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NSTEMI 组 HCY、CysC 以及 STEMI 组 HCY 水平均高于 UA 组，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TEMI 组 CysC 高于 U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 HCY、CysC 是临床上对 ACS 患者进行早期诊断、病情严重程度评估及预后判断的

良好指标，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 ACS 的检出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7026 
 

PDCA 循环法在提高检验科服务质量工作中的应用 
 

邓克廷 李卓 王瑶 丁莹 杨华 康炜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将 PDCA 循环法应用于检验科服务工作中，科学评价患者对检验科服务的满意度，持续

改进服务质量。 
方法 按照计划（P）、执行（D）、检查（C）、反馈（A）的步骤对检验科服务工作进行整

改。在问题原因分析阶段采用鱼骨图分析方法。同时，对 100 名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并通过

t 检验分析评价 PDCA 循环法在提高检验科服务质量中的成效。 
结果 应用 PDCA 循环法后，患者的满意度与实施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PDCA 循环法在提高检验科服务质量工作中的应用效果显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37 
 

血浆 BNP 和血脂与慢性心力衰竭的相关性探讨 
 

张萌 谢珊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探求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的血浆 BNP 与血脂异常的意义。 
方法 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LIS 系统中筛选出 2016 年 1 月—2016 年 5 月确诊为慢性

心力衰竭的患者 80 例作为实验组，依照 NYHA 心功能分级，Ⅱ级 21 例，Ⅲ级 32 例，Ⅳ级



1499 
 

27 例。另选出同期于我院体检中心体检者 50 例作为对照组。对 80 例 CHF 患者和 50 例健康

者的 BNP 及血脂四项相比较。 
结果 CHF 患者的血浆 BNP 含量均比正常对照组高(P<0.05)；并且不同心功能分级 (Ⅱ~Ⅳ级 ) 
的 CHF 患者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脂四项中 TG、TC、HDL-C 均小于正常

对照组,LDL-C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各心功能分级 (Ⅱ~Ⅳ级 ) 患者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血浆 BNP 对 CHF 的严重程度判断具有指导意义，血脂四项单独对临床诊断意义不大。

但血脂四项对于判断 CHF 患者营养代谢有益，且调节血脂对 CHF 的治疗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者联合对于 CHF 早期诊断、病情分级、治疗监测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40 
 

血清肌钙蛋白 I 诊断急性非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塞的研究 
 

吕一品 潘丹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血清肌钙蛋白 I 诊断急性非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塞的作用。 
方法  血清肌钙蛋白 I 采用顺磁性微粒子双抗体夹心（一步法）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和血浆中

血清肌钙蛋白 I；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 MB 用酶联速率检测法（北京中生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检测。 
结果 血清肌钙蛋白 I 在急性非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塞患者发病 6-8 小时内检测明显升高，超过

正常值，而检测患者其他标志物如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 mb 在该时间内不升高，在正常

值范围内。 
结论 一、血清肌钙蛋白 I 诊断急性非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塞敏感度高于 CK,CK-MB。 
二、血清肌钙蛋白 I 作为心肌坏死标记物，在诊断急性非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塞的意义重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45 
 

MALDI-TOF MS 检测泌尿系感染的临床应用评估 
 

贾天野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尿路感染是临床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也是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主要病因。目前国内外

诊断尿路感染的“金标准”仍是中段尿培养，此种方法常常需要 2～3 天才能得出细菌鉴定结

果，不能及时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病原学依据。我们的研究主要利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

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鉴定系统对原始尿液标本中细菌进行直接检测，为临床泌尿

系感染的快速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收集我院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3 月住院患者送检的中段尿培养标本，分别将计

数>105CFU/mL，104～105CFU/mL 单一菌种感染的标本及混合感染的中段尿标本用涂抹法和

提取法进行质谱检测，以中段尿培养结果为金标准并与之比较，计算鉴定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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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总共收集中段尿标本 512 份，计数>105CFU/mL 培养单一菌种阳性培养标本 100 份，培

养阳性率 19.5%，革兰阴性菌涂抹法鉴定符合率 57%，提取法鉴定符合率 86%，其中革兰阴

性菌的鉴定符合率为 89%，革兰阳性菌的鉴定符合率为 75%， 
大肠杆菌、屎肠球菌鉴定符合率较高,分别为 95%、100%；鲍曼不动杆菌、链球菌属鉴定符合

率较低，分别为 67%、50%。定量<105CFU/mL 和多种菌混合的中段尿质谱鉴定结果不理

想。 
结论  MALDI-TOF MS 检测泌尿系感染病原菌提取法鉴定能力优于涂抹法，对革兰氏阴性菌的

鉴定能力优于革兰氏阳性菌，使用 MALDI-TOF MS 鉴定泌尿系感染的病原快速准确，可以为

临床的合理治疗提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52 
 
CSTP1, a novel protein phosphatase, blocks cell cycle, 
promotes cell apoptosis, and suppresses tumor growth 
of bladder cancer by directly dephosphorylating Akt at 

Ser473 site 
 

Zhuo Dexiang1,Zhang Xiao Wei2,Jin Bo2,Zhang Zheng1,Xie Bushan1,Wu Chenglin1,Gong Kan1,Mao Ze Bin1 
1.the First Hospital of Sanming Affiliated to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2.Health Science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3.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and the Institute of Urology， Peking University 

 
Akt/protein kinase B  is a pivotal component downstream of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 pathway, whose activity regulates the balance between cell survival and apoptosis. 
Phosphorylation of Akt occurs at two key sites either at Thr308 site in the activation loop or 
at Ser473 site in the hydrophobic motif. The phosphorylated form of Akt (pAkt) is activated to 
promote cell survival. The mechanisms of pAkt dephosphorylation and how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of Akt 
pathway is terminated are still largely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identified a novel protein 
phosphatase CSTP1(complete 
s transactivated protein 1), which interacts and dephosphorylates Akt specifically at Ser473 
site in vivo and in vitro, blocks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nd promotes cell apoptosis. The 
effects of CSTP1 on cell survival and cell cycle were abrogated by depletion of phosphatase 
domain of CSTP1 or by expression of a constitutively active form of Akt (S473D), suggesting 
Ser473 site of Akt as a primary cellular target of CSTP1. Expression profile analysis showed 
that CSTP1 expression is selectively down-regulated in non-invasive bladder cancer tissues 
and over-expression of CSTP1 suppressed the size of tumors in nude mice. Kaplan-Meier 
curves revealed that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CSTP1 implicat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in patients suffered from non-invasive bladder cancer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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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 patient with 
cerebral parasitic infections for unknown reasons: a 

case report. 
 

Liu yulei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Demographic and epidemiological data  female, 27,unmarried,local(Bei Jing). Go hospital 
because of "fever, headache with vomiting for 6 days(since January 2, 2016)" on January 8, 

2016.Patient got high fever(up to 40 ℃) for no obvious incentivein 6 days ago, bilateral 
temporal pain obviously, vomiting for several times ( non-projectile), mild dry cough with 

aggravating headache ,  with whole body jitter unconsciously.Take cold medicine, antipyretic 
and amoxicillin at home. Be outpatient in The Third Hospital of PeiKing university on January 
7, 2016 without confirmed diaganosis.Traveled to Cheng Du one month before ,  eat hot pot, 
stimulate and tartly food and so on, got a history of colds and diarrhea.Deny to eat uncooked 

or sea food.Deny history of mosquito bites. Poor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usually, prone to 
get abdominal pain and diarrhea when eat cold or some stimulate and tartly food .Patients 

admitted to hospital with daily life ability rating scale score: 30. 
Body examinati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T 39.6 ℃, P 110/min, R 25/min, BP105/53 
mmHg. 
Body examination generally normal. Neurological examination generally in good condition, 
without exception on cranial appearance and cranial nerve examination , with normal 
physiological reflex, Kerning sign (+), whole body jitter unconsciously. 
Laboratory results  etiological examination(-).No abnormal on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No abnormal on biochemical test except CK(360U/L). PCT 0.87ng/ml.  
CSF examination  No check before be in our hospital. first CSF check shows colorless and 
transparent, 220 mmH2O pressure. No increase in EO, WBC, LYM,NE,Glu,CL. Find some 
abnormal structure like parasite, to be determained. 
Morphology examnation and Bio-molecular analysis  Nematode on morphology. PCR , 
sequenceing and BLAST result was dtermained.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Anti-parasitic treatment for 4 weeks by Albendazole 2picese.Tid, 
VitB1, and methylprednisolone. Released from hospital on February 2,2016.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69 
 

肝癌伴低血糖临床分析 
 

胡黎娅 姜少杰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118 

 
目的  探讨肝癌患者肿瘤大小、分期、肝功能状态、肿瘤标志物与低血糖的关系以及低血糖对

肝癌患者半年生存率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1 年 1 月–2016 年 4 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发生低血糖

（血糖≤3.0mmol/L）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52 例，男性 46 例、女性 6 例，以及 2015 年 7 月—
2016 年 4 月在云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未发生低血糖（血糖>3.0mmol/L）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140 例，男性 119 例，女性 21 例。比较原发性肝癌伴低血糖患者与血糖正常肝癌患者甲胎蛋

白（AFP）、糖类抗原–199（CA199）、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r-谷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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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转移酶（GGT）的差异及临床特征(肿块大小、转移、分期)和半年生存率，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各实验室指标和临床特征进行非参数检验及相关统计学分析。 
结果  低血糖组和非低血糖组患者的 AFP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6）；两组 CA199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440）；低血糖组和非低血糖组患者的 AST、GGT 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t=3.664、2.652，P=0.004、0.045），两组 ALT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61，P =0.215）；低血糖组和非低血糖组患者的半年生存率、肿块大小、是否转移、

III 期与 IV 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0.374、12.886、9.307、21.605， P =0.000、
0.000、0.002、0.000）。 
结论  肝癌患者的肿块大、分期晚、肿瘤恶性程度高、肝功能损害严重，会使患者在住院期间

出现低血糖症，继而加速患者死亡。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71 
 

外周血循环骨髓瘤细胞与骨髓中瘤细胞的相关性分析及其临

床意义 
 

王宁宁
1,2,3 李佳

1,2,3 张帆
1,2,3 李曌博

1,2,3 刘帅
1,2 岳保红

1,2,3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郑州大学医学检验系 
3.河南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循环骨髓瘤细胞（circulating myeloma cells，CMCs）
和骨髓骨髓瘤细胞（marrow myeloma cells，MMCs） 的相关性，评价 CMCs 代替 MMCs 反

映肿瘤细胞的负荷及疾病进展的可行性。 
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术(FCM)同时检测 48 例 MM 患者及 15 例健康对照者的 CMCs 和 MMCs
的比例，并结合患者的 β2 微球蛋白（β2-MG）、血浆白蛋白水平(ALB)、血红蛋白（Hb）、

血清肌酐（sCrea）、骨质破坏及血清钙（Ca）等预后相关指标进行系统分析。其中 48 例

MM 患者又分为初发/复发组（35 例）及缓解组（13 例）。 
结果  ①初发/复发组的 CMCs 和 MMCs 比例中位值均明显高于缓解组及健康对照组（P 值均

为 0），而缓解组与对照组的 CMCs 和 MMCs 比例的中位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②48 例 MM 患者及初发/复发组的 CMCs 与 MMCs 呈显著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568、0.469，p 值均为 0），而缓解组及健康对照组的 CMCs 与 MMCs 的相关性均无统计

学意义（r 值分别为 0.459、0.309，p 值分别为 0.114、0.263）。③48 例 MM 患者及初发/复
发 MM 患者中，与 CMCs 阴性者相比，CMCs 阳性者 β2 微球蛋白（β2-MG）、骨质破坏概率

显著增高，血红蛋白（Hb）水平显著降低，显示有较高的 DS 分期（P<0.05）；而在缓解组

MM 患者中两组间的 MM 预后相关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初发/复发 MM 患者， CMCs 可以代替 MMCs 反映肿瘤细胞的负荷及疾病的进展，

在方法学上 FCM 检测 CMCs 优于对 MMCs 的检测。但治疗好转患者特别是达 PR 和 CR 者，

CMCs 数量显著减少而使其不易检测，高敏感的检测方法及其临床意义有待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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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水细胞学检出淋巴瘤一例之病案回顾 
 

明安萍 
湖北省中医院 检验科 430061 

 
病例  

我科细胞室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收到一份 57 岁男性患者的腹膜腔积液标本，约 100ml,黄白

色，乳糜状，离心未见明显沉淀，离心涂片，镜下可见大量散在的淋巴细胞，细胞大且有异

型，胞质相对丰富，细胞核外形多不规则，有切迹、裂沟。有的核仁明显，多核仁或核仁形状

不规则。考虑淋巴瘤可能。为了明确诊断进一步查看病历得知，患者初诊主诉：阵发性左中上

腹疼痛 4 个月；初诊查体：彩超提示腹主动脉旁多发低回声团，考虑为肿大淋巴结；CT 提示

腹膜后多发软组织密度结节，考虑为恶性肿瘤病变。淋巴瘤可能性大。少量腹水；CA-125：
393.98U/ml ↑。既往史：有高血压病史 3 年，口服药物治疗。处理：开腹后常规进腹探查，可

见腹腔内大量乳糜样腹水，送检细胞学检查；腹膜后巨型肿物，肿物上至剑突下，下至脐部，

质硬，边界不清。肝胆胰脾及胃肠未见明显转移灶。肿物正中电刀切下一 2cm×1cm 肿块，送

活检。病理学结论：小细胞恶性肿瘤。进一步做免疫组化检查， 
结论  CD20 (+)；ALK (-)；Ki67 (LI:80%)。最终诊断结论为：弥漫大 B 细胞性淋巴瘤。 
讨论  腹膜腔积液，和胸膜腔积液、心包积液及关节腔积液统称为浆膜腔积液。是检验科较为

常见的临床标本之一。根据致病原因、外观、透明度、比重、凝固性、黏蛋白定性、蛋白定

量、葡萄糖定量、细胞计数、细胞分类、细菌检查和细胞学检查结果的综合判断，可见其分为

漏出液和渗出液。漏出液中细胞较少，以淋巴及间皮细胞为主，渗出液则细胞较多。其中淋巴

细胞的增多主要提示慢性炎症，如结核、梅毒、肿瘤或结缔组织病所指的渗出液。此时淋巴细

胞多形态良好。本例标本乳糜样，淋巴细胞多且形态异常，故而高度关注。浆膜腔积液特别是

常见的胸腹水的细胞学检查，简便易行，但对于胸、腹腔肿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十分必要，其

敏感度和特异性均达 90%[1]。结合临床及相关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的检查，有助于临床医生

对疾病作出正确的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77 
 

2007-2012 年哈医大一院艾滋病感染者情况分析 
 

周海舟 杜柏岩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背景 中国大多数医院都有可以进行 HIV 检测。然而，这还不是一个面向所有患者的常规试

验，许多患者就诊时仍不知道他们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目的 了解我院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和影响感染的因素。  
方法 我们收集了从 2007 年到 2012 年这 6 年来就诊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348151 位患者的血液样本，用 ELISA 法进行初筛。阳性结果的标本用不同厂家的试剂盒进行

复查，若有一个结果为阳性，就送往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进行确诊实验。 
结果 从 2007 年到 2012 年我院 HIV 检测的阳性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并且 HIV 感染与患者的

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感染途径相关。艾滋病在男性中更加普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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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 HIV 阳性患者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12 年）。传播方式主要由为性传播感染，其中由

于同性接触而引起的 HIV 感染近年急剧增加，感染率在 36.4%到 65.1%之间。 
结论 近年来在医院被诊断为艾滋病毒阳性的患者数量显著增加。提供院内 HIV 常规检测具有

可行性并且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家属的自身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81 
 

IL-22 在银屑病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蔡远艳 岳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15 

 
目的  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研究显示 IL-22 等炎症因子高表达于银

屑病患者的皮损和外周血中，在银屑病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目前 IL-22 在银屑病发病机

制中的具体作用尚且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 C57B6 野生型 WT 小鼠，建立银屑病样动

物模型，探讨 IL-22 在银屑病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利用 C57B6 野生型 WT 小鼠，建立由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动物模型；观测诱导期间

小鼠模型的皮肤红斑、厚度、鳞屑和临床评分；在皮肤炎症的第 5 天，提取小鼠背部皮肤表皮

真皮细胞，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其 IL-22 表达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小鼠：1.皮肤银屑病样炎症症状显著加重，其红斑、厚度、鳞屑

等临床评分增高明显；2.表皮层及真皮层内 IL-22 表达明显增加，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

性差异。 
结论  IL-22 在银屑病的免疫发病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提示抑制 IL-22 的表达水平能有效

的控制皮肤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82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李敬梅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分析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MDRAB)在我院各临床科室分布的情况以及耐药性，为临床

合理使用抗生素，控制鲍曼不动杆菌(AB)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 WHNOET 软件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临床送检标本采用 MicroScan 
WalkAway40 SI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析仪，补充药敏试验采用 k-B 纸片扩散法，进行

药敏实验。 
结果  标本主要来源于痰液，尿液，血液，分泌物等，检出 238 株 AB 中，其中 MDRAB147
株，占 61.76%，在 ICU 检出 136 株 AB 中，其中 MDRAB 116 株，占 85.29%，检出

XDRAB98 株，占 72.06%，在 147 株 MDRAB 中对 15 种抗菌药物耐药率在 70.00%以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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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为 42.64%，对多粘菌素 B，替加环素敏感率 100%。ICU 病房来源

的 AB 对各种抗生素耐药率明显高于普通病房，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ICU 病房来源的 AB 耐药率显著高于普通病房分离株，临床应重视 AB 引起的医院感染和

抗菌药物广范应用导致的 MDRAB 感染率上升趋势，合理使用抗生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93 
 

丙型肝炎病毒亚型的 E1、E2 变异分析 
 

周海舟 徐兆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背景 在感染丙型肝炎病毒的患者体内，聚乙二醇和病毒唑的联合治疗能有效抑制 50%-60%的

病毒复制，然而丙肝患者经常对治疗表现出不同的应答，并且 1b 亚型准株（世界最为广泛的

丙型肝炎病毒亚型）体现出更为严重的临床表现、更高的病毒载量和对干扰素治疗更加贫乏的

应答。 
目的 了解丙肝病毒几种亚型（1a、1b、2a、2b、3a、4a、5a 和 6a）包膜基因变异性。 
方法 我们用相应的软件分析了丙肝病毒包膜蛋白（E1、E2）的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计算了

这些包膜基因的非同义突变与同义突变的比值(dN/dS)，并预测 E1 和 E2 的糖基化位点。 
结果 我们发现在丙肝病毒 1b 亚型内，E1 与 E2 相比变异性更大、dN/dS 值更大、糖基化位点

更多。 
结论 E1 蛋白可能在 HCV 免疫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在 1b 亚型内，E1 内基因更大的

变异性、更高的 dN/dS 值和更多的糖基化位点数足以证实这点；因此 E1 区域应该在未来有关

HCV 药物抵抗性和免疫机制的研究中纳为一个重要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096 
 

云南省某肿瘤医院住院患者 HIV 感染的调查报告 
 

杨丽 毛永桃 蒋玉娥 张爱利 杨蕊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118 

 
目的  探讨云南省某肿瘤医院住院患者 HIV 感染性状况及特点，为肿瘤合并 HIV 感染患者的诊

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对该院 2007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共 9 年间的住院患

者 214913 例进行 HIV 抗体初筛检测，初筛阳性者再用 ELISA 和胶体硒法试剂复检，复检均

阳性或一阴一阳者送云南省疾病控制中心确证实验室，采用免疫印迹法（WB）法进行 HIV 抗

体确认。用流式细胞术方法检测 HIV 感染患者 CD4+、CD8+T 淋巴细胞数，计算比值。对

HIV 感染者的人群特征和临床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  1.住院患者进行 HIV 抗体检测 214913 例，HIV 抗体初筛阳性 535 例，其中确证阳性

481 例，阳性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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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1 例感染者中男性 292 例，女性 189 例，男性患者高于女性，男女比例为 1.54:1。年龄分

布上以 40～49 岁患者所占比例最高，为 165 例（34.3%），其次为 30～39 岁患者，为 132
例（27.4%），50～59 岁患者排第三位，为 80 例（16.6%）。 
3.481 例住院患者 HIV 感染的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为 159 例，所占百分比最高，为 33.1%；

其次是无业 138 例，为 28.7%；工人 67 例，列第三位（13.9%）。 
4.病种组成：481 例 HIV 感染的住院患者中，良性疾病患者 134 例，其中囊肿及腺瘤 45 例，

占比最高，为 33.6%，其次为淋巴结炎 40 例，为 29.9%。恶性肿瘤 347 例，其中宫颈癌所占

例数最多，为 82 例（23.6%）；其次为肺癌 64 例，占比为 18.4%；淋巴瘤 46 例，占

13.3%。 
5.科室分布：347 例恶性肿瘤合并 HIV 感染住院患者分布于 19 个科室，排名前三的科室分别

是妇科 65 例（18.7%）、头颈科 40 例（11.5%）、肿瘤内科 35 例（10.1%）。 
6.CD4+、CD8+T 淋巴细胞数比较：134 例良性疾病患者中的 91 例、347 例恶性肿瘤患者中

207 例进行了淋巴细胞免疫检测，结果显示，CD4+、CD8+T 淋巴细胞数和 CD4+/CD8+比值

在 HIV 感染的良性疾病与恶性肿瘤之间分布无明显差异（P 分别为 0.793、0.84 和 0.493）。 
结论  重视肿瘤患者的 HIV 感染情况，有利于早期发现艾滋病，避免不当的职业暴露，提高医

护人员对肿瘤合并 HIV 感染的诊疗能力。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04 
 

T-SPOT 试验诊断结核病临床诊断价值探讨 
 

张龙锋 黄文华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通过与结核抗体试验（金标法）比较，探讨 T-SPOT 试验对结核病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开展 T-SPOT 试验以来 2015 年 06 月至 2016 年 5 月收治的同时进行

结核抗体试验（金标法）和 T-SPOT 分析的患者 62 例，其中疑似结核患者 16 例，比较两者

两者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 Youden 指数。 
结果  T-SPOT 和结核抗体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 Youden 指数分别

是：59.10%（13/22）、92.50%（37/40）、81.25%（13/16）、80.43%（37/46）、0.52 和

40.00%（10/25）、83.78%（13/22）、62.50%（10/16）、67.39%（31/46）、0.24。结果

显示，T-SPOT 的方法具有较好的诊断效率。 
结论  与结核抗体试验（金标法）相比，TSPOT 对结核病的诊断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其

有具相对较高的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期值和 Youden 指数。该试验是是筛查结核病，及

时发现潜伏性结核感染的有效试验方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10 
 

PREVI Isola 自动化微生物接种仪与手工接种方法的比较 
 

陈亮 张智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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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评价细菌浓度与半定量接种培养时细菌生长状况之间的关系，以及评价使用 PREVI 
Isola 接种仪与传统手工法接种时，细菌半定量计数的相关性。 
方法  用标准菌株大肠埃希菌 ATCC25922 等 4 种菌株分别制备成四种浓度梯度的标准菌悬

液，然后分别用手工与仪器接种菌悬液，过夜培养后观察细菌生长状况，记录尾端的单个菌落

生长所在区域以及此区单个菌落数，最后总结手工法和仪器法接种后，菌落生长情况与细菌浓

度的关系以及手工法和仪器法半定量计数的相关性。 
结果  高浓度下细菌生长黏连成线，尾区单个菌落数最多，低浓度下细菌多呈单个菌落生长，

尾区未见细菌生长；相对与手工接种，PREVI Isola 接种仪接种的平板分离的单个菌落数更

多。 
结论  致病菌浓度高的标本容易分离出单个菌落，PREVI Iosla 相对与手工接种更加容易分离

出的单个菌落较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28 
 
Association between an elevated level of high-mobility 

group box 1 an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 meta-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Xia Quansong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118， China 
650106 

 
Background   High-mobility-group box 1 (HMGB1) was overexpressed in the tissues or 
serum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in several studies. However, the 
results remain inconsistent.  
Objective  To perform a meta-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vated level 
of HMGB1 and NSCLC.  
Methods  Associated studies were included and the pooled risk difference (RD) and mean 
difference (MD) togethe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A total of 10 relevant studies on HMGB1 expression were included in this meta-
analysis. The pooled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HMGB1 in NSCLC tissues 
were notab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rresponding non-tumor normal tissues by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RD=0.3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28-0.48, Z=7.67, 
p<0.00001, I2=0%) or Western blot (MD=0.2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06-0.47, 
Z=2.57, p<0.01) or real-time PCR (MD=15.1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4.8-15.5, 
Z=2.08, p=0.04). Serum HMGB1 levels were similarly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NSCLC patients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 The pooled mean differences of HMGB1 in NSCL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were 17.54 with 95% CI: 10.99-24.09, Z=5.25, p<0.00001. 
Two of included studies were fully reviewed without performing meta-analysis due to the 
different detection methods used. The protein level of HMGB1 in patients with NSCLC of 
TNM stage Ⅲ-Ⅳ was higher than TNM stageⅠ-Ⅱ (p<0.047 and p<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HMGB1 in both tissues and serum of NSCLC patients 
were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rmal lung samples, which indicating that elevated 
levels of HMGB1 can reveal changes that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progression, or ev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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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of NSCLC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elevated level of  HMGB1 could be determined to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NSCLC patients diagnosi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33 
 

四川地区青年 HIV 感染者实验室检测及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苟瑜 朱仪芳 丰姝 饶郴丽 李冬冬 严可宁 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 2014-2015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青年 HIV 感染者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及流行病学特

征，为综合医院对艾滋病的综合防治及预防职业暴露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确证、上报随访的 15-29 岁青年

HIV 感染者，回顾性分析该类人群的流行病学资料及实验室检测资料。 
结果  2014 年至 2015 年 HIV 确证试验阳性的青年患者共 361 例，其中男性 306 例

（84.8%），女性 55 例（15.2%），男女性别比 5.56:1。户籍所在地主要为本市和本省其它

地市；汉族占绝大多数（86.98%），其次为彝族、藏族；家务及待业者位居第一，其次是农

民、商业服务者、学生、干部职员等；学历相对较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 48.20%；未婚

者居多，占 81.72%，已婚有配偶者占 15.51%，离异或丧偶者占 2.77%。异性传播比例为

44.04%，同性传播比例为 40.44%。确证阳性的主要带型有

p17p24p31p51p55p66gp41gp120gp160、p17p24p31p51p66gp41gp120gp160、
p24p31p51p66gp41gp120gp160。检测到的 HIV 青年感染者大多为艾滋病期。 
结论  我院检测到的青年 HIV 感染者数量多，病情较重，且同性传播比例与总体人群相比有明

显差异。提示在青年人群中应加强性行为健康教育与性病预防教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7148 
 

迈克 IS1200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的性能评价 
 

刘玉兰 孙艳艳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100043 

 
目的  对迈克 IS1200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的性能进行评价。 
方法  按照 CLSI 文件的要求，通过一系列实验设计，在 IS1200 上对乙肝五项、艾滋、丙肝和

梅毒共八项进行检测，评价其精密度、试剂开瓶稳定性、线性和参考区间，与雅培 i2000 全自

动化学发光分析仪的检测结果进行方法学比对。 
结果  除 HBEAG 的低值的总精密度略高于判断标准 15%外，其余指标均符合要求；各项目的

试剂开瓶稳定性良好；定量项目 HBSAB 检测范围内的线性良好（r2>0.95）；参考区间验证

中，各项目均未发现离群值；方法学比对中，除 anti-HCV 外，其他项目与雅培 i2000 全自动

化学发光分析仪的相关性良好。 
结论  迈克 IS1200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的检测性能良好，满足实验室免疫检测工作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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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70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输血疗效的回顾性分析 
 

王立新 吴秋月 秦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610041 

 
目的 了解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患者住院期间输血的情况，评估不同血液制品输注疗效及

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至 2014 年入院的 72 名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患者的血清学特征，

按照接受相合或者最小不相合的血制品、输注不同的血制品类型评估输注的疗效及输血不良反

应情况。 
结果  72 名患者中 46 名患者接受了共计 131 次输血治疗，没有发生输血相关不良反应，其中

输血疗效可评估的 89 次，总有效率 56.2%，部分有效率 37.1%，无效率 6.7%。按照血清学

特征分为相合输注与最小不相合输注，其中相合输注组有效率 54.5%，部分有效率 41%，无

效率 4.5%，最小不相合输注组有效率 56.7%，部分有效率 35.8%，无效率 7.5%，两组的疗

效没有显著性差异。按输注红细胞成分的差异分为洗涤与非洗涤组，洗涤组有效率 62.5%，部

分有效率 31.3%，无效率 6.2%，非洗涤组有效率 54.8%，部分有效率 38.4%，无效率

6.8%，两组的疗效没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当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出现严重贫血症状，在临床药物起效前，可及时进行输血

治疗。采用同型非洗涤红细胞或同型洗涤细胞输注都是相对安全的，两种血液制品的疗效无显

著性差异，不需等待洗涤红细胞悬液耽误抢救。另外，在无法鉴定同种抗体但需要紧急输血的

情况下，输注最小不相合的血制品也是安全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80 
 

NOD 样受体在肺结核患者外周血的表达及意义 
 

张建武 邢志伟 高艳军 孔祥龙 翟倩 
河北省胸科医院 050041 

 
目的 研究肺结核患者外周血中 NOD1、NOD2 和 NF-κB 的表达情况，阐明其在结核病发病中

的作用。 
方法 选择肺结核患者 80 例作为结核组及 49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

反应（RT- PCR）和 ELISA 方法检测两组人群外周血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 1（NOD1）和

NOD2 mRNA 表达量及 NF-κB 血清浓度，比较两组之间各指标的差异采用 t 检验。 
结果  RT-PCR 结果显示，对照组 NOD1mRNA 的表达较低，而 NOD2 mRNA 的表达较高，

肺结核患者外周血中 NOD1 和 NOD2mRNA 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P<0.0 5）；另外，

ELISA 法检测两组 NF-κB 血清浓度比较，结核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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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OD1 和 NOD2 的表达水平是肺结核病诊断的敏感性指标之一，提示天然免疫模式识别

受体 NOD1、NOD2 和核转录因子 NF-κB 在肺结核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196 
 

肿瘤标志物联合诊断肝癌的临床运用 
 

吉阳涛
1 韦金伶

2 杨紫伟
1 康辉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2.中国医科大学检验系 
 

目的  探索临床常用肿瘤标志物 AFP、PIVKA-II、CEA 联合诊断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运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和体检者 205 例

的血清。其中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HC）患者血清 101 例（男 87 例，女

14 例，平均 58.26±11.04 岁）；慢性肝病 40 例（男 25 例，女 15 例，平均 43.82±13.05
岁）；肝硬化 39 例（男 28 例，女 11 例，平均 53.05±7.85 岁）和健康人群 25 例（男 12
例，女 13 例，平均 51.08±9.89 岁）。同时对各组血清使用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公司

LUMIPULSE®G1200 全自动分析仪及配套试剂采用化学发光酶免疫检测技术

（chemiluminescent enzyme immunoassay, CLEIA）检测 PIVKA-II，罗氏公司 E170 全自动

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盒采用电化学发光法（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ECLIA）检测 AFP、CEA 水平。比较各组间结果差异以及诊断肝癌的灵敏度、特异性，探索

联合诊断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运用价值。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PHC 组和肝硬化组的 AFP 水平明显升高（P<0.05）；PHC 组和慢

性肝病组的 DCP 水平明显升高（P<0.05）。原发性肝癌组的 AFP 和 DCP 水平明显高于其他

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P<0.01)；原发性肝癌组的 CEA 水平仅明显高于慢性肝病组

（P<0.05）。 
结论  联合检测 AFP、PIVKA-II、CEA 能提高对 PHC 诊断的灵敏度和准确率，对 PHC 的临

床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运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04 
 

不同检测技术检测抗核抗体（ANA）对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

价值研究 
 

黄燕华 王伟佳 马京京 
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528403 

 
目的  对不同检测技术检测抗核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方法  收集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 61 例，非 SLE 自身免疫病患者 181 例，非自身免疫

疾病患者 476 例，对照组 710 例。分别采用 ELISA 和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 ANA 和抗

dsDNA 抗体，免疫印迹法(LIA)检测 12 种特异性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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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LISA 与 IIF 法检测 ANA 在 4 组受试者中平均符合率为 77.7%。ELISA 与 IIF 法检测

ANA 的检测结果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0.598，P< 0.01）。对间接免疫荧光法（IIF）与免疫印

迹法(LIA)检测 ANA 结果不相符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 
AID 组及非 AID 组均存在 ANA 检测 IIF (+) LIA(-)者，荧光滴度分布均以 1：100 为主。AID 组

中 IIF (+) LIA(-)者荧光模式以颗粒性（S）为主,明显高于非 AID 组；而非 AID 组的荧光模式以

胞浆颗粒型（Cyto）为主。同时研究发现 IIF(-)LIA (+)组中 AID 患者占 73.3%，比率高于非

AID 组， AID 组 IIF (-) LIA(+)患者以 SSA/Ro60、SSA/Ro52、SSB/La 为主要阳性自身抗体，

而非 AID 组 IIF (-) LIA(+)患者以 anti-Sm、SSA/Ro52、SSB/La、Cenp B 为主要阳性抗体。

SLE 组、其他 AID 组与对照组相比较，除 Jo-1(LIA)外，其他不同自身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从其中筛选出与 SLE 相关性好的 6 个指标：ANA、抗 dsDNA 抗体、

nRNP/Sm 、Sm、AnuA、AHA。SLE 组中 ANA、 dsDNA、AnuA 联合检测模式阳性率高于

其他检测模式（ ANA、 dsDNA、 Sm 模式， ANA、 dsDNA、AHA 模式， dsDNA、 Sm 模

式）。 
结论  不同检测技术检测抗核抗体存在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差异，如果单用任何一种方法检测都

有可能造成 ANA 阳性结果的漏检、 漏报或 AID 的漏诊。因此， 临床应用时， 尤其临床疑似

AID 的患者， 需同时进行 ELIS-ANA 或 IIF-ANA 筛查和各种特异性自身抗体检测，并在诊断

自身免疫性疾病时注重多指标联合检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07 
 

中国泉州、武汉两个地区女性宫颈 HPV 感染的差异性及其基

因型分布 
 

蒋燕成
1 张志珊

1 郑红云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市第一医院 
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医学中心 

 
比较泉州，武汉两个地区女性宫颈脱落细胞中 21 种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的差异性及其基

因型分布情况。方法 收集从 2012 年 11 月到 2014 年 1 月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市第一医

院，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妇科门诊就诊的 10068 名妇女的宫颈脱落细胞标本，其中泉州地

区 6823 例，武汉地区 3245 例，采用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分型技术(HybriMax)对宫颈脱落

细胞进行 21 种 HPV 基因型别的检测，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10068 例宫颈细胞标本中

共检出 HPV 感染者共 2439 例，HPV 总感染率为 24.18%(2439/10068)；其中泉州地区 HPV
总的感染率为 22.61%(1543/6823)，武汉地区 HPV 总的感染率为 27.61%(896/3245)；泉州一

重感染率为 17.27%(1179/6823)，武汉一重感染率为 19.88%(645/3245)；泉州多重感染率为

5.34%(364/6823)，武汉多重感染率为 7.73%(251/3245)。武汉地区 HPV 总的、一重和多重感

染率较泉州地区都有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5）。泉州地区的优势型别分别为 16、52、58、
11、CP8304；武汉地区的优势型别分别为 16、52、58、33、18。结论 武汉地区 HPV 总

的、一重和多重感染率都明显高于泉州地区（p 值均<0.05），两个地区的优势型别各不相

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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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208 
 

食物不耐受检测在复发性阿弗他溃疡中的临床价值 
 

王国庆 王翠环 张黎黎 佟心 关永强 
天津市口腔医院检验科 300041 

 
目的 探讨食物不耐受检测在复发性阿弗他溃疡(RAU)治疗与预防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使用酶联免疫法检测 410 例 RAU 患者和 120 例健康人血清中 14 种食物不耐受特异性

IgG 抗体。 
结果 410 例 RAU 患者中，350 例患者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占 85.37%，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且其多种食物不耐受阳性率显著增高(P<0.01)。RAU 组中蛋清/蛋黄抗体阳性率最

高，牛奶抗体浓度最高，且 RAU 组抗体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RAU 组牛肉、虾、鸡

肉、猪肉不耐受程度均以轻度为主，抗体阳性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浓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1)。此外，RAU 组抗体检测阴性食物的抗体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对 RAU 组患者给予相应食物控制后，随访 3 个月，63.55%(258/406)患者溃疡症状得到有效

缓解。 
结论 复发性阿弗他溃疡与食物不耐受密切相关，发现并限制接触不耐受食物有助于复发性阿

弗他溃疡的治疗与预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22 
 

回顾分析急诊科患者常规 HIV 筛查结果了解 HIV 病毒感染患

者相关特征 
 

王婷婷 安静娜 陶传敏 李冬冬 杨廷富 罗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就诊患者 HIV 病毒感染筛查结果，以期了解该人群

患者 HIV 感染特点并阐述 HIV 病毒感染早期发现的策略建议。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我院急诊科就诊患者的 HIV 筛查检测结果，对

HIV 感染患者的基本资料、就诊原因、高危行为史及临床表现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对于初

筛阳性后未进行确证试验的患者，结合初筛检测 COI 数值、CD4 细胞计数及患者临床表现等

综合诊断病人是否感染 HIV 病毒。 
结果  3 年间于急诊就诊的 450,260 名患者中有 19,234 (4.3%)名进行了 HIV 筛查检测，其中

218 (1.13%)名患者为 HIV 筛查试验阳性，阳性率为我院其他科室患者 HIV 感染总阳性检出率

的 2 倍。对 HIV 感染患者的特点进行分析后发现，该群患者平均年龄 40 岁，其中 77%为男

性，文化水平较低，并且大多以咳嗽及发热入院（分别占 30% 和 25%），也存在头痛、胃痛

和创伤等主诉症状。经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性接触是该人群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包括异性及同性

性行为（68.8%）。 
结论  HIV 感染阳性检出率呈上升趋势，然而急诊科对就诊患者的 HIV 感染筛查率仍然维持非

常低的水平。将 HIV 感染筛查试验更多的定位于 20 至 49 岁伴有咳嗽、不明原因发热等症状

就诊的男性，可能有助于增加急诊科就诊患者 HIV 的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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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47 
 

急诊胸痛病人超敏 C-反应蛋白检测的诊断价值 
 

张娜 周海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检验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对急诊室胸痛病人的诊断价值。 
方法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对急诊接诊主诉为胸痛的病人进行超敏 C 反应蛋白测

定，以及心电图检查。 
结果 各组心血管性疾病患者(112 例)血清 hs - CRP 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52 例，

1.07±0.93mg/L) ，而非心血管性疾病组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别。 
结论 hs - CRP 的测定可辅助急诊胸痛病人预测心源性疾病的发生，有助于急诊室心源性疾病

的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51 
 

血清 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白介素-6 在儿童血培养污染判

断中的诊断价值 
 

付盼 王传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细菌室 201100 

 
目的  探讨血清 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白介素-6 在儿童血培养污染判断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 2015 年 1 月-2016 年 2 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血培养阳性

的患儿 550 例，查阅患儿临床病史，结合患儿血培养标本采集当天血清白细胞（WBC），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和白介素-6(IL-6)浓度实验室数据，综合判断血培养阳性病例

的污染比例，并将血培养阳性分为污染及非污染二组，分别统计分析 WBC，CRP，PCT 和

IL-6 在二组间差别。对有统计学意义指标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计算曲线

下面积（AUC），分析其在判断血培养污染中价值。 
结果  550 例患儿中，215 例为污染菌，335 例为致病菌，总污染比例为 39.09%。血培养为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血标本污染比例为 60.91%（201/330），非 CNS 血培养污染比例

为 6.36%（14/220）。CNS 组明显高于非 CNS 组（p<0.05）。非污染组和污染组的 WBC 分

别为(13.66±4.33)×109 和(11.72±6.51)×109，两者无统计学差异（p=0.065），非污染组

CRP，PCT 和 IL-6 浓度分别为(42.70±6.58)mg/L，(8.92±5.07)ng/mL，(285.74±61.40)pg/mL
均分别高于污染组 CRP(27.11±8.59)mg/L，PCT(1.62±0.99)ng/mL，IL-6(85.13±31.41)pg/mL,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CRP，PCT 和 IL-6 的 AUC 分别为 0.633，0.766，
0.686。 
结论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是血培养污染主要细菌，污染比例超过 60%，CRP,PCT 和 IL-6 检

测在是否为污染的血培养的判断中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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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64 
 

Roller 20 全自动血沉分析仪性能评价及其临床应用 
 

丁媛媛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评估 Roller 20 全自动血沉分析仪的主要性能及其临床应用。 
方法 1）EDTA 抗凝标本混合，制成高中低 5 个浓度的样本，重复测定 10 次，评估其批内精

密度；厂家提供的 3 水平配套质控品，连续检测 20 天，评估其批间精密度。2）120 例 HCT
正常的 EDTA 抗凝标本分为 3 组，每组 40 例，其血沉值分别为 0-20mm/h、21-60mm/h
及>60mm/h，每管中吸取 1.6ml 样本加到含 0.4ml 109mmol/L 枸櫞酸钠抗凝剂的采血管中，

充分混匀，魏氏法测定其血沉值。配对 t 检验评估这两种方法检测结果是否有差异。3）EDTA
抗凝的标本混合，制成 3 个浓度的样本，分别在收样后即时、2h、4h 及 8h 进行检测，评估其

天内稳定性；同时选择 3 个不同浓度的 EDTA 标本，分别在收样后即时、24h、48h 及 72h 进

行检测，评估其天间稳定性。4）40 例低 HCT（0.19-0.33）EDTA 抗凝标本，同 2）操作，分

别用 Roller 20 和魏氏法测定其血沉值，配对 t 检验评估其检测结果是否有差异。5）选择在上

海市东方医院体检的表面健康人群，以年龄、性别为条件，每性别每年龄各 20 例，采集

EDTA 抗凝标本，测定血沉值，粗略估计生物参考区间。6）30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 EDTA
抗凝静脉血，测定其血沉值，初步分析其检测值是否符合临床诊断。 
结果 1）批内精密度 CV 依次为：10.04%、8.51%、4.76%、4.24%、2.25%；批间精密度 CV
依次为：5.39%、4.09%、2.58%。精密度符合要求。2）血沉值分别为 0-20mm/h、21-
60mm/h 及>60mm/h 的标本，仪器法和魏氏法检测结果无显著差异。3）样本在收样后 8 小时

内及冰箱储存 72 小时内，稳定性良好。4）低值 HCT 标本仪器法和魏氏法检测结果无明显差

异。5）表面健康人群的血沉值，经方差分析，不同性别间无差异， 31-50 岁年龄段无差异。

由此将 ESR 生物参考区间粗略表示为：<30 岁，2-31mm/h；31-50 岁，2-40mm/h；>50 岁，

3-40mm/h。6）仪器法测定多发性骨髓瘤病人标本的特异性为 100%，灵敏度为 66.7%，阳性

预测值为 100%，阴性预测值为 75%。 
结论 Roller 20 全自动血沉分析仪主要性能参数满足实验室要求；对低值 HCT 标本的检测结果

可靠，对多发性骨髓瘤检测具较高特异性和阳性预测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71 
 

静脉畸形围手术期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动态检测的对照研

究 
 

周善良 邰茂众 秦中平 
临沂市肿瘤医院 276001 

 
目的  动态监测、对比围手术期静脉畸形病例和非静脉畸形病例的纤维蛋白原、D 二聚体水

平，探讨其在静脉畸形病例围手术期凝血功能评估和出血风险预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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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1 年 10 月～2013 年 3 月临沂市肿瘤医院检验科共对 67 例患者进行围手术期纤维蛋

白原、D 二聚体水平动态监测，于术前、术后第 2 日、第 5 日和第 7 日分别检测。包括静脉畸

形患者 52 例（A 组），下肢患者 18 例，上肢患者 14 例，头颈部患者 8 例，躯干患者 7 例，

累及两个以上解剖部位患者 5 例；非静脉畸形病例 30 例（B 组），乳腺手术 5 例，甲状腺手

术 5 例，肢体手术 5 例。 
结果  经 t 检验，A 组和 B 组术前、术后第 2d、第 5d 和第 7d 的 D 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变化水

平亦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经方差分析，不同部位患者术前、术后第 2d、第 5d 和第

7d 的 D 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变化水平亦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 
结论  D 二聚体水平升高可作为静脉畸形患者的辅助性诊断指标。静脉畸形患者术后 D 二聚体

水平升高，纤维蛋白原水平反应性升高并不明显，甚至合并纤维蛋白原减低，以下肢广泛病变

和多发病变为多见，术后应严密监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82 
 

婴幼儿人巨细胞病毒感染中巨细胞病毒 DNA 的检测应用 
 

焦娟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人巨细胞病毒（HCMV）在人群中的感染率非常高，可以通过密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在

人群中传播。而对于免疫功能未成熟或低下的人群如婴幼儿一旦感染则可引起严重疾病。因

此，选择快速、准确、灵敏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对 HCMV 感染作出准确的早期诊断，对疾病的

治疗和预后至关重要。本文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FQ-PCR）检测婴幼儿血清及尿液中

人巨细胞病毒（HCMV）DNA 含量，探讨不同标本在小儿 HCMV 感染检测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在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疑似 HCMV
感染患儿的血清或尿液标本，其中血清标本 672 例，尿液标本 938 例；年龄 1d~3 岁，中位年

龄 0.7 岁。收集其血清和尿液标本用于 HCMV-DNA 检测，比较两种标本的阳性率。 
结果 672 例血清标本中 HCMV-DNA 检测阳性 78 例，阳性率为 11.6%；尿液标本 938 例，

HCMV-DNA 阳性 389 例，阳性率为 41.5%。尿液标本的阳性率显著高于血清标本。147 例疑

似 HCMV 感染患儿做血清和尿液标本 HCMV-DNA 配对检测，血清和尿液的阳性率分别为

12.9%和 45.6%。 
结论 以上结果表明，尿液标本的阳性检出率要远远高于血液标本。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HCMV 最易侵犯肾脏和肝胆系统管道上皮细胞，病毒在肾小球和肾小管上皮细胞内进行大量

复制，且肾脏具有浓缩功能，使尿液中有较高浓度的 HCMV 排出，因此可在尿液中检测且检

出阳性率高。此外，尿液标本具有易收集、无创伤的优点，更适用于婴幼儿。综上所述，对婴

幼儿应用 FQ-PCR 方法检测 HCMV-DNA 时，建议首选尿液标本以便获得较高的检出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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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冰冻血浆解冻后凝血因子活性随时间的变化 
 

林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究供血员新鲜冰冻血浆（FFP）在 37℃解冻后，血浆中凝血因子 FⅡ、FⅤ、FⅦ、F
Ⅷ、FⅨ的活性随着保存时间的延长各自的变化特点以及对输血疗效的影响，旨在为 FFP 的合

理保存和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为确保血浆的质量提供有效数据。 
方法  新鲜冰冻血浆标本来自于 O 型健康供血员（n=30）,3 人份混合总计分成 10 组，通过

STA-Compact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 FFP 解冻后于 2~4℃冰箱储存，0d、5d、10d、20d
时凝血因子 FⅡ、FⅤ、FⅦ、FⅧ、FⅨ的活性水平。 
结果  在储存期间，FⅡ的活性无明显变化（P＞0.05）；FⅤ在 5d、10d、20d 时活性均明显

降低（P＜0.05）；FⅦ活性在 20d 时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P＜0.05）；FⅧ和 FⅨ活性在

5d、20d 时出现明显下降（P＜0.05），在 10d 时未发现明显的活性降低。 
结论  FFP 解冻后，随时间的延长，部分凝血因子的活性明显衰减，为了保证达到预期的治疗

效果，FFP 解冻后应该尽快输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84 
 

MB-3100 型系列血气分析仪临床性能评估 
 

卞炳贤 张广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检验科 200092 

 
目的  由于血气分析的特殊性，医院在引进新的设备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性能评估尤为重

要。本研究拟对 MB-3100 血气分析仪测定项目 pH、pCO2、pO2 的精密度和准确度进行验

证。 
方法  使用 BIO-RAD 公司生产的血气质控品 1 和 2，每天测定两次，连续 20 天，计算 pH、

pCO2 和 pO2 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CV）。准确度评价使用 MB-3100 与 siemens 
Rapidlab 1265 比对的方式来评估，每天检测 8 个患者样本，每个样本分别在两台血气仪上每

天检测两次，连续 5 天，使用配对 t 检验、相关回归方程对比分析２个检测系统测定 pH、

pCO2、pO2 项目的一致性。所有统计分析在 SPSS 19.0 中完成。 
结果  精密度评价中测定 Level 1 pH、pCO2（mmHg）、pO2（mmHg）和 Level 2 pH、

pCO2（mmHg）、pO2（mmHg）的均值分别为 7.220，7.647，9.128，7.641，2.986，
18.438，SD（mmHg）分别为 0.010，0.174，0.179，0.007，0.082，0.356，CV（%）分别

为 0.142，2.271，1.961，0.096，2.753，1.931。MB-3100 测定质控品 pH、pCO2 和 pO2
的 CV 均小于允许总误差。准确度评价中 MB-3100 与 siemens Rapidlab 1265 检测 pH、

pCO2、pO2 的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并且发现两个检测系统测定 pH、pCO2、
pO2 在不同医学决定水平处的系统误差均小于其对应的允许总误差。 
结论  新型国产 MB-3100 血气分析仪具有良好的性能，可为临床提供可靠的报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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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转录因子-1、细胞角蛋白 7、细胞角蛋白 20 和 p63 联

合检测在胸腔积液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勤 王伯玉 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检测胸腔积液细胞蜡块中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细胞角蛋白 7（CK7）、细胞角

蛋白 20（CK20）和 p63 的表达，探讨其在确定肿瘤细胞分型及肿瘤细胞组织来源中的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收集细胞病理形态学诊断的且有病理诊断结果的 72 例患者的胸腔积液标本，其中恶性

胸腔积液标本 50 例为恶性组，可疑恶性胸腔积液 22 例为可疑组，同时收集良性胸腔积液 20
例作为良性组。通过胸腔积液离心收集细胞，石蜡包埋制备细胞蜡块，采用 EliVision 法作免

疫细胞化学染色，观察 TTF-1、CK7、CK20 和 p63 表达情况。 
结果  在确定肿瘤细胞组织分型方面：恶性组、可疑组和良性组胸腔积液免疫细胞化学染色与

病理诊断的对比结果：TTF-1 和 CK7 在肺腺癌中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80.8%、96.2%，而

CK20 和 p63 在肺腺癌中均无表达；在 8 例鳞癌中 p63 有 7 例表达，阳性率为 87.5%，而

TTF-1、CK7 和 CK20 在肺鳞癌中均无表达。在判断肿瘤细胞组织来源方面：在 61 例肺癌中

TTF-143 例表达，CK751 例表达，p637 例表达，CK20 无表达；在 5 例乳腺癌中 CK7 全表

达，而 TTF-1、CK20 和 p63 均无表达；在 2 例胃癌中 CK201 例表达，TTF-1、CK7 和 p63
均无表达；在 1 例胰腺癌和 2 例非霍奇金淋巴瘤中 TTF-1、CK7、CK20 和 p63 均无表达。 
结论  TTF-1、CK7、CK20 和 p63 联合检测可鉴别胸腔积液中的腺癌细胞和鳞癌细胞以及判断

肿瘤细胞的来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299 
 

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氧化应激反应的变化 
 

王海英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且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微血管病变。糖尿病

肾病一旦发生，肾病损伤发展速度迅速增快，严重者引起肾功能衰竭，危急患者生命安全。本

研究通过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氧化应激反应进行探讨和分析， 探讨糖尿病

肾病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与氧化应激反应的变化。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选取我院糖尿病肾病患者 50 例作为本次观察对象，其中男性

3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39 岁-80 岁，平均年龄 65.6±9.5 岁，50 例患者均符合 WHO 糖尿病

诊断标准，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诊断标准：血肌酐>133μmol/L，尿素氮>7.8mmol/L，尿微量

清蛋白排泄率>30mg/24h。注意排除（1）原发性肾脏病；（2）严重的小血管及肝脏疾病；

（3）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同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33 例，女性 17
例，年龄 40 岁-78 岁，平均年龄 63.6±11.0 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均无明显差异，

P>0.05，提示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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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糖尿病肾病组血糖、24h 蛋白尿明显高于对照组，糖尿病肾病组 SOD、GSH 明显低于对

照组，而同型半胱氨酸和 MDA 明显高于对照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15μmol/L 患者 SOD、

GSH 低于≤15μmol/L 组，而 MDA 明显高于≤15μmol/L 组，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糖尿病肾病组血糖、24h 蛋白尿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糖尿病患者在氧化应激状态下，

肾小球毛细血管细胞基膜异常增厚，肾小球系膜细胞、细胞外基质积聚，影响肾脏功能，增高

了尿蛋白水平。同时也提示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增高可能与机体氧化应激反应程度呈现正相关。

综上所述，同型半胱氨酸升高可能是糖尿病肾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对于糖尿病肾病患者同型

半胱氨酸水平监测，利于观察患者氧化应激状态情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302 
 

标本放置时间、储存温度对化学发光法检测直接肾素和醛固

酮的影响 
 

栾海霞 袁慧 范雪松 张永志 牟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目的  肾素和醛固酮的检测对高血压和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诊断和监测起着重要作用。本文

探讨血浆样本放置时间和储存温度对化学发光法检测直接肾素和醛固酮浓度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4 年 4 月至 7 月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门诊患者 70 例，空腹采集 EDTA-K2 抗凝

全血，分离血浆，用 LIAISON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仪（试剂及仪器均为索林公司提供）分组

检测血浆直接肾素和醛固酮的浓度。45 份标本分装为 5 组，分别在室温 20 分钟内（对照

组）、室温放置不同时间（0.5h、1h、2h、4h）后检测；35 份标本分装成 3 组，在室温 20
分钟内（对照组）、5℃和-20℃冰箱保存 24h 后检测；25 份标本分为 2 组，室温对照组和

2℃冰箱保存 24h 后检测，比较不同处理组与对照组间血浆直接肾素和醛固酮浓度的差异。统

计学方法采用 SPSS17.0 分析软件对原始数据 log 转换，并进行配对 t 检验和 ANOVA 方差分

析，比较分析组均值间的差异。 
结果  标本在室温放置 0.5h、1h、2h、4h 与对照组比较，血浆直接肾素和醛固酮的浓度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浆标本放置 5℃，-20℃冰箱保存 24 小时后检测，与室温对照

组比较，直接肾素和醛固酮的浓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血浆标本放置 2℃冰箱保存 24
小时后与室温对照组比较，直接肾素水平明显增高（P<0.01），醛固酮水平降低

（P<0.05）。 
结论  应用 LIAISON 化学发光法检测直接肾素和醛固酮，应将采集的全血样本分离血浆，4h
内完成检测，若当日不能检测，应于采集后 4h 内放-20℃冰箱储存再检测，对检测结果无影

响。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7339 
 

检验科预防医患纠纷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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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银婷 白晶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本文旨在分析并提出检验科预防医疗纠纷的策略。 
方法  通过临床实践工作，总结近期医患纠纷恶性事件，分析检验科工作人员在面对医疗纠纷

中应采取哪些策略，能有效预防及处理面临的医疗纠纷，避免伤医事件的发生，同时维护患者

的利益不受侵犯。 
结果  提高检验科工作人员的检验知识及临床思维，综合素质、对患者的利益维护的责任感，

建立检验监管保障体系，逐步推广医院检验的信息化、透明化操作，可以作为各级医院检验科

预防医患纠纷的策略。 
结论  上诉措施已证明有助于建立融洽的医患关系，降低医疗纠纷发生率，值得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340 
 

潍坊市孕期妇女碘营养状况监测分析 
 

于北凯 魏红 
山东省潍坊市中医院 261041 

 
目的 了解近期潍坊地区孕期妇女碘营养情况，为优生优育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6 年 1 月至 5 月来我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孕期妇女 2181 名，年龄 19-
45 岁，平均年龄为 29.43 岁，且满足以下条件：（1）初查尿碘者。（2）检查前 2 小时未大

量饮水者。（3）尿蛋白阴性者。 1.2 方法  
1.2.1 检测方法 受检者上午空腹留取中段尿于尿液收集管中，采用无锡申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尿碘检测试剂盒对尿样碘浓度进行检测。 1.2.2 判断标准 根据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

（ICCIDD）及国内相关文献推荐，孕妇尿碘值小于 150ug/L 为碘缺乏，150~249.99ug/L 为碘

适宜，250~499.99ug/L 为碘超适宜量，大于 500ug/L 为碘过量，如果孕妇尿碘中位数

≥150ug/L，即尿碘值＜150ug/L 者所占比例<50%，则判定该人群不存在碘缺乏[2]。  
结果  2.1 孕妇尿碘值分布情况 2181 名受检孕妇的尿碘中位数为 151.47ug/L，在权威组织推

荐的适宜范围内。其中碘缺乏者高达 1061 例，碘适宜者 881 例，碘超适宜量者 202 例，碘过

量者 37 例，分别占总检测人数的 48.65%、40.39%、9.26%和 1.70%。见表 1。 2.2 不同年

龄段孕妇尿碘值分布情况 按孕妇不同年龄段分以下几组：19-20 岁组、21-25 岁组、26-30 岁

组、31-35 岁组、36-40 岁组和 41-45 岁组，各检测组的中位数分别为 149.30 ug/L、151.20 
ug/L、153.04 ug/L、149.40 ug/L、150.78 ug/L 和 150.18 ug/L。 
讨论 对本次调查检测分析发现，潍坊地区孕期妇女碘营养状况尚可，所调查人群的尿碘中位

数为 151.47ug/L，稍高于权威组织推荐的适宜范围下限，缺碘率达 48.65%。对人群分年龄段

统计尿碘值发现，各年龄组尿碘值无统计学差异。潍坊地区孕期妇女不属于群体性缺碘，但缺

碘人数还是不少，原因：（1）权威组织推荐非孕期成人的尿碘适宜范围是 100-200 ug/L，在

调查中我们也发现 100-149.99ug/L 组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 43.01%，这部分人的尿碘值若是

在非孕期是属于适宜范围的，但孕期对碘的需求量增加了，而这部分妇女又没有注意补碘，导

致了其尿碘值低于适宜范围。（2）孕期妊娠反应导致食欲不良，进而通过食物获取的碘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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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343 
 

血清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半乳甘露聚糖检测对侵袭性肺曲霉

感染的诊断价值 
 

王冬梅 郭梅 王士磊 
解放军第 254 医院 300142 

 
目的  评价血清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半乳甘露聚糖（GM）检测对侵袭性肺曲霉感染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呼吸科和重症医学科进行血清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BALF）半乳甘露聚糖检测的 51 例肺部感染患者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51 例患者中确诊侵袭性肺曲霉病（IAP）3 例，临床诊断 9 例，拟诊 3 例。以 0.75 作为

诊断临界值，血清和 BALF GM 检测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为

46.66%、52.77、29.16%、72.00%和 80.00%、83.33%、72.22%、90.90%，血清和

BALF GM 检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当诊断临界值为 0.75 时，与血清 GM 相比，BALF GM 检测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对 IPA 的早期诊断具有更高的检测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347 
 

Sysmex CA-1500 血凝仪 D-二聚体性能评价及其在老年腰椎

退变性疾病血清中检测的临床意义 
 

杨晓燕 邸师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750004 

 
目的  对 Sysmex CA-1500 凝血仪 D-二聚体进行性能评价，探讨 D 一二聚体在老年性腰椎退

变性疾病患者术后诱发深静脉血栓(DVT)形成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EP5-A2 方案对 D-二聚体的准确度、不精密

度、线性范围、携带污染率、临床可报告范围进行评价。选取宁夏地区表面健康人群 89 名建

立参考区间，选取 2014 年 3 至 2015 年 8 月宁医大总院心脑分院临床诊断老年性腰椎退变性

疾病患者 37 例，对收集的患者术前、术后 1d、3d、和 7d 血清中的 D-二聚体进行定量检测。 
结果 准确性试验测定结果在质控说明书给定的范围内。批内和批间最大变异系数(CV)为
6.05%，符合厂家要求(CV<10％)。线性验证试验结果显示 D 一二聚体相关系数(r)值为

0.997，符合厂家要求(r≥O.975)。检测限最大 CV 为 10.45％，符合厂家要求(CV<20％)，对低

值样本有较好的检测能力。样本及试剂携带污染率最高 CV 为 6.45％，符合厂家要求

(≤10％)。在 37 例患者中术前 D-二聚体为阴性，术后即刻与术后 2 周 D-二聚检测值较高，处

于临床血栓高风险状态；术后第 1 天至术后一周期间 D-二聚检测值已降低，仍高于术前，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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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风险状态；围术期内不同时间 D-二聚体检测与术前相比有明显差异(P<0.01)。2 例术后发

生 DVT，均为术后 3d、7d D-二聚体持续阳性者。 
结论  Sysmex CA1500 凝血仪 D-二聚体检测具有精密度良好、准确性可靠、检测范围宽、抗

生物干扰能力强，对低值样本有良好的检测能力，完全满足临床实验室要求。临床实验表明：

老年性腰椎退变性疾病以 D-二聚体作为腰椎管狭窄症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预测和诊断

手段,其灵敏性、特异性以及准确性均相对较高。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363 
 

The association of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PTEN) deletion and prostate cancer risk: a meta-

analysis 
 

Gao Tianyi,Mei Yanping ,Sun Huilin,Nie Zhenlin ,iu Xiangxiang L,Wang Shukui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210016 

 
Objective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PTEN) deleted on chromosome 10, a tumor 
suppressor that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phosphoinositide-3-kinase(PI3K) which has been 
implicated in a number of human malignancies including prostate cancer. However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PTEN deletion in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diagnosis and the mechanism 
of PTEN deletion in prostate cancer development still remain unclear.  
Method A meta-analysis of 26 published studies including 8097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was performed. 
Results Compared to PTEN normal patients, PTEN deletion patients showed a higher 
aggressive Gleason score( OR: 1.284, 95%CI = 1.145 -1.439) and pathological stage( OR: 
1.628, 95%CI = 1.270 - 2.087) which generally had a higher risk in prostate replace(HR: 
1.738, 95%CI = 1.264 - 2.390).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PTEN deletion and ERG 
rearrangements in prostate cancer development was also proved that compared to PTEN 
normal patients, patients with PTEN deletion showed a higher risk in ERG 
rearrangements(OR: 1.345, 95%CI =1.102 - 1.788).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patients with PTEN dele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pathological stage or Gleason score and a higher risk in prostate cancer replace 
potentially represent a novel clinically relevant event to identify individuals at increased risk 
for the occurrence,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with PTEN deletion usually had a higher risk in ERG rearrangements than other patients may 
be a potential new area for identifying poor prognosis patients and selecting patients for 
targeted therapies which required confirmation through adequately designed prospective 
studie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371 
 

ELISA、RPR、和 TPPA 联合检测在各期梅毒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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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佳 李建华 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在临床上，检测大批量血清标本梅毒螺旋体抗体常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但该方法存在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因此现将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梅毒非特异性

抗体凝集试验（RPR）与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联合检测，以期提高临床梅

毒诊断的准确性，减少误诊和漏诊。 
方法  首先用 ELISA 对大量临床标本进行筛查，筛查出 98 例阳性标本和 15 例灰区标本（与临

界质控吸光度比值 S/CO 在 0.80-0.99 范围内）进一步做 RPR 和 TPPA 检测。 
结果  ELISA 检测出 98 例梅毒阳性血清，经 TPPA 确证阳性 88 例，弱阳性 5 例，阳性符合率

94.8%。ELISA 检测出 98 例梅毒阳性血清，经 RPR 检测有 28 例阳性，且该 28 例阳性标本

TPPA 均为阳性；70 例 RPR 阴性标本中，TPPA 阳性标本为 55 例，弱阳性 5 例，阴性 10
例。15 例灰区标本，经 TPPA 确证 2 例为阳性，1 例为弱阳性。 
结论  ELISA 检测对各期梅毒均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易于标准化、规范化，适合大量样

本的筛查，但存在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ELISA 阳性标本先用 RPR 确证；而对于 RPR 阴

性的标本进一步采用 TPPA 确证。同时，TPPA 法虽然敏感性、特异性较高，但操作繁琐、耗

时长、成本较高，适宜做确证试验。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377 
 

降钙素原在脓毒血症患者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武其文 朱翔 许芳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241001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在脓毒血症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意义。 
方法  选取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收治于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脓毒血症患者共 50
例，设为观察组。另选取非脓毒血症患者共 50 例，设为对照组。所有脓毒血症患者分别于抗

菌药物治疗前、抗菌药物治疗后 1d、5d、9d 测定血清 PCT 水平，同时检测对照组血清 PCT
水平。 
结果  ①观察组在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之前，血清 PCT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水平（t=20.01,P＜
0.01）；②严重脓毒血症组和脓毒血症伴休克组血清 PCT 水平高于脓毒血症组，脓毒血症伴

休克组血清 PCT 水平高于严重脓毒血症组；③在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之后，预后良好组血清

PCT 水平迅速下降（P＜0.01）；而预后不良组血清 PCT 浓度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 
结论  PCT 可作为脓毒血症的早期诊断指标，并可用于反映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对疾病的

预后进行评估。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385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与类风湿因子联合检测 类风湿性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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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 

西安市第一医院 710002 
 

目的  探讨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与类风湿因子(RF)在类风湿性关节炎(RA)诊断中的临床诊

断价值。 
方法  随机抽取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39 例，非类风湿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69 例，分别采用

SIEMENS BNII 特种蛋白分析仪检测 RF，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检测抗 CCP 抗体。采用诊断灵敏

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指标评价抗 CCP 抗体和 RF 单独及联合检测对类风

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结果  RA 患者抗 CCP 抗体阳性率和 RF 阳性率显著高于非 RA 患者，两者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血清抗 CCP 抗体与血清 RF 联合检测联合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

值，阴性预测值依次为 92.3%，90.9%，88.9%，93.7%，均显著高于单项检测。 
结论  抗 CCP 抗体与 RF 联合检测可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能够显著提高 RA 诊断的正

确率，有利于 RA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398 
 

血清中 HBV-DNA、HBeAg 及 ALT 的联合检测在乙肝患者病

情评估中的意义 
 

王乐乐 
西安市第一医院 710002 

 
目的  分析比较乙型肝炎患者乙肝 e 抗原（HBeAg）、乙肝病毒 DNA(HBV-DNA)和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ALT）三者之间检测结果的关系。 
方法  分别采用 ELISA 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丙氨酸底物法检测 200 例确诊乙型肝炎患者

HBeAg、HBV-DNA 载量和 ALT 的结果。 
结果  乙肝患者 HBeAg 阳性或阴性与 HBV-DNA 符合率分别为 96.09%和 68.06%，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HBeAg 与 ALT、HBV-DNA 与 ALT 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HBV-DNA 载量与 HBeAg 以及 ALT 水平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在 HBV 感染的诊疗过程

中，联合检测血清标志物、HBV-DNA 载量和 ALT 水平，在判断病情转归、抗病毒疗效观察等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7406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Derivatization-HPLC-MS/MS 

and Nonderivatization-HPLC-MS/MS Method for the 



1524 
 

Determination of 25-Hydroxyvitamin D3 and 25-
Hydroxyvitamin D2 in Serum 

 
Zhang Rui,Hao Xiaoke,Ma Yueyun,Cheng Xiaodong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710032 
 

We developed and compared two analytical methods (derivatization-HPLC-MS/MS method 
and nonderivatization-HPLC-MS/MS method) for quantifying 25-hydroxyvitamin D2 (25OHD2) 
and 25-hydroxyvitamin D3 (25OHD3) in serum samples.  
Methods Derivatization-HPLC-MS/MS and nonderivatization – HPLC - MS/MS method was 
applied and compar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25(OH)D2 and 25(OH)D3 in serum of 263 
normal adult. Derivatization-HPLC-MS/MSmethod: The serum with two compounds 
of interest together were extracted with spiked internal standards [d3-25(OH)D2 and d6-
25(OH)D3], the mixture was shaken and centrifugated, and the clear liquid phase was 
transferred and dried by N2, then the derivatization reagent was added for the derivatizing 
process. After adding the mobile phase, the solution was analyted by HPLC-MS/MS. 
Nonderivatization–HPLC-MS/MS method: The serum with two 
compounds of interest together were extracted with spiked internal standards [d3-25(OH) D2 
and d6-25(OH) D3], the mixture was shaken and centrifugated, and the clear liquid phase 
was transferred and dried by N2, then the mobile phase was added for HPLC-MS/MS 
analysis.  
Results   We evaluated two methods trueness, precision, matrix effects, limits of 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Derivatization-HPLC-MS/MS method: Intra-day and Inter-day 
RSD was 2.7 and 3.5% for 25(OH) D3, respectively, 3.3 and 4.9% for 25(OH) 
D2, respectively. Mean trueness was 100.3% for 25(OH) D3 and 99.9% for 25(OH) D2.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was 0.5 ng/mL for 25(OH) D3 and 0.11 ng/mL for 25(OH)D2. 
Nonderivatization-HPLC-MS/MS method: Intra-day and Inter-day RSD was 3.0 and 4.1% for 
25(OH) D3, respectively, and 3.5 and 4.5% for 25(OH) D2, respectively. Mean trueness was 
99.6% for 25(OH) D3 and 100.7% for 25(OH) D2. The limits of detection were 1.5 ng/mL for 
25(OH) D3 and 1.8 ng/mL for 25(OH) D2,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male and female specimens (P<0.5). Conclusion: Both two methods 
provided reliable and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25(OH) D3 and 25(OH) D2 for clinical 
practice. Nonderivatization-HPLC-MS/MS method was simpler with less steps in sample 
pretreatment, but derivatization-HPLC-MS/MS method had lower limits of detection for 
25(OH) D3 and 25(OH) D2 which was much more suiltable for Chinese 25(OH) D2 detec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26 
 

血清游离循环 DNA 检测体系的建立及其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

意义 
 

魏丽荣 杜玉珍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201306 

 
目的  游离循环 DNA（cell-free DNA，cfDNA）作为液体活检样本在肿瘤诊断和监测方面引起

了广泛的兴趣。但目前 cfDNA 的检测体系还未有统一的标准，导致不同实验室间的结果无法

进行比较和重复，严重阻碍了 cfDNA 在临床上的应用。本研究旨在探索 cfDNA 适宜的标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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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收集时间、保存条件，建立 cfDNA 样本收集和检测的最佳方式，初步探讨 cfDNA 在肺癌

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征集 6 名志愿者，使用 EDTA 抗凝管和凝胶分离促凝管采集静脉全血， 30 min 内离心

分离获得血浆和血清，使用德国 Analytik Jena 的 cf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 cfDNA。检测并比较

同一个体的血清和血浆 cfDNA 水平；检测血清离体分离后于室温、4℃、-25℃、-80℃ 保存不

同时间后 cfDNA 的浓度；运用 RT-PCR 法检测 cfDNA 中 Line-1 含量对 cfDNA 进行定量，同

时使用 Qubit 2.0 对 cfDNA 进行浓度检测；使用 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检测血清 cfDNA 片
段的大小分布。同时，收集 62 例肺癌患者、25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提取并检测血清中

cfDNA 的水平，利用受试者曲线（ROC）确定血清 cfDNA 诊断肺癌的最佳 cutoff 值、敏感性

和特异性。 
结果  血清 cfDNA 含量显著高于血浆 cfDNA（P<0.05），血清 cfDNA 片段在 165 pb 处有一

高峰，与血浆 cfDNA 分布一致；血清离体分离后于室温保存 3 h，7 h，10 h，4℃ 24 h， -
25℃ 1 个月 ，-80℃ 3 个月后，cfDNA 浓度均下降约 15% (P<0.01)。对于低浓度的 cfDNA 样

本（<0.1 ng/uL），RT-PCR 定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高于 Qubit 2.0 法。通过检测发现肺癌患

者的血清 cfDNA 含量为 1.645 (0.37~7.64) ng/uL，显著高于健康体检者的 0.478
（0.194~1.200）ng/uL（P<0.001）。当 cutoff 值为 0.572 ng/uL 时，血清 cfDNA 对肺癌具有

较好诊断性能，ROC 曲线下面积（AUC）、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0.908，94.1%和 77.8%
（P<0.01）。 
结论  建立并优化了 cfDNA 样本的检测体系，初步证明了血清 cfDNA 在肺癌诊断方面的临床

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34 
 

血细胞分析中血小板影响因素的探析 
 

张盼 
西安市第一医院 710002 

 
在医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血液分析仪的灵敏度和准确度也有了空前提高，血液分析仪的简

便、快捷、高效、高重复性的特点使得血常规检查在临床诊断中起来越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

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血小板检测结果的不稳定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而血小板的计数

受诸多因素制约。下面通过对标本分析前，标本分析中，标本分析后一些具体影响血小板计数

的因素做简要的分析。血常规检验是基于血液中的红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及相关参数的

检验分析。血常规是各种血液病的诊断依据，也为其他系统疾病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而血小

板计数是临床诊断和治疗很多疾病的关键。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质量控制在血小板检测及

临床血液细胞学检测中至关重要，每个环节的疏漏都会影响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为了

能够确保检验结果真实的反映疾病状况，对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的每个环节均需严格按照

检验程序及相关制度执行，避免不良事件发生。了解了以上影响因素后，在操作中就可以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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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这样发出的报告才能最真实的反映客观实际，这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探索和

总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44 
 

儿科感染性疾病中末梢血 WBC、CRP 和 Nst 分类计数关系

的探讨 
 

周振忠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641000 

 
目的  探讨末梢血中白细胞（WBC）、C 反应蛋白（CRP）和中性杆状核粒细胞（Nst）比值

在儿科感染性疾病中的关系，为儿科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儿科住院 157 例感染性疾病患儿测定末梢血 CRP、WBC 以及 Nst 比值,并采集咽拭子或

痰液做细菌培养。以 20 例健康体检儿童为对照。 
结果  CRP 与 Nst 阳性组 CRP、Nst 比值水平分别为（34.7±8.45）mg/L、
（10.37±4.00）%；Nst 阳性组 Nst 比值水平为（9.07±3.03）%；CRP 阳性组 CRP 水平为

（24.33±7.03）mg/L。三组中 CRP、Nst 比值较对照组和 CRP 与 Nst 阴性组明显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CRP 与 Nst 阳性组中细菌性感染 15 例，占该组 78.9%，其余各组

细菌感染比例较低。 
结论  WBC、CRP 以及 Nst 比值在儿科是细菌性感染中增高具有一致性，联合检测成为早期

诊断儿科感染的检测指标，适合临床广泛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48 
 

珠海地区 6 年淋球菌耐药变化趋势监测分析 
 

刘小凤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519000 

 
目的  2010-2015 连续 6 年对临床病例分离的淋球菌菌株进行五种抗生素敏感性监测，了解珠

海地区淋球菌的耐药变化趋势以及产 β-内酰胺酶淋球菌（PPNG）和质粒介导的四环素高度耐

药淋球菌（TRNG）的流行水平状况。 
方法  收集珠海各性病监测点淋球菌菌株 432 株，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菌株对 5 种抗生素的最

小抑菌浓度（MIC），判断敏感性按 WHO 西太区淋球菌耐药性监测统一标准，纸片酸度法检

测产 β-内酰胺酶(PPNG)菌株。 
结果  共监测 432 株临床病病淋球菌分离株，对环丙沙星耐药率为 100%，对四环素耐药率 6
年平均为 96.30%，未检测到对青霉素敏感的菌株，对青霉素耐药率平均为 63.19%，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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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孢曲松和大观霉素耐药的菌株，而头孢曲松的低敏感率从 2010 年的 37.10%下降至 2015
年的 17.78%，五种药物的 MIC50 和 MIC90 的浓度只是个别药物有一至两个浓度的变化。共

检出 PPNG 菌株 140 株（32.44%），TRNG207 株（47.92%）。 
结论  2010-2015 年间珠海地区流行的淋球菌耐药变化趋势较平稳，对青霉素、四环素和环丙

沙星的敏感性较差，大观霉素、头孢曲松仍可作为珠海地区治疗淋病的首选药物，本地区

PPNG 和 TRNG 流行仍处于高水平状态，头孢曲松低敏率有所下降有利于控制耐药菌株的出

现，对淋球菌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58 
 

徐州地区待分娩妇女血细胞参考区间的验证与建立 
 

张好良 冯倚帆 郝婷婷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建立本实验室关于徐州地区待分娩妇女血细胞的参考区间。 
方法  利用 Sysmex XE2100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符合条件的 134 例健康足月妊娠妇女进行

血细胞分析，收集白细胞（WBC）、红细胞（RBC）、血小板（PLT）数据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行业标准 WS/T 405-2012《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进行比较。参考区间的验证与建

立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C28-A2 文件，用 Dixon 法则进行离群值处理，处理

后数据用于参考区间验证，超出参考区间的数据不超过 10%则通过验证；参考区间建立采用

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取 2.5%-97.5%百分位数值为参考区间。另选取 20 例待分娩孕妇进行新

建参考区间的验证。 
结果  134 例健康足月妊娠妇女的 WBC、RBC、PLT 的结果用 Dixon 法则进行离群值处理，

剔除离群值后样本量均为 134 例。WBC、RBC、PLT 超出参考区间的比例分别为 41.7%、

23.1%、4.5%，PLT 通过验证，适用行业标准的参考区间，WBC、RBC 需建立适用于本实验

室的参考区间。新建的参考区间 WBC 为（5.7~13.9）×109 /L，RBC 为（3.45~4.70）
×1012/L，通过验证。 
结论  妊娠期作为女性的特殊生理时期，现采用的行业标准参考区间并不适合，各实验室应建

立适合本地区人群的参考区间，更好的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实验室资料。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81 
 

肺泡灌洗液中 SHOX2、RASSF1A 基因甲基化的检测在早期

肺癌诊断中的意义 
 

于文俊 王琳 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  探讨肺泡灌洗液中 SHOX2、RASSF1A 基因甲基化的检测在早期肺癌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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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5 年在我院气管镜室收集明确诊断为肺癌患者的 333 例肺泡灌洗液和没有明确诊断

的 77 例肺泡灌洗液，利用基因测序方法和甲基化 DNA 检查试剂盒进行 SHOX2、RASSF1A
基因甲基化的检测，将得到的实验数据采用 SPSS17.0 软件中的 Kappa 一致性检验和卡方检

验分析两种方法的一致性、灵敏度、特异性。 
结果  在 410 例标本中，测序方法检测出基因甲基化 287 例，试剂盒检测出 294 例；测序方法

检测出基因正常 123 例，试剂盒检测出 116 例，Kappa 值为 0.96，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

为 94.3%，总符合率为 98.3%。在 410 例标本中，测序方法检测出 SHOX2 基因甲基化 271
例，试剂盒检测出 276 例；测序方法检测出基因正常 139 例，试剂盒检测出 134 例，Kappa
值为 0.97，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为 96.4%，总符合率为 98.8%。在 410 例标本中，测序

方法检测出 RASSF1A 基因甲基化 158 例，试剂盒检测出 162 例；测序方法检测出基因正常

252 例，试剂盒检测出 248 例，Kappa 值为 0.98，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为 98.4%，总符

合率为 99%。 
结论  通过 SHOX2、RASSF1A 基因甲基化的检测可以提早明确患者的诊断，提高患者的 5 年

生存率，使其成为肿瘤诊断的一个可靠靶向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499 
 

JIXING 
 

刘琼 杨瑛 刘瑛 杨静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血清心肌酶谱及血清钾改变的临床意义可提高治愈率 。  
方法  对 2011-2016 年 77 例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入院后，立即给予洗胃、补液、利尿、解毒

剂治疗，同时抽取患者静脉血 2ml，多次检测血清胆碱酯酶，同时检测其心肌酶谱、血清钾浓

度。对其心肌酶谱及血清钾动态观察并结合临床资料，与 40 例健康对照组心肌酶谱水平进行

比较.，应用有效地护理程序，严密观察病情变化 。试剂由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严格按照说明进行操作。所有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均数比较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结果 77 例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病人血清心肌酶谱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中度、重度患者心肌酶

谱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血清钾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差异均显著，有统计学差

异。     
结论 AOPP 可以造成人体多种组织器官损伤，如大脑、心脏、肺脏及肌肉等，其中心脏损伤

往往是导致患者病情恶化及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于 AOPP 患者应全面掌握病情，

注意心肌损害，观察心电图、心肌酶谱及血清钾变化，对于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及评估预

后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06 
 

综合性医院内 227 例 HIV 抗体初筛阳性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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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 张晓梅 张兴旺 马华瑜 叶华 王晚霞 魏莲花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为了解综合性医院就诊患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及艾滋病流行病学情况及临床特

征，以提高医务人员对 AIDS 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2015 年甘肃省人民医院就诊的 HIV 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的实验室诊断及

其临床特征资料。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6 年共进行 HIV 抗体筛查 240150 例，筛查出阳性标本，2013 年 9 月以前送甘肃省

CDC 进行确证实验，2013 年 9 月以后我院检验中心免疫室通过艾滋病确证实验室验收后，

HIV 筛查阳性标本均在本室进行确认实验。HIV 初筛阳性者 227 例，确认阳性 146 例，阴性

55 例。在 26 例 HIV 抗体结果不确定者中，随访 7 例，2 例转阳性，2 例排除 HIV 感染，3 例

仍为不确定者。146 例 HIV 感染者年龄 18-76 岁，男性占 81.51%（119/146），女性占

18.49%（27/146），男女比例为 4.41:1(119/27)，男女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HIV 抗

体确认阳性以年龄段为 20—49 岁的男性为主，阳性率占 84.93%（124/146）。HIV 抗体初筛

阳性从 2010 年的 12 例增加到 2015 年的 79 例，其中确认阳性从 7 例增加到 52 例，2010-
2015 年间增加明显（P<0.05）。可见 HIV/AIDS 患者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2010 年 HIV 感染

者/艾滋病患者仅分布在呼吸科、胸科等少数临床科室,到 2015 年扩展到几乎涵盖所有临床科

室。  
结论  该地区 HIV 感染处在低水平，但 HIV 感染呈现上升趋势，以青壮年男性为主、HIV/AIDS
患者分布科室广泛、临床症状多样，易造成误诊、漏诊，甚至造成院内感染。对 HIV 抗体不确

定结果需要定期随访或结合其他检测方法、流行病学资料等加以判断。此外，还需要加大对老

年人群的 HIV 抗体筛查诊断，同时为相关部门开展区域性的 HIV 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12 
 

血液中循环 microRNA 的联合检测对乳腺癌诊断价值的 Meta
分析 

 
王燕忠 柳慧星 于海涛 谢鑫友 张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检验科 310016 
 

目的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提示血浆和血清中循环 microRNA 可作为乳腺癌的诊断标记物，但研

究结论尚不一致，此次研究拟系统评价联合检测血液中循环 microRNA 对乳腺癌的综合诊断价

值。 
方法  在 PubMed、EMBASE、Medline 和 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检索利用联合检测血液中

循环 microRNA 诊断乳腺癌的文献。 QUADAS 评分系统评价纳入文献的质量，二元分析模型

计算合并敏感性、特异性、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诊断比值比及其 95%可信区间，Stata
软件绘制综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结果  共有 9 篇文献 12 个研究 831 例癌症患者和 648 例正常对照为研究对象纳入本次 Meta
分析，其中血浆样本 903 例，血清样本 576 例，联合检测血液中循环 microRNA 的综合诊断

价值分别为：敏感性 89% (95% CI 83-94%) ，特异性 80% (95% CI 71-88%)，阳性似然比

4.22 (95% CI 2.51-6.97); 阴性似然比 0.16(95% CI 0.10-0.26)，诊断比值比 28.29 (95% CI 
11.04-87.54)，综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0.92 (95% CI 0.89-0.94)。亚组分析结果显

示血清检测比血浆检测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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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联合检测血液中循环 microRNA 对乳腺癌具有较高的临床综合诊断价值，尤其是高度的

敏感性，然而将循环 microRNA 联合检测应用于临床诊断还需要克服检测标准的一致性以及检

测结果与临床症状的综合解读等困难。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24 
 

Th1、Th17、Th22/Treg 细胞在儿童 ITP 中的表达及意义 
 

邢超 邵美娟 宫剑 陈慧 王琼丹 杨军军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检测儿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患者外周血中 Th1、Th17、Th22 及 Treg 细胞

的比例，以期为 ITP 的免疫治疗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来本院就诊的儿童 ITP 患者 48 例，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3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Th1、Th17、Th22 细胞和 Treg 细胞百分比，分析儿童 ITP 患者外周

血 Th1、Th2、Th17、Th22 细胞和 Treg 细胞比例变化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结果  ITP 初诊组患者 Th2、Th17、Th22 细胞百分比高于 HC 组，而 Th1 细胞百分比、外周

血 CD4+CD25+FoxP3+Treg 细胞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外周血中 Th1/Th2、Th17、Th22 细胞和 Treg 细胞比例失衡可能与儿童 ITP 患者的发病

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41 
 

儿童外周血涂片中异型淋巴细胞计数和形态学特征分析 
 

张育超 
广东省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 516001 

 
目的  探讨儿童外周血涂片中异型淋巴细胞计数和形态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对 2015 年 1 月以来在我院就诊进行血细胞分析和血涂片找异常淋巴细胞的儿童

患者 400 例进行外周血涂片染色镜检，计数 100-200 个有核细胞，进行分类。 
结果  外周血涂片中存在数量不等的异型淋巴细胞，从油镜下未见到找到异型淋巴细胞 35%不

等，异型淋巴细胞超过 10%的有 37 例，占 9.2%；异型淋巴细胞 5%~10%的 42 例，占

10.5%；异型淋巴细胞 0%~5%的 321 例，占 80.3%。400 例儿童患者中，找到异型淋巴细胞

1800 个，其中 I 型（泡沫型）190 个，占 10.5%；Ⅱ型（不规则型）1520 个，占 84.5%；Ⅲ

型（幼稚性）90 个，占 5.0%。 
结论  异型淋巴细胞常见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并以血涂片检查异型淋巴细胞超过

10%作为其诊断依据之一。但在其他疾病也可引起外周血出现异型淋巴细胞，一般异型淋巴细

胞少于 5%。异型淋巴细胞一般以 I 型和Ⅱ型多见，我院 400 例患儿血涂片证实 I 型和Ⅱ型为

较多表现，尤以Ⅱ型为主。在鉴别Ⅲ型异型淋巴细胞时，一定要注意与幼稚淋巴细胞鉴别，必

要时应做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虽然检验医学的发展自动化越来越高，但检验传统的手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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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很多方面的金标准，是仪器自动化后的重要补充，同时需要花费较多工作时间、以及一定

的工作经验，是检验医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方面。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50 
 

sysmex 血液分析仪外周血幼稚粒细胞分析参数的探讨 
 

徐伟 亓春玲 冯强 李春伟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目的  sysmexXN-9000 血液分析仪和 sysme XE-5000 血液分析仪对幼稚粒细胞（immature 
granulocyte，IG）检查分别与人工镜检比较，探讨两种型号 SysmexXN-9000 血液分析仪 IG
检测的准确性。 
方法  随机应用某一正常临床标本连续测定 20 次，观察批内精密度；用质控物连续测定 20d，
观察批间精密度；两种血细胞分析仪对同一标本进行 IG%和 IG#测定，结果进行相关性回归分

析；同时用 SP-10 自动推片机进行推片，比较血液分析仪与显微镜镜检的一致性。 
结果  批内精密度结果 IG 参数 CV 值均＜5%，批间精密度 CV 值均＜15%，在允许范围内。

两种血细胞分析仪分别与显微镜法检查比较均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 sysmex XE-5000 血液分

析仪与显微镜法相关性高于 sysmex XN-9000 血液分析仪。两种血细胞分析仪幼稚粒细胞检查

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两种血细胞分析仪定量分析外周血幼稚粒细胞性能良好，基本满足临床实验室要求；

XE-5000 血液分析仪对于 IG 检测有专用通道（IMI）使得结果更符合临床需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67 
 

泌尿生殖道感染病原体的检测与结果分析 
 

林明辉 
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650032 

 
目的 了解昆明地区泌尿生殖道病原体的感染状况，以指导临床相关检验工作。 
方法 对临床疑为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进行普通细菌、厌氧菌、真菌、淋球菌、L 型细菌、支

原体及衣原体的检验。普通细菌、厌氧菌、真菌、淋球菌、L 型细菌按相应检验规程操作，所

用试剂购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支原体培养试剂盒采用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 沙眼衣原体检测采用上海凯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抗原检测卡。 
结果 各种病原体中, 普通细菌阳性率最高，为 30.93%；支原体阳性率为 27.63%，列第二位；

Uu128 例占 26.38%、单纯普通细菌 85 例占 17.52%、单纯 Uu94 例占 11.95%、Uu 和普通细

菌同时阳性 26 例占 5.36%。 
结论 昆明地区泌尿生殖道感染病原体中，以普通细菌和支原体为主，单一病原体感染率占据

首位，两种或两种以上病原体复合感染有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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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76 
 

联合检测 AFP、CEA 和 TSGF 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临床意

义 
 

靳克俭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目的  探讨 AFP、CEA 和 TSGF 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我院新入院 86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空腹血清标本；采用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血清

HBV DNA 载量；运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检测血清 AFP 和 CEA 水平，使用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 TSGF、ALT 和 AST 水平；进行临床相关性分析。 
结果  86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AFP、CEA 和 TSGF 总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43.6%、23.7%和

69.9%；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 AFP 水平（278.25+50.25 ng/ml）明显高于正常人群

（3.29+0.84 ng/ml）；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TSGF 水平（86.25+10.25 U/ml）明显高于正常

人群（23.29+5.84 U/ml）；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HBV DNA 载量与 AFP、TSGF 水平均呈正

相关（r=0.269、0.204；P<0.05）与 CEA 水平无相关性（P>0.05）；血清 ALT 水平与

AFP、TSGF 水平呈正相关（r=0.294、0.286；P<0.05）；血清 AST 水平与 AFP、TSGF 水

平呈正相关（r=0.217、0.233；P<0.05）。 
结论  对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AFP、CEA 和 TSGF 含量的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具有

较高的敏感性，且 AFP、TSGF 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高表达，从而提高原发性肝癌的检出

率，对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更有助于原发性肝癌在临床中的观察和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88 
 

PCT 与 hs-CRP 联合检测在肝硬化伴细菌性腹膜炎中的早期

诊断研究 
 

陈亚琼 宋志兴 黄建华 陈忠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613000 

 
目的   探讨 PCT 及 hs-CRP 联合检测对肝硬化并发细菌性腹膜炎(SBP)的早期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符合肝硬化诊断的患者 80 例，其中肝硬化

伴细菌性腹膜炎患者 40 例，肝硬化不伴细菌性腹膜炎患者 40 例，健康对照者 40 例，均为入

院后立即采取静脉血，进行 PCT 及 hs-CRP 检测，比较分析相关检测结果。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及肝硬化不伴细菌性腹膜炎组比较，肝硬化伴细菌性腹膜炎组患者血清

PCT 与 hs-CRP 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在诊断肝硬化并发细菌性腹膜炎感染中，PCT、hs-CRP 及 PCT+hs-CRP 
的敏感性分别为 79.7%，75.1% 和 91.4%。特异性分别为 84.6%，88.9% 
和 94.5%。   



1533 
 

结论  联合检测血清 PCT 和 hs-CRP 能够提高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肝硬化并发腹膜炎的

早期诊断和预防更具有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92 
 

成人 9 种呼吸道病原体的 IGM 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丁伟 李雪梅 张悦 王澜 张懿 马蓉 李翠娟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检验科 650032 

 
目的 探讨 9 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体检测在成人急性呼吸道感染中的作用，为临床提供

早期诊断依据。 
方法 选取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呼吸道感染患者 1855 例，通过 9 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IgM 抗

体试剂检测住院成人患者血清病原体抗体，分析 9 项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在不同季节、不同年龄

段患者血清中的检出情况。 
结果 1855 例患者血清 IgM 抗体阳性共 510 例，总阳性率为 27.76％（510/1855），MP 阳性

率最高，为 19.14％（355/1855）；其次为 IFB，阳性率为 14.18％（263/1855）；PIV、IFA
阳性率分别为 9.54％、6.47％。MP 在 6-8 月份的感染率低于其它月份（P<0.05）；IFA 在 5-
7、10 月份的感染率较高（P<0.05），IFB 在 5 月份感染率最高，达 30.61（P<0.05）；4、8
月份是 PIV 的高发期（P<0.05）。MP、IFB 和 PIV 在 16-30 岁和 31-40 岁这两个年龄组感染

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P<0.05）；IFA 在 16-30 岁青少年组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

（P<0.05）。 
结论 昆明地区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主要为 MP 和各型流感病毒，并且病原体的检出率与年龄

和季节均具有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597 
 

玉米低聚肽保护小鼠酒精急性肝损伤实验研究 
 

郑丽红
1 耿雨弦

2 
1.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福建省中医药大学 
 

目的  通过小鼠急性肝损伤实验,研究玉米低聚肽对小鼠酒精急性肝损伤是否有辅助保护作用。 
方法  将体重 18~22g 雄性小鼠 50 只按体重随机分成 5 组，每组各 10 只。试验按受试物人日

推荐量的 5、10 和 30 倍分别设 3 个剂量组为 0.167、0.333 1.00g/kg BW，另设溶剂对照组

（蒸馏水）和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对照组。按照 20 mL/kg 体重给小鼠每日经口灌胃一次。

试验期间，自由进食饮水，动物每周称重两次，以调整受试物剂量。于实验第 30d 将各组动物

称重，模型组及各剂量组动物按 0.012mL/g BW 一次性灌胃给予 50%（v/v）乙醇染毒，溶剂

对照组给予蒸馏水，禁食 16h 后，处死动物观察肝组织外观性状，并取部分肝组织，匀浆，测

定肝组织中 TG、GSH、MDA 含量，同时取肝脏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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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玉米低聚肽各剂量组给予小鼠喂养 30 天，试验期间，各组动物生长活动正常。试验结束

时，经口灌胃给予小鼠不同剂量的玉米低聚肽 30d 后，均能抑制低、中剂量组小鼠急性酒精肝

损伤后第 16h 肝组织中甘油三酯（TG）、丙二醛（MDA）含量的升高，升高低、高剂量组小

鼠谷胱甘肽 GSH）含量；肝脏病理检查结果表明：1.00g/kg BW 组动物的脂滴在肝脏的分

布、范围和面积总分低于乙醇模型对照组。 
结论 该受试物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08 
 

AIdo-keto Reductase Family，Member B10 is A Novel 
Biomarker of Breast Cancer  

 
郭远薇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230000 
 

AKR1B10is normally expressed in the small intestine and colon with lower level,but 
overexpressed in several human tumours,such as lung,and breast cancers.we found that 
AKR1B10 is secreted from cancer cells,which suggests that AKR1B10 should be a novel 
serum tumor biomarker.Objective:To identify AKR1B10 as a novel serum biomarker of breast 
cancer by AKR1B10 analysis in tissues and serums in breast caner patients. 
Methods:AKR1B10 were detected in the tissue sample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and AKR1B10 amounts in the serum samples were tested by a self-made 
AKR1B10 time-resolved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kit.Results:AKR1B10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wa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umor siz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but 
inversely with disease-related survival.Conclution:AKR1B10 is overexpressed in breast 
cancer and may be a novel serum marker for this deadly disease and an important 
biomarker i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serological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evaluation.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13 
 

粘附分子 CD44 与消化道肿瘤发生和转移的相关性研究 
 

张悦 李雪梅 耿美娴 马睿 周琴 陶娜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粘附分子 CD44 在消化道肿瘤发生和转移各阶段的疾病相关性。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和 PT-PCR 的方法从蛋白质和 mRNA 水平对临床获取的 62 例结直肠癌或

胃癌样本及 71 例相关癌旁组织和结肠腺瘤组织、淋巴结中 CD44 的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分析，

以 ELISA 法对相应患者血清及淋巴液中 CD44 定性检测。以正常的结直肠组织及胃组织各 10
例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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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发现在结直肠癌发生发育的全阶段均伴随有 CD44s 的表达异常升高；CD44v 的异常表

达则与结直肠癌的转移显著相关；而就胃癌而言，癌旁组织中 CD44s 的表达却显著高于癌组

织。 
结论  CD44 分子的异常表达可作为结直肠癌临床诊断和预后判断的有效指标之一；在不同类

型的肿瘤中 CD44 分子的表达和功能可能不尽相同，相关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23 
 

PCR 定量检测 HBVDNA 抗干扰能力的试验设计与应用 
 

李波 赵友云 高应林 佘小炜 陈家良 
湖北省中医院 430061 

 
目的 设计一种干扰试验方案，用于有效评价溶血、黄疸和脂血对 PCR 定量检测 HBVDNA 的

干扰能力。 
方法 按制定标准收集或制备高载量 HBVDNA（>108IU/ml）混合样本 1 份（L8）、正常混合

血浆 1 份以及正常对照、重度溶血、高胆红素和高血脂样本各 5 份；将 L8 与正常混合血浆按

10 倍的倍比稀释，得到 107…103不同梯度 HBVDNA 载量的血浆样本，分别以 L7…L3 表示；

采用棋盘法，以不同梯度的血浆样本 L8～L3 为纵排，分别以正常对照、重度溶血、高胆红

素、高血脂样本为横排，将纵排与横排以 1：9 比例震荡混匀，每一组合一式双份，分别作为

正常对照组、重度溶血组、高胆红素组和高血脂组待检样本进行 HBVDNA 的检测，各组间作

平行试验，按试剂和仪器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核酸提取和扩增，实验结果取对数后记录平均值，

采用配对的 t-test 或 t’-test，通过其他 3 个组分别与正常对照组进行比较，设双侧检验，根据

P 值，评价 HBVDNA 检测系统在不同数量级载量下对重度溶血、高胆红素和高血脂的抗干扰

能力。 
结果 正常对照组 HBVDNA 载量处于 5.66±0.25（lgx±s）或以下时，重度溶血组与之相应浓度

梯度的结果相比，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均 P <0.01）；正常对照组 HBVDNA 载量处于

2.83±0.31（lgx±s）时，高胆红素组（1.94±0.63，lgx±s）与之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 <0.05），而重度溶血组（1.22±0.79 ,lgx±s）和高血脂组（1.16±0.94 ,lgx±s）与之相比，

差异均有极显著性意义（均 P <0.01）；其他浓度梯度重度溶血组、高胆红素组和高血脂组与

相应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均 P>0.05）。 
结论 当样本中 HBVDNA 载量足够高时，重度溶血、高胆红素、高血脂对检测系统的干扰极

小，不影响检测结果；当样本中 HBVDNA 载量处于中等或以下水平时，重度溶血即可对

HBVDNA 的检测产生显著的干扰（均 P <0.01），特别是当样本中 HBVDNA 载量处于临界水

平时，重度溶血、高胆红素、高血脂都对 HBVDNA 检测存在明显的干扰，对于检测此类标本

所得到的阴性或低于临界值的结果需要谨慎对待。本干扰试验高度模仿重度溶血、高胆红素、

高血脂样本，更接近于常规检测的真实性，能更准确地对干扰的程度和机制进行评价，有一定

的实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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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株非发酵细菌感染及耐药性分析 
 

陶娜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650032 

 
目的  了解非发酵菌感染情况及耐药特点,为临床正确合理选用抗菌药物,延缓和减少医院感染的

耐药菌株产生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昆明总医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各类临床标本培养分离出的 1000 株非发酵菌

用 WHONET5.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在分离到的 5931 株致病菌中 1000 株为非发酵菌,其中 2013 年为 261 株、2014 年为

235 株、2015 年为 504 株。经耐药性分析提示:非发酵菌对各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在不断提高，

对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达 67.5%,对哌拉西林和妥布霉素、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 55.4%、

51.2%及 50.0％,头孢他啶的耐药率也达 42.7％。 
结论  非发酵菌的感染在逐年增多，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也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提示临床医生

应重视非发酵细菌的感染，并根据病人的病情、结合药敏试验结果对“菌”下药,正确合理使用抗

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37 
 

上海市松江区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情况调查 
 

黄路遥 娄晓丽 曹辉 夏万宝 侯彦强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了解上海市松江区不同年龄段妇女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情况及亚型分布，为该地

区宫颈癌的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妇科门诊患者的宫颈

分泌物 5039 例，进行 HPV 基因分型检测，并结合年龄及亚型分析 HPV 在松江区妇女的感染

情况。  
结果 5039 例标本中 HPV 阳性标本 1140 例，感染率为 22.6%，其中单一感染 798 例，多重

感染 342 例；20 岁以下年龄组感染率为 29.5%，21~30 岁年龄组为 21.0%，31~40 岁年龄组

为 21.7%，41~50 岁年龄组为 21.7%，51~60 年龄组为 30.0%，60 岁以上年龄组为 28.8% 
3； 感染的前五位分别是 16 型 17.0%、52 型 14.6%、58 型 12.8%、54 型 8.2%、51 型

8.2%。  
结论 上海市松江区妇女 HPV 感染率为 22.6%，51-60 妇女和 HPV16 型感染率最高，高危人

群的 HPV 筛查将为宫颈癌的防治提供有力的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7646 
 

BD PhoenixSpec 比浊计和麦氏比浊法测定浊度的准确性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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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益欣 王敏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3 
 

目的  验证 BD PhoenixSpec 比浊计和麦氏比浊法配制麦氏浊度的准确性。 
方法  分别用 BD PhoenixSpec 比浊计和麦氏比浊法配制 0.2-0.8 麦氏单位的大肠杆菌 ATCC 
25922 菌悬液。比浊计配制菌悬液进行稀释平板计数法计数、BD Phoenix100 全自动微生物

鉴定/药敏系统和 K-B 法药敏试验；后者用比浊计测浊度后，稀释平板计数法对细菌计数、K-B
法药敏试验。最后用 UV-2450 紫外分光光度计在 600nm 下测 0.2-0.8 麦氏单位菌悬液的吸光

度。 
结果  BD PhoenixSpec 比浊计配制麦氏浊度更准确。两种方法配制 0.2-0.8 麦氏浓度菌悬液的

仪器法和 K-B 法药敏结果与质控药敏结果相同。600nm 时，吸光度值与麦氏单位有强相关性

（r=0.977），OD600 为 0.066-0.212。 
结论  BD PhoenixSpec 比浊计配制菌悬液更准确，且两种方法对药敏结果无影响，600nm
时，大肠杆菌 ATCC 25922 菌悬液的吸光度值与 0.2-0.8 麦氏单位有相关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57 
 

 463 例医务人员乙肝表面抗体(抗 HBs)阳性检测结果的分析 
 

郗爱华
1 张长菊

1 
1.甘肃省肿瘤医院 
2.兰大二院检验科 

 
目的   通过 463 例医务人员乙肝表面抗体(抗 HBs)阳性的统计分析，探讨医务人员通过注射乙

型肝炎（乙肝）疫苗与被动感染乙肝病毒（HBV）产生抗 HBs 阳性的差异。                  
方法   选取我院体检的医务人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血清标本中抗 HBs
阳性的 463 例，根据是否注射乙肝疫苗将其分组，分为注射乙肝疫苗组及被动感染 HBV 组，

观察其肝功能、B 超等检查差异。   
结果   被动感染 HBV 组其肝功能、B 超明显异常，其中 ALT 升高者占 11.96％(11/92)、ALT
和 γ-GT 两项同时升高者占 10.87％(10/92)、肝回声异常者占 38.04％（35/92）、脾脏肿大者

占 14.13％（13/92），明显高于注射乙肝疫苗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   
结论   两组抗 HBs 阳性的临床意义不同，注射乙肝疫苗组能有效保护机体，不再被 HBV 感

染，而被动感染 HBV 组仍有一定比例的肝功能异常、肝脾结构异常。表明医务人员是 HBV 感

染的高危人群，应加强职业安全防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60 
 

645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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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
1 王澜

1 胡挺松
2 依南温

1 李肖蓉
1 

1.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2.成都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探讨急性呼吸道感染(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ARI)患者病毒的分布情况，为临床早

期诊断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提供病原学依据。   
方法  对 645 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的鼻咽深部分泌物，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快速检测和鉴定

七种常见的呼吸道病毒，主要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腺病毒(ADV)、流感病毒 A 型

（IVA）、流感病毒 B 型（IVB）、副流感病毒 1、2、3（PIV1、2、3）。   
结果  645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鼻咽拭子中，检出呼吸道病毒 158 例，阳性率为 24.50%
（158/645），单一病毒感染检出率为 22.48%（145/645），混合病毒感染检出率为 2.02%
（13/645）。感染率居前三位的 IVA、RSV、IVB 占全部七种病毒感染构成比的 85.44%。呼

吸道病毒感染以秋、冬两季好发，检出率分别为 30.37%、28.78%，秋季、冬季检出率较高且

与春季、夏季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从年龄来看，0-5 岁组呼吸道病毒阳性率是

32.61%（30/92），与其他年龄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男女性别中呼吸道

病毒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呼吸道病毒阳性率最高的是肺炎患者（35.23%），

其次为支气管肺炎（27.27%）和支气管炎（23.78%）。   
结论  呼吸道病毒感染以 IVA、RSV 和 IVB 为常见。病毒感染流行性有明显的季节特征，秋冬

两季高发；儿童及免疫力低下者，是防治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重点人群。7 种病毒在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不同呼吸道感染疾病中具有不同分布特点。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不仅可以对临床提

供快速、准确的诊断依据，还能及时为临床提供病原学资料，指导合理用药，防止抗生素滥

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65 
 

SEC3 慢病毒载体转染后的 Hela 细胞的基因差异表达 
 

杨敏 王敏 唐爱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3 

 
目的  探讨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 C3(SEC3)对 Hela 细胞的基因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整合了 SEC3 基因的慢病毒载体 LV-SEC3 转染 Hela 细胞作为实验组，普通 Hela 细

胞作为对照组，提取总 RNA，采用人类全转录组芯片分析两组细胞的基因表达情况，并筛选

出差异表达基因。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较，转染慢病毒载体的 Hela 细胞差异表达显著的基因总共有 45 个，其中

上调的有 25 个，下调的有 20 个，这些基因涉及免疫功能，DNA 结合，细胞周期，细胞凋

亡，信号转导，其中与免疫功能有关的基因显示出特征性的差异表达。 
结论  与免疫功能相关的基因的显著差异性表明 SEC3 对 Hela 细胞的对免疫功能存在较大的

影响，这为后期深入研究 SEC3 的抗癌作用提供了方向。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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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A Multi-Lyte 系统在健康人群抗核抗体筛查中的作用 
 

林振忠 陈雅斌 连雪英 明德松 张志珊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市第一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 AtheNA Multi-Lyte 系统在健康人群抗核抗体筛查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健康体检人群共 1480 例，采用 AtheNA Multi-Lyte 系统对 9 种单个抗体标志物抗体

进行检测，分析与 ELISA 方法检测的符合率，并探讨抗核抗体在一般健康人群中的分布。 
结果 AtheNAMulti-Lyte 系统与 ELISA 方法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符合率，范围在 92.06%～

95.56%。所有样本抗体总阳性率为 7.97%（118/1480）。女性抗核抗体的阳性率较高，在

20～29 岁、30～39 岁、40～49 岁、50～59 岁、60～69 岁均显著高于男性。 
结论 健康人群中女性存在较高的抗核抗体阳性率。AtheNA Multi-Lyte 检测系统在抗核抗体大

样本检测上提供了客观、准确的方法，值得临床运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75 
 

等位基因特异荧光 PCR 法检测 ALDH2 基因多态性 
 

孙宇晶
2 赵晓涛

1 线海鹏
1 刘畅

1 龙彦
1 孙媛媛

1 刘向祎
3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3.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了解人群 ALDH2 基因多态性的分布，评价等位基因特异荧光 PCR 法检测 ALDH2 基因

应用于临床的可行性。 
方法 等位基因特异荧光 PCR 法和 DNA 测序法同时检测 375 例患者外周血 ALDH2 基因型，

结果不一致标本采用基因芯片技术进行复检。 
结果  375 例标本中，荧光 PCR 法检出 ADLH2* 1/ 1 型 248 例（66.1%）， ALDH2*1/ 2 型

107 例（28.5%）， ALDH2* 2/ 2 型 20 例（5.4%）；而 DNA 测序法则分别检出 246 例

（65.6%）、108 例（28.8%）和 21 例（5.6%），两种方法检测 ALDH2 基因型具有一致性

（κ=1.33，P =0. 392），且一致性较好（κ= 0. 987，P<0.001）；两种方法基因型检测结果

一致率为 98.9%（371/375）。4 例结果不一致标本经基因芯片法复检结果与等位基因特异荧

光 PCR 法一致。 
结论 等位基因特异荧光 PCR 法检测 ALDH2 基因型简便可靠，满足临床对 ALDH2 基因型检

测的要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76 
 

贝克曼 4 代和 5 代总 β 亚单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定试剂

的分析性能验证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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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 国秀芝 孙丹丹 李洪雷 程歆琦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对 Beckman 第 5 代化学发光法检测总 β 亚单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Total 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Total βhCG）试剂分析性能进行评         估。 
方法  参照 CLSIEP15-A、 EP6-A、EP9-A2 方案，使用 Beckman UniCel Dxi-800 全自动免疫

分析仪评估 Beckman 第 4 代和第 5 代 Total βhCG 试剂盒的精密         度、分析测量范围、稀

释回收率、携带污染率及第 4 代和第 5 代试剂的可比性。选择 335 名表观健康女性建立 5 代

βhCG 的参考区间（年龄 19～84           岁，其中绝经后 162 名）。 
结果  第 4 代和第 5 代试剂检测低、中、高水平质控物的批内 cv 分别为 2.2～5.0%和 2.0～
2.5%，总 cv 分别为 3.5～5.1%和 2.4～2.6%；定量下限分别           为 0.337 和 0.275IU/L；2
种试剂携带污染率均小于 3%;分别使用 Wash Buffer、蒸馏水、生理盐水对样本进行 1:1～
1:199 倍稀释后，使用第 4 代和         第 5 代试剂分别测定，稀释回收率分别为 92～114%和

99～113%。第 5 代与第 4 代试剂比对试验的回归方程为 y=1.144x+10.61
（R2=0.990），          百分偏差为-10.34～35.62%。绝经后女性的 βhCG 水平显著高于绝经

前女性（p<0.01），第 95 百分位数分别为 2.10 和 5.60IU/L。 
结论    第 5 代试剂的各项指标能够满足临床需求，但两种试剂之间存在一定的系统偏差，实

验室应重新建立和使用新的参考区间，并做好临床沟通。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87 
 

阴道分泌物解脲脲原体检出率与清洁度的关系 
 

黄曦悦 刘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 110004 

 
目的  探讨女性泌尿生殖道中解脲脲原体检出率与分泌物清洁度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以

期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通过 LIS 系统，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12 月间，于我医院就诊且同时检测 Uu 及白带常

规的女性患者，共 937 例，通过 SPSS 22.0 卡方检验，统计分析全样本中 Uu 阳性检出率，

比较不同清洁度患者 Uu 阳性率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937 例标本中，Uu 阳性检出率为 66.8%，Uu 阳性检出率从清洁度Ⅰ到Ⅳ度有增加趋

势，但在Ⅱ、Ⅲ、Ⅳ度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504，P>0.05）。 
结论  女性 Uu 阳性率在不同的阴道分泌物清洁度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阴道清洁度是阴

道分泌物的常规检查项目，兼有方便与经济的优点，但是否可以作为 Uu 感染的过筛试验，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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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钙素原检测对判断糖尿病足感染程度的价值 
 

魏燕燕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650032 

 
目的 比较降钙素原（PCT）、白细胞（WBC）在判断糖尿病足（DF）感染中的作用，探讨

PCT 在判断 DF 感染程度及预后中的价值，寻找临床中反映ＤＦ感染的可靠指标。 
方法 选择 2014 年１月－2015 年１月在医院就诊的 56 例 DF 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感染

程度分为无感染组 12 例、轻度感染组 22 例、中度感染组 15 例和重度感染组７例，比较４组

PCT 和 WBC 的差异；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随着感染程度的加重，PCT 和 WBC 均逐渐升高，轻度感染组、中度感染组、重度感染

组 PCT 和 WBC 显著高于无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感染组 PCT 和

WBC 显著高于轻度感染组和中度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CT 是可以反应ＤＦ患者感染程度的良好炎症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714 
 

阴道分泌物五联检与显微镜检测法的对比分析 
 

姜昌丽 李雪梅 李翠娟 张霞 李艳娇 魏燕燕 朱晓玲 李林蔓 杨思斯 曾华丽 冯园园 马睿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650032 

 
目的 对比分析阴道分泌物五联检与显微镜检法在白带常规检测中的一致性。 
方法 收集 1440 例白带标本，分别用五联检法和显微镜法进行检测，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细菌性阴道病和真菌性阴道炎的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显微镜法（P＜0.05），乳酸杆菌和

白细胞的阳性检出率与显微镜法接近（P＞0.05），滴虫的阳性检出率显著低于显微镜法（P
＜0.05），但是清洁度判断结果一致性较好。 
结论 阴道分泌物五联检作为一种新型检测方法，与传统显微镜检测法的整体一致性较好，并

且在辅助诊断细菌性阴道病和真菌性阴道炎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由于滴虫检出率显著低于显

微镜法，因此，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结合显微镜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717 
 

螺旋藻多糖提取工艺的改进及其对果蝇抗衰老作用的研究 
 

赵小霞
1 邱丽君

1 宣成睿
2 孙鹏

2 周杨
3 周玥

3 杨丽敏
2,3 

1.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2.内蒙古医科大学 

3.内蒙古燚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改进螺旋藻多糖提取工艺及其对果蝇抗衰老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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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螺旋藻粉低温破壁，离心获取上清，通过凝胶过滤层析方法提取螺旋藻多糖，经红外

光谱技术检测螺旋藻多糖提取物的成分，采用硫酸-蒽酮比色法检测提取物中螺旋藻多糖提取

物的含量。经口饲喂果蝇分别为 0.125%、0.25%、0.5%浓度的螺旋藻多糖提取物，观察其对

果蝇的寿命、飞行能力和性活力的影响。 
结果 通过以上方法获得的螺旋藻粉提取物，经红外光谱技术检测其在 1170 和 1028cm-1附近

的吸收峰存在 C-O 的伸缩振动。经硫酸-蒽酮比色法测得提取物多糖的含量为 79.2%，得率

12%。喂养不同浓度螺旋藻多糖提取物的实验组能不同程度的延长雌雄果蝇平均寿命，最高寿

命和半数死亡期，提高飞行能力，性活力，尤以 0.5%浓度效果最佳，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

性差异（P<0.05）。 
结论 改进工艺低温提取和凝胶过滤层析方法提取高得率和含量的螺旋藻多糖，红外光谱技术

制定多糖提取物的质量标准化，对果蝇有抗衰老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729 
 

DD、FDP、AT-Ⅲ联合检测在 DIC 诊断中的价值 
 

李思雪 佟广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 D-二聚体（DD）、纤维蛋白裂解产物（FDP）、抗凝血酶-Ⅲ（AT-Ⅲ）联合检测

在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 盛京医院临床确诊的 DIC 患者 33 例，疑似 DIC 最后

确诊为 DIC 患者 19 例，非 DIC 患者组 40 例。同时将 DD、FDP、AT-Ⅲ及常规凝血指标即凝

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时间(TT)和纤维蛋白原（FIB）与患者

病情联合分析。 
结果  DIC 患者组 DD、FDP、AT-Ⅲ水平与疑似 DIC 患者组和非 DIC 患者组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P<0.05）；疑似 DIC 患者组 DD、FDP、AT-Ⅲ水平与非 DIC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项联检，其灵敏度和特异性均达到 90%以上。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DD、FDP、AT-Ⅲ联合检测在 DIC 和疑似 DIC 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敏感性高于常规凝

血指标检查。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732 
 

两套分析系统血清降钙素原检测结果的比对分析 
 

宋颖博 邓朝辉 梁梦洁 鹿新红 张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检验科 830002 

 
目的  了解 Getein 1600 荧光免疫定量系统（Getein 1600）与 ROCHE E602 电化学发光系统

(E602)血清降钙素原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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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的相关文件及文献，对 Getein 1600 和 E602 测定血

清降钙素原的精密度进行评价。以 Getein 1600 为目标系统，以 ROCHE E602 为比对系统，

通过检测住院患者 70 份标本，对目标系统和比对系统降钙素原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及偏倚评

估。 
结果  Getein 1600 和 E602 检测两个水平的质控品和两个水平的混合血清的批内、室内精度结

果均符合厂家声明要求，但 E602 的精密度优于 Getein 1600。Getein1600 与 E602 同时检测

70 份标本的结果比较，相关系数（r）=0.985，在 cut off 值（0.1ng/ml、0.25ng/ml、
0.5ng/ml、2.0ng/ml）处的预期偏倚分别为分别-1.5%、1.5%、2.5%、3.5%。在 0.05～
0.25ng/ml 范围内的 20 组检测结果比较，两者结果的相关系数（r）=0.894，结果间无统计学

差异（P＞0.05），均值处平均偏倚 5.2%。在 0.25-2.0ng/ml 范围内的 25 组检测结果比较，

两者结果的相关系数（r）=0.846，结果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均值处平均偏倚 
4.2%。在＞2.0ng/ml 范围的 18 组检测结果比较，两者结果的相关系数（r）=0.972，结果间

无统计学差异（P＞0.05），均值处平均偏倚 0.9%。以 0.5ng/ml 作为 cut off 值，Getein 1600
与 E602 的检测结果在此值以上的符合率为 94.7%、在此值以下的符合率为 93.0%、总符合率

为 93.8%。 
结论  Getein 1600 荧光免疫定量系统与 ROCHE E602 电化学发光系统降钙素原检测结果有较

好的一致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739 
 

2013 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临床常见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分

析 
 

吉强 陈冬梅 王敏 黄弋鸿 董郭平 宫伟 高春芳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实验诊断科 200438 

 
目的  研究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感染特点及病原菌耐药情况，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 
方法  采用细菌分离鉴定和药敏试验方法，执行 CLSI2013 年版判定标准分析药敏试验结果，

并采用 WHONET 5.6 软件对该院 2013 年度全年临床分离菌的检测信息进行分析。 
结果  2013 年度从该院送检的病人标本中共分离出病原菌 2 438 株（细菌计数剔除同一患者重

复分离的相同菌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1 724 株(70.7%)，革兰阳性菌 714 株(29.3%)。构成比

居前五位的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23.4%)、肺炎克雷伯菌(15.7%)、粪肠球菌（10.3%）、

阴沟肠杆菌（7.5%）和屎肠球菌（4.8%）。病原菌主要分离自血液标本(34.2%)、胆汁标本

(24.9%)、各种穿刺液标本(24.4%)和痰标本(8.0%)。大肠埃希菌和阴沟肠杆菌对三代头孢菌素

耐药率为 35.1～60.5%和 46.1～50.0%，明显高于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耐药率

（15.9～25.0%），除大肠埃希菌对喹诺酮类耐药率为 52.4～63.3%外，以上三种肠杆菌科细

菌对喹诺酮类、氨基糖肽类及碳青霉烯类药物均有较好的敏感性。大肠埃希菌和克雷伯菌属中

产 ESBLs 的检出率分别为 66.9%和 41.0% ，产 ESBLs 菌株对大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明显

高于非产 ESBLs 菌株。粪肠球菌对青霉素、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较低，粪肠球菌对大多数抗菌

药物的耐药率明显低于屎肠球菌。 
结论  该院临床分离的病原菌情况及耐药性有显著地特点，临床分离菌中肠球菌分离比重明显

高于平均水平，这与该外科医院手术部位为胆道系统有明显地相关性，部分病原菌对三代头孢

和喹诺酮类等抗菌药物产生较高的耐药性，提示临床需密切关注，应加强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和医院感染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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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756 
 

同型半胱氨酸、脂蛋白(a)联合检测对缺血性卒中动脉粥样硬

化性脑血栓形成的诊断价值 
 

周少雄 邹林 黄杰 王侃青 沈永坚 谢伟贤 黄泽棋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脂蛋白(a)[Lipoprotein(a)，Lp(a)]联合检测

对缺血性卒中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栓形成（Atherothrombosis,AT）的诊断价值。 
方法  研究对象来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到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门诊

初诊患者，通过病史、症状和体格检查拟诊为疑似脑 AT 患者，按照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

修订的缺血性卒中诊断标准和头颅 CT/MRI 检查确诊为脑 AT 组(68 例)和非脑 AT 组(64 例)。
患者统一于确诊后次日空腹抽取静脉血检测血清 Hcy 和 Lp(a)水平，测定血清 Hcy 水平采用循

环酶法，测定血清 Lp(a)水平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采用 SPSS16.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偏态计量资料以百分位数 P50(P25-P75)统计，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P<0.05 为具有显著性

差异，P<0.01 为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结果  脑 AT 组 Hcy 水平[14.30(12.13-18.50)mmol/L]和 LP(a)水平[393.0(317.5-645.8)mg/L]水
平非常显著高于非脑 AT 组 Hcy 水平[10.01(8.00-12.63)mmol/L]和 LP(a)水平[228.4(159.4-
291.6)mg/L](P<0.01)。Hcy 和 LP(a)对脑 AT 最佳诊断界值分别为 10.25mmol/L 和

295.1mg/L。Hcy 诊断脑 AT 的 ROC 曲线下的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 0.794，
LP(a) 诊断脑 AT 的 AUC 为 0.895，在诊断正确率方面，两者均为中等，但 LP(a)较 Hcy 高。

单一指标对脑 AT 的诊断性能参数中，Hcy 诊断灵敏度 95.6%（漏诊率 4.4%）为最高，LP(a)
诊断特异度 89.1%（误诊率 10.9%）为最高。两个指标并联诊断灵敏度为 95.6% (漏诊率

4.4%)，两个指标串联的诊断特异性为 96.9% (误诊率 3.1%)。 
结论  单一 Hcy 指标和两个指标并联检测灵敏度相同，可做为脑 AT 的筛查指标。Hcy 和 LP(a)
串联诊断特异度最高，可用做脑 AT 联合确诊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780 
 

血清胃蛋白酶原亚群的检测对胃部疾病诊断的价值 
 

刘振宗 
江苏省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血清胃蛋白酶原（Pesinogen,PG）亚群(PGⅠ、PGⅡ)含量的变化与胃部疾病的关

系，为胃部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 PGⅠ和 PGⅡ的含量，并计算 PGⅠ/PGⅡ的比值，

选择各种不同胃部疾病患者 108 例，其中胃癌 32 例，胃溃疡 29 例，十二指肠溃疡 20 例，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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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性胃炎 12 例，萎缩性胃炎 15 例；并以 48 例无消化道、肝脏、肾脏疾病及胃痛病史的健康

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胃癌患者血清 PGⅠ含量以及 PGⅠ/PGⅡ比值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而 PG
Ⅱ无显著性差异（P>0.05）；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组血清 PGⅠ、PGⅡ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组（P<0.01），而 PGⅠ/PGⅡ比值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慢性萎缩性胃炎组 PG
Ⅰ和 PGⅠ/PGⅡ比值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而 PGⅡ无显著性差异（P>0.05）；

糜烂性胃炎组其血清 PGⅠ、PGⅡ、PGⅠ/PGⅡ比值和健康对照组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血清 PGⅠ和 PGⅠ/PGⅡ比值的下降是胃癌和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危险因素；血清 PG
Ⅰ、PGⅡ的增高和 PGⅠ/PGⅡ比值的下降是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危险因素。血清 PG
Ⅰ、PGⅡ、PGⅠ/PGⅡ比值的检测对胃癌等胃部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00 
 

2 型糖尿病患者血液中 11 项指标变化与临床意义 
 

陈慧丹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脂蛋白 a(Lpa)，同型半胱氨酸(Hcy)，总胆红素(TBiL)，胱抑素 C(CysC)，尿素氮

(BUN)，肌酐(Cr)，超敏 CRP(hs-CRP),白细胞(WBC)，血小板(PLT)，血小板平均体积

(MPV)，血小板平均分布宽度(PDW)在糖尿病患者不同血糖控制程度下的变化。 
方法  采用深圳迈瑞全自动 5 分类的血细胞分析仪、日本 ARKRAY 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仪及

美国贝克曼 DXC 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254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和 67 例健康对照组进行

WBC、PLT、MPV、PDW、hs-CRP、Lpa、Hcy、TBiL、CysC、BUN、Cr、糖化血红蛋白

(GHbA1C）测定。 
结果  在不同血糖控制程度下 hs-CRP、Lpa、CysC 的 3 项指标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而其他指标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需要密切监测 hs-CRP、Lpa、CysC 的 3 项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05 
 

丹参酮胶囊抗细菌效果的研究 
 

梁伟雯 陈源 梁颖 蒋月婷 陈定强 刘忠民 林勇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510120 

 
目的  探讨丹参酮胶囊单独及联合用药时，对革兰氏阳性球菌、革兰氏阴性杆菌的抑菌效果。  
方法  以琼脂稀释法测定丹参酮胶囊对革兰氏阳性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肺

炎双球菌、无乳链球菌、肠球菌）和阴性杆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铜绿假单胞

菌、鲍曼不动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以棋盘稀释

法分别测定万古霉素或美罗培南与丹参酮胶囊联合用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或大肠埃希菌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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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计算分级抑菌浓度（Fraction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FIC）。结果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  丹参酮胶囊对 MRSA 及 MSSA 的 MIC 均值分别为（19.69±6.75）μg/ml 和
（20.15±13.56）μg/ml；对 MRSCN 及 MSSCN 表皮葡萄球菌的 MIC 均值分别为

（40.00±20.24）μg/ml、（44.24±20.86）μg/ml，两组组内 MIC 均值无统计学差异

（P>0.05）；对肺炎链球菌 MIC 均值为（179.2±64.34）μg/ml，对肠球菌、无乳链球菌和四

种革兰氏阴性杆菌的 MIC 均大于 256μg/ml。万古霉素单独用药和与丹参酮胶囊联合用药的

MIC 有统计学差异（P<0.05），联合用药时对 MRSA 及 MSSA 的 FIC 分别为 0.91±0.15 和

0.93±0.11，呈相加作用。 
结论  丹参酮胶囊对葡萄球菌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且与万古霉素联合用药抑制金黄色葡萄球

菌时能减少万古霉素用药量，为临床上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12 
 

The signifance of serum S100B and ammonia  in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wang ying ,xu wei,xu jianche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0227475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value of serum S100B and ammonia in 
hepatic encephalopathy patients, analysis the significance of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in 
disease and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on clinical diagnosis, ,the condition estimates and 
prognosis judgments. 
Method Serum S100B and Ammonia levels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patients (52 cases), 
non-hepatic encephalopathy group (45 cases) and normal healthy group (43cases) were 
det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1)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observations showed tha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patients with ALB, CHE, APTT, direct bilirubin, indirect bilirubin, expression levels than non-
hepatic encephalopathy group (P＜0.05); Na, Cl, Ca is lower than non-hepatic 
encephalopathy group (P＜0.05). (2)S100B and ammonia in 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 and electrolyte imbalance than other incentives group (P＜0.05). The level of 
serum S100B of th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patient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 hepatic encephalopathy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P＜0.01). After 
Sodium glutamate, Arginine, Mannitol, Retention enema therapy, the serum levels of S100B 
in25 patients with hepatic encephalopathy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amelioration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s who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3)All cirrhosis complicated by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patients analysis values and correlation of serum S100B with clinical stage,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serum S100B of severe group(III, IV stage)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ild 
group (I, II phase), (P＜0.01). Showed that serum S100B levels and hepatic encephalopath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auses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found blood ammonia elevated in B-type doors - Body bypass of HE and C-
type cirrhotic chronic of HE, while the ammonia is normal in the A-type of acute liver failure of 
HE. The S100B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A, B, C type III hepatic 
encephalopathy. (4)The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S100B and ammoni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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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c encephalopathy group, showed that serum S100B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mmonia. (5)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rea under the curve 
(ROC-AUC) of S100B is greater than ammonia, the set point of 0.325μmol/L is 
advantageous for the screening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Establish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draw the ROC curve of combined diagnosi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100B is greater than the ammonia detection, and the combined assay of S100B and 
ammonia was better than S100B alone. 
Conclusion Determination of serum S100B contribute to the diagnosis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estimates of the disease, prognosis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treatment promptly.The role of serum S100B in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20 
 

探讨 microRNA-508-5P 及其潜在靶基因 S 期激酶相关蛋白 2
（SKP2）在中低分化胃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 

 
白静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750004 
 

目的  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的方法探讨 miRNA-508-5p 在胃腺细胞癌中的表达，并且采用免

疫组化的方法检测其潜在靶基因 S-期激酶相关蛋白 2（SKP2）在不同分期胃腺癌及癌旁组织

中的表达水平，为进一步研究其功能做准备。 
方法  收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病理科 2015-6 月到 2016-6 月期间中低分化胃腺癌病人福尔马

林固定后石蜡包埋的组织（FFPE)30 例，采用 FFPERNA Isolation Kit (OMEGA) 从石蜡组织

中提取 RNA，在基因芯片判断的基础上,用 RT-PCR 的方法初步检测 miRNA-508-5p 在胃癌组

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后采用 Real time PCR 方法检测 miR-508-5p 在癌旁组织和

癌变组织中表达情况。同时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其潜在靶基因 SKP2 基因表达情况。 
结果  免疫组化法显示 Skp2 蛋白在中低分化胃腺癌中明显高表达，而在正常胃粘膜中 Skp2 蛋

白几乎不表达，并且其表达水平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呈正相关，与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浸

润深度，分化程度等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Skp2 蛋白在胃癌中的阳性表达率在低分化胃

癌，淋巴结转移阳性，高侵袭性胃癌中较高；在高中分化胃癌，淋巴结转移阴性，低侵袭性胃

癌中则较低。相反，通过 RT-PCR 以及 Real time PCR 检测发现 miR-508-5p 在中低分化胃腺

癌组织中表达水平相较于在正常胃粘膜中表达水平明显下调，并且随着病理分级越严重，表达

量成逐级下调的正相关趋势，qRT-PCR 检测结果和芯片数据结果一致 
结论  miRNA-508-5p 在中低分化胃腺癌组织中表达水平明显降低，而癌基因 Skp2 基因蛋白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提示其与胃腺细胞癌的发生与演进有关，有望成为指导胃腺细胞癌诊断、

治疗、预后的新靶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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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P、PA 和 mALb 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杨华 王瑶 邓克廷 徐慧 丁莹 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通过检测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RBP）、血清前白蛋白（PA）和尿微量白蛋白（m 
ALb）的含量，探讨其在早期 2 型糖尿病肾病诊断中的价值，达到早诊断，早治疗。 
方法 选取 2014 年 8 月到 2015 年 2 月我院进行治疗的 96 例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和 84 例非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通过 HbA1C%、RBP、PA 和尿 m Alb 检测，选取 2 型糖尿病患者和 2 型

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发现各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联合检测 RBP、PA、m Alb 以及 HbA1C%，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有重要的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27 
 

中性粒细胞碱膜碱性磷酸酶在类风湿关节炎合并感染者中的

表达及意义 
 

张欢欢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感染是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的主要并发症和死亡原因之一。由于 RA
合并感染与 RA 活动期症状、体征和 ESR、CRP、WBC 计数相似，导致其在临床很难区分。

因此选择一种快速、方便、有效的实验室指标来鉴别 RA 病情活动与合并感染非常迫切和必

要。 本文比较分析中性粒细胞膜碱性磷酸酶(mNAP)在类风湿性关节炎（RA）活动期患者与

合并细菌感染患者中的水平，评价 mNAP 在 RA 合并细菌感染中的意义。 
方法 入选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就诊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97 例 RA 患者，均符

合 1987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 RA 诊断标准。根据美国胸科医师学院和危重病医学会共识会议的

诊断标准和 DAS28 评分将 RA 分为三组，RA 合并感染组 32 例，RA 稳定组 30 例，RA 活动

组 35 例。采用魏氏法测定 ESR、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 CRP，同时采用流式细胞术测量

mNAP。 
结果 RA 合并感染组外周血 mNAP 中位数 10 582AB/c，显著高于 RA 稳定组 2 526 AB/c 和活

动组 2 435 AB/c（P<0.001），而 RA 稳定组和活动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RA 合并感染组与活动组之间血清 CRP 无明显差异，均显著高于稳定组。 
结论 RA 合并感染者中 mNAP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提示其可作为 RA 合并感染的重要诊断指

标，可用于鉴别诊断 RA 病情活动与合并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41 
 

西北地区孕妇定植无乳链球菌的耐药性和血清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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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华
1 谢云

2 杨军兰
2 王琪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西北地区孕妇定植无乳链球菌的血清型分布及耐药特点，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提

供相关依据。 
方法 102 株无乳链球菌分离自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3-2014 年

产前进行 GBS 检测孕妇的阴道分泌物标本，采用纸片扩散法（K-B 法）进行抗菌药物敏感性

试验，采用红霉素和克林霉素双纸片协同试验（D 试验）确定其耐药表型，采用多重 PCR 方

法检测 GBS 血清型。 
结果 分离的 102 株无乳链球菌对对青霉素、头孢曲松、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均敏感；对四环

素、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的耐药率最高，分别为 91.2%和 65.1%以及 54%，对左氧氟沙星的耐

药率为 41.2%；与 2013 年相比，2014 年分离无乳链球菌对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呈明显上升

趋势（p＜0.05）。无乳链球菌共具有 6 个血清型（Ia、Ib、II、III、V、VI），其中以 III 型为

主。 
结论 我国西北部地区围产期孕妇定植无乳链球菌的血清型以 III 型为主，青霉素仍可作为一线

药物进行 GBS 的抗生素预防与治疗；红霉素和克林霉素作为备选药物应当在使用前进行评

估，近年来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率的不断升高应当引起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57 
 

探讨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检测在丙型肝炎诊疗中的应用 
 

周媛 刘民 王胜 翟宏 闫洪宇 衣首民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HCV-cAg)在丙型肝炎诊疗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本院可疑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样本 260 例，采用双抗体夹心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

测 HCV-cAg，化学发光法检测丙型肝炎病毒抗体（HCV-Ab），PCR 定量检测 HCV-RNA。 
结果  在 260 例样本中，HCV-Ab 阳性 53 例，其中 HCV-cAg 阳性 29 例，HCV-RNA 阳性 32
例；在 207 例 HCV-Ab 阴性样本中，检出 HCV-cAg 阳性样本 6 例，HCV-RNA 阳性 4 例。通

过统计学分析得出，在以 HCV-RNA 为标准的情况下，HCV-cAg 与 HCV-RNA 检测的一致率

为 98.08%，HCV-cAg 检测的灵敏度为 91.67%，特异度为 99.11%。 
结论  用双抗体夹心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 HCV-cAg 的灵敏度高，特异度好，与 HCV-RNA
定量检测的一致率高，适合作为 HCV 感染的早期诊断指标，并可作为鉴别丙型肝炎病毒既往

感染及现症感染的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71 
 

血浆 BNP 及 NT-proBNP 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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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小凤 李强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不同危险分层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在发作期血浆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及 N 末端脑钠肽前体（N-terminal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水平的变

化情况，及其与健康人的差异程度，从而得出对 ACS 早期诊断、病变严重程度评估的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015 年 5 月到 2016 年 5 月心内科病房收治的 ACS 患

者 187 例，其中不稳定心绞痛患者 73 例，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47 例，ST 段抬高型心肌

梗死 67 例，以及同期来院的健康查体者 80 例作为对照组研究对象。分别测定其血浆 BNP 及

NT-proBNP 水平，并对其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ACS 各危险分层患者血浆 BNP 及 NT-proBNP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NSTEMI 组与 STEMI 组血浆 BNP 及 NT-proBNP 均高于 UA 组，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TEMI 组 BNP 与 NT-proBNP 水平高于 NSTEMI 组，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浆 BNP 及 NT-proBNP 是临床上对 ACS 患者进行早期诊断、病情严重程度评估的良

好指标，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7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肺炎支原体 DNA 阳性患儿 119 例临

床分析 
 

王颖君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分析肺炎支原体阳性患儿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探讨肺炎支原体早期诊断的实验室检测

方法判断儿童肺炎支原体（MP）感染的价值，为诊断和治疗小儿肺炎支原体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47 例疑似 MP 感染的患儿，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患儿肺炎支原体

DNA，评估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在 MP 感染中的诊断价值。回顾性分析比对 MP-DNA 阳性

患儿临床资料，分析 MP-DNA 与 MP 感染患儿病情的关系。 
结果  气管冲洗液和咽拭子 MP-DNA 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肺炎支原体

感染患儿季节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年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中大叶性肺炎占 67.52%。MP 感染患儿单核细胞计数结果明显偏高，伴

随或不伴随中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计数变化。MP DNA 载量变化能够作为治疗有效性评估的直

观证据，其时效性优于血清学检测。  
结论 MP-DNA 检测在早期诊断 MP 感染中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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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B6 缺乏对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活性测定的影响 
 

王欣 王立强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维生素 B6 缺乏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活性测定的影响，维生素 B6 缺乏使体内磷酸吡

哆醛降低并且程度不一，从而导致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活性出现假性低水平，直接影响到病

情的正确判断和治疗。 
方法  采用国产科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试剂（下称常规法）及在科华试剂中根据国际化学联合

会（IFCC）推荐的标准加入 0.12mM 磷酸吡哆醛(下称 PPA 法)的试剂，两种方法同时对两组

维生素 B6 缺乏症患者（新生儿组 85 例，男 53 例，女,32 例；肾病组 92 例，男 48 例，女 44
例）和 88 例健康人进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活性测定，两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维生素 B6 缺

乏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影响。 
结果  维生素 B6 缺乏的两组患者：新生儿组 PPA 法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结果比常规法高

28%左右，肾病组 PPA 法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结果比常规法高 35%左右，此两组差异有显

著性；健康人 PPA 法比常规法结果高 3%，两种方法相比结果差异无显著性。 
结论  维生素 B6 缺乏可使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检测时出现假性低水平。因此，在临床工作中特

别注意针对这类人群应采用 IFCC 推荐的方法在试剂中加入 PPA 进行检测，以保证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检测的准确性。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79 
 

谷氨酸脱氢酶与艰难梭菌毒素 A/B 联合检测 艰难梭菌的应用

价值探讨 
 

李艳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探讨谷氨酸脱氢酶（GDH）与艰难梭菌毒素 A/B 联合检测艰难梭菌在医院腹泻患者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 采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住院腹泻患者的粪便标本 212 例，

采用 VIDAS 检测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GDH)及毒素 A/B，同时用 chromID?显色培养基进行

大便艰难梭菌培养，对分离到的艰难梭菌进行 PCR 毒素基因检测。以大便培养结合 PCR 毒

素基因检测为参考标准，对 GDH 与毒素 A/B 联合检测从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

预测值进行评价。 
结果 212 例患者中 GDH 的阳性率为 22.64% (48/212)，毒素 A/B 的阳性率为

6.13%(13/212)。艰难梭菌培养的阳性率为 16.98%(36/212)，其中 28 例毒素 PCR 检测阳性，

均为 A+B+型，未检出 A-B+型，8 例未检测到毒素，即 A-B-型，36 株艰难梭菌二元毒素均阴

性。与大便培养结合毒素 PCR 检测相比，谷氨酸脱氢酶与艰难梭菌毒素 A/B 联合检测的灵敏

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32.14%、97.83%、69.23%及 90.45%。 
结论 GDH 与 VIDAS 毒素 A/B 联合检测艰难梭菌具有良好的特异性与阴性预测值，但敏感性

不高，仍需与大便培养联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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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896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叶酸、维生素 B12 检测在糖尿病肾病中

的临床应用 
 

周锦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血浆 Hcy 和血清 FA、VitB 检测在 DN 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应用荧光偏振免疫法和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检测 DN 患者 Hcy、FA 和 VitB12 。选取确

诊的糖尿病患者 137 例，按尿微量白蛋白(uMA)的排泄率及血肌酐(SCr)水平分为糖尿病无肾

病组(A 组)，uMA<30mg／24h，34 例；DN 初期组(B 组)，uMA30～300mg／24h，47 例；

临床 DN 组(C 组)，uMA>300mg／24h，37 例，A、B、C 三组 SCr 均<88．45umol／L；氮

质血症组(D 组)，SCr>88．45／umol／L，10 例； 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 
结果  各检测组男性和女性血浆 Hcy 和血清 FA、VitB12 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各组间血

浆 Hcy 水平比较：A、B、C、D 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均显著增高(P<0．05～0．01)，A、B、
C、D 四组 Hcy 水平随 DN 肾脏损伤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升高，各组间每两组相比均具有显著性

差异(P< 0．01)。 
各组间血清 FA、VitB-z 水平比较：A 组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B、C、D
三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O1)，A、B、C、D 四组间每两组血清 FA、
VitB。 水平比较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A、B、C、D 四组血浆 Hcy 水平随 DN 肾脏损

伤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升高的同时，血清 FA、VitB。 除 A 组外均逐渐降低。 
相关性分析：DN 患者血浆 Hcy 水平和血清 SCr 水平、尿 uMA 排泄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其相

关系数分别为 r=0．396(P<0．01)和 r=0．512(P<0．01)；与血清 FA、VitB12 水平呈现显著

的负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r=-0．478(P<0．01)和 r=-0．415(P<0．01)。DN 患者血清

FA、VitB12 水平和血清 SCr 水平、尿 uMA 排泄率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r=-
0．382(P<O．01)、r= -0．488(P< 0．01)和 r=-0．356(P< 0．01)、r=-0．491(P< 0．01)。 
结论  要重视血浆 Hcy 水平的控制，对糖尿病患者常规补充 FA、VitB12 可以降低血浆 Hcy 水

平，从而预防和控制糖尿病肾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910 
 

A case of NK/T-cell lymphoma wit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iltration 

 
QIU Liannv,ZHENG Sujie,LIU Jinlin,WANG Huan,WU Mao,Qian Meihua,Ru Guoqi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People's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310014 

 
NK/T-cell lymphoma is a malignant lymphatic and hematological tumor that often occurs in 
the nasal cavity and rarely occurs in other organs, such as lymph nodes, stomach, 



1553 
 

intestine,testis, and soft tissue. Cases of primary intestinal NK/T-cell lymphoma wit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iltration are very rare. A 53-year-old female patient complaining of 
“abdominal pain, failure of stool and gas pass, and accompanied by nausea and vomiting”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August,2014, radiographic imaging showed multiple intestinal 
masses.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surgical specimens showed: intestinal non-Hodgkin's 
lymphoma,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 of unspecified type, tumor infiltration through the full 
thickness of the intestinal wall to the greater omentum, and uterine and bilateral appendage 
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 The patient received two cycles of 
cyclophosphamide,hydroxydaunorubicin, oncovin, and prednisone (CHOP) regimen 
without complications. 2 months later the patient suddenly lost consciousness and became 
unresponsive, with eyes rolling upward, limb convulsions, foaming at the corner of the mouth, 
and no incontinence，she was transferred to our hospital again. A simple brain CT 
scan showed abnormal signals in left medial temporal lobe, Cerebrospinal fluid: colorless, 
clear, positive PAN test, RBC 61/μL, nucleated cells 400/μL, lymphocytes 5%, neutrophils 
1%, and abnormal cells 94%.The abnormal cells acconted 90% by the FCM,the 
immunophenotyping results showed: CD3 94.0%, CD7 99.7%, CD5 1.5%, CD4 0.6%, CD8 
93.4%, CD2 0.6%, NK (CD3-CD16+56+)3.10%, NKT (CD3+CD16+56+) 89.6%, CD19 2.1%, 
CD20 1.7%, and CD10 0.1%, which were in line with those of NK/T-cell lymphoma. The 
patient first received the CHOP regimen without complications. However, she declined 
maintenance therapy for financial reasons. The patient was followed-up regularly and 
died 16 days after discharge. Currently, it is believed that NK/T-cell lymphoma occurs mainly 
in people with immune deficiency, and early symptoms are atypical because the tumor is 
highly malignant and invasive with rapid progress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iagnose early, 
which increases the chance of misdiagnosis. Generally, the treatment is ineffective, 
the prognosis is poor, and the survival rate i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extranodal lymphomas. 
Moreover, once metastasis occurs, high-dose chemotherapy usually cannot achieve long-
term remission, further compromising treatment outcomes. The advent of sensitive detection 
methods, such as flow cytometry and PCR, has enabled the initial detection of a growing 
number of lymphoma cases by examination of cells in body fluids. we routinely perform flow 
cytometry to detect abnormal cells in body fluids in our hospital. In this paper, we are 
reporting one case of NK/T-cell lymphoma wit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iltration. The 
peripheral blood and bone marrow smears and biopsy were normal, and NK/T-cell 
lymphoma was confirmed with typical cell morphology in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an 
immunological phenotype verified by flow cytometr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935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Orf virus 050 
protein proteolysis 

 
王函 蒋军移 丁睿 罗晓红 段朝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Objective  Orf virus 050 encodes the DNA-binding virion core protein VP8 (ORFV050) may 
undergoes proteolytic processing in virus assembly.  
Method  It appears that three conserved Ala-Gly-X (where X is any amino acid) motifs at the 
putative cleavage sites were identified in ORFV050.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olytic function of 
ORFV050 and its participation in virus assembly, full length and site-directed mutant 
ORFV050 recombinant proteins were construct and ex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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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Two distinct protein bands of 28.5kDa and 25kDa were detected in the infected cells 
with anti-ORFV050 polyclonal antiserum. A potential cleavage was identified at amino acids 
30 to 32of ORFV050. Mutation of AG/A site of ORFV050 abolished the ability of proteolysis. 
ORFV050 is a late gene synthesis during the viral replication in the host cytoplasm.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we concluded that ORFV050 was a putative 
proteolytic protein and may be essential for virus assembl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972 
 

肾移植术后多瘤病毒及 CMV 病毒感染激活及影响因素分析 
 

朱晓琳 梁好 王泽友 吴伟民 唐玲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究肾移植受者术后人巨细胞病毒,、多瘤病毒包括 BK 病毒、JC 病毒的感染情况及其感

染对移植肾肾功能的影响，分析可能的影响病毒感染激活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4 年至 2015 年在我院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的肾移植受者 123 例为研究对象，

按照移植后时间分为<3 月，3~6 月，6~12 月，>12 月组共 4 组，收集受者尿液和血液标本，

应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 技术检测受者尿液和血液中 BKV DNA 、JCV DNA 和 CMV DNA 含

量，比较分析三种病毒阳性率、检出时间及病毒载量，探究肾移植术后三种病毒感染激活规

律。从所有研究对象中选取 23 例移植初期患者对其进行随访，收集受者尿液和血液标本，检

测三种病毒 DNA 含量，并记录受者性别、年龄、免疫抑制方案、有无排异反应等一般资料，

观察血清肌酐、尿蛋白、尿隐血指标以评估肾功能，应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 t 检验、F 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秩和检验，从而描述肾移植受者 
三种病毒感染情况，应用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肾移植受者病毒感染危险因素。 
结果  4 组（<3 月，3~6 月，6~12 月，>12 月）病毒阳性率检测，CMV 和 JC 病毒以 6~12 月

组高发，阳性率 15.00%和 90.48%，BK 病毒以 12 月以上为高发时段，阳性率为 80%。血中

病毒最早检出时间分别为 CMV3-6 月，JCV8 天-3 月，BKV8 天-3 月,尿中病毒最早检出时间分

别为 CMV3-6 月，JCV<8 天，BKV<8 天-3 月。血、尿病毒载量无显著相关性。性别、年龄、

有无排异反应不是病毒感染激活的危险因素，FK506 免疫抑制方案患者病毒阳性率较高，可

能是其感染激活的诱导因素之一。 
结论  肾移植术后 JC 病毒激活时间早于 BK 病毒，JC 病毒阳性率也高于 BK 病毒，早期检测

多瘤病毒感染非常重要。BK、JC 病毒感染危险因素包含以 FK506 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本

研究对肾移植患者术后病毒感染的监测和控制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984 
 

Extensive serum biomarker analysis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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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函 丁睿 许英 谢晓英 段朝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Background Lung cancer is a common malignant disease, afflicting 1.2 million new patients 
each year.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identify new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this disease.  
Method  The presented study investigates biomarkers in the serum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The expression of 274 cytokines was measured by a novel antibody array methodology in 
the serum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Validation of the array result was carried out by ELISA 
assay.  
Result  The levels of IL-8, MIP-1 alpha, MIP-1 beta, Resistin, GDF-15, HGF, CA125, FLRG, 
VCAM-1, DKK-3, sTNF-RI, CTACK, Acrp30, CXCL-16 and LYVE-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erum from lung cancer patients, while that of TIMP-2 and IGFBP-6 were lower. More 
importantly, the validation supported the result of the antibody array.  
Conclusion and impact  The result of the antibody array indicates that these cytokines 
might be novel auxiliary biomarkers in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lung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7986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清中噬菌体 12 肽的检测 
 

李文辉
1 苏丽菊

2 彭国睿
1 钟志

1 祝雷艳
1 

1.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2.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目的 利用噬菌体随机 12 肽库技术，筛选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的血清，获得与 SLE 患

者血清特异的噬菌体模拟肽；通过噬菌体模拟肽的分析进一步了解 SLE 病原体感染情况，为

进一步完善 SLE 血清学诊断和研究 SLE 发病机制等提供依据。 
方法  SLE 患者组为 2016 年 1 月～2016 年 5 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三院就诊的门诊及住院

患者，所有患者诊断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1997 年修订的 SLE 诊断标准。平均年龄 49 岁，

女 27 例，男 16 例，共 43 例。正常对照组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三院健康体检者。平均年龄

42 岁，女 29 例，男 14 例，共 43 例。分别包被正常人及 SLE 患者血清各 43 例，对噬菌体随

机 12 肽库进行亲和筛选、扩增，获得 SLE 血清特异性结合的噬菌体克隆，并用患者混合血清

进行 Dot-ELISA 实验鉴定获得的噬菌体克隆，进而分别用 SLE 患者及正常人血清进一步鉴定

阳性噬菌体的混合克隆，确定阳性噬菌体克隆与个体血清之间的结合情况；并对最终鉴定的噬

菌体克隆进行测序并用 BLAST 软件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通过 NCBI＞BLAST＞protein blast 进行相应的蛋白同源序列比对，发现筛选出的与 SLE
患者血清相关噬菌体 12 肽序列与人类抗原缺乏同源性，而与细菌、病毒、真菌、放线菌等病

原体蛋白有一定同源性，其中，病毒 3 种、真菌 1 种、放线菌 1 种，细菌有 40 种。BLAST 软

件进行搜查，搜索近精确匹配发现， SLE 患者血清中病原体相关 12 肽序列与洋葱伯克霍尔德

菌、迟缓爱德华杆菌、芽孢杆菌、不动杆菌蛋白有高度同源性。 
结论 在噬菌体随机 12 肽库中，筛选和获得 17 个 SLE 特异性的噬菌体 12 肽，可以模拟 SLE
多种相关抗原表位与患者血清发生抗原抗体反应，为进一步完善 SLE 血清学诊断提供依据。

所获得的噬菌体多肽序列具有与某些病原体相似的同源性，提示 SLE 发病可能与病原体感染

有关，为进一步了解 SLE 病原体感染情况及 SLE 的发病机制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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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02 
 

华西医院 HIV 感染者中 HBV、HCV 和 TP 的感染率研究 
 

杨婷婷 陈其霞 李冬冬 王婷婷 陶传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微生物室 610041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华西医院就诊的 HIV-1 阳性患者中合并 HBV 或 HCV 或梅毒（TP）感染

的患病率和流行情况。 
方法 此回顾性研究的调查研究对象主要是华西医院就诊的 HIV 阳性者。HIV 初筛试验采用罗

氏第 4 代电化学发光法进行检测。HIV 初筛若为阳性，则用罗氏电化学发光法和丽珠酶联免疫

法两种方法进行复检，复检为均阳性或一阴一阳者，需通知患者重新抽血进行 HIV 确证试

验，确证试验包括蛋白印迹法或者 HIV-RNA 检测方法；电化学发光方法检测 HBV 血清学标志

物和抗 HCV 抗体，化学发光酶学免疫方法用于检测梅毒螺旋体（TP）抗体。 
结果 本研究纳入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 644 名 HIV 阳性患者，

其中男性 475 例，占 74.4%，男女比例为 2.9:1；年龄最小者为 8 岁，最大为 80 岁，中位数

年龄为 44.0 岁;民族以汉族为主，占 88.0%，还有少数彝族、藏族等；婚姻状况以已婚有配偶

为主；文化程度大多较低；感染途径主要以性传播为主，占 84.3%。单纯 HIV 感染者 424
名。其中 94 名（14.6%）存在 HIV/HBV 感染；31（4.8%）名患者为 HIV/HCV 合并感染；

130 名（20.2%）存在 HIV/TP 合并感染。其中 4 名（0.62%）存在 HIV/HBV/HCV 合并感染；

7 名（1.08%）存在 HIV/HCV/TP 合并感染；25 名（3.88%）存在 HIV/HBV/TP 合并感染。1
名（0.16%）存在 HIV/HBV/HCV/TP 合并感染。 
结论 中国西部地区存在较高的 HIV/TP 及 HIV/HBV 合并感染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03 
 

The clinical value of serum CEA, CA125, CA19-9, and 
CA724 in diagnosing, staging and prognostic of 

cholangiocarcinoma 
 

邓雅文 钟日辉 谢晓英 熊戌霞 段朝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Objective Explore the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EA, CA125, CA19-9 and CA724 single 
and combined in diagnosing, staging and prognostic of all subtypes of cholangiocarcinima,.  
Methods Serum of CEA, CA125, CA19-9 and CA724 were measured preoperative, 
postoperative and during follow-up in 154 cholangiocarcinoma and 65 benign biliary 
diseases.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tumor markers were conducted.  
Results CA19-9 was better than CEA, CA125 and CA724 or combined of them for 
diagnosing of cholangiocarcinoma with the cutoff 73.25 U/ml (P<0.001). CA125 and CA19-9 
were helpful to assess advanced TNM stage and benefit to the diagnosis of tumor recurred 
with the cutoff 69.3 U/ml and 71.3 U/ml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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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CA19-9 is superior to CEA, CA125 and CA724 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for 
the diagnosis of cholangiocarcinom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26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的关系 
 

姚兴荣 袁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9 例行冠状动脉造影明确诊断为冠心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根据糖

化血红蛋白水平分为糖耐量正常组 86 例和异常组 33 例，对两组患者进行比较，分析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及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关系。 
结果  糖化血红蛋白正常组中冠状动脉病变累及支数、异常组中冠状动脉病变累及支数的比

较，显示糖化血红蛋白异常组发生双支(33.3%)及多支病变(30.3%)的比例要远高于糖化血红蛋

白正常组(22.1%及 15.1%)。糖化血红蛋白正常组中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异常组中冠状动

脉病变严重程度的比较，显示糖化血红蛋白异常组发生重度冠状动脉狭窄（69.7%）的比例也

明显高于糖化血红蛋白正常组（51.2%）。 
结论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高表达更容易引发冠状动脉病多支变病变，并且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冠

状动脉病变。检测糖化血红蛋白有利于评估病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27 
 

不同血糖控制下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维生素 D 水平变化的研究 
 

吴晓康 李雪珊 刘海龙 孟昊 尹佳锋 张妮 李妙羡 王香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近年来，随着对维生素 D 研究的深入，发现其作用不局限于对钙磷的调节，它还具有免

疫调节，细胞分化，抑制炎症因子的功能，是一种具有激素样作用的维生素，这些活动的实现

主要是通过细胞质/核中的 VD 受体(VDR)信 号 转 导 通 路 和 VD 反应 元 件，VDR 已经被发

现于多个组织细胞中包括胰岛细胞、平滑细胞、单核细胞和脂肪细胞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D 缺

乏是 DM 发病的危险因子之一，VD 缺乏导致胰岛素抵抗增加和胰岛素分泌功能紊乱，继而引

起糖尿病。本研究分析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血糖与 VD、血脂的检测结果，探讨

T2DM 患者不同血糖控制程度与 VD、血脂检测结果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3 月—2016 年 4 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 67 例 T2DM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30 例，女 37 例，平均年龄 53 岁，患者均排除严重肝肾损害，恶性

肿瘤，严重并发症，检测近期患者均未服用降糖，降脂药物。对不同血糖控制患者分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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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维生素 D（1,25-(OH)2D3）、空腹血糖、血脂等检测结果与疾病的相关性，对各组 T2DM
患者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62 例患者维生素 D（1,25-(OH)2D3 ）值降低，并且不同的血糖患者维生素 D 的变化有

一定的差异，其中血糖控制在 7mmol/L 以下的患者维生素 D 含量显著高于 12mmol/L 以上的

患者（P<0.05）。血脂检测包括 TG、TC、DL、HDL、VLDL 在不同血糖控制各组患者中无

显著差异。 
结论  T2DM 患者的血糖检测值的变化与 VD 检测值的变化呈现一定相关性，不同血糖控制情

况的 T2DM 患者的维生素（D1,25-(OH)2D3）含量水平存在一定差异。T2DM 患者 VD 水平的

高低有可能会影响血糖控制的预后，是影响患者的治疗的重要因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30 
 

数字 PCR 法和 ARMS 法检测 NSCLC 组织 EGFR 突变的比

较研究  
 

赵钊 陈盼盼 张萍 周永列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目的 比较直接数字 PCR 法和 ARMS 法检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基因突变的差异，探讨适用于临床检测 EGFR 基因突变的方法，为 NSCLC 患者的靶向治疗

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共收集 ARMS 法检测的 NSCLC 患者组织标本 EGFR 突变阳性 36 例，其中外显子 21 阳

性 22 例，外显子 19 阳性 14 例,采用数字 PCR 法进行 EGFR 基因突变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

比较研究。 
结果 22 例 ARMS 法检测外显子 21 阳性样本中，数字 PCR 检测的阳性例数为 19 例；其余 3
例样本由于样本降解等质量问题，结果不可用；其中两种方法均检测出同一例 T790M 阳性标

本。14 例 ARMS 法检测外显子 19 阳性样本中，数字 PCR 检测的阳性例数为 11 例，1 例样

本未检测出，可能是由于数字 PCR 设计的突变位点和 ARMS 法的不吻合导致；另有 2 例样本

由于样本质量问题，导致结果不可用。 
结论 在检测组织样本方面，数字 PCR 法与 ARMS 法的特异性和灵敏度相当，在扩增过程中

无需标准曲线，检测下限可调至单拷贝，阳性微滴计算直接且准确，可以实现 EGFR 检测从

相对定量到绝对定量的飞跃。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35 
 

创伤骨科患者术后凝血标志物诊断静脉血栓形成的病例对照

研究 
 

孟英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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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价创伤骨科术后凝血标志物的变化，分析其对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连续选取创伤骨科手术患者 108 例。术后第 3-4 天检测常规凝

血指标及 TM（Thrombomodulin）, TAT(Thrombin-anti-Thrombin complex), t-PAIC(tissue- 
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 complex)，PIC(Plasmin-anti-
plasmin complex), FDP(Fibrinogen/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s), D 二聚体。比较组间上述指

标的差异，绘制 ROC 曲线，确定诊断切点及 HR。 
结果  创伤骨科手术后患者各项凝血指标显著高于骨科非手术患者，其中术后血栓组

TM(9.04±2.06IU/ml), t-PAIC(10.15±4.23ng/ml), PIC(1.15±0.70ug/ml), D 二聚体

（5.31±5.10ng/ml）高于术后非血栓组 TM(7.50±1.70IU/ml), t-PAIC(6.97±2.56ng/ml), 
PIC(0.93±0.84ug/ml), D 二聚体(2.35±2.12ng/ml), p 值分别为 0.0002，
<0.0001,<0.0001,<0.0001;术后血栓组 TAT(4.79±4.32ng/ml), FDP(8.87±7.68ug/ml)与非血栓

组 TAT(6.51±5.92ng/ml)，FDP(4.91±4.67ug/ml)差异无显著性，p=0.2123，0.0508。TM, t-
PAIC, PIC, D 二聚体诊断术后静脉血栓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185，0.7416，0.6480，
0.6700, p 值分别为<0.0001,<0.0001, 0.0093,0.0041;阳性似然比分别为 9.00，11.29，3.66，
14.60；特异性分别为 98.15%，96.23%, 90.20%, 97.96%, 诊断率分别为 20.3%, 
46.3%,35.8%, 25.9%。 
结论  创伤骨科患者术后存在凝血及纤溶系统活化，TM, t-PAIC, PIC, D 二聚体对术后静脉血

栓具有良好的辅助诊断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53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及相关指标对前列腺癌和高级别前列腺癌

的诊断价值分析 
 

孙奎霞 闫存玲 李志艳 刘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100034 

 
目的  探讨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及相关指标，总 PSA（tPSA），血清游离 PSA（fPSA），

以及 f/t (fPSA/tPSA）在诊断前列腺癌和高级别前列腺癌中的价值。 
方法  对 2015 年 8 月-2016 年 5 月在我院进行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术活

检，或进行前列腺癌根治术的患者，收集基本信息和术前血清样本。以病理结果为前列腺癌诊

断的金标准，将患者分为前列腺癌（PCa）组及非前列腺癌组。对 PCa 患者，按术后病理结

果不同 Gleason 评分进行区分，将 Gleason 评分≥7 判定为高级别 PCa。统计各组患者血清

tPSA、fPSA 及 f/t 水平，并采用 ROC 曲线分析 tPSA、fPSA、f/ t 在前列腺癌和高级别 PCa
中的诊断价值。 
结果  190 例患者中 93 例诊断为 PCa，其中 71 例 Gleason 评分≥7。PCa 组和非 PCa 组比

较，两组年龄无差异，前者 tPSA 水平和 fPSA 均高于后者（32.07±49.80 ng/ml vs 
9.38±8.51ng/ml, p<0.05；3.33±6.63 ng/ml vs1.60±1.56 ng/ml, p<0.05），前者 f/t 值有低于后

者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15±0.08 vs 0.21±0.09，p>0.05）。Gleason 评分≥7 组与

Gleason 评分<7 组相比，年龄无差异，前者 tPSA 水平和 fPSA 显著均高于后者

（38.84±42.23 ng/ml vs 10.56±8.96 ng/ml, p<0.05;3.90±7.54 ng/ml vs 1.56±1.0 ng/ml, 
p<0.05），前者 f/t 值有低于后者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14±0.07 vs 0.20±0.09，
p>0.05）。当 tPSA<4ng/ml 时，诊断 PCa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大小顺序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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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tPSA> fPSA；当 tPSA 在 4~10ng/ml 和≥10ng/ml 时，AUC 大小均依次为 tPSA> 
fPSA>f/t。对不同 tPSA 水平的 PCa 患者，tPSA 诊断高级别 PCa 的 AUC 值均高于 f/t 和
fPSA。 
结论  f/t 在低 tPSA 水平人群中对诊断 PCa 有较好价值，而 tPSA 更适于在高 tPSA 水平人群

中诊断 PCa，且对高级别 PCa 的诊断有一定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83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血脂等危险因素与高血压分级的关系 
 

余波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检测高血压患者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HCY）、血脂（包括血清总胆固醇（TC）、血清

甘油三酯（TG）、血清低密度脂蛋白（LDL）、血清高密度脂蛋白（HDL）和体重指数

（BIM），探讨上述危险因素与高血压分级（Ⅰ、Ⅱ、Ⅲ级）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4 月就诊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 180 例高血

压患者（高血压组）及其间到体检科体检的 53 例健康者（对照组）的病例，其中高血压组分

为Ⅰ、Ⅱ、Ⅲ级（Ⅰ级：收缩压在 140-159mmHg 和/或舒张压在 90-99mmHg，Ⅱ级：收缩压

在 160-179mmHg 和/或舒张压在 100-109mmHg，Ⅲ级：收缩压≥180mmHg 和/或舒张压

≥110mmHg）。 
结果  高血压组与对照组比较：HCY、TG、TC、HDL、LDL 和 BMI 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除 HDL 为高血压组低于对照组外，其余指标均为高血压组高于对照组。高血压

组Ⅰ级与Ⅱ级比较：结果同高血压组与对照组比较结果。高血压组Ⅰ级与Ⅲ级比较： 
除 LDL 外，其余指标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高血压组Ⅱ级与Ⅲ级比较：高除 HDL 有统

计学差异（P<0.05）外，其余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随高血压分级的增加，血清

HCY、TG、TC、LDL 和 BMI 均呈上升趋势，而 HDL 则呈下降趋势。 
结论 HCY、TC、TG、LDL、HDL 和 BMI 作为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均与高血压分级有密切关

系。且上述各危险因素的水平（除 HDL 呈下降外）随高血压分级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87 
 

血小板相关指标对乙型肝炎患者病情进展的指导意义 
 

李娜 孟超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300192 

 
目的 分析乙型肝炎患者血小板五项参数的变化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将我院 416 位乙型肝炎患者分为肝硬化组 209 例、慢乙肝组 114 例、HBV 表面抗原携

带组 93 例，用血液分析仪分别测定血小板计数（PLT）、血小板压积（PCT）、血小板平均

体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大血小板比率（P-LCR）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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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肝硬化组患者和慢乙肝组患者的 PLT、PCT 比 HBV 表面抗原携带者低（P<0.05）,而
MPV、PDW、p-LCR 比 HBV 携带者高（P<0.05）。肝硬化患者组的 PLT、PCT 比慢乙肝患

者组低（P<0.05），而 MPV、PDW、p-LCR 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对乙型肝炎患者血小板五项参数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了解病情的发展，对指导治疗具有

一定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参加英文演讲比赛 
378088 
 
Long non- coding RNA ZNFX and HURILC in plasma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gastric cancer diagnosis 
 

xian haipeng,ZHAO XIAOTA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100044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long non-coding(lncRNA) RNA ZNFX and 
HURILC in the plasma and its potential diagnostic value in stomach neoplasms.  
Method   The plasma samples from 40 healthy controls, 40 gastritis / gastric ulcer patients, 
40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patients and 40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i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ly 2015 to June 2016. LncRNA was purified and 
then amplified by th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relative to GAPDH. The level of lncRNA, 
ZNFX and HURILC were analyzed in different groups. Meanwhile,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lncRNA levels and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were analyzed. The levels of 
CEA, CA724 and CA199 in the serum were routine detected by using electrochemical 
chemiluminescence.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ZNFX and HURILC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biomarkers. Finally, we 
compared the plasma ZNFX and HURILC levels in paired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plasma samples to evaluate its clinical value for monitoring the progress of cancer.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ZNFX and HURILC in gastritis / gastric ulcer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ealthy controls, but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Using these lncRNA as the cancer index, ZNFX had the maximum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P <0.05) with higher sensitivity (70%) and much higher specificity 
(90%) indicating that ZNFX had higher diagnostic value than the traditional markers-CEA, 
CA724 or CA199. When using HURILC as indicators, its diagnostic value is between the 
ZNFX and above traditional markers. The ZNFX and HURILC levels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plasma were detected again after surgery 7 days, their levels dropped markedly 
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levels (P <0.05). Our futher research data showed that both 
levels of plasma ZNFX and HURILC were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0.05) 
revealing that ZNFX and HURILC were associated with invasion (P <0.05) and lymphatic 
metastasis (P <0.05).  
Conclusion   Circulating lncRNAs, ZNFX and HURILC, may have potential role as tumor 
marker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as well as invasion, lymphatic metastasis 
and relapse.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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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医务人员潜伏性结核感染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分析 
 

许怡 王瑜玲 阎纳新 郭云 马艾 杨莉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050021 

 
目的 通过对结核病高危医务人员的结核菌感染状况进行筛查，以了解分析结核病高危医务人

员潜伏性结核感染的现状。 
方法 对高危医务人员组、相关实验室人员组和普通人群对照组分别进行结核菌素试验和 γ 干

扰素释放试验的检测。 
结果 高危医务人员组、相关实验人员组、普通人群对照组之间的结核菌素试验阳性率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P>0.05)；高危医务人员组结核菌素实验的强阳性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对照组

(P<0.05)；高危医务人员组和相关实验人员组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的阳性率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对照组(P<0.05)。 
结论 高危医务人员及相关实验室人员受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的危险性高，需要提高认识，

预防医院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104 
 

流式细胞术检测脑脊液白血病细胞在白血病诊断中的价值 
 

张苏伟 林祥伟 
汕头市中心医院 515031 

 
目的 探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脑脊液在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以 CD34、CD45 为基础的不同单抗组合 FCM 检测方法,对 100 例 CNSL 患者脑脊液

中多参数微小残留病变(MRD)进行检测;并与采用脑脊液自然沉降后涂片法进行脑脊液细胞学

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00 例患者中 42 例患者脑脊液 FCM 检查为阳性,脑脊液细胞学检查阳性为 16 例,两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9,P<0.05);10 例出现神经系统症状脑脊液 FCM 检查为阳性,仅有 5 例

脑脊液细胞学检查阳性(χ2=6.81,P=0.018);100 例 MRD 检测中,白细胞数升高 18 例,FMC 检出

17 例,细胞学检出 11 例(χ2=5.89,P=0.024);脑脊液压力升高患者 11 例,FCM 全部检出,细胞学

共检出 4 例(χ2=5.12,P=0.031);脑脊液蛋白升高 19 例,FMC 检出 17 例,细胞学检出 7 例

(χ2=7.14,P=0.001)。 
结论 FCM 联合脑脊液常规检测可以提高 CNSL 诊断的阳性率,对早期发现和治疗 CNSL、延长

白血病患者无病生存期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108 
 

探讨血清 miRNA 对 HBV 相关肝癌的诊断价值 
 

赵艳华 苟瑜 杨婷婷 魏斌 陶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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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微生物室 610041 
 

目的  HBV 相关肝癌占肝癌总数的大部分，但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标志物，因此预后较差。近

年来研究发现血清 miRNA 在肝癌中表达异常，可成为 HBV 相关肝癌临床诊断的候选标志

物。因此本文利用 meta 分析整体评价血清 miRNA 诊断 HBV 相关肝癌的诊断效能。 
方法  利用 Medline、Embase 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查询文献，制定纳入和排除的标准，剔除重

复的文献。利用随机效应模式分析血清 miRNA 诊断 HBV 相关肝癌的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计

算曲线下面积（AUC）和对应的 95%的可行区间（95%CI），并分析发表偏倚情况。 
结果  通过文献分析一共有 7 篇文献纳入分析，其中含有 570 例 HBV 相关肝癌患者、340 例

健康对照、319 例慢性肝炎患者和 395 例 HBV 相关肝硬化患者样本。分析得出血清 miRNA
用于 HBV 相关肝癌区分健康对照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7% (95%CI: 71%-83%) 和 73% 
(95%CI: 65%-80%)，区分慢性肝炎患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8% (95%CI: 68%-85%) 和
64% (95%CI: 53%-73%),区分 HBV 相关肝硬化患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1% (95%CI: 
63%-79%) 和 71% (95%CI: 62%-79%)，计算得出 AUC 分别为 82% (95%CI: 79%-85%)、
77% (95%CI: 73%-80%)和 78% (95%CI: 74%-81%)。本研究分析没有发表偏倚（P＜
0.05）。 
结论  血清 miRNA 用于诊断 HBV 相关肝癌的诊断效能为中能水平，可作为候选标志物用于早

期肝癌的辅助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128 
 

EV71 病毒引起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外周血 Treg、Th17 细胞及

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杨莉 冯爱东 杨淑岭 阎纳新 刘云燕 吴春晓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050021 

 
目的  研究 EV71 病毒引起的重症手足口患儿感染初期外周血中 Th17 与调节性 T 细胞（Treg
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6、白细胞介素 10、白细胞介素 17、白细胞介素 23 及转化

生长因子的水平变化。  
方法 收集 2013 年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住院的 35 名重症手足口患儿的外周静脉血，其中重型组

27 名，危重型组 8 名，同时收集 31 例正常儿童的外周静脉血外周静脉血做对照，分离外周静

脉血中白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患儿和正常儿童外周血中（CD3+CD8-IL-17+）Th17 及

（CD4+CD25+Foxp3+）Treg 细胞表达率，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患儿及正常儿童外周血血清

中 IL-6、IL-10、IL-17、IL-23、TGF-β1 的水平。  
结果 重症手足口患儿各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Treg 细胞表达率、 Treg/Th17 比率及 TGF-
β1、IL-10 水平均明显降低，（F=0.001, 0.001, 0.001,0.001，P 均<0.05）,Th17 细胞表达率

及血清中 IL-6、IL-17、IL-23 明显升高（F=0.001,0.004,0.001,0.037, P 均<0.05）。  
结论 EV71 病毒引起的重症手足口患儿感染初期外周血 Treg/Th17 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的水平

出现变化，通过减少 Treg 细胞数量 ，增加 Th17 细胞数量，扩大炎症反应，引发并发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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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130 
 

Plasma d-dimer, a potential disease activity marker in 
the Crohn's patients 

 
zhang junwu1,liu jinlin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Wenzho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Zhejia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Backgrounds  In assessing Crohn's disease (CD) activity, various indices had investigated 
in the assesement. However, the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CDAI), particularly in coagulation function, was not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CDAI with the various coagulation and fibrinolysis 
factors. 
Methods  CD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high (CDAI-H, CDAI ≥ 150) or low (CDAI-L, CDAI < 
150) disease activity groups and the CDAI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patients from the 
multicenter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prothrombin time (PT),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thrombin time (TT), international normalization ratio (INR), 
fibrinogen (Fg), plasma D-dimer (DD)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CDAI-H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DD levels than CDAI-L (p<0.0001). Other 
marker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groups. Moreover, CDAI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DD (p<0.0001; r=0.56).  
Conclusion  Among six potential markers, DD were the most highly correlated with CDAI in 
patients with CD. Thus, DD levels may promise as new markers for assessing CD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136 
 

肾综合征出血热并急性肾衰的血液透析疗效分析 
 

王爱莉 
青岛市传染病医院 266033 

 
目的  探讨肾综合征出血热并急性肾衰的血液透析治疗的效果。 
方法  对 102 例肾综合征出血热并急性肾衰患者经过血液透析联合临床综合疗法治疗，在血液

透析治疗过程中准确掌握适应症及肝素用量，透析时间和间隔时间以及血液指标变化，并分析

其治疗效果。 
结果  在临床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并用血液透析治疗，102 例患者中，共进行血液透析 546
次，治愈 62 例（60.78%），好转 30 例（29.41%），总有效率 90.19%, 自动出院 10 例

（9.80%）。血液透析 1 次 7 例，2 次 10 例，3 次 17 例，4 次 22 例，5 次 18 例，>6 次 28
例。血液透析前后 BUN 由（36.1+14.3）mmol/L 下降至（20.1+6.9）mmol/L
（t=2.78,p<0.05），Cr 由透析前的（562.1+224.5）umol/L 下降至（238.7+126.5）umol/L
（t=2.867,p<0.01)。BUN 下降 38.4%--58.2%，平均 41.3%;Cr 下降 32.3%--49.7%，平均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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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液透析疗法是治疗肾综合征出血热并急性肾衰的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能迅

速解除肺、脑水肿，纠正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失衡，防治高血钾，减少因血中过多的游离肝素、

类肝素物质和尿毒症引起的出血症状，从而降低病死率，缩短恢复期，尽早应用可提高治愈

率，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138 
 

p85α 上调 EGFR 表达进而促进细胞恶性转化的新机制研究 
 

谢奇朋 温怀凯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研究目的  I 型磷脂酰肌醇 3 激酶(PI3K)是一类包括催化单元（p110）和调节单元（p85）的异

源二聚体，能够催化磷脂酰肌醇的激酶。PI3K 激活后能够催化磷脂酰肌醇产生第二信使磷脂

酰肌醇 3,4,5-三磷酸（PI-3,4,5-P3），PI-3,4,5-P3 作为第二信使结合并激活多种细胞内的下

游蛋白，形成一个信号级联复合物，最终调节细胞的增殖、分化、存活和迁移等。PI3K
（p85α）信号通路在许多人类肿瘤中存在扩增或者突变，其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然而其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的靶分子及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材料和方法  从 p85α 野生型和缺失型小鼠成纤维母细胞中分离得到 p85α+/+和 p85α-/-细胞，

利用过表达载体和小发夹 RNA 建立过表达和敲减 p85α、EGFR、Nucleolin 稳定转染细胞

株，软琼脂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恶性转化能力，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表达，RT-PCR 检测

mRNA 的表达，荧光素酶报告实验检测基因启动子活性，RNA-IP 检测与 mRNA 结合的转录

因子。 
结果  1) p85α 上调 EGFR 表达并且促进 EGF 诱导的细胞恶性转化；2) p85α 调节 EGFR 
mRNA 的稳定性；3) p85α 上调 Nucleolin 表达进而增强 EGFR mRNA 的稳定性；4) Nucleolin
在 p85α 促进 EGF 诱导细胞恶性转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5) p85α 通过 C-Jun 依赖的信号通路

上调 Nucleolin 
结论  p85α 通过上调转录因子 p-C-Jun 促进 Nucleolin 的转录，随后 Nucleolin 能结合 EGFR 
mRNA 并维持其稳定性，增加 EGFR mRNA 和蛋白表达，最终促进 EGF 作用下的细胞恶性

转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183 
 

兔抗醛酮还原酶家族 1 成员 B10(AKR1B10)多克隆抗体的制

备及鉴定 
 

胡建
1,2 王晴美

1,2,3 黄丽
1,2,3 曾元清

1,2,3 胡政
1,2,3 郭远薇

1,2,3 
1.南华大学附属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高通量分子诊断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2.南华大学转化医学研究所 
3.郴州市检验病理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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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制备兔抗醛酮还原酶家族 1 成员 B10(AKR1B10)多克隆抗体，并鉴定其特异性。 
方法 应用逆转录 PCR 法扩增 AKR1B10 全基因，将扩增产物连接到原核表达载体 pET-15b
上，构建重组质粒 pET-15b-AKR1B10，将其转化至大肠杆菌 E.coliDH5α 中。用异丙基硫代

β-D-半乳糖苷(IPTG)诱导其表达，表达产物经 SDS-PAGE 分析鉴定出阳性者进行克隆，扩大

培养，提取重组蛋白，用 His-tag 纯化柱纯化重组蛋白。将纯化的重组蛋白皮下注射到新西兰

白兔，加强免疫得到抗血清。用 AKR1B10 重组蛋白制备抗体纯化柱，从抗血清中纯化出抗

AKR1B10 多克隆抗体，并进行 SDS-PAGE、ELISA、Western blot 法鉴定。 
结果 成功构建了重组质粒 pET-15b-AKR1B10，并获得高纯度的重组蛋白 His-Tag-
AKR1B10，制备的多克隆抗体相对特异性地识别 AKR1B10。 
结论 兔抗 AKR1B10 多克隆抗体制备成功，特异性较好。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188 
 

碱性苦味酸法与酶法测定内生肌酐清除率结果的比较 
 

王时南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比较碱性苦味酸法与酶法测定内生肌酐清除率结果，使两种方法测定结果具有可比性。 
方法  在生化分析仪上分别用碱性苦味酸和酶法测定血清及 24 小时尿中的肌酐，根据身高、

体重计算体表面积及内生肌酐清除率；再根据 60 份新鲜血清用碱性苦味酸和酶法测定结果所

得回归方程将酶法的结果调整为碱性苦味酸法的结果，重新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并进行比

较。 
结果  20 份标本用碱性苦味酸法测定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为 54.1%±30.3%，酶法测定计算内

生肌酐清除率为 82.0%±49.9%，与碱性苦味酸法比较，平均相对偏倚为 51%，以酶法结果为

x，碱性苦味酸法结果为 y，其回归方程为 y=0.5919+5.5864，r=0.9725 经统计分析，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再根据 60 份新鲜血清用两法测定结果，回归方程为

y=0.9072x+28.36（酶法为 x,，碱性苦味酸法为 y），计算酶法测定血清和 24 小时尿中的肌

酐，然后再计算内生肌酐清除率，其结果为 54.1%±29.5%，与碱性苦味酸法比较，平均相对

偏倚为 0%，回归方程为 y=0.9999x+0.0376，r=0.9723，经统计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碱性苦味酸法与酶法肌酐，其内生肌酐清除率结果有明显的偏倚，当内生肌酐清除率结

果低时，差异不大，但结果在正常情况下，酶法结果远高于碱性苦味酸法，望同仁们注意。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192 
 

索拉菲尼对不同程度肝硬化的晚期肝癌患者肝功能的影响 
 

杨莉 冯爱东 金鹏 王慰 刘云燕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0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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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晚期肝癌患者经索拉菲尼治疗过程中肝功能的变化及性别、年龄肝硬化程度等因素

对肝功能的影响。 
方法收集经索拉菲尼治疗的 20 名晚期肝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并于治疗前及治疗后一周、一

月、三月及六个月利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肝功能 ALT、AST、ALB 及 GGT 的值，并利用 CT
检测肿瘤的大小，并将患者按照性别、年龄及肝硬化程度分组分析各值的差异。 
结果 肝癌患者经索拉菲尼治疗的半年中 ALT 呈不断下降的趋势，AST 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

势，且差异有显著性，而 ALB、GGT 的变化无显著差异，且肿瘤大小多数处于稳定状态，有

效率达 75%，年龄、性别这两种因素分组差异不大，而肝硬化程度 child-pugh A 级组的患者

比 child-pughB 级组的患者 ALT、AST 下降的明显。 
结论 索拉菲尼对肝癌患者短期治疗中有利于肝损伤的修复，但是对肝脏合成及排泄功能影响

不大，且索拉菲尼更有利于肝硬化程度轻的患者的肝损伤修复，而年龄、性别因素对治疗中肝

功能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04 
 

分泌蛋白与鼻咽癌转移的关系及临床应用研究 
 

陶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近来研究显示，分泌蛋白质组（secretome）是筛选肿瘤标志物的重要来源。课题组前期

采用 iTRAQ 结合质谱技术及 qRT-PCR 实验发现 GSN、ADAMTSL4、CALR、PPIA 和 TXN 
5 个分泌蛋白与鼻咽癌转移相关，因此本研究以该 5 种蛋白为研究对象，从鼻咽癌细胞和组织

水平寻找和验证与鼻咽癌转移相关的蛋白，通过检测差异蛋白在血清中的表达情况，寻找与鼻

咽癌转移相关的血清肿瘤标志物。 
方法 （1）采用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检测 GSN、ADAMTSL4、CALR、PPIA 和 
TXN 5 个蛋白是否可由高转移潜能鼻咽癌细胞株 5-8F 和低转移潜能鼻咽癌细胞株 6-10B 分泌

至细胞外；（2）采用 Western Blotting 验证 5 个蛋白在两株细胞总蛋白中的表达水平；（3）
采用 IHC 检测未转移和转移鼻咽癌组织中 ADAMTSL4、CALR、PPIA 和 TXN 的表达情况；

（4）采用 ELISA 检测初诊鼻咽癌患者血清中 ADAMTSL4 和 TXN 的含量。 
结果 （1）GSN、ADAMTSL4、CALR、PPIA 和 TXN 均可由 5-8F 和 6-10B 分泌至细胞外；

（2）PPIA 和 TXN 在 5-8F 细胞中的表达显著高于 6-10B，CALR 和 ADAMTSL4 在 5-8F 细胞

中的表达显著低于 6-10B，而 GSN 在两株细胞中的表达无明显差异。（3）IHC 检测结果发现

ADAMTSL4 在未转移 NPC 组织中表达高于转移鼻咽组织（P<0.05），TXN 在未转移鼻咽癌

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低于转移鼻咽癌组织（P＜0.05），而 CALR 和 PPIA 在未转移和转移鼻咽

癌组织中表达未见明显差异（P＞0.05）；（4）ELISA 实验发现未转移鼻咽癌患者血清

ADAMTSL4 水平明显高于转移鼻咽癌患者（P＜0.05），而未转移和转移鼻咽癌患者血清

TXN 水平未见明显差异（P＞0.05），用 ROC 评估血清 ADAMTSL4 水平预测鼻咽癌转移和

未转移的能力，AUC=0.639，当以 ADAMTSL4 血清水平等于 5.58ng/ml 为临界值时，敏感性

和特异性分别为 75.6%和 64.7%。 
结论 （1）ADAMTSL4 和 TXN 与鼻咽癌的转移密切相关，可能是预测鼻咽癌转移和预后的重

要分子标志物；（2）血清 ADAMTSL4 水平与鼻咽癌的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可能是潜在的

预测鼻咽癌转移和预后的重要血清肿瘤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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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21 
 

麻杏石甘汤与奥司他韦联合用药体外对 A 型流感病毒感染

MDCK 细胞活性影响的研究 
 

那婧婧 张贞 李萍 谢小兵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麻杏石甘汤与奥司他韦联合用药体外对 A 型流感病毒感染 MDCK 细胞模型活性的影

响。 
方法 体外培养狗肾细胞（MDCK），采用四甲基偶氮唑蓝（MTT）比色法检测麻杏石甘汤与

奥司他韦联合用药含药血清对 MDCK 的最大无毒浓度（TC0）以及麻杏石甘汤与奥司他韦联

合用药含药血清在直接灭活病毒、预防病毒感染、抑制病毒增殖的给药方式中，对 A 型流感病

毒感染的 MDCK 细胞活性的影响。 
结果 ①浓度为 25%~3.125%含药血清无明显细胞毒性。②在以上 3 种给药方式中，病毒对照

组细胞活性的 OD 值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浓度为 6.25%、12.5%、25%的麻

杏石甘汤联合奥司他韦用药组的含药血清组 MDCK 细胞活性的 OD 值显著高于病毒对照组（P
＜0.01）；联合用药组 MDCK 细胞活性的 OD 值显著高于麻杏石甘汤组（P＜0.05）。 
结论 麻杏石甘汤与奥司他韦联合用药的含药血清体外对 A 型流感病毒感染的 MDCK 细胞活性

影响优于麻杏石甘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24 
 

抵抗素测定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的价值 
 

张翠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抵抗素测定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采集 2 型糖尿病患者肾功正常组（M1）53 例；糖尿病肾脏早期损害患者组（M2）41
例；健康对照组(M3)198 例血清，用 ELISA 方法测定。 
结果  糖尿病肾功正常组血清抵抗素含量为（33.5±7.51）ng/ml；糖尿病肾脏早期损害组血清

抵抗素含量为（47.65±10.86）ng/ml；健康对照组血清抵抗素含量为（27.2±5.5）ng/ml。 
结论 糖尿病肾脏早期损害患者的血清抵抗素水平明显高于糖尿病肾功能正常者（P<0.01），

血清抵抗素测定可以作为 2 型糖尿病肾病早期损害的诊断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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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70 
 

Hypernatremia in the chlorine gas exposure  
 

zhang junwu1,liu jinlin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Wenzho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Zhejia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Background  Chlorine is a corrosive, greenish-yellow gas that is heavier than air and can 
cause severe respiratory damage. On June 13, 2016, Chlorine gas was released from a 
ruptured, 5-ton, low-pressure tank at a Wenzhou electroplating industrial zone. Forty-one 
patients, which including nearby businesses and employees were affected. 
Methods  Amont them, information regarding acute effects and symptoms was abstracted 
from medical records. Additionally, the indices of the blood routine test, biological 
tests, immunological tests, coagulation tests and other laboratory tests were all collected. 
Results Among all the laboratory tests, we found that only the sodium ions concentration in 
the biological tes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evere patients(p<0.0001),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sease activity. Furthermore, potential causes of the 
hypernatremia were discussed.  
Conclusion   Sodium ions ma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promotion or defence for the 
chlorine gas in the human body.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94 
 

急性脑梗塞与 S100B 蛋白的动态变化相关性探讨 
 

牛莉莉 李建明 
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831100 

 
目的  观察急性脑梗塞与 S100B 蛋白的动态变化相关性。 
方法   选取符合标准的 30 例急性脑梗塞入组并对其血清 S-100B 蛋白动态监测，与头颅 CT 检

查相结合，了解梗塞体积大小，并与 20 例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血清 S-100B 蛋白浓度在急性脑梗患者 3 天左右达到高峰，至 7 天后逐渐恢复正常，并

且发现梗塞面积越大，血清 S-100B 血清浓度升高的时间越早且值越高，恢复正常需要的时间

越长；小面积脑梗塞血清 S-100B 血清浓度明显低于大面积脑梗塞患者。 
结论  S-100B 蛋白作为急性脑梗塞的血清标志物可以对急性脑梗塞的鉴别诊断、病情评价、疗

效观察以及预后评估等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296 
 



1570 
 

血清 NGAL 和 Cystatin C 检测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的对比

研究 
 

罗莹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目的  比较血清 NGAL 和 Cystatin C 检测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效果。 
方法  观察组为 88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测量其血清 NGAL 和 Cystatin 
C 含量；对照组为 88 例健康人，也测量其血清 NGAL 和 Cystatin C 含量，并对两个小组进行

比较和作出相关性分析。 
结果  （1）观察组患者血清中的血清 NGAL 和 Cystatin C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eGFR
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2)lnNGAL 与 eGFR 成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412，
优于 Cystatin C（相关系数为 -0.7189）。 
结论  血清 lnNGAL 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效果优于 Cystatin C，可用于临床上的早期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18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apoM 与 HBV-DNA 的相关性 
 

申婷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分析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apoM 与 HBV-DNA 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2016 年 5 月在我院传染科住院的 87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根

据血清 HBV-DNA 载量分为 HBV-DNA 阴性组与 HBV-DNA 阳性组(本研究中将 HBV-DNA 滴

度大于 1×103 拷贝/ml 定义为 HBV-DNA 阳性)，HBV 阴性组 30 例，HBV 阳性组 57 例。检测

HBV-DNA、载脂蛋白 M（ApoM)、载脂蛋白 A1(ApoA1)、载脂蛋白 B(ApoB)、甘油三脂

（TG）及其他实验室指标,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HBV-DNA 阳性组血清载脂蛋白 M（apoM）,甘油三脂（TG）显著性高于 HBV-DNA 阴

性组（p<0.05)。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显示,在慢性乙型肝炎 HBV-DNA 阳性患者中,HBV-
DNA 水平与载脂蛋白 M-(apoM)、甘油三脂（TG）呈正相关，而与高密度脂蛋白(HDL-C)、载

脂蛋白 A1(ApoA1)、脂蛋白 a(Lpa)呈负相关. 
结论  慢性乙型肝炎 HBV-DNA 阳性患者的 HBV-DNA 水平与 ApoM 呈正相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25 
 

湘北地区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及血脂水平与冠心病 中医证型的

讨论 
 

张贞
1 那婧婧

1 李萍
2 谢小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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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中医药大学 
2.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湘北地区冠心病（胸痹心痛）患者中医辨证分型，探讨各证型间血浆同型半胱

氨酸（Hcy）水平及血脂水平（TC、TG、HDL-C、LDL-C）的相关性，为冠心病等心脑血管

疾病的辩证分型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 2015 年 6 月-2016 年 4 月期间收治的湘北地区

的冠心病患者 248 例为研究对象，采集四诊信息并按中医辨证论治主要分为痰瘀痹阻证、痰浊

中阻证、气滞血瘀证、气阴亏虚，痰热瘀阻证四种证型，同时选择湘北地区来院同期体检的

52 例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人为对照组，用罗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Modular DPP 分别检测

各组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及血脂水平，并统计分析各指标与中医证型间的相关性。 
结果  248 例冠心病患者中按中医辨证分型分布呈现气阴亏虚，痰热瘀阻证（42%）＞痰瘀痹

阻证（23%）＞痰浊中阻证（21%）＞气滞血瘀证（14%）的趋势。冠心病气阴亏虚，痰热瘀

阻证患者年龄高于其它中医各证型组（P＜0.05），随着年龄的增大血浆 Hcy 水平逐渐增高

（P＜0.05）。血浆 Hcy 水平还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的 Hcy 总体水平高于女性（P＜0.05），

而 TC、TG、LDL-C、HDL-C 不存在年龄与性别差异（P＞0.05）。冠心病患者的各中医辨证

组的 TC、TG、LDL-C、HDL-C 无显著差异（P＞0.05）。冠心病患者的各中医辨证组的 Hcy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且气阴亏虚，痰热瘀阻证高于气滞血瘀证和痰浊中阻证

（P＜0.05）。 
结论  血浆 Hcy 水平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其值升高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湘北地区

血浆 Hcy 水平存在年龄、性别差异，冠心病患者中医证型以年龄偏大的气阴亏虚，痰热瘀阻

证多见。冠心病各中医证型间血浆 Hcy 水平有一定的差异，以气阴亏虚，痰热瘀阻证关系最

为密切，但与血脂水平相关性不明显。由此可见，血浆 Hcy 水平检测可作为湘北地区冠心病

中医分型的辅助诊断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29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aternal serum levels of 19 
eicosanoids and pre-eclampsia 

 
Long anxiong1,2,Tan longyi2,Ma shungao1,1,Li qian2,Lin na3,Zhan xia3,2,Lu shuaijun4,Zhu yuli5,Jiang 

liansheng2 
1.People's Hospital of Dali B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2.Baoshan Branch of Shanghai First People's Hospital 

3.Institute of Pediatrics Xinhua Hospital 
4.Affiliated Hospital of Ningbo University 

5.Jiuji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erum levels of 19 eicosanoids are associated with pre-
eclampsia. 
Methods  A case–control study was performed using data for pregnant women with pre-
eclampsia, normotensive pregnant women, and nonpregnant women, for all of whom serum 
samples had been collected at a hospital in Shanghai, 
China, between December 2012 and December 2013.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serum levels of 19 eicosan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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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verall, 49 pregnant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26 normotensive pregnant women, 
and 14 nonpregnant women were included.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erum levels of 11,12-epoxyeicosatrienoic acid (11,12-EET), 
the hydroxyeicosatetraenoic acids 5-HETE, 8-HETE, 12-HETE, and 15-HETE, and 
leukotriene B4 than did women with a normal pregnancy and nonpregnant women,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onset of pre-eclampsia (P b 0.01 for all comparisons).Women with 
severe pre-eclampsia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erum levels of 5-HETE, 15-HETE, 
and leukotriene B4 than did women with mild pre-eclampsia, women with a normal 
pregnancy, and nonpregnant 
women (P b 0.01 for all comparisons).  
Conclusion  The eicosanoids 11,12-EET, 5-HETE, 8-HETE, 12-HETE, 15-HETE, and 
leukotriene B4 might play important parts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re-
eclampsi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40 
 

中国正常人群血清中 CCN1 含量参考值范围的建立 
 

李海川
1,3,4 邱朝辉#2 庄文芳

2 姚怡婷
2 孙寒晓

2 吴丹
2 范颖超

2 李宁丽*1,4 盛慧明*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3.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4.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 
 

目的  CCN1/Cyr61 是一种具有多种重要生理功能的分泌型细胞外基质蛋白。近年来发现其在

多种疾病，如肿瘤、损伤修复、炎症和自身免疫病以及缺血损伤中也起重要的病理作用。但在

国际上至今无来自于大样本正常人血清中 CCN1 的含量及参考值范围的报道。因此，本研究

通过检测外周血清样本中 CCN1 的含量，初步建立了中国正常人群外周血中 CCN1 参考值范

围，为进一步研究 CCN1 含量变化与疾病发生发展奠定基础。   
方法 分别收集于 5 家医院的 2515 例体检生化及血常规正常外周血清用于 ELISA 法检测

CCN1 的含量；分析不同性别及年龄分层中正常人外周血清中 CCN1 含量；根据不同浓度绘制

浓度累积频数图分析 CCN1 含量分布情况。 
结果 2515 例正常人：其中男性 1270 例（49%）和女性 1275 例（51%）。年龄范围从 16 岁

至 82 岁，中位年龄数为 44 岁。外周血血清中 CCN1 平均含量为 57.97±1.70 pg/mL, 依据年

龄分组<25 岁组平均含量为 54.10±4.92 pg/mL，25-50 岁组平均含量为 57.25±7.64 pg/mL，
50-75 岁组平均含量为 59.77±2.00 pg/mL，>75 岁组平均含量为 59.29±6.82 pg/mL；依据性

别分组男性组平均含量为 60.23±3.51 pg/mL，女性组平均含量为 54.57±3.98 pg/mL；年龄组

与性别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在 95%置信区间中 CCN1 的参考值阈值为 113.89pg/mL，呈正

偏态分布。 
结论 正常人外周血清中 CCN1 含量参考值范围为<113.89pg/mL，呈正偏态分布。鉴于已发现

CCN1 在很多疾病中均异常升高，如肿瘤（乳腺癌、肺癌、肝癌等）、自身免疫病（SLE、类

风关等）；此外在组织（如心脏）缺血缺氧中也表达增高。因此本研究中初步建立的正常人群

外周血中 CCN1 含量参考值范围十分重要，将为深入研究外周血清中 CCN1 含量与多种疾病

关系、为其进一步发展为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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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50 
 

S-100B 蛋白的血清学检测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应用 
 

巴哈尔古力•麦麦提
1 龙永疆

2 
1.新疆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2.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依靠 CT 和 MRI 对疾病进行诊断，但是这些受技术很多特殊情况的制约，诸如症状轻但病情变

化迅速、病情危急、患者不宜搬动、微小病灶、生命体征不稳定或正在使用呼吸机等。在中枢

神经系统中，S-100B 蛋白存主要存在于星形胶质细胞以及血旺氏细胞内，并且是脑特异性蛋

白，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发现，脑血管疾病和脑损伤后，S-100B 蛋白可释放至脑脊液中，并

经受损的血脑屏障进入血液，Kim[1]等认为 S-100B 是迄今为止最能反应脑损伤程度的特异性

蛋白，并且可作为部分中枢神经损伤疾病的病情检测、预后判断、对神经保护性药物治疗效果

等方面的实验室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53 
 

UF-1000i 在尿路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虞培娟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研究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在尿路感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无菌操作采集 364 份尿液标本，吸取部分做细菌培养，剩余的用 UF-1000i 尿沉渣分析仪

进行细菌计数和白细胞计数。以细菌培养阳性判定为尿路感染（UTI），计算出 UF-1000i 细
菌计数和白细胞计数的 cut-off 值，并根据该值分析 UF-1000i 判断 UTI 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分

析细菌散点图信息与培养结果的符合度。 
结果 UF-1000i 诊断尿路感染的 cut-off 值分别为细菌 143.5/μl，敏感度 79.7％，特异性

87.1％，阳性预测值为 59.8％，阴性预测值为 94.7％，假阳性率为 12.9％，假阴性率为

20.3％，准确性为 85.6％。白细胞 27.5/μl，敏感度 79.7％，特异性 60.4％，阳性预测值为

32.7％，阴性预测值为 92.5％，假阳性率为 39.6％，假阴性率为 20.3％，准确性为 64.2％。

白细胞和细菌计数联合检测灵敏度为 69.5％、特异度达 92.3％，准确度达 87.9％，阳性预测

值达 68.6％，假阳性率为 7.7％，假阴性率为 30.4％。UF-1000i 细菌散点图提示信息与培养

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UF-1000i 检测结果对临床诊断尿路感染具有一定的帮助，联合检测细菌计数和白细胞计

数可作为泌尿系统感染的快速筛查指标，可筛除大部分阴性结果，同时根据细菌散点图信息初

步提供尿路感染病原微生物的类型，指导临床初步用药，控制患者的病情。但 UF-1000i 依然

存在一定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率, 不可完全替代细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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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56 
 

无菌部位侵袭性真菌感染菌群分布及危险性因素分析 
 

杜帅先 梁其曼 马玲 
华中科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 430022 

 
目的 根据在 2012 年 8 月 ～ 2015 年 8 月期间收集到的 299 例本院住院患者无菌体液标本真

菌培养的情况 ，分析真菌菌种分布及其感染的危险性因素,为临床做好预防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标本接种于沙保罗培养基对其进行分离培养, 采用美国 BD 公司凤凰 100 鉴定系统以及法

国梅里埃的 API20 C 系统进行菌种鉴定    
结果 2012 年 8 月～ 2015 年 8 月总共检出的阳性样本 229 株；无菌体液标本主要来源于血液

和腹水，约占总体的 75%。其中血液有 77 株 , 腹水 54 株 ,引流液 40 株；分离所得的 229 株

阳性真菌以白色假丝酵母菌和近平滑假丝酵母菌为主 , 占 70%以上, 其中白色酵母菌有 133 例

（58%），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36 例（15.7%）; 而 2012-2015 年期间，每一年分离的酵母菌

的分布比例与三年总的酵母菌分布比例结果相近，都是以白色假丝酵母菌为主要阳性菌株，其

次是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结论 本院临床住院的病人无菌体液标本的真菌检出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 菌株以白色假丝酵母

菌和近平滑假丝酵母菌为主, 同时热带假丝酵母菌 、光滑假丝酵母菌 、克柔假丝酵母菌 、新

型隐球菌等菌株有少量检出，更有季也蒙假丝酵母菌、皱落假丝酵母菌、葡萄牙假丝酵母菌等

少见真菌检出。样本来源以血液来源、腹水以及引流液来源为主。临床上应加强对真菌感染的

检测和预防治疗，减少临床住院病人真菌感染的发生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69 
 

外周血 HSP90α 水平在评估肺癌患者疾病状况中的作用 
 

马洪鑫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手术、放疗、化疗等均为传统的肺癌治疗方法，其共性是在判断疗效上，均依赖于经典

的影像学。临床工作中，寻找一种新的快速而准确的监测方法，从而为判断病情、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提供依据的需求迫切。热休克蛋白 (heat shock protein ，HSPs)是机体受到应激反应后

产生的一种蛋白质类物质。Hsp90α 作为热休克蛋白家族的一员,细胞外 Hsp90α 一方面具有与

细胞质内 Hsp90α 同样的分子伴侣功能,另一方面促进肿瘤细胞浸润和迁移，与肺癌发生、 发
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本研究通过检测 Hsp90α 在肺癌患者血浆中的水平以探讨其更好的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9 月—2016 年 5 月在山东省肿瘤医院就诊确诊的肺癌患者 2083 例作为

HSP90ɑ 研究对象。利用 HSP90αELISA 试剂盒进行血浆中 HSP90ɑ 含量测定,分析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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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90ɑ 对肺癌的诊断价值。选取病例中复诊患者，监测其血浆中 Hsp90α 水平变化，并与其

治疗方式相联系。 
结果  在不考虑治疗与否的前提下，ELISA 法检测确诊的肺癌患者血浆中 HSP90α 水平，在正

常范围内的占 19.34%（403 例），检测水平异常的占 80.66%，其中超出正常上限 2 倍以内

的占 57.37%（1195 例），而超出正常上限 2 倍以上的占 23.28%（485 例）。复诊患者中，

连续 3 次 HSP90α 水平监测， 33 例患者化疗后两次复诊均比初诊时降低（p<0.1），5 例患

者手术后两次复诊均比术前降低（p<0.1），13 例患者放疗前后水平差异不明显（ns）。 
结论  HSP90α 在血浆中的水平可以及时、准确、直接地反映肺癌患者疾病的情况并能较明确

地判断化疗和手术的疗效。对于刚接受过放疗的患者，血浆 HSP90α 水平与患者疾病状况关

系不大。 
 
ɑ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87 
 

9 个月及 18 个月儿童末梢血和静脉血血细胞参数比较 
 

江雅平
1 贾艳兰

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三河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比较 9 个月及 18 个月儿童的末梢血预稀释模式和静脉血全血模式的血常规检测结果，旨

在丰富该领域婴幼儿的研究数据。 
方法 一个从中孕随访到儿童持续 7 年的项目（由美国 NIH 支持、美国密西根大学主持、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负责项目开展），该项目在儿童 9 个月和 18 个月到三河妇幼保健院回访时在同

一时间内采集其末梢血和静脉血；用 Sysmex KX-21N 血细胞分析仪测定末梢血预稀释模式和

静脉血全血模式的血常规，对结果进行配对 t 检验。 
结果 收集 9 个月儿童 118 例，18 个月儿童 87 例。9 个月儿童末梢血中的 HGB、WBC、

RBC、HCT、MCH、PLT、RDW-SD 显著高于静脉血(P＜0.05)，MCV 显著低于静脉血(P＜
0.05)，其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8 个月儿童末梢血的 HGB、RBC、HCT、
MCH、PLT 显著高于静脉血(P＜0.05)，MCV 显著低于静脉血(P＜0.05)，其他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 ＞0.05)。9 个月和 18 个月儿童血细胞参数比较差异最大的均是 HGB 和 MCV(P＜
0.001)。 
结论 末梢血并不能完全反映全身循环血液的真实情况，尤其利用 HGB 观察是否贫血时，最好

采集静脉血，以免误诊。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388 
 

血培养和 PCT 与 CRP 的关系以及对菌血症的诊断价值 
 

杜帅先 罗央措 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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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 430022 
 

目的  探究血浆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和血液培养对菌血症诊断的应用价值。为临

床诊断菌血症提供快速、有效、准确的诊断依据以便降低菌血症造成的病死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汉协和医院 2015 年 1 月到 2015 年 6 月内所有血培养为阳性的患者资料，

在医院 LIS 系统中查询其是否在送检血培养当日（或不超过 24 少时）送检血浆 PCT 和

CRP，将血培养阳性且当日（或不超过 24 小时）送检了 PCT 和 CRP 的患者 129 例纳入阳性

组，这部分的阳性组已经明确是不同的微生物感染的患者；将血培养阴性且送检血培养当日

（或不超过 24 少时）送检血浆 PCT 和 CRP 的 97 例例患者作为对照组。统计阳性数据的科

室来源和年龄的分布情况；统计分析阳性组患者的 PCT 值和 CRP 值与对照组有无统计学差

异；做 PCT 和 CRP 对菌血症诊断的相关性分析；绘制利用 PCT 和 CRP 值做 ROC 曲线，确

定一个对菌血症诊断较好的阈值。 
结果  阳性组的 PCT 和 CRP 的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CT 和 CRP 值在阳性组和对照组均

有统计学差异（P＜0.05）；阳性组患者的年龄不服从正太分布，其中女 30 例、男 89 例、年

龄范围 0 ～ 88 岁，中位年龄为 46 岁；科室来源据统计分没有临床意义；PCT 和 CRP 是低度

相关显著的，首先 PCT 与 CRP 显著水平（P 值）为 0.000（P＜0.01)，说明非常显著，其次

R 值在 0.375，说明这两组数据低度相关：由 ROC 曲线得知 PCT 和 CRP 的曲线下面积

（AUC）分别为 0.743 和 0.718，这说明本组实验的结果具有一定准确性和可靠性；从 ROC
曲线得知 PCT 对菌血症的诊断阈值为 0.4985，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2.1％和

66％，CRP 对菌血症的诊断阈值为 49.8，其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2.9％和 62％；

通过 ROC 曲线得知的阈值计算 PCT 和 CRP 的阳性预测值（PPV）分别为 75%和 72%，阴

性预测值（NPV）分别为 65%和 64%； 
结论  对菌血症的诊断 PCT 比 CRP 更有价值，更能为临床诊断菌血症提供快速、有效、准确

的诊断依据以便降低病死率，故 PCT 可作为早期诊断菌血症的一个实验室指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8393 
 

长春地区健康体检者促甲状腺素（TSH）参考范围的调查 
 

王爱林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调查长春地区健康人群的促甲状腺激素正常参考范围。 
方法  按美国国家临床生化协会（NACB）指南中关于甲状腺疾病诊断的筛选要求，在吉林大

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体检中心筛选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甲状腺超声检查均正常的健康人员

527 名，空腹采血 3 毫升，分离血清，采用罗氏 Cobas e 602 型自动分析仪，应用双抗体夹心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进行检测，试剂、定标液均为原装产品。质控品为美国伯乐公司提供。 
选择体格检查正常并排除甲状腺疾病及免疫性疾病，按性别、年龄分为 20-40 岁、40-60
岁、>60 岁三组测定血清促甲状腺素。 
结果 按照 NACB 提出的血清 TSH 正常参考范围制定标准，对 527 名健康人血清的 TSH 分布

进行正态性检验，为非正态分布，对其进行对数转换后呈正态分布。结果显示正常人群的

TSH 分布向右偏移，各年龄段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血清 TSH 水平在同年龄段间比较女性

[（2.995±1.378 mIU/L）均高于男性（2.163±1.124 mIU/L ）年龄>20 岁的健康男性 TSH 的分

布范围是 0.53—4.33 mIU/L，健康女性 TSH 的分布是 0.59—5.98 mI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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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调查显示 TSH 参考区间的上线与厂家提供的 TSH 参考区间的上线有向右移现象，如

采用厂家的参考区间就会造成亚临床甲减的过度诊断及过度治疗，因此，每个地区、每个实验

室都应该建立自己的参考区间，特别是对于亚临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他们可能是非常关键的

诊断依据，所以实验室指标的特异性、敏感性、准确性将会对疾病诊断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建

立规范的 TSH 参考区间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本地区甲状腺疾病诊断与治疗。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03 
 

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离子-飞行时间质谱仪在快速  鉴定常见革兰

阴性杆菌中的应用 
 

张爱民
1 张媛媛

2 李建明
1 

1.新疆奇台县人民医院 
2.新疆和静县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离子－飞行时间质谱仪（MALDI-TOF-MS, MS）在临床分离革兰

阴性杆菌鉴定中的应用，为临床医师正确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 MS 技术对 834 株临床常见革兰阴性杆菌进行鉴定。 
结果 MS 共鉴定出常见革兰阴性杆菌 834 株，肠杆菌科 622 株共 6 种，占 74.58%，主要为大

肠埃希菌及肺炎克雷伯菌，分别占肠杆菌科的 39.40%及 50.16%；非发酵菌属 212 株共 4
种，占 25.42%，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其在非发酵菌属中的构成比分别为

49.53%及 39.15%，使用 MS 后能鉴定出临床常见革兰阴性杆菌。 
结论 MS 能快速鉴定出常见革兰阴性杆菌，为临床治疗及鉴别感染病原菌提供了快速的筛选方

法。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14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及脑梗死的相关性

探讨 
 

张同庆 张秀花 时忠华 
山东省德州市市立医院 253012 

 
目的   探讨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及脑梗死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本院 169 例脑梗死住院患者为脑梗死组，其中男性 89 例，女性 80 例;以同期 120 例

体检正常者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66 例，女性 54 例，采用北京万泰酶法试剂盒测定同型半胱

氨酸（Hcy）水平，并进行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根据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将脑梗死组

进一步分为颈动脉正常组、内膜增厚组、软斑组、混合斑组及硬斑组，采用统计学软件包

SPSS19.0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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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脑梗死组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为 20.16±6.11μmol/L，明显高于对照组

9.82±3.26μmol/L（P<0.001）。对照组、颈动脉正常组、内膜增厚组、软斑组、混合斑组及

硬斑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分别为 9.82±3.26μmol/L、14.62±3.06μmol/L、
16.82±2.26μmol/L、23.12±5.11μmol/L、18.22±4.26μmol/L 及 17.26±3.66μmol/L，除内膜增

厚组与硬斑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阳性率分别为 16.7%,52.0%，84.2%，95.1%，89.7%及 82.2%，脑梗死各组与

对照组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在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可用于脑梗死早期诊

断，作为其病变的预警指标，降低其浓度，可能是预防颈动脉粥样硬化及脑梗死的有效途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15 
 

Β 痕迹蛋白在健康人群的生理性波动 
 

郑萍 杨晋 赵绍林 杨新玲 吴惠毅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研究 Β 痕迹蛋白在健康人群的生理性波动  
方法和对象  本研究共包括两组实验，第一组实验 7 名受试者（4 男，3 女）连续收集 10 天的

晨尿同时做 BTP 和肌酐检测分析。第二组实验 10 名正常受试者（5 男，5 女），收集受试者

同一天的晨尿和二次晨尿分别检测尿液 BTP 和肌酐，同时收集当天的 24h 尿液做 BTP 和肌酐

检测作为参照。并分别对两组实验的 Β 痕迹蛋白的值通过肌酐值进行校准，通过对各组实验的

Β 痕迹蛋白变异分析，评价 Β 痕迹蛋白的生理性波动  
结果  Β 痕迹蛋白在健康人群中变异较大，通过肌酐值进行校准后变异变小；10 名受试者的二

次晨尿的值高于晨尿，且不管是 24h、晨尿还是二次晨尿男性的均值都高于女性。  
初步结论  Β 痕迹蛋白在健康人群中存在生理性差异，男女性别之间有差异，日内和日间均存

在差异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24 
 

结直肠癌细胞培养上清中外泌体的提取、初步鉴定和

microRNA 的检测鉴定 
 

关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从结直肠癌细胞系中分离并且鉴定外泌体，探索特异性 microRNA 在结直肠癌细胞株外

泌体中是否表达、其表达是否与结直肠癌关联,进一步利用外泌体为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和靶

向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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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培养结直肠癌细胞株 sw620、hct116、ht29、caco2，分别收取 48h~72h 的细胞上

清,分别用差速离心法和试剂盒提取法从细胞株培养上清中分离提纯外泌体；用透射电镜鉴定

细胞株培养上清的外泌体形态、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株上清外泌体标记蛋白 CD63 和 CD9。
2、RT-PCR 检测结直肠癌细胞株及其外泌体的 miR-21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细胞株培养上清中检测到大小均一、直径为 30-150nm 的膜性微囊泡结构。2、经

western blot 证实其内表达外泌体标记蛋白 CD63、CD9,鉴定此即为外泌体。3、结直肠癌细

胞株及其外泌体中有 miR-21 的表达。 
结论  证实了结直肠癌细胞株培养上清中可提取出外泌体，并且试剂盒提取法较差速离心法产

量更高，浓度更纯，为进一步研究外泌体在结直肠癌中的功能与意义奠定基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39 
 

2013-2015 年对我院 HIV 感染情况调查分析 
 

袁野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二部检验科 130031 

 
目的 通过对来我院就诊者 HIV 感染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从而了解本地区 HIV 感染趋势，为实

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预防治疗提供有力依据。 
方法 使用美国 TECAN infiniteF50 酶标仪和安图洗板机，采用酶联免疫方法，由上海科华提供

HIV ELISA 试剂盒，检测全部标本，对阳性标本再采用珠江丽珠 HIV ELISA 试剂盒及新创胶

体金试剂进行复检，对本院三年内就诊患者 HIV 检测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自 2013 年至 2015 年，我院共检测 HIV 抗体 231410 例，呈阳性反应标本送至市疾控中

心检测，获得确证阳性标本 689 例，其检测的数量有逐年递增趋势。同时，HIV 抗体阳性标本

数目也呈直线上升趋势，分别占当年检测总数的 0.245%、0.309%和 0.337%。分析发现，其

阳性结果呈上升趋势的主要以男性为主，共有 616 例，女性 73 例，男女比例约为 8.94:1.05。
且年龄趋于年轻化，有 80.7%集中于 20-52 岁之间。 
结论 本地区 HIV 感染仍保持低流行态势，随着市民对艾滋病的认知和防范意识的增强，主动

进行 HIV 抗体检测的人数逐年增加，阳性标本数量也逐渐呈上升趋势，其中待业人员、农民和

进城务工人员超过半数，这类人群文化程度偏低，相关疾病预防知识匮乏，这也是造成 HIV 感

染人数增多的原因之一。鉴于呈阳性反应人群逐渐年轻化，本文认为应加强未成年人及在校学

生等社会人群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干预工作，继续加大对社会的知识普及，尤其对文化程度

较低的人群或流动人口密集地区进行宣传，不以任何方式吸毒，不轻易接收输血和血制品，使

全民都清楚的了解 HIV 感染的后果及预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48 
 

2011 年至 2014 年鲍曼不动杆菌临床感染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龙永疆
1 张爱民

2 李建明
1 

1.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2.新疆奇台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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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昌吉州人民医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 672 例回顾性

的对其临床科室分布、标本来源及耐药性进行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严格控制医院

感染提供依据。 
方法 应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系统及鉴定卡、药敏试验卡分

析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科室分布、标本来源及耐药性分析。 
结果 鲍曼不动杆菌的来源主要来自重症监护室及呼吸科；主要以痰液标本检出鲍曼不动杆菌

的检出率最高，可达 80.8%，其次为创面分泌物；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逐年上

升，由 2011 年 39.9%上升至 2014 年 60.1%，2014 年较前几年耐药率均有所升高。 
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在重症监护室最为严重，且对常用药物普遍耐药，对碳青霉烯类抗菌

药物的耐药率明显上升，应加强对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监测，防止耐药菌的蔓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4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CSH based morphological 

grading of the hypochromic cells and hemoglobin 
 

Hu Gao-Feng,Xu Wei,Qu Lin-Lin,Wang Xue-Jun,Chen Xian-Qiu,Liu Juan,Liu Ling-Ling,Wei Li-Jing,Li Ying-
Tong,Guo Rui,Sun Wen-Rui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Clinical Laboratory 13002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CSH based morphological grading of 
the hypochromic cells and hemoglobin . 
Methods  A total of 67 peripheral blood smears with hypochromic cells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grading standard suggested in <ICSH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nomenclature and grading of peripheral blood cell morphological feature> 
published by th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tandardization in hematology, the 
hypochromic cells were graded. Under high power lens, 1000 red cells for each peripheral 
blood smear were examined to get the percentage of hypochromic cells on each smear, 
which was graded as 1+ (<11%), 2+ (11%~20%), or 3+ (>20%).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orphological grading of the hypochromic cells and hemoglobin was analyzed using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est. 
Results  36 peripheral blood smears were graded in hypochromic cells 1+ group; the 
average hemoglobin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was （115.04±25.66）g/L. 17 peripheral 
blood smears were graded in hypochromic cells 2+ group; the average hemoglobin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was (97.82±17.52）g/L. 14 peripheral blood smears were graded in 
hypochromic cells 3+ group; the average hemoglobin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was 
（79.47±27.41）g/L. The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Spearman between morphological 
grading of hypochromic cells and hemoglobin rs=－0.711, P<0.001. 
Conclusion  The ICSH morphological grading of hypochromic cells shows negative and 
moderate correlation with hemoglobin. Considering hemoglobin as a parameter for the 
severity of anemia, it is inferred that there ought to be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phological grading of hypochromic cells with the severity of anemia.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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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64 
 

铜绿假单胞菌耐药基因及外膜蛋白 OprD2 检测与分析 
 

李智伟 黄国虹 郝立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831000 

 
目的 了解对亚胺培南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产生的耐药基因类型及外膜蛋白 OprD2 表达情况。 
方法 通过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各种细菌培养标本

4589 份，使用 VITEK2-Compact 系统进行菌株的鉴定和药敏试验，筛选出对亚胺培南耐药的

铜绿假单胞菌，并通过 PCR 技术扩增 blaKPC、blaIMP、blaVIM、blaNDM、blaOXA 基因和

外膜蛋白 OprD2 编码基因进行测序鉴定。 
结果 筛选出的 58 株铜绿假单胞菌中 44 株 blaIMP 基因阳性，检出率为 75.86%，13 株 外膜

孔蛋白 OprD2 编码基因阳性，缺失率为 77.59%。测序后证实基因型为 IMP-1 型。 
结论 耐亚胺培南的铜绿假单胞菌以携带 blaIMP 为主，耐药机制可能与 IMP-1 基因型的产生和

OprD2 缺失有关。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85 
 

Diversilab 系统对院内流行阴沟肠杆菌同源性分析 
 

贺靖冬 高强 李庆 翟志楠 
天津市胸科医院 300222 

 
目的 采用 Diversilab 微生物菌株分型系统对来自天津市某三甲医院外科的 7 株阴沟肠杆菌进

行基因分型，分析其同源性，并对 Diversilab 系统进行评估。  
方法 以 6 株来自患者脑脊液和分泌物的及 1 株来自手术室出水口的阴沟肠杆菌作为研究对

象，用 Vitek2 compact 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利用 Diversilab 微生物菌株分型系统及配套试

剂提取ＤＮＡ、rep-PCR、PCR 扩增产物注入微流体芯片并在 Diversilab 系统电泳，系统自动

生成分析报告，比较他们的相似度。相似度＞97%，且指纹图谱没有显示出差异可划分为同一

克隆亚组；相似度稍低但＞95%，且指纹图谱具有一到两处条带差异可划分为同一克隆组；相

似度＜95%，且存在许多指纹差异不能划分为同一克隆组。同时将药敏试验结果和基因分型结

果进行比较。 
结果 ７株阴沟肠杆菌电泳结果分为２组，第１组为 6 株来自患者脑脊液和分泌物的阴沟肠杆

菌，它们 DNA 指纹图谱相似度极高，在 98.6%-99.6%之间，为同一克隆亚组；而第 2 组出水

口的阴沟肠杆菌与第１组的 6 株菌的相似度仅在 68.4%-71.2%之间，为不同的克隆组。 7 株

阴沟肠杆菌 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严重，耐药表型与基因分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同一基因

亚型的 6 株菌耐药表型也不尽相同，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7 株菌不能通过耐药表型明确分

型。 
结论 6 株来自患者脑脊液和分泌物的阴沟肠杆菌，为同一来源，可能由院内感染引起，但感染

原因与手术室出水口无关。Diversilab 微生物菌株分型系统可用于院内感染分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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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493 
 

中国新疆回族人群 9 种稀有血型系统基因频率调查研究 
 

林国跃 单金晶 张雅楠 
解放军第 474 医院 10152898 

 
目的  探讨中国新疆回族人群红细胞 MNS、Duffy、Kell、Dombrock、Diego、Kidd、
Scianna、Colton 和 Lutheran 血型系统基因频率分布情况，为人类群体遗传学、临床用血或

自身输血及稀有血型库建设奠定基础。 
方法  采用 PCR-SSP 法对 220 名新疆回族人群 9 个血型系统进行基因分型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中国新疆回族人群 9 个血型系统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M=0.0.5204，N=0.4796，
S=0.0954，s=0.9046，Fya=0.8727，Fyb=0.1273，K1=0.0068，K2=0.9932，
Doa=0.1386，Dob=0.8614，Dia=0.0159，Dib= 0.9841，JKa=0.4955，JKb=0.5045，
Sc1=1.0000，Sc2=0，Coa=0.9932，Cob=0.0068，Lua=0，Lub=1.0000，Aua=0.9091，
Aub=0.0909，用 χ2 检验比较基因型分布的观察值与期望值，基本符合 Hardy-Weinberg 遗传

规则，但 MNS 和 Kidd 系统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结果发现回族人群有三个稀有

血型系统基因表现型罕见存在，即 S-s- 2 例频率为 0.0090、Jka-b-6 例频率为 0.0272、Fya-
b- 1 例频率为 0.0045，未见文献报道。 
结论  中国新疆回族人群 MNS、Kidd、Duffy、Dombrock 和 Diego 5 种血型系统基因频率分布

与其他种族有明显区别，MNs 和 Kidd 血型系统发生遗传改变，具有自身独特性；Kell 和
Colton 基因分布与藏族、汉族其他人群分布相似；Scianna、Kell 和 Lutheran 与藏族、汉族其

他人群分布特点相同，呈单态性分布特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14 
 

乌鲁木齐地区 89 例皮肤软组织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子特征

研究 
 

袁文常 高婷 王黎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830000 

 
目的 探讨皮肤软组织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子流行特征、致病因子携带情况及耐药分析。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4 年 9 月我院连续分离的非重复皮肤软组织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

89 株，通过多重 PCR 鉴定 MRSA 菌，并进行葡萄球菌染色体 SCCmec 分型，对所有菌株进

行 spa 分型及多位点序列分型(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并检测这些菌株万古霉素

等 17 种临床常用抗生素的药物敏感性，分析 MRSA 及 MSSA 的耐药情况。采用 PCR 对 agr
系统进行分型同时检测 pvl 等 38 种致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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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9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有 23 株 MRSA，66 株为 MSSA。MRSA 中的 ST239-III-t030-
agrⅠ为主要流行克隆（78.3%），MSSA 中 ST22-t309-agrⅠ（37.9%）、ST121- t435-agr
Ⅳ（10.6%）及 ST7-t796-agrⅠ（10.6%）为优势克隆。被检细菌中 clfA、ebpS、hla、efb 的

携带率为 100%，另有 clfB 等 17 种基因的阳性率超过 50%。主要流行克隆具有特定的致病基

因谱及耐药谱，ST239 携带有 clfA 等 15 种致病基因，耐药谱为

OXA/PG/TET/GM/MXF/CIP/RIF/LVFX；而 ST22 携带有 bbp 等 23 种致病基因，耐药谱为

PG/ERY/CLI。 
结论  ST239-MRSA-III-t030-agrⅠ及 ST22-MSSA-t309-agrⅠ是引起我院皮肤软组织感染的主

要克隆，其中 ST22-MSSA-t309-agrⅠ的高分离率具有地域特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19 
 

探讨血涂片计数血小板的意义 
 

贺淑霞
1 李燕兵

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实验中心 
 

目的 探讨血涂片法计数血小板的意义。 
方法 分别用血涂片法，血细胞分析仪法，手工计数法同时检测同一份血样的血小板数量，将

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配对比较 t 检验，血小板降低组血涂片法与血细胞分析仪计数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与手工法计数血小板结果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小板正常组

和增高组采用血涂片法分别与血细胞分析仪和手工计数法进行比较，各方法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血小板正常和升高的血样全自动血球仪测定血小板结果准确，但对血小板数量降低的血

样，计数结果准确性差。血涂片法间接计数血小板直观 准确，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对

血细胞分析仪有复核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32 
 

记忆软件评测急进高原大脑记忆障碍的实验研究 
 

葛迪 伏建峰 
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 830000 

 
目的  探讨计算机软件评测急进高原大脑记忆障碍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 20 名志愿者，采用乘车的方式，3h 内快速将他们从平原运送到 4280 米高原。在

平原时、在初到高原时和在高原停留 3h 后这三个时间点采集志愿者的心率、血压和血氧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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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初到高原时和在高原停留 3h 后这两个时间点填写急性高原反应自测表；在平原时和在

高原停留 3h 后这两个时间点，应用计算机软件评测志愿者的瞬时记忆和短时记忆水平。 
结果  乘车 3h 快速抵达 4280 米高原后，志愿者的心率和收缩压均较平原时升高（p 
<0.05），血氧饱和度较平原时降低（p <0.05）；在此海拔停留 3h 后，4 人（20%）出现急

性高原反应；志愿者在高原停留 3h 后的听觉数字广度记忆、图片回忆和图片再认记忆的测试

成绩较平原时降低（p <0.05）。 
结论  计算机软件记忆评测法简便易行、高效快速，在高原实地研究中作为记忆测试手段具有

一定实用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33 
 

尿微量白蛋白在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胡阳 
西安市第一医院 710002 

 
目的  探讨尿微量白蛋白在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对 50 例新鲜尿液标本分别进行尿蛋白定性和尿微量白蛋白定量检测。 
结果  尿微量白蛋白检测能准确测定尿液中全部的蛋白质浓度，微量白蛋白尿是反映肾小球疾

病和损伤的一个非常灵敏的指标，在预示糖尿病肾病方面已使用多年。近年有资料显示，微量

白蛋白尿也是非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危险因子，受到广泛重视。尿微量白蛋白测

定对肾脏病的定位诊断和鉴别诊断，疾病的严重程度、疗效判断和预后估计等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发现尿干化学试纸法在尿蛋白测定中均存在假阳性与假阴性的结果，干化学试纸条法对于

白蛋白最敏感，这种蛋白的出现提示肾小球基底膜渗透性增加。很多药物可以影响试带法检测

尿蛋白的结果，例如青霉素、甲苯磺丁脲等，它们含磺基水杨酸，能沉淀尿液的白蛋白，从而

干扰尿蛋白的检测出现假阳性。 
结论 尿微量白蛋白是尿液分析中最精确的方法，在糖尿病肾病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48 
 

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型的检测与分型 
 

赵倩颖 师志云 董洁 刘红玲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 750004 

 
目的  应用人乳头瘤病毒（HPV）液态芯片流式荧光杂交法对已确诊 CA 患者进行 HPV-DNA
分型检测，探讨宁夏地区 HPV 基因型的感染状况，为临床防治和流行病学调查提供参考。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来本院门诊就诊且确诊的 742 例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采集疣体或分泌物，用流式荧光杂交技术检测 HPV 基因型，并对 HPV 感染率、基因型

和感染类型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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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742 例患者中，检出 HPV DNA 阳性病例 398 例，感染率为 53.63%，其中高危型检出

率为 30.9%，以 HPV-39、18、53、16 为主，低危型检出率为 35.0%，以 HPV-6、11、43、
40、44 为主。27 种亚型共检测出 26 种，高危亚型 26 型未检出。多重感染率为 28.89%，单

一感染率为 71.10%。 
结论  宁夏地区尖锐湿疣患者以低危型 HPV -6、HPV-11 和高危型 HPV -39、HPV-18 为主，

高危型与低危型存在混合感染或交叉感染。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50 
 

乌丹降脂胶囊对 NAFLD 大鼠肝脏 NF-KB 及血清生化表达的

影响 
 

郭云 许怡 刘洪德 梅志勤 阎纳新 杨莉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050021 

 
目的 研究乌丹降脂胶囊对 NALFD 大鼠 NF-KB 及血清生化的影响 
方法 建立正常对照组，模型组，易善复组，乌丹降脂胶囊组四组模型，比较其 NF-KB 及血清

生化的差异 
结果 各指标均有差异 
结论  1，乌丹降脂胶囊可有效降酶降脂减轻炎症、促进肝细胞恢复。2，乌丹降脂胶囊抑制肝

NF-KB 的活性可能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机制之一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75 
 

PRIMUS Hb Variant 分析仪验证 HbE 的结果分析 
 

张玲 潘建华 张静雯 郑倩 蔡少玲 巫志鹏 胡朝晖 朱庆义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330 

 
目的  探讨 PRIMUS Hb Variant 分析仪鉴别 HbE 的检出效能及其准确性，为临床寻求一种较

理想的 HbE 复合地中海贫血表型的判断方法，提高诊断率。 
方法  选择 2007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之间在我中心进行 Hb 成份分析的婚检、孕检、产检及

体检标本通过库尔特血球仪进行血常规红细胞参数检测、同步进行碱性血红蛋白电泳，发现疑

为 HbE 的标本，再通过 PRIMUS Hb Variant 分析仪进行验证，以基因检测或蛋白测序为金标

准，对 1105 例鉴别证实为 HbE 实验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平均红细胞体积（MCV）≤75fl、HbA2≤1.50%、HbE 水平≤30%共检出 451 例，占

40.81%（451/1105），部分标本经基因证实为 HbE 复合静止型或轻型 α 地中海贫血，

HbE+HbH（EA Bart，S 血红蛋白病）52 例，占 4.70%（52/1105），MCV≤65fl、
HbA2≤0.5%、HbE 水平≤20%共检出 233 例，占 21.09%（233/1105），MCV≤70fl、
HbA2≤2.5%、HbE 水平≥30%共检出 369 例，占 33.39%（369/1105），部分标本经基因证实

为 βE 地中海贫血，从数据分析得出，根据 HbE 峰值含量的不同可以初步将 HbE 复合的地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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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作一定了解，有利于基层医院作进一步的检测提供参考依据，另外通过蛋白测序还发现

一例在中国人群中未曾见过的 HbE 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CD43（-TCTT）·-90（ C→T）]  
结论  PRIMUS Hb Variant 分析仪具有自动的检测系统以其兼容广泛的样本处理方式，快速省

时，准确定量血红蛋白片段的特点，是日常实验室验证异常 HB 的理想方法，发现异常 HbE
标本通过 PRIMUS HbVariant 分析仪验证，可以将异常 HbE 与 HbA2 很好地进行分离，在没

条件开展地贫基因检测的基层医院可根据异常 HbE 与 HbA2 结果对复合型地贫进行初步分

型，从而给患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进一步确诊方法，减少病人经济负担。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83 
 

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和汉族脂蛋白（a）水平差异 
 

李学义 尚娟 
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844000 

 
目的 通过研究了解本地区维吾尔族和汉族脂蛋白( a)水平的差异，建立不同民族的生物参考区

间及适宜的心血管预防方案。血清脂蛋白( a) 水平的个体差异很大，主要受遗传因素控制。本

地区以维吾尔族聚居为主，汉族也占一定比例，其他民族所占比例较低。脂蛋白( a) 水平是动

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具有遗传特性，因此了解本地区脂蛋白( a)的人

群特征，能够更合理的支持健康评估，更有效的对疾病进行早期预防。方法回顾性收集 1446
例在我院住院患者及健康体检者进行脂蛋白( a)测定, 维吾尔族 1072 例，汉族 374 例，对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 
方法 使用贝克曼 AU5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市售试剂盒进行脂蛋白（a）测定。 
结果 维吾尔族组脂蛋白( a) 阳性率 29.29%显著高于汉族组阳性率 20.59%(P＜0.05)，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实验室按照不同的族别，进行分组处理，初步了解本地区维吾尔族与汉族脂蛋白( a)水
平的差异，维吾尔族更容易发生与脂蛋白( a)相关的疾病，应尽早进行早期预防。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584 
 

Low 25(OH)VitD3 serum level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cancer: a case-control study in 

Chinese population 
 

YE HUIMING1,2,3,CAI LIANGLIANG1,2,TZENG CHIMENG1,2 
1.Transla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Xiamen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for Cancer T-Cell Theranostics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 of Xiamen 
3.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Xiamen’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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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Vitamin D3 signaling is involved in inhibi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cancer. A low 25(OH)VitD3 serum concentration at cancer diagnosi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cancer.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applied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nd validated observation to collect 
over thousand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 with 25(OH)VitD3 level information from the 
Chinese population. 
Results In th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 concentration of 25(OH)VitD3 in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n=352, 55.8±16.6 nmol/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control (n=577, 
87.8±26.1 nmol/L) and in the validated observation, 25(OH)VitD3 level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n=60, 65.2±21.7 nmol/L), breast cancer patients (n=82, 43.7±14.3 nmol/L), 
colon cancer patients (n=75, 43.4±12.0 nmol/L) and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n=58, 52.9±19.0 
nmol/L)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control.  
Conclusions 25(OH)VitD3 level can be an indicator for the risk of cancer in general 
population and might hold promise for prognosi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human 
cancer.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603 
 

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的测定对诊断甲状腺炎的作用 
 

赵立铭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检验科 100091 

 
目的  分析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水平在甲状腺炎患者中的变化，为进一步诊断甲状腺炎

提供实验室检测指标。 
方法 运用美国雅培 I2000 化学发光仪进行测定。 
结果 甲状腺炎患者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且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

腺炎(桥本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患者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水平显著升高，通

常以 Anti-Tg>100IU/ml,Anti-TPO>200IU/ml 为多见。 
结论 血清中 Anti-Tg 及 Anti-TPO 水平的测定，对甲状腺炎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作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604 
 

β 复合 α-珠蛋白障碍性贫血与 ABO 血型的关系探讨 
 

张玲 潘建华 张静雯 郑倩 李艳红 周锐雄 胡朝晖 朱庆义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330 

 
目的  探讨 β 复合 α-珠蛋白障碍性贫血(简称 β 复合 α-地贫)患者与 ABO 血型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5 年 7~12 月本中心基因诊断室确诊的 765 例 β-地贫为试验组，其中男 266
例，女 499 例，该组最小年龄 1 天，最大年龄 82 岁。选择同期在本中心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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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 250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88 例，女 162 例，平均年龄 37 岁。根据不同突变位点或缺失

的地贫基因型与 ABO 血型的关系进行构成比比较，选择同期 25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通过

正反定型玻片法和试管法鉴定两组的 ABO 血型。 
结果 试验组血型分布特点为 O>A>B>AB，其构成比为 A 型占 28%，B 型占 25%，O 型占

41%，AB 型占 6%；对照组血型分布特点为 O>A>B>AB，其构成比为 A 型占 29%%，B 型占

21%，O 型占 42%，AB 型占 8%，两组血型构成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

组 765 例 β-地贫中有 63 例 β 复合 α-地贫，其中 β 复合-α3.7/αα 地贫 19 例，其血型分布特点

为 O>B>A>AB，β 复合-α4.2/αα 地贫 11 例，其血型分布特点为 B>A>O>AB，β 复合--/αα 地

贫 33 例，其血型分布特点为 A>O>B>AB，试验组按复合 α-地贫的不同基因型与 ABO 血型构

成比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97，P＜0.05)。 
结论 单一性 β-地贫患者的血型表现型符合中国人群表现型特点，而 β 复合 α-地贫的血型分布

特点与地贫基因型存在一定关联性。今后进行大样本、多地域、多民族广泛深入的协同研究，

同时借助于遗传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进一步弄清 ABO 血型与 β 复合-α 地贫的关

系，积累更多的数据资料对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在临床上协助诊断疾病和治疗方面将有一定

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609 
 

抗凝血酶Ⅲ活动度测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探讨 
 

廖声凯 张礞 
新疆老年病医院 830000 

 
目的   探讨抗凝血酶Ⅲ活动度测定在深静脉血栓、脑血管病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发色底物法在 sysmex-80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上分别检测 52 例深静脉血栓（A
组）、60 例脑血管病变（B 组）以及 42 例健康对照组中血浆凝血酶Ⅲ活动度，并进行比较分

析   
结果  抗凝血酶Ⅲ活动度在深静脉血栓、脑血管病变患者中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深静脉血栓、脑血管病变患者应定期进行抗凝血酶Ⅲ活动度检测，抗凝血酶Ⅲ活动度

变化对深静脉血栓、脑血管病变的预防及疗效评价都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629 
 

血清 HE4 和 CA125 在绝经前妇女良性盆腔占位诊断中的应

用价值 
 

黄小丽
1 叶辉铭

1,2 罗琳华
1 黄革玲

1 王彦龙
1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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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厦门大学分子诊断学和分子疫苗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人附睾蛋白 4（HE4）与糖基抗原 125（CA125）在绝经前妇女良性盆腔

占位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91 例绝经前良性盆腔占位患者的血清 HE4、CA125 及 ROMA 指数，以 45
例健康体检女性作为对照。分析比较 HE4、CA125 及 ROMA 指数在不同疾病种类、组织病理

类型和占位大小的差异。 
结果  各良性占位组患者血清 HE4 和 CA125 浓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以 70pmol/L 和

35U/mL 作为 HE4 和 CA125 阳性的 Cutoff 值，CA125 总阳性率为 37.1%，而 HE4 仅为

2.3%，两者相比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0.001）。以 B 超囊肿大小分组时，随囊肿大小增

加，CA125 浓度和阳性率均保持升高的趋势，而 HE4 在各组间均无明显变化。ROMA 指数与

HE4 单独检测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在良性肿瘤各分组的阳性率界于 HE4 和 CA125 之间，并未

表现出优于 HE4 及 CA125 单项检测的价值。 
结论  HE4 与 CA125 及 ROMA 相比，在妇科良性肿瘤中升高的阳性率低，CA125 对于盆腔良

性占位的诊断价值高于 HE4，而 HE4 在妇科良性占位的假阳性率低于 CA125。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630 
 

评价 MCAI 在医学检验血液形态教学中的效果 
 

赵建梅 唐婧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评价多媒体辅助教学(multimedia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MCAI)在医学检验血液

形态教学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检验系 2013 级和 2014 级的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 90
名，按不同教学方法分为两组，观察组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以板书为主的传

统教学模式，两组的评价形式采用考核成绩和调查问卷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问卷满意度高

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多媒体辅助教学在医学检验血液形态教学中要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值得在教学中推广

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660 
 

乌鲁木齐地区 1～12 岁儿童血清维生素 B12 营养状况调查 
 

黄睿 黄国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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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乌鲁木齐地区 1～12 岁儿童 VitB12水平及不同民族儿童间 VitB12水平的差异，为儿

童 VitB12缺乏的预防和营养性贫血的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集 2014 年 4 月至 12 月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207 名 1～12 岁儿童外周静脉血，按

年龄分为年龄<3 岁组(63 名)，3～6.9 岁组(62 名)，7～12 岁组(82 名)三个组；按民族分为汉

族组(99 名)，维吾尔族组(61 名)，哈萨克族组(31 名)，其它名族组(16 名)四个组，经

Beckman-coulter ACCESS 2 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 VitB12

水平。 
结果  (1)207 名儿童血清 VitB12平均水平为 593.07pg/ ml，VitB12缺乏检出率为 1.9%(4/207)，
边缘性缺乏检出率为 4.3%(9/207)；(2)随年龄增长各年龄组血清 VitB12水平呈递减趋势，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3)不同性别儿童 VitB12水平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不同民族儿童

VitB12总体水平中哈萨克族儿童高于其他民族儿童，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各年龄组不同民

族间相比，<3 岁儿童中，各民族儿童间 VitB12水平差异无统计学；3～6.9 岁儿童中，VitB12

水平最低的汉族儿童（546.45±96.45）和最高的哈萨克族儿童（692.43±117.52）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7～12 岁儿童中，汉族儿童 VitB12水平最高（619.70±114.86），与其他民族儿

童 VitB12水平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乌鲁木齐地区 1～12 岁儿童 VitB12水平能够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各民族儿童应合理饮

食，均衡营养，降低儿童 VitB12缺乏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666 
 

流式荧光杂交法检测温州地区体检女性 HPV 基因型 
 

叶松道 卢雨田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了解温州地区健康体检女性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情况、基因分型及其年龄分布

状况，为宫颈癌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

4089 例妇女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年龄分为低龄组（20～29 岁）、中低龄组（30～39 岁）、

中龄组（40～49 岁）、中高龄组（50～59 岁）、高龄组（>59 岁），采用流式荧光杂交技术

对宫颈脱落细胞标本进行 HPV 基因分型检测，对 HPV 感染率、基因亚型和年龄分布等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4089 例妇女中共检出 HPV 阳性 763 例，总感染率为 18.66％（763/4089）。共检出 27
种亚型，单一亚型感染 596 例(14.58％，596/4089)，多重感染 167 例（4.08%，

167/1089），多重感染中以二重感染最常见（78.44%，131/167）。共检出高危型感染 575
例（14.06%，575/4089），低危型感染 257 例（6.29%，257/4089），高低危型混合感染 69
例（1.69%，69/4089），高危型中 52 型感染率最高，达 18.87%（144/575），其次为 53 型

（9.96%，76/575）、16 型（8.91%，68/575）、58 型（8.13%，62/575）；低危型感染率

前三分别为 81 型（7.73%，59/257）、61 型（6.16%，47/257）、55 型（5.77%，

44/257）。不同年龄段人群 HPV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18.883，P < 0.01），其中

高龄组妇女感染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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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温州地区体检女性人群中 52 型 HPV 感染率最高，其次是 53、16、58 型，因此在研究

或应用本地区疫苗时应考虑这一因素。高龄妇女 HPV 感染率高，表明随着年龄增长，自身清

除 HPV 的能力逐渐下降，因此，高龄妇女发现 HPV 感染更应引起重视及需要进一步处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684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分析及产碳青霉烯酶 状况的研究 
 

张裕祥
1 王萍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2.解放军 747 医院 
 

目的  了解我院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耐药情况、科室分布、耐药特点，以及耐药性变迁情况。

探究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产碳青霉烯酶的情况。 
方法  利用回顾性方法对 2012 年-2015 年检出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收集

36 株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菌株。利用改良 Hodge 试验对这些菌株进行碳青霉烯酶表型的确

证，筛选出产碳青霉烯酶的菌株。利用 PCR 法检测碳青霉烯酶的基因型。 
结果  （1）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逐年递增，对常用抗生素耐药率高，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

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大于 50%。（2）分离出的鲍曼不动杆菌主要来源于呼吸道标本共

127 株，占 46.2%，其次为分泌物，共 80 株，占 29.1%。以菌种科室分布而言，鲍曼不动杆

菌主要来自于重症医学科，为占 37.9%，其次来自于呼吸内科，占 13.8%;（3）检测出 36 株

耐碳青霉烯类的菌株，改良 Hodge 试验后有 34 株呈阳性，经 PCR 扩增及产物电泳后检出 32
株携带有 OXA-23 基因，其余基因 OXA-24，IMP-1,IMP-2,VIM-1，VIM-2 未检出。 
结论  1、我院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情况比较严重，细菌耐药率逐年递增。2、鲍曼不动杆

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情况严重，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在 50%以上。3、我院鲍曼

不动杆菌主要产 OXA-23 型碳青霉烯酶。未检测到 IMP 型、VIM 型和 OXA-24 型碳青霉烯

酶。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13 
 

铅作业人员锌原卟啉和尿粪卟啉测定结果分析 
 

卢银红
1 曹守勤

2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比较铅作业人员和非铅作业人员红细胞锌原卟啉（ZPP）、尿粪卟啉和血细胞的差异，

探讨三项检测对铅作业人员的诊断价值。  
方法 以 358 人为铅作业人员组， 295 人为对照组（不接触铅的某单位职工健康体检），测定

锌原卟啉、尿粪卟啉和血常规，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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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铅作业人员的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2.25，P＜
0.05；t=2.48，P＜0.05）；白细胞、血小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铅作业人员

的红细胞锌原卟啉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5.78，P＜0.01）；铅作业人员

的尿粪卟啉总检出率为 35.75%，明显高于对照组 1.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35，P＜
0.01）。  
结论 长期接触铅作业人员可导致红细胞锌原卟啉和尿粪卟啉升高，血红蛋白和红细胞降低，

对白细胞和血小板无明显影响，与血铅或尿铅结合检查有利于早期诊断铅中毒人员，减少铅危

害的发生。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24 
 

一例少见型 β 地中海贫血-90 位点突变病例报告 
 

张玲 潘建华 郑倩 张静雯 饶水妹 蔡少玲 曾征宇 胡朝晖 
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510330 

 
目的  对 1 例少见型 β-地中海贫血（thalassemia,简称地贫）-90 位点突变病例进行结果分析，

为临床优生优育孕检工作提供可靠信息。 
方法 采用经典的全血细胞计数（FBC）和血红蛋白成分分析（琼脂糖凝胶电泳或高效液相色

谱和毛细管电泳）， 红细胞参数指标分析采用全自动血球分析仪（型号：LH750）及配套试

剂（美国 Beckman Coulter 公司提供）进行红细胞参数计数。血红蛋白电泳及定量分析采用全

自动快速电泳系统（美国 Helena SPIFE 3000）、HPLC（美国 Primus CLC 385）、毛细管

电泳（法国 Sebia Capillarys），及配套试剂进行检测（电泳法），通过跨越断裂点聚合酶链

反应(Gap Polymerase ChainReaction，GAP-PCR)法检测 α- 地中海贫血，反向点杂（RDB）
法检测 β-地中海贫血，应用 DNA 克隆测序技术对 β-珠蛋白基因全长进行测序，检测 β-珠蛋白

基因突变类型； 
结果  电泳法结果诊断 a-地中海贫血时 HbA2 临界值为≤2.5%（排除 IDA），诊断 β-地中海贫

血时 HbA2 临界值为≥3.8%(排除因其他疾病引起的 HbA2 增高)，HPLC&CE 结果诊断前者为

≤1.9%，后者为≥3.0%，以基因检测为金标准通过对 β-珠蛋白基因簇进行直接测序发现该患者

为少见型 β-地中海贫血-90 (C->T) beta+杂合突变(HBB:c.-140C>T)。 
结论  采用 PCR 结合反向点杂交法检测 β-珠蛋白基因 17 个位点的 18 种突变对少见型 β-地贫

由于方法学的局限存在一定的漏检率，联合应用血液学、血红蛋白电泳和基因测序技术可以明

确先证者的基因型，对防治出生缺陷、和提高人口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30 
 

EB 病毒感染患儿 EB 病毒抗体和 EB 病毒 DNA 载量的相关

性分析 
 

高丹丹 李映潼 车媛媛 师传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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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以了解 EB 病毒感染患儿 EB 病毒抗体和 EB 病毒 DNA 载量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怀疑 EB 病毒感染的患儿 347 例，检测血清 EB 病毒抗

体，包括 EB 病毒衣壳抗原 IgM、IgG，EB 病毒早期抗原 IgM、IgG，EB 病毒核心抗原 IgG，

同时检测患儿全血 EB 病毒 DNA 拷贝数,根据感染 EB 病毒抗体情况分为 EB 病毒既往感染组

和急性感染组。 
结果  EB 急性感染发生率为 9.8%，EB 病毒既往感染发病率为 90.2%；其中急性感染组 DNA
阳性率为 44.11%，DNA 载量范围为 103~105，既往感染阳性率为 5.01%，DNA 载量范围为

102~10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怀疑 EB 病毒急性感染患儿检测血液 EB 病毒 DNA 载量能够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EB
病毒抗体和 EB 病毒 DNA 载量联合检测能更好的反映患者的疾病状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35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多项检验指标分析 
 

彭永正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分析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与正常孕妇的实验室检测指标，探究糖化血红蛋白 A1C 在妊娠期

糖尿病筛选诊断中的作用；比较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是否容易并发高脂血症、低蛋白血症、梅毒

感染。 
方法  1、研究对象及分组，对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进行产检

的孕妇，按照美国糖尿病协会诊疗标准（2015），诊断为妊娠糖尿病的患者 282 例作为病例

组；随机选择同期产检正常的 347 例作为对照。2、回顾性分析两组孕妇的临床一般资料和相

关检验指标，比较糖化血红蛋白 A1C、总胆固醇、甘油三酯、总蛋白、白蛋白、白蛋白/球蛋

白比值、梅毒螺旋体特异抗体定量等检验指标差异。  
结果  病例组糖化血红蛋白 A1C、总胆固醇、甘油三酯、梅毒螺旋体特异抗体均高于对照组；

总蛋白、白蛋白、白蛋白/球蛋白比值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与正常孕妇比较，糖化血红蛋白 A1C 平均水平偏高，ROC 曲线显

示糖化血红蛋白 A1C 作为妊娠期糖尿病最佳诊断切点值为 5.25%，但是作为妊娠糖尿病的筛

选诊断指标价值有限； 2、妊娠期糖尿病孕妇患者与正常孕妇比较，发生高脂血症，低蛋白血

症，梅毒感染的风险增加。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43 
 

厦门地区新生儿甲状腺功能筛查结果及其与母亲孕早期促甲

状腺激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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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烨

1 何瑛
1 黄革玲

1 陈甜花
1 陈丽锦

1 叶辉铭
1,2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厦门大学分子诊断学和分子疫苗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分析厦门地区新生儿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的筛查结果，

并探索其与母亲孕早期 TSH 水平的关系。 
方法 对 2015 年在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 15697 例新生儿进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

（congenital hypothyridism，CH） 筛查。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检测 TSH 浓度，将

初筛阳性者召回进行确诊检查。分别按照胎龄、出生体重、分娩方式分组，比较初筛阳性率、

发病率和 TSH 水平。进一步将有配对资料的 6094 例新生儿及其母亲分为初筛阳性组和初筛

阴性组，研究新生儿与母亲孕早期 TSH 水平的关系。 
结果 初筛阳性 150 例（阳性率 1：104），确诊 CH 患儿 9 例（发病率 1：1735）。早产儿组

发病率高于足月儿组（P＜0.05），TSH 水平低于足月儿组（P＜0.001）。低体重儿组发病率

高于正常体重儿组（P＜0.05），TSH 水平低于正常体重儿组和巨大儿组（P＜0.001，P＜
0.001）。阴道分娩组的初筛阳性率和 TSH 水平均显著低于剖宫产组（P＜0.001，P＜
0.001）。新生儿 TSH 水平与母亲孕早期 TSH 水平存在微弱的正相关（r=0.054，P＜
0.001）。初筛阳性组母亲 TSH 总异常率为 23.5%，均为 TSH 升高；初筛阴性组母亲 TSH 总

异常率为 19.8%，其中 TSH 升高占 17.2%，TSH 降低占 2.6%，两组总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但初筛阳性组母亲 TSH 水平显著高于初筛阴性组（P＞0.05）。 
结论 本研究表明新生儿 CH 发病率与胎龄、出生体重有关，初筛阳性率与分娩方式有关。本

研究还显示新生儿与母亲孕早期 TSH 水平只有微弱的正相关，可能是由于新生儿的甲状腺自

妊娠 12 周才开始吸收碘，也可能由于母亲孕早期发现 TSH 异常后得到及时纠正，但还需更大

数据的支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52 
 

化学发光微粒免疫法检测高敏心肌肌钙蛋白的分析性能评价 
 

杨佳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用化学发光微粒免疫分析（CMIA）法测定血清或血浆高敏肌钙蛋白（hsTnI）、从而了

解其检测性能。 
方法 用雅培公司的 ARCHITECT 系统 i2000SR 化学发光分析仪,使用配套的试剂、校准品和质

控品，参照 SOP 文件对该方法的精密度、准确度、线性、携带污染率、灵敏度进行评价，并

验证参考值区间。 
结果 (1)CMIA 法测定 hsTnI 的批内和批间精密度，双水平的 CV 值均小于规定的范围,即批

内、批间精密度的 CV 值均小于 7.5%。(2) hsTnI 的准确度测定值与靶值的偏倚在 0.25%～

6.31%之间,均低于 EQA 允许误差的 30%。(3) hsTnI 线性范围 0.0-50000.0pg/ml (4)携带污染

率实验中，hsTnI 表现出良好的抗污染能力。(5)ARCHITECT 系统 i2000SR 化学发光仪对

hsTnI 检测的分析灵敏度（最低检测限）均在厂家提供的范围之内；hsTnI 的参考值区间的验

证，男女均符合厂家提供的参考范围。 
结论 CMIA 法测定 hsTnI 的结果评价其精密度和准确度、线性、携带污染率、灵敏度，均表现

出良好的性能结果，满足临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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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64 
 

疟疾诊断试剂 RDT 在用药后患者中的应用 
 

韩俊岭 李加兴 周成林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将国产试剂疟疾快速诊断试剂（RDT）检测结果与镜检结果进行比较，评价 RDT 诊断疟

疾的效果。 
方法 收集 96 例疟疾病人或疑似疟疾病人的末梢血，分别在用药前和用药后采用 RDT、镜检

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96 分血样采用 RDT 及镜检检测疟原虫感染，阳性率分别为 39.58%和 38.54%，经配对

资料的 X2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用药前镜检为标准，用药三天后的 44 份末

梢血标本经 RDT 和镜检检测疟原虫感染，阳性率分别为 11.36%和 100%。 
结论 对于未自行用药的患者 RDT 检测结果与镜检结果高度一致，对于服药后的患者，检测结

果差异明显，该实验结果对归国人员疟原虫感染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74 
 

妊娠中期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发生风

险的关系研究 
 

张铭
1 朱志平

1,2 
1.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2.溧阳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妊娠中期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25[OH]D3）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GDM）发生

风险的关系。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6 月溧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产检的妊娠期为 16-20 周的孕妇，入组时

检测空腹血糖（FBG）和血清 25[OH]D3 水平，并于妊娠 24-28 周进行 75g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

验（OGTT），并根据此时的空腹血糖（FBG）及 OGTT 结果诊断为 GDM 组[n=68]和正常孕

妇组[n=100]，比较两组间妊娠期血清 25[OH]D3 水平；统计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25[OH]D3 对 GDM 发生风险的预测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及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分析。 
结果  GDM 组及正常妊娠组的血清 25[OH]D3 水平随着孕周的增加稍呈下降趋势，两孕周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孕 16-20 周、孕 24-28 周，GDM 组 25[OH]D3 水平显著低于

正常妊娠组水平（P＜0.0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清 25[OH]D3 水平与 GDM 发病相关，

是 GDM 独立危险因素，其缺乏的孕妇发生 GDM 的风险是不缺乏者的 1.669 倍（比值比

1.669，95%可信区间：1.460-1.912，P<0.05）；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显示，在孕 16-20
周血清 25[OH]D3 水平小于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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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mL 预测 GDM 的效果最佳，其灵敏性为 73.0％，特异性为 66.2％，约登指数为 0.39，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17(95％CI：0.639-0.794)；孕 24-28 周血清 25[OH]D3 水平小于

14.84ng/mL 预测 GDM 的效果最佳，其灵敏性为 67.0％，特异性为 77.9％，约登指数为

0.45，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23(95％CI：0.645-0.801)。 
结论 GDM 孕妇血清 25[OH]D3 水平明显降低，维生素 D 缺乏与 GDM 发病相关；妊娠期

25[OH]D3 水平有评估发生 GDM 风险的价值，值得临床重视。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780 
 

肾功能衰竭患者维生素 D 检测的临床意义 
 

叶辉铭
1,3 朱建辉

2 陈佳美
2 张忠英

2,3 
1.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厦门大学分子诊断学和分子疫苗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评价肾功能衰竭患者维生素 D 检测的临床意义。 
方法 罗氏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 152 例肾功能衰竭患者、78 例糖尿病患者、231 例高血

压患者、43 例高脂血症患者、38 例贫血患者和 62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3、
血清钙、血清磷、甲状旁腺素及血清铁、总铁结合力、铁蛋白等，比较分析肾功能衰竭患者血

清维生素 D 水平与钙磷代谢及铁代谢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非肾功能衰竭者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3 与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溶度 MCH 存在一定的正

相关，与甲状旁腺素 PTH 存在一定的负相关，而肾功能衰竭者通过补充外源维生素 D 消除弥

补此相关性；临床上肾功能衰竭者外源维生素 D 补充率比较高，补充维生素 D 者其红细胞指

标与钙磷代谢指标均优于无补充者。 
结论  25-羟基维生素 D3 检测有助于评估肾功能衰竭患者钙磷代谢及肾性贫血的状态；进一步

的联合检测维生素 D 代谢通路其他分子标志物、骨代谢标志物、铁代谢指标以及叶酸、维生

素 B12 等其他维生素有助于全面评估肾功能衰竭患者肾性骨病和肾性贫血的状态。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实验室管理及其它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378811 
 

生化分析仪与血气分析仪检测电解质结果比对分析 
 

黄亮 伍湘峰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519020 

 
目的 探讨生化分析仪与血气分析仪检测电解质结果有无差异，分析其中的差异，为临床判断

结果提供指导。 
方法  对 80 例 PH 值、血脂、蛋白均正常的住院患者，采用锂锌平衡低肝素动脉血气针采集动

脉血，同时抽取静脉血，采用 ABL80 全自动血气分析仪测定动脉血中钾、钠、氯、碳酸氢根

离子，静脉血分离出血清后采用美国贝克曼 DXC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钾、钠、氯、碳

酸氢根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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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血气分析仪 ABL80 检测的钠离子结果高于全自动生化仪 DXC800 的结果，钾离子的结

果低于全自动生化仪的结果，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氯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检测

结果与全自动生化仪 DXC800 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排除了肝素钠的影响下，我院的血气分析结果中的电解质结果和生化仪的结果存在一

定的差异，当存在高脂血、高蛋白、PH 增高或减低等各种情况试，这种差异更明显，临床医

生应用检测结果判断病情或指导治疗时要充分考虑检测方法带来的影响，要综合判断检测指标

以使它更好地对临床治疗作出指导，做出正确的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832 
 

CVA6 肠道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与分析 
 

韦庆娟 史卫峰 江新泉 
泰山医学院 271000 

 
目的 分析 2013-2015 年山东省手足口病柯萨奇病毒 A6（CVA6）的 P1 区和 VP1 区的基因特

征，了解其进化情况。 
方法 从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拿取手足口病患儿的粪便样本，采用细胞培养的方法进行病

毒分离，获得病毒；按照毒株的分离时间和地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毒株，采用分子生物

学方法提取核酸，进行全基因组测序,通过 Meg5 软件构建 CVA6 的 P1 区和 VP1 区的遗传进

化树，分析 CVA6 肠道病毒的遗传进化特征。  
结果 总共测出 5 株 CVA6 的全基因组，分别是从东营，潍坊和莱芜地区分离的。将这 5 株粪

便样本的粪便上清分别接到 RD 细胞和 Hep-2 细胞上，细胞均出现了明显的细胞病变。通过

P1 区和 VP1 区的遗传进化树，发现这 5 株 CVA6 遗传进化关系非常相近，这 5 株 CVA6 和其

它几个地区的 CVA6 在同一个分组中。  
结论 山东地区的 CVA6 毒株具有跨地区传播以及遗传多样性的特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833 
 

急性白血病患者体内 IL-32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吴佗
1 江新泉

2 
1.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泰山医学院 
 

目的 探讨外周血 IL-32 的水平与急性白血病之间的关系。 
方法 应用 ELISA 技术检测入院 66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和 30 例正常对照者外周血清中 IL-32 蛋

白浓度，应用 PCR 技术检测入院 42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和 20 例正常对照者外周血中 IL-
32mRNA 的表达水平，采用 SPSS 13.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以 p＜0.05 作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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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急性白血病患者组血清中 IL-32 蛋白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
0.05）。初发组、复发组、部分缓解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IL-32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性

（p＜0.05）；完全缓解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IL-32 水平升高，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

完全缓解组与初发组、复发组、部分缓解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白血病患

者外周血中，IL-32 蛋白含量的表达与年龄和性别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

白血病患者外周血中 IL-32mRNA 相对表达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初诊组、部分缓解组、复发组的患者 IL-32mRNA 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明显

升高，差异有显著性（p＜0.05）。完全缓解组患者 IL-32mRNA 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组相对

升高，但差异无显著性（p＞0.05）。完全缓解组和初诊期、部分缓解期、完全缓解期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白血病患者外周血中，IL-32mRNA 的表达与年龄和性别无

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急性白血病患者外周血中 IL-32 蛋白和 mRNA 的水平与其自身的病情发展有密切联系，

检测患者外周血中 IL-32 蛋白和 mRNA 的动态变化，有助于了解急性白血病的进展情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834 
 

急性白血病患者 CD14+CD16+单核细胞亚群检测及其临床意

义 
 

吴佗
1 江新泉

2 
1.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泰山医学院 
 

目的 探讨 CD14+CD16+单核细胞亚群的检测在急性白血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入院 68 例急性白血病患者和 50 例正常对照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亚群

以及 50 例患者淋巴细胞亚群的表达情况，应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对 50 例患者外周血进行

全血细胞计数，使用 SPSS 13.0 软件分析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单核细胞亚群表达的差异，以

及 CD14+CD16+单核细胞亚群与其他血细胞表达水平的相关性，以 P＜0.05 为有显著性意

义。 
结果 急性白血病患者外周血 CD14+CD16+单核细胞亚群（以及其中非经典单核细胞亚群）发

病期表达水平相较缓解期与正常对照者显著升高（P＜0.01），而在缓解期与对照者无显著差

异（P＞0.05）；中间亚群发病期表达水平相较缓解期与正常对照者显著升高（P＜0.01），

且在缓解期与对照者同样有显著差异（P＜0.05）。此外，急性白血病患者外周血

CD14+CD16+单核细胞亚群表达水平与外周血总淋巴细胞百分比、CD4+T 细胞数量及其百分

比、CD4+/CD8+T 细胞比值显著负相关，而与中性粒细胞数量及其百分比显著正相关。 
结论 外周血 CD14+CD16+单核细胞的表达水平与急性白血病的进展具有密切关联，检测其表

达水平的变化对于监测急性白血病患者病情的进展以及对于观察抗白血病治疗的疗效有重要的

临床价值。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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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HBV 相关性肝硬化及肝癌患者中性粒细胞与

淋巴细胞比值变化及意义 
 

袁小澎 何晓静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 510282 

 
目的 探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两者的比值等三个指标在正常人与 HBV 相关慢

性肝病（慢性乙型肝炎、HBV 相关性肝硬化、HBV 相关肝癌患者）患者之间的变化及临床意

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珠江医院 2012 年至 2016 年 4 月 60 名健康体检人、87 名慢性乙肝患者、

132 名乙肝相关性肝硬化患者及 76 名乙肝相关性肝癌患者入院后首次血常规结果，收集每位

患者中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绝对值，计算两者比值（NLR），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四个人群的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绝对值及 NLR 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1.“肝硬化组”中性粒细胞绝对值（3.01±1.96）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0）； 2.三个

患者组淋巴细胞绝对值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 值分别为 0.027、0.000、0.000)； 3.“肝
炎组”NLR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286)； 4. 肝硬化及肝癌患者 NLR 水平显

著高于正常人，“肝硬化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00，“肝癌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00。 5.“肝硬

化组”及“肝癌组”的 NLR 水平均高于“肝炎组”；而“肝硬化组”与“肝癌组”之间的比较则无显著性

差异。 
结论 HBV 相关慢性肝病患者表现出不同程度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下降和 NLR 升

高，乙肝患者 NLR 的增高对慢性乙肝向肝硬化及肝癌的转变有提示作用。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及 NLR 在预测 HBV 相关性肝病的不良发展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8856 
 

2012-2015 广州梅毒特异性抗体反应性阳性患者分析 
 

袁小澎 吴宜泉 曾静 周韶松 晋晶 谭伟清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对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阳性结果进行分析，结合 TRUST 和 TP-PCR 检测分析梅毒三种

检测方法相关性，探讨梅毒检测结果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 2012 年至 2015 年珠江医院近四年采用化学发光检测 TP 特异性抗体反应性阳性检出

情况，以及阳性患者的年龄、性别、S/CO 值进行分析。对抗体阳性患者进行 TRUST 非特异

抗体检测，并对两种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采用荧光定性 PCR 检测 120 份 TP 抗体阳性并

结合 TRUST 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2012 年至 2015 年四年间珠江医院就医患者 TP 抗体阳性率分别是 3.04%、2.94%、

3.12%、3.08%；S/CO 值分布 3.13 至 28.02 之间；在 TP 抗体阳性标本中，TRUST 检测阳性

标本 S/CO 值分布在[21.50, 
35.47]， TRUST 阴性的 S/CO 值分布在[1.99，13.85]。TRUST 滴度与抗体 S/CO 值之间函数

关系为 Y=1.027X+7.767；120 例 TP 抗体阳性标本中，TRUST 与 TP-PCR 双阳性的标本共有

20 例，S/CO 值分布于[25.54,36.83]；TP-PCR 阳性但 TRUST 阴性的标本共有 9 例，S/CO
值分布为[9.51,24.77]；TRUST 阳性与 TP-PCR 阴性的标本共有 40 例，S/CO 值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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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1.11]；TRUST 与 TP-PCR 双阴性的标本共有 51 例，S/CO 值集中分布于

[2.03,13.86]。 
结论 2012 年至 2015 年四年间珠江医院的 TP 抗体反应性阳性率并无明显变化。TP 抗体阳性

标本中，TRUST 阳性标本的 S/CO 值比 TRUST 阴性标本的 S/CO 值分布上偏高，TP 抗体的

S/CO 值越高，TRUST 滴度则越高，显示出一定的线性关系。TP 抗体在体内长期存在，TP
抗体与 TP-PCR、TRUST 结果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TP 抗体检测阳性后要结合患者及其

他指标进行判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330 
 

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基因分型及耐药分析 
 

詹永聪 林心 何锦文 郑通明 田洁玲 黄建宏 
暨南大学附属珠海医院 519000 

 
目的  探讨我院患者分离的 24 例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的基因分型与其耐药情况以及在院内科

室分布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 MIC 法分析大肠埃希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采用肠杆菌科基因间重复性一致序列

(ERIC)-聚合酶链反应(PCR) 对筛选出多重耐药的大肠埃希菌进行基因分型。 
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全院共分离 24 株菌种，分为 A 型和 B2 型两个基因型，分布于呼吸科 10
株，泌尿外科 6 株，ICU5 株（B2 型 3 株），血液肿瘤科 3 株（B2 型 1 株）。药敏结果显示

4 株 B2 型，对头孢西丁、头孢他啶、阿米卡星、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等全部耐药。24 株大肠

埃希菌株，对阿莫西林、头孢噻吩、庆大霉素、替卡西林、哌拉西林的耐药率达均达 70%以

上。 
结论  B2 型菌株表现为多重耐药性，致病性强，并且主要分布在 ICU 及血液肿瘤科中，应该

根据患者感染不同基因型的大肠埃希菌来合理调整抗生素的使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343 
 

利用可示踪转基因斑马鱼研究原始造血和定向造血的关系 
 

黄波 
娄底市中心医院 417000 

 
目的 本课题利用已建立的可示踪的转基因斑马鱼系 TG（zLmo2:Loxp-DsRed-Loxp-EGFP) 和
TG(zC-myb:EGFP)，通过实时跟踪观察，从而动态观测原始造血干细胞和定向造血干细胞的

迁移过程，以期了解斑马鱼原始造血和定向造血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斑马鱼血液系统发育提

供可能的理论依据。 
方法 分别收集自交和侧交的斑马鱼胚胎，去卵膜，进行局部麻醉，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对

全胚胎进行连续实时的动态扫描,从 12hpf 开始观察，直至 48hpf,期间每隔两小时拍摄一次进

行追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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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观察胚胎发现 lmo2+的细胞在 14hpf 开始表达红色荧光，主要表达的部位是在斑马

鱼胚胎的头部中胚层（anterior paraxial mesoderm ,ALM），随后在中间细胞群

（intermediate cell mass,ICM）表达；18-22hpf 发现红色荧光标记的 lmo2+的细胞在 ICM 区

表达逐渐增强， 24hpf 达到高峰, 30hpf 在尾部造血组织（caudal hematopoietic tissue ，
CHT）开始表达，持续至 48hpf。（2）观察绿色荧光标记的 c-myb+的细胞,24hpf 开始表达，

最初表达的部位是 PBI（posterior blood island，PBI）区，随后在 28hpf 表达逐渐增强，并沿

着 AGM 区向原肾导管迁移， 28hpf 在 PBI 区和 AGM 区的表达逐渐增强，持续到 36hpf；此

外发现在 28hpf 斑马鱼的头部和胸腺有少量 c-myb+ 细胞的存在; 32-36hpf PBI 区、AGM 区和

头部的 c-myb+细胞逐渐增多；42-48hpf 在斑马鱼头部 c-myb+细胞逐渐减少  
结论  ①追踪观察斑马鱼原始造血和定向造血的发生和细胞迁移过程，提示斑马鱼定向造血干

细胞可能有少部分来源于原始造血干细胞。②在斑马鱼胚胎延髓部位观察到 lmo2+和 c-myb+
双阳性细胞的存在，提示斑马鱼的延髓可能是定向造血一个新的造血位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344 
 

强直性脊柱炎与 IL-23R 基因多态性关联的 Meta 分析 
 

徐忠玉 房光萃 陈开杰 谢志雄 
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363000 

 
目的  探讨 IL-23R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强直性脊柱炎的相关性。 
方法  系统检索 PubMed、FMJS、CNKI 及万方数据库有关 IL-23R 基因多态性与强直性脊柱

炎相关的病例对照研究，应用 ReveMan 5.2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本研究共纳入 IL-23R 基因

多态性与强直性脊柱炎相关文献 9 篇。 
结果  Meta 分析结果显示：IL-23R rs1004819(OR=1.02,95%CI:0.90~1.14)、
rs11209032(OR=0.91,95%CI:0.74~1.11) rs1343151(OR=0.80,95%CI:0.59~1.08)和
rs10889677(OR=0.95,95%CI:0.83~1.09)与强直性脊柱炎无显著关联

rs10489629(OR=0.78,95%CI:0.64~0.95)是强直性脊柱炎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  可见部分 IL-23R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 AS 易感性无关联，需要进一步探索与中国人群

AS 易感性相关的其他基因位点。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368 
 

 同型半胱氨酸联合心肌酶测定在早产窒息新生儿中的临床价

值 
 

张栋武 陈惠敏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52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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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HCY）联合心肌酶谱检测在早产窒息新生儿中的临床价值，为临床

鉴别诊断及治疗早产患儿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择在我院住院的早产窒息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者 150 例，分别进行血清总胆红素测

定、同型半胱氨酸（HCY）、心肌酶谱测定，同时选择正常新生儿生理性黄疸患者 100 例为

对照组，将各组上述指标进行临床对比分析。 
结果  早产窒息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组同型半胱氨酸较对照组患儿组更高(P<0.05)，心肌酶谱

结果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合临床资料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结果，早产窒息高胆红

素血症患儿中有 3 例诊断为心肌炎患儿，29 例诊断为亚临床心肌炎，46 例疑诊心肌炎患者。 
结论  窒息早产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心肌细胞存在不同程度损伤，同型半胱氨酸是新生儿心肌细

胞损伤独立危险因子。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419 
 

基于适配体和重组酶介导等温扩增技术的检测新方法的建立

和应用研究 
 

陈庄 王开宇 兰小鹏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适配体是能够与靶分子高亲和力、高特异性结合的单链寡聚核苷酸。作为一种核酸分

子，适配体易于大量合成及高效扩增，将适配子作为识别元件构建高灵敏、高特异性的检测新

技术已有广泛应用。重组酶聚合酶扩增（RPA）技术是一种新型恒温核酸扩增技术，可以在恒

温的条件下大量扩增 DNA 分子，放大检测信号，提高检测灵敏度。本文将适配体固定在磁珠

表面构建功能化磁珠，并且整合 RPA 技术，构建了一种以适配体为识别元件，RPA 技术为信

号放大策略的检测新方法。经优化反应条件，完善检测步骤，该方法具有快速、简便、准确的

优点，在生物分析、临床检验等领域将具有较大应用前景。 
方法  以凝血酶适配体作为新方法验证的模式适配体。通过生物素-亲和素系统将适配体固定在

生物素标记磁珠表面。将互补核苷酸链与固定在磁珠表面的核酸适配体退火形成双链，组装成

双链 DNA-磁珠复合体。加入凝血酶后，适配体发生分子构象改变与凝血酶结合形成复合物，

并将适配体的互补核苷酸链置换下来用于 RPA 反应。 通过优化 RPA 扩增反应的扩增时间及

温度等条件，建立基于 RPA 技术的检测新方法。通过检测不同的蛋白质能否与配体结合并置

换待扩增模板进行 RPA 扩增评估该方法的特异性，通过不同浓度的凝血酶与适配体反应进行

RPA 与 PCR 反应检测该方法的敏感性。 
结果  随着凝血酶量的增大，凝血酶适配体和凝血酶结合增加，说明凝血酶能够与凝血酶适配

体结合形成复合物。通过对 RPA 反应进行优化后，其最适扩增温度 39℃、扩增时间 25 min。
特异性试验显示：只有加入凝血酶后，RPA 和 PCR 反应显示出明显的特异性扩增条带，加入

其它蛋白后并无扩增条带；敏感性试验显示： RPA 和 PCR 可以检测到最低浓度为 100 pM 的

凝血酶。通过对 RPA 和 PCR 两种扩增方法对凝血酶检测的比较，RPA 和 PCR 一样具有很高

的敏感性和很强的特异性。 
结论 本研究以适配体作为识别元件以及 RPA 技术作为信号放大策略建立了高灵敏的检测新方

法。该方法采用的 RPA 技术信号放大策略使整个检测过程在接近常温的恒温条件下即可完

成，而检测敏感性和特异性与采用 PCR 技术信号放大策略时相当，具有简便、快速、灵敏度

高、特异性强等特点。由于适配体识别靶标具有广泛性，该方法可以扩展至蛋白、有机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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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无机物、金属离子等任何靶标分子的检测，有望在生物分析、临床检验等领域进一步推广

和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547 
 

265 株肺炎链球菌临床分离株的血清分型及耐药性分析 
 

黄连江
1 袁玉涛

1 梁晓亮
1 黄建炜

1 
1.厦门市第二医院 

2.厦门市疾病控制中心 
 

目的 了解厦门岛外地区临床标本分离的肺炎链球菌临床分布特点、血清分型及体外对常用抗

菌药物的耐药性，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所有菌株鉴定均严格参照《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4 版》采用涂片革兰氏染色、胆盐溶菌

试验、Optochin 试验和菊糖试验，血清分型采用简易棋盘式肺炎链球菌分型试剂盒进行血清

分型试验，体外药敏试验根据 CLSI-2012 版采用 K-B 纸片扩散法检测其对青霉素等 10 种抗菌

药物的敏感性，同时采用 E test 纸条检测苯唑西林耐药的肺炎链球菌的青霉素 MIC 值，

Whonet5.6 及 SPSS13.0 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7 岁以下、50 岁以上患者占总数的 90.2%(239/265) ；侵袭性 PDs 占 7.9%(21 /265) ，
265 株肺炎链球菌主要来源于呼吸道标本占 89.1%（236/265）。血清型主要有 23F（84
株）、19F（56 株）、6A（26 株）、6B（15 株）、19A（13 株）、14（11 株），其中 60
株用无法确定血清分型。有 10 种抗菌谱，同时对 5 种抗菌药物不敏感（包括耐药和中介）有

111 株，红霉素、克林霉素、复方新诺明和青霉素的耐药率最高，分别为 95.8%、94%、

68.8%和 65.3%，对左旋氧氟沙星、利福平和奎如普汀/达福普汀耐药率低，分别为 0.8%、

1.5%、1.1%，未检出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耐药的菌株。儿科病房患者分离株和非儿科患者分

离株对 10 种抗菌药物（除青霉素外）的耐药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厦门市岛外地区肺炎链球菌疾病主要集中在 50 岁以上的老年人、7 岁以下的学龄前儿

童，其血清型分布广泛，但相对集中，以 23F、19F、6A 为主，7 价疫苗和 23 价疫苗基本能

覆盖；本地区分离的肺炎链球菌耐药较为严重，PNSSP 对青霉素的耐药性以低度耐药为主，

左旋氧氟沙星、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对该菌具有很强的抗菌活性。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有必要提

高肺炎链球菌的分离鉴定能力并监测其抗原和耐药性的变化趋势，指导预防性疫苗的接种及临

床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730 
 

缺氧诱导因子 HIF-2a 和 HIF-1a 在血管生成调控中的差别 
 

夏宇 江丽霞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大量的研究表明缺氧的微环境能够促进肿瘤的生长、侵袭。肿瘤的适应性缺氧主要由 HIFs 调

节，其中最重要的是 HIF 诱导、调控血管生成相关基因如 VEGF、Notch 等的表达。HIF 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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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亚基和 β 亚基组成的异源二聚体。虽然 HIF-1α 和 HIF-2α 有着 42%的相同氨基酸序列，但

许多研究表明两者在血管生成调控中存在差别，HIF-1α 主要调控血管新生，而 HIF-2α 主要调

控血管功能性成熟。本文就 HIF-1α、HIF-2α 在血管生成调控中存在的差别综述如下。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738 
 

GPR119 过表达对脂质代谢相关基因的影响 
 

陈志平 胡蓉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医院 341000 

 
目的  分析 THP-1 巨噬细胞中过表达 GPR119 后脂质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 
方法  构建过表达 GPR119 载体，转染 THP-1 细胞，用佛波酯（160nmol/L,48h）分化成巨噬

细胞。分组如：（1）NC 组：空载体转染 THP-1+Dil-oxLDL（50μg/ml）48h；（2）
GPR119(H)组：过表达 GPR119 转染 THP-1+Dil-oxLDL（50μg/ml）48h。检测过表达

GPR119 转染 THP-1 巨噬细胞后脂质代谢相关基因表达。 
结果  过表达 GPR119 组 SR-B1、APOE、LCAT 基因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表达

（P=0.000）。 
结论  过表达 GPR119 能引起脂质代谢相关基因表达变化。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739 
 

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碳青霉烯酶筛查试验的评价 
 

胡仁静 严子禾 胡锡池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14002 

 
目的  评价 Carba NP 试验及 Carba NP-direct 试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碳青霉烯

酶检测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3 年-2015 年临床分离的各种标本耐碳青

霉烯类抗生素的肠杆菌科细菌 112 株，同时选取碳青霉烯敏感的菌株 100 株作为对照组。所

有菌株进行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 PCR 检测、改良 Hodge 试验（MHT 试验）、Carba NP 试验

（CNPt）以及 Carba NP-direct(CNPt-d)试验检测。 
结果  CNPt-d 与 CNPt 是结果一致，与 MHT 试验相比检测的敏感度是（100% vs. 96%）及特

异度是（100% vs. 98%）。 
结论  CNPt-d 和 CNPt 试验能快速、准确筛查出临床分离鉴定的产碳青霉烯酶的肠杆菌科细

菌，CNPt-d 在常规的微生物实验室有发展前景，可作为表型确认实验和耐药监测的手段。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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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患者全因死亡的 Meta 分析 
 

胡仁静 严子禾 胡锡池 韩志君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214002 

 
目的  评价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患者全因死亡风险。 
方法  检索 Pubmed 数据库、Embase 数据库，并辅以文献追溯、手工检索，检索时间为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同时含有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及碳青霉

烯敏感的肠杆菌科细菌(CSE)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的研究。采用 Stata14.0 软件进行文献数据进

行分析，并评价 Meta 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发表偏倚。 
结果  16 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包括 2916 例患者(碳青霉烯耐药肠杆科细菌感染组 797 例，碳

青霉烯敏感肠杆科细菌 2119 例)。根据纳入研究的设计类型分为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根

据感染患者细菌检出的标本类型分为血流感染组亚组、综合感染类型亚组（包括尿液、血液、

痰等）。队列研究组的 CRE 感染全因死亡的相对危险度(risk ratio，RR)为 2.44(95%CI 1.96-
3.03，I2=16.1%，Pheterogeneity=0.312)；血流感染亚组的 RR 为 2.07(95%CI 1.59-2.69，
I2=0.0%，Pheterogeneity=0.511)；综合感染类型亚组的 RR 为 3.35(95%CI 2.25-4.99，
I2=0.0%，Pheterogeneity=0.868)。病例对照组的比值比(odds ratio，OR)为 2.30(95%CI 
1.49-3.55，I2=53.5%，Pheterogeneity=0.018)；血流感染亚组的 OR 为 2.85(95%CI 1.66-
4.90，I2=60.8%，Pheterogeneity=0.018)；综合感染类型亚组的 OR 为 1.46(95%CI 0.73-
2.90，I2=25.2%，Pheterogeneity=0.261)。 
结论  耐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患者死亡率明显高于碳青霉烯类敏感的肠杆菌细菌

感染的患者，耐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的血流感染与的患者死亡是密切相关的。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749 
 

一种低成本的逆转录病毒感染白血病细胞的方法探析 
 

张慧娟 张伶 胡蓉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为了降低实验成本，解决悬浮细胞难转染问题，本研究进行逆转录病毒包装及感染悬浮

细胞—白血病细胞的实验。 
方法  采用磷酸钙转染方法将逆转录病毒质粒 MSCV-PIG，gag-pol 与 vsvg 共转染入 293T 细

胞，通过旋转法将病毒原液与 KG-1a 白血病细胞共孵育，最后用嘌呤霉素筛选稳定细胞株。 
结果  逆转录病毒原液感染 KG-1a 细胞 48h 后 KG-1a 细胞的感染效率约为 10%。但嘌呤霉素

稳筛后，携带逆转录病毒载体的 KG-1a 细胞阳性率可达 85%以上。 
结论  通过低成本的磷酸钙转染方法获取病毒，采用病毒原液成功感染较难转染的白血病细

胞，为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借鉴。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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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HE4、ROMA 指数参考区间的研究 
 

何华 胡蓉 朱亚飞 李峰 任苓 江丽霞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目的  研究女性人群血清人附睾蛋白(HE4)和罗马指数（ROMA）的参考区间。 
方法  采用罗氏电化学发光法对纳入的 700 例健康人群（未绝经期 414 例，绝经期 286 例）和

160 例卵巢肿瘤患者（卵巢恶性肿瘤 80 例，卵巢良性肿瘤 80 例）检测血清 HE4、CA125 水

平，根据卵巢癌风险预测模型计算 ROMA 指数。建立女性人群血清人 HE4 和 ROMA 指数的

参考区间，对血清 HE4 和 ROMA 指数不同参考区间的临床诊断性能进行验证。 
结果 血清 HE4 水平参考区间为：绝经前，HE4＜72.25pmol/L，绝经后，HE4＜
82.72pmol/L，ROMA 指数参考区间为：绝经前＜15.09%，绝经后＜21.32%。 
结论  CA125 与 HE4 的联合检测及 ROMA 提高了卵巢上皮癌诊断的准确，HE4 与 ROMA 指

数参考区间的设立更有助于发现早期卵巢癌。本文建立的参考范围比厂家提供的参考范围更适

合本实验室。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79768 
 

海南地区 4 个常见非综合征遗传性耳聋基因突变的分析 
 

陈鑫苹 Sheng-Miao FU Zheng FU Wei-Hua XU Jie LIN Zhi-Bin ZHAO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ot-spot mutation carrier rate of the most common 4 Chinese 
deafness genes, namely GJB2 (35delG，176del16bp, 235delC, 299delAT), GJB3 
(C538T) ,SLC26A4 ( IVS72A>G, A2168G) and 
mitochondrial DNA 12S rRNA (A1555G, C1494T) in Hainan population with non-syndromic 
hearing impairment. Method Blood of 573 patients with hearing loss was tested with allele-
specific PCR-based universal array.  
Results  67  of 573 patients were found carried  hot-spot mutation(11.69%). 31 patients of 
the GJB2 heterozygous 
mutation(5.41%),including 11 cases of 235 del C homozygous mutation, 13 cases of 
235delC heterozygous mutation, 4 cases of  176del16 heterozygous mutation, 1 case of 
299delAT heterozygous mutation, 2 cases of 235delC/299delAT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 28 patients of SLC26A4 gene mutation(4.89%),including 7 cases of IVS7-2A>G 
homozygous mutation, 15 cases of IVS7-2A>G heterozygous mutation, 1 cases of 2168A> G 
homozygous mutation, 5 cases of 2168A>G heterozygous mutation. 3 cases of 
GJB3 heterozygous mutation(0.52), and 5 cases of mitochondrial 12S 
rRNA mutation(0.87%).  
Conclusion  GJB2 gene and SLC26A4 gene are the main responsible genes for the 
deafness of Hainan patients.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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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788 
 

血清降钙素原和 C-反应蛋白在老年肺炎鉴别诊断和治疗转归

中的价值探讨 
 

唐日升 彭建宏 
长沙市老年呵护中心 410007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和 C-反应蛋白（CRP）在老年肺炎诊疗中的应用价值，旨在

为老年肺炎的诊治提供理论参考。 
方法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老年科住院的肺炎患者 60 例，其中

经痰培养明确为细菌性肺炎组 40 例，另外 20 例定为非细菌性肺炎组，同期选择在本院健康

体检者 60 例。采用快速荧光层析法定量法测定血清 PCT，速率散色比浊法测定血清 C 反应蛋

白,同期检测血常规。 
结果  细菌性肺炎组的 PCT、CRP 水平较非细菌性肺炎组和健康对照组均显著升高，相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细菌性肺炎组抗生素治疗前和好转后比较，血清 PCT 、CRP 水

平显著下降，相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细菌性肺炎组中，PCT 和 CRP 水平对诊断

的敏感性分别达到 97%和 78%，特异性为 78%和 68%，两者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高于白细胞

计数。 
结论  血清 PCT 、CRP 的测定对老年肺炎有鉴别诊断价值，特别是可反应抗生素治疗效果，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 
380141 
 

慢性阻塞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炎性标志物水平变化及

临床意义 
 

宋醒良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334000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标志物 SAA、PCT、CRP 在疾病的不同治疗

时期浓度变化。 
方法  收集 103 例 AECOPD 患者分别采用免疫比浊法、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标志物水平。 
结果  AECOPD 患者血清 SAA、PCT、CRP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治疗后

（5 天、10 天）血清标志物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P<0.05）。 
结论  血清标志物 SAA、PCT、CRP 可作为判断 COPD 急性加重期患者治疗效果的客观指

标。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38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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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V 和 JCV 在肾移植后感染的检测意义 
 

张秋焕
1 胡孝飞

2 钟白云
1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 
2.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医学检验系 

 
目的  探讨肾移植患者体内多瘤病毒 BKV 和 JCV 的定性、定量监测对多瘤病毒相关性肾病

（PVAN）的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的指导意义。 
方法  分别收集肾移植术后患者尿液标本 154 例、血液标本 154 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患者血液和尿液中 BKV DNA 和 JCV DNA 表达水平，并进行分析。 
结果  BKV DNA 在肾移植术后患者血液中的检出率为 19.4%（30/154），尿液中检出率为

35.06%（54/154）；JCV DNA 在血液中的检测率为 30.51%（47/154），尿液中检出率为

35.06%（54/154）。JCV 在病毒尿症早期的第五天开始活化，而 BKV 相对较迟，于术后一个

月才开始活化，且其激活的中位时间是在第 3~6 个月。JCV 在血液中的检出时间与 BKV 的相

同，而在尿液中，JCV 的检出时间晚于。 
结论  利用 PCR 方法对肾移植术后患者体内 BKV 和 JCV 实时监测，可作为肾移植术后 PVAN
的早期诊断和筛选的方法，也为诊断和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 
380421 
 

2 例输入性卵形疟散点图异常对疟原虫的筛查作用 
 

胡绿荫 张 蓓 邱建萍 戚伟强 胡香南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目的  本文报道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4 年 9 月份收治的两例境外输入性卵形疟患者的

实验室诊断，并简单探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散点图异常信息对疟疾筛查的意义。  
方法  2 例患者抗凝外周血标本采用 SYSMEX XT-4000i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细胞分析，同时

制备厚薄血片显微镜镜检查找疟原虫虫体。  
结果  2 例患者的外周血中找到卵形疟疟原虫虫体，血细胞分析的散点图出现异常，中性粒细

胞与嗜酸性粒细胞散点图之间的间距缩小或消失。 
结论  血细胞分析仪特征性的散点图异常在筛查卵形疟原虫上有一定的提示价值，与显微镜镜

检相结合更可促进疟原虫形态学的诊断。 
 
 
最终交流类型：书面交流 
类别：免疫新技术和新方法 
430525 
 

 肺结核大咯血患者早期外周血小板计数的变化和意义 
 

任国英 郭丽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130500 

 
目的  观察肺结核大咳血患者早期外周血小板的变化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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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发病收住我院的肺结核大咳血患者 140 例，依据有无

二次咳血分为非二次咳血和二次咳血组。所有患者于发病 1 小时内完成外周血小板计数的检

测，同正常对照组比较。 
结果  肺结核大咳血患者外周血小板计数低于正常对照组，二次咳血组的外周血小板计数低于

非二次咳血组。 
结论  肺结核大咳血患者早期外周血小板计数开始下降，可能是二次咳血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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