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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乳腺癌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1 乳腺癌的流行病学研究 

研究方向 2 乳腺癌发生机制和早期诊断的研究 

研究方向 3 乳腺癌转移机制的研究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4 乳腺癌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姓名 郝希山 研究方向 肿瘤外科、肿瘤免疫及生物治疗研究 
实验室 

主任 
出生日期 1945 年 9 月 15 日 职称 

院士、主

任医师 
任职时间 2003 年 

姓名 孙保存 研究方向 肿瘤病理诊断和肿瘤血管生成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

删) 
出生日期 1950 年 11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3 年 

姓名 赵国屏 研究方向 

微生物代谢调控以及酶的结构功能关

系与反应机理，开发相应的微生物和蛋

白质工程生物技术。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出生日期 1948 年 8 月 15 日 职称 

院士、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15 年 

发表论文 SCI 45 篇 EI 0 篇
论文与专

著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1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奖励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6349 万元 纵向经费 4604 万元 横向经费 1745 万元

发明专利 申请数 0 项 授权数 3 项发明专利

与 

成果转化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 万元

研究水

平与贡

献 

标准与规

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

标准 
0 项

研究队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81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8 人

 
 



院士 1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1 人

短期  1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2人

讲座 2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0 人

青年千人计划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27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

体 
0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

团队 
0 个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郝希山 

亚洲乳腺癌协会 

国际癌症登记协会（IACR）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FACS） 

英国邓迪大学 

美国费斯伯格州大学 

日本久留米大学 

日本昭和大学 

名誉主席 

会员 

会员 

名誉教授 

名誉教授 

客座教授 

客座教授 

陈可欣 

国际肿瘤登记报告协会 

美国国家肿瘤登记协会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 

会员 

会员 

会员 

张瑾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美国血液学会 

会员 

会员 

会员 

付丽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athology 

日本病理学会 

日本乳癌学会 

MemberFello

w 

会员 

会员 

谷峰 
日本细胞生物学学会 

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委员 

委员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郭晓静 
美国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 
会员 

访问学者 国内 0 人 国外 3 人

伍建设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1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1 人

依托学科 

(据实增

删) 

学科 1 肿瘤学 学科 2 
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 

学科

3 
生物治疗学

研究生培

养 
在读博士生 47 人 在读硕士生 151 人

承担本科课

程 
3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0 学时

学科发

展与人

才培养 

大专院校教

材 
0 部  

开放与 承办学术会

议 
国际 0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2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2 项

实验室面积  15000M
2
实验室网址

http://www.tjmuch.com/kyjx/sysjs/i

ndex.shtml 

运行管

理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

入 
770.425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文和专著、

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

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实验室自 2004 年 7 月经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以来，紧密围绕主要研究方向，针对乳腺

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机制，从乳腺癌的流行病学、乳腺癌发生机制和早期诊断、乳腺癌

转移机制、以及乳腺癌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方面深入开展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本

实验室 2015 年度获得以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发表 SCI 学术论文 45 篇，

获得授权专利 3 项，使实验室研究水平获得显著提高。同时，加强了实验室的硬件建设，购

置了一大批大型仪器设备；完善了原有的 8 个技术平台：细胞生物学技术平台、分子生物学

技术平台、细胞与分子遗传学技术平台、生物芯片技术平台、生物治疗技术平台、分子流行

病学技术平台、实验肿瘤学技术平台，乳腺癌组织、血清骨髓样本库。通过引进人才与派出

进修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形成了一支以院士和长江学者为代表的、知

识和年龄结构合理、学科专业齐全、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创新性学术梯队。建立了规范的实

验室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有效地保证了各项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成为承担高水平科研课

题、培养优秀人才和开展创新性研究的综合性科研基地，目前已成为国内规模较大、设施一

流、成果显著、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乳腺癌防治研究中心。 

（一）乳腺癌的流行病学研究 

2.“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模式探索”的研究 

（1）通过深入整理分析全国乳腺癌筛查数据，总结出以下重要结论：a、能够显著增加

中国女性乳腺癌检出率的人口学因素包括，年龄大、无保险、非在婚、结婚年龄>25 岁、有

家族史；b、相比自然就诊的乳腺癌患者，筛查发现的乳腺癌患者具有更好的生物学特征，包

括肿瘤体积小、分期早、淋巴结转移少；c、采用手诊、B超、钼靶对我国女性进行乳腺癌筛

查的灵敏度分别为 42%、63%、86%，与经典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接近，提示各项筛查技术在我

们已经基本建立；d、在钼靶阳性人群中补充超声筛查，不仅显著降低筛查召回率，避免过度

诊断；其次，在钼靶阴性人群中补充超声筛查，可以提高检出率，从而避免漏诊；e、中国女

性致密型乳腺的比例为 49.2%，同时，致密型乳腺很有可能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致密乳腺不

仅与绝经、活产次数、乳腺良性疾病史及首次生育年龄等传统乳腺癌危险因素相关，同时可

能与遗传因素相关。这些结果将为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提供重要的

基础数据。 

  （2）中国多中心乳腺癌优化筛查方案研究第二轮筛查工作已经初步完成，共对 16960

名妇女进行了第二轮筛查，同时对 7523 名首轮筛查女性进行了随访，最终发现 41 名新的乳

腺癌患者及 51 名间期癌患者。二轮筛查发现的乳腺癌患者肿瘤生物学特征、未参加二轮筛查

 
 



的女性的失访原因调查、间期癌患者的首轮影像学特征分析、两轮筛查影像学特征的进展与

新发乳腺癌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轮筛查间乳腺癌危险因素的进展与乳腺癌发病之间的关系，

等等分析均在陆续进行中。其次，结合首轮筛查基线收集的血样，后期将深入开展基于遗传

及环境因素综合的风险评估策略在乳腺癌高危筛查策略中的价值研究。 

（3）继续开展高通量基因检测在乳腺癌高危人群发病风险预测中的研究，2015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1 月项目总共收集样本 242 例，质控合格样本 242 例，阳性样本总共 22 例，阳性

率为 9.09%（0%-16.7%）。其中 7 月的检测样本中含有正常人标本 25 例(58.14%)，导致阳性

率较其他月份低。使用 Sanger 测序法对阳性位点进行验证，结果示高通量测序的检测结果与

Sanger 测序的检测结果一致。 

2.通过比较基因组学分析提示双侧乳腺癌具有遗传独立性 

双侧乳腺癌（Bilateral breast cancer，BBC）是乳腺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其发病

机制、生物学特性和预后都尚不明确。两侧癌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如何

评价两侧的单克隆性是诊断 BBC 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本项研究旨在确定 BBC 患者对侧乳腺

癌的起源（是否独立于原发癌）。 

本课题对四例具有不同分子分型 BBC 患者（两例同时性 BBC 和两例异时性 BBC）配对的

双侧肿瘤组织进行深度全基因外显子组测序（600X）和比较基因组杂交（aCGH）技术进行全

基因组拷贝数分析（CNA），并以两例乳腺癌肝转移患者的配对原发癌和转移癌组织作为对照。

评价两侧癌之间的突变一致性、突变谱聚类和克隆性判断 BBC 来源的独立性。结果显示配对

的 BBC 两侧癌组织突变一致率接近于 0，远远低于配对的原发癌和转移癌之间的一致率。突

变图分析也发现 BBC 两侧癌组织互相独立于彼此，不同于原发癌和转移癌组织间的显著聚类。

CNA 数据的克隆分析提示 BBC 两侧癌组织具有独立的克隆来源，而乳腺癌肝转移的原发癌和

转移癌具有相似的克隆来源。 

结论：BBC 患者双侧组织间具有独立的发生和来源，临床治疗应独立处理。 

文章发表于 Oncotarget. 2015 Oct 13;6(31):31820-9.（IF=6.359）  

3. 三阴性乳腺癌遗传易感基因的筛选与研究 

三阴性乳腺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s，TNBCs)已被证实为一种异质性疾病

并且存在着广泛的基因谱变异。TNBC 更易发生复发转移，预后较差。随着二代高通量测序技

术的发展，为探索 TNBC 的发生发展与多基因改变的相关性带来机遇与挑战，是否与 TNBC 患

者异质性，预后及化疗敏感性有关亟待进一步探索。课题组收集了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外周血

标本，-80℃冻存。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对 115 个癌症风险相关基因的外显子区和侧翼 30bp

内含子区域进行检测。同时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相关资料。结果显示：检测 100 例三阴性乳

腺癌外周血标本，21 例（21%）患者存在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突变，其中 9例为 BRCA1（5 例）

及 BRCA2（4 例）基因突变。在 12 例患者中检测到除 BRCA 之外的致病性基因突变，包括 PALB2 

(3%), MUTYH (3%), ATM, GALNT12,HMMR, MSR1, NTRK1,SDHC 及 VHL(1%)。共检出 183 个意义

 
 



未明的突变，平均每例患者为 1.83 个意义未明突变，其中各样本意义未明突变个数从 0至 7

个不等。115 个基因中共有 49 个基因检测到意义未明突变，每个基因中位 VUS 数为 3个，各

基因检测出的 VUS 患者数量从 1(CTNNA1, PIK3CA, SDHC 等）至 13 (BRIP1, AXIN2)个不等。

对患者进行随访发现，高突变组与低突变组患者相比无病生存期（DFS）较短，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结论：与癌症及 DNA 损伤修复相关的基因突变在三阴性乳腺癌中具有较高频率。多基

因测序能够预测 TNBC 患者预后，并为患者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尚需进一步研究探索特定基

因突变与 TNBC 发生、发展的相关性以及临床转化研究。这一结果为 TNBC 患者在多基因测序

研究中获益带来希望。 

（二）乳腺癌发生、转移机制和早期诊断的研究 

1. 乳腺癌骨转移机制研究 

关于骨转移的研究，通过临床病例、体内动物实验和体外细胞学实验阐明了 Integrin 

beta-like 1（ITGBL1）促进乳腺癌骨转移的作用和机制。研究发现 ITGBL1 高表达促进乳腺

癌细胞骨基质重塑相关基因表达形成骨拟态（osteomimicry）表型，进而在骨微环境中归巢、

定植和增殖，并促进破骨细胞分化形成溶骨性骨转移；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ITGBL1 上游由

成骨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 RUNX2 转录激活，下游调节 TGFβ表达和分泌。该研究揭示了

RUNX2-ITGBL1-TGFβ信号轴在乳腺癌骨转移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对骨转移机制的理论认识，

并为乳腺癌好发的骨转移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 

文章发表于 Cancer Res. 2015 Aug 15;75(16):3302-13.（IF=9.329） 

2.基底样乳腺癌转移机制的研究 

关于基底样乳腺癌转移机制的研究，发现基质特异性转录因子 Forkhead box F2（FOXF2）

在基底样乳腺癌（basal-like breast cancer, BLBC）细胞中特异性表达，而 FOXF2 表达缺

乏促进 BLBC 细胞上皮-间质转化（epitheil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进而形成早

发的播散性转移和对化疗药物的多药抗性；另外，FOXF2 抑制 BLBC 转移的同时，促进了细胞

增殖。对 FOXF2 抑制 BLBC 转移机制的研究发现，EMT 相关转录因子 TWST1 和 FOXC2 是 FOXF2

转录抑制靶基因，并介导 FOXF2 调控的基底样乳腺癌细胞的 EMT 编程、转移潜能及药物抗性。

对 FOXF2 上游调节机制的研究发现，FOXF2 在乳腺癌细胞中的亚型特异性表达及转移抑制和

增殖促进的双向功能，是通过 FOXF2 启动子区 DNA 甲基化沉默与 SP1 转录激活的联合效应调

控的。关于 FOXF2 的系列研究揭示了 SP1-FOXF2-TWST1/FOXC2 转录调控轴在 BLBC 转移中的关

键作用，并为诊断和治疗高度恶性基底样亚型乳腺癌提供了新的策略。 

系列论文发表于 Breast Cancer Res. 2015 Feb 26;17:30.（IF=5.49）；J Biol Chem. 2015 

Jul 31;290(31):19173-83.（ IF=4.573）；Cancer Lett. 2015 Oct 28;367(2):129-37.

（IF=5.621） 

3．乳腺癌脑转移机制研究 

乳腺癌脑转移是乳腺癌诊治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常常导致患者的不良预后和高致死

 
 



率。最近的研究表明，Slit2/Robo1 信号通路参与乳腺癌的恶性进展。然而，迄今为止，

Slit2/Robo1 信号通路在乳腺癌脑转移中的作用尚不清楚。基于此现状，我们首次探索了

Slit2/Robo1信号通路与乳腺癌脑转移的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低表达Slit2或者Robo1

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预后更差，并且更倾向于发生脑转移，而非其他脏器（如肝、骨、肺）

的转移。发生脑转移的乳腺癌患者与未发生脑转移的乳腺癌患者相比，Slit2 和 Robo1 的表

达水平显著降低；且前者脑转移灶中 Slit2 和 Robo1 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原发灶。另外，低

表达 Slit2 或者 Robo1 的脑转移患者疾病进展较为迅速，即从确诊为乳腺癌到发生脑转移的

时间间隔和从确诊脑转移到患者死亡的时间间隔都显著短于高表达组。总而言之，我们的研

究提示，Slit2/Robo1 轴可能作为一个临床指标，用于预测乳腺癌脑转移的发生。 

文章发表于 Sci Rep. 2015 Sep 24;5:14430.(5.578) 

4．Anxa2 与肿瘤发生发展的相关作用的机制研究 

通过统计学分析发现高表达膜磷脂蛋白 Anxa2 的乳腺癌患者表现出较差的整体生存率和

无病生存率；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免疫印迹检测发现乳腺癌肿瘤组织和肿瘤细胞系中

Anxa2 的表达和表皮生长因子（EGFR）以及上皮间质转化的标志物之间存在正相关。利用干

扰 RNA 技术降低细胞中 Anxa2 的表达，发现 Anxa2 的表达下降影响 EGF 诱导的细胞上皮间质

转化，同时抑制 EGF 诱导的 STAT3 因子的激活。在免疫缺陷的乳腺癌小鼠模型中发现 Anxa2

的敲除显著减少了肺转移发生的几率。研究结果表明 Anxa2 是乳腺癌不良预后的因素，同时

揭示 Anxa2 促进乳腺癌转移的分子机制是通过参与 EGF 诱导的 STAT3 的激活导致细胞迁移和

侵袭的改变。 

文章发表于 Oncotarget.  2015;6(31):30975-92.  (IF=6.359)。 

利用小干扰 RNA 技术下调乳腺癌细胞中膜磷脂蛋白 Anxa2 的表达并检测细胞的增殖能

力，结果显示在乳腺癌细胞中下调 Anxa2 的表达明显抑制了细胞的增殖。此外，我们利用实

时定量 PCR 技术和 Western 技术分析了降表达 Anxa2 细胞的细胞周期分布以及信号通路

的改变，结果发现细胞的 G1 至 S 期转换受到迟滞，磷酸化 STAT3 和细胞周期蛋白 D1 的表

达水平下降。总之，结果证实在乳腺癌细胞中 Anxa2 表达下降能够下调 STAT3 的磷酸化水平，

进而导致 Cyclin D1 表达水平下降而改变乳腺癌细胞的周期分布和增殖能力。 

文章发表于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5;153(2):263-75. （IF=3.94） 

此外，采用免疫共沉淀结合免疫荧光染色的方法证实了 Ebp1 和 Anxa2 在细胞内存在相互

作用相关研究显示 Ebp1 作为 Anxa2 一个新的结合蛋白质，能够通过负调控 Anxa2 的表达抑制

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进而在肿瘤发生和进展中发挥负调控的作用。 

文章发表于 Mol Cell Endocrinol.  2015;411:75-85.（IF=4.405） 

5. FATS 基因功能性多态位点对三胎妇女患乳腺癌风险的影响 

FATS（又称 C10orf90），通过调节 p53-p21 通路与乳腺癌的发生相关。最近研究表明 FATS

和 p53 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对进化中的繁殖过程极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 FATS 基因多态性

 
 



是够可以影响乳腺癌风险。 

本课题组在中国天津和广州分别开展了两项独立的人群研究，分别纳入 1532 例病例和

1573 名对照以及 804 例病例和 835 名对照。同时进行功能学的验证，探索 FATS 遗传变异与

乳腺癌的风险。本研究确定了一个功能性多态位点（rs11245007，905C > T, 262D/N），可以

调节 p53 的活化。FATS-262 N 较 FATS-262 D 具有更强的 E3 活性促进 p53 的多聚泛素化，使

p53 具有更强的转录活性，蛋白更加稳定，DNA 损伤时活性更强。病例对照研究显示 CT 或 TT

基因型能够降低活产次数>=3 的妇女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且不受家族史影响。 

结论：FATS-p53 信号通路在抑制怀孕相关癌症发生中的作用，以及 FATS 基因型检测在

乳腺癌预防中的潜在价值。 

文章发表于 BMC Cancer. 2015 Jul 30;15(1):559. (IF=3.362) 

6.乳腺癌中迁移侵袭抑制蛋白（MIIP）的表达及杂合性缺失研究 

迁移侵袭抑制蛋白（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hibitory Protein，MIIP）基因作为新

发现的候选肿瘤转移侵袭抑制基因参与调节细胞迁移和侵袭以及有丝分裂检查。MIIP 定位于

染色体 1p36 区域，此区域在包括乳腺癌在内的多种癌症中存在缺失。本研究本研究旨在观察

乳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 MIIP mRNA 和蛋白表达，以及 MIIP 基因杂合性缺失（LOH）情况，

评价 MIIP 基因在乳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机制。 

课题组对 86 例配对的乳腺癌及癌旁组织中 MIIP 基因的 mRNA 和蛋白表达进行检测；在

149 例血浆外周血、组织匹配的乳腺癌患者中，选取 MS 标记位点和一个功能 SNP 位点，评价

乳腺癌患者中MIIP基因的LOH状态。本研究发现乳腺癌组织与配对的癌旁正常组织比较，MIIP 

mRNA 表达水平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晚期及肿瘤>2cm 的患者 MIIP 表达水平更低。乳腺

癌患者 LOH 检出率为 26%（37/142）；存在 rs2295283 缺失的乳腺癌患者，具有较差的预后。

MIIP 基因在乳腺癌患者中的失表达及 LOH 可能与乳腺癌的不良预后有关，提示其在乳腺癌的

发生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文章发表于 Oncol Rep. 2015 Jun;33(6):2771-8. (IF=2.301) 

7. 检测乳腺癌 G1/S 期调控相关的四色基因探针试剂盒 

课题组成功研发了检测乳腺癌 G1/S 期调控相关的四色基因探针试剂盒，该试剂盒用于检

测乳腺肿瘤组织 G1/S 期调控相关的基因拷贝数变异情况。本发明涉及检测乳腺癌 G1/S 期调

控相关的四色基因探针试剂盒，该检测试剂盒，包括即用型杂交液。所述即用型杂交液的组

分及浓度为：CCND1 基因探针、RB1 基因探针、C-myc 基因探针和 CHEK2 基因探针的浓度均为

0.04μg/μl。本发明试剂盒建立了一种针对乳腺癌细胞的定量多基因荧光原位杂交探针，采

用多色荧光素标记不同的基因，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定量单个乳腺癌细胞核中多达 4 个基因，

使标本检测效率明显提高，可用于大规模研究临床标本基因拷贝数的变化(等位基因失衡)。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单色或双色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方法有其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是一次

实验只能用 1-2 种探针来检测 1-2 种基因的异常，不能同时观察细胞内多个相关基因的变化

 
 



情况。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搭载高分辨定量多色荧光原位杂交法，采用荧光素标

记特异的基因探针，能够高分辨地检测同一乳腺癌标本甚至同一克隆乳腺癌细胞中 4种 G1/S

调控相关基因的异常变化。这些基因变异包括基因异位、基因缺失、基因扩增等等。通过检

测乳腺癌肿瘤标本，明显提高检测信号的信噪比，增加检测结果的可信程度，初步发现肿瘤

的恶性程度、患者预后等临床病理特征与本试剂盒中涉及的 CCND1 基因、RB1 基因、C-myc

基因和 CHEK2 基因的拷贝数变化具有相关性。 

2015 年 3 月获得专利授权（授权号：ZL 2013 1 0335444.6）。 

（三）乳腺癌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1. 乳腺诊断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系统 PEMi-I 产品注册临床试验研究 

乳腺癌是严重危害女性生命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早期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关键因素。

目前的诊断方法包括 X线、超声等结构成像及 PET-CT 分子成像等。结构成像基于肿瘤组织解

剖结构等改变诊断，缺乏组织特异性；PET-CT 利用恶性肿瘤生长活跃，葡萄糖代谢增多等特

点诊断，但其为全身显像设计，空间分辨率不足，对较小病灶诊断困难。PEM 扫描仪是乳腺

专用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设备。其成像原理与人体 PET 基本相同，但具有更高的探测灵敏

度和空间分辨率（2mm），在获取乳腺组织的功能信息方面有着独特的优点。作为国产先进核

医学设备，应用临床尚需产品注册。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多中心、随机、盲法评价对符合入组条件受试者 399 例，（阳性组

239 例，阴性组 160 例）进行了临床试验研究。比较了 PEM 与人体 PET 诊断乳腺癌的一致性，

诊断一致性的评价指标包括阳性一致率、阴性一致率及总体一致率等等效性研究。 

同时，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分别比较 PEM 与 X 线钼靶、超声等常用乳腺癌诊断方法在

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及阳性结果预测值和阴性结果预测值等方面的差异，获得 PEM 产品

在乳腺癌诊断中优势的优效性临床科学研究。 

目前已完成该项产品注册临床试验，获得产品注册证 注册号：国械注册 20153331166；

完成 PEM 产品在乳腺癌诊断中优势的优效性临床科学研究，撰写学术论文 2 篇，其中

“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positron emission mammography and 

wholebody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n breast cancer”已投稿 EJNM，IF=5.383，

待发表；另一篇正在修改。 

2.PI3K 抑制剂 NVP-BKM120 杀伤乳腺癌多药耐药细胞中肿瘤干细胞的作用研究 

肿瘤干细胞是导致乳腺癌多药耐药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乳腺癌的多药耐药常伴随

磷脂酰肌醇-3-激酶/丝苏氨酸蛋白激酶（PI3K/AKT）信号通路的过度激活。本研究旨在探讨

PI3K 抑制剂 NVP-BKM120 对乳腺癌多药耐药细胞及其中肿瘤干细胞的杀伤作用研究。采用 MTT

方法、Annexin V/PI 双染流式检测结合 caspase 9 活性检测评价 NVP-BKM120 对三种乳腺癌

多药耐药细胞 MCF-7/A02、CALDOX 及 MD60 的诱导凋亡及杀伤作用。通过 CD44 及 CD24 表型检

测、ALDH1 活性检测结合细胞体外球囊形成实验及软琼脂克隆形成实验评价 NVP-BKM120 对乳

 
 



腺癌多药耐药细胞中肿瘤干细胞的杀伤作用。通过 western blot 结合激光共聚焦检测

NVP-BKM120 对乳腺癌多药耐药细胞中 PI3K/AKT/ NF-κB 信号通路相关的蛋白表达、磷酸化

及蛋白定位的影响。结果 NVP-BKM120 通过降低 AKT 的磷酸化水平及 NF-κB 在细胞核内的分

布明显抑制 PI3K/AKT/ NF-κB 信号通路的活性，从而能够有效杀伤多种乳腺癌耐药细胞系，

且 NVP-BKM120 联合阿霉素对于杀伤耐药细胞有显著的协同作用。NVP-BKM120 对耐药细胞中

的乳腺癌干细胞亦有显著的杀伤作用，乳腺癌多药耐药细胞中的肿瘤干细胞比例及肿瘤干细

胞的体外成瘤性均能够被 NVP-BKM120 显著抑制。结论 PI3K 抑制剂 NVP-BKM120 能够有效杀

伤乳腺癌多药耐药细胞并清除其中的肿瘤干细胞，这一结果为乳腺癌化疗不敏感及乳腺癌化

疗后复发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文章发表于 Cell Death Dis. 2015 Dec 17;6:e2020. (IF= 5.014)    

3. miR-93 调控细胞凋亡信号通路增加乳腺癌细胞对紫杉醇的耐药性的研究 

miR-93 的差异表达在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迁移、分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miR-93

通过靶向调节多种基因的表达促进肿瘤增殖,抑制细胞凋亡,增强肿瘤耐药。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 microRNAs 也在细胞耐药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 miR-93 对化疗敏感性的

调控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阐明 miR-93 通过调控细胞凋亡信号通路产生对乳腺癌多药耐

药性的调控机制。对 20 例新辅助化疗的患者瘤组织检测，分析 miR-93 与化疗耐药的关系。

利用乳腺癌化疗敏感细胞系 MTMEC 建立耐药细胞系 MD60，分析两组细胞系 miRNA 的差异性表

达。在 MTMEC、MCF7 及 Cal 51 中稳转 miR-93 乳腺癌多药耐药细胞系中及相应对照组的研究

中，采用 MTT 实验，平板克隆实验，细胞凋亡相关实验（Annexin V/PI 双染法、caspase3/7 

检测等）探索 miR-93 对化疗耐药性的调控作用。采用流式细胞学技术分析过表达 miR-93 细

胞在紫杉醇作用下产生凋亡的情况。过表达 miR-93 后，采用检测细胞中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

量变化，采用定量分析相关蛋白含量含量，探索 miR-93 对细胞凋亡的影响。裸鼠荷瘤模型验

证 miR-93 对化疗耐药性的调控作用。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瘤组织 miR-93 表达量与乳腺癌

患者化疗敏感性负相关,miR-93 在乳腺癌化疗耐药细胞中表达上调。MiRNA 分析显示 miR-93

在耐药细胞系 MD60 中较敏感细胞系 MTMEC 表达显著增加，过表达 miR-93 促进多种乳腺癌细

胞系（MTMEC、MCF-7、Cal51）对紫杉醇耐药克隆的形成，同时抑制紫杉醇对乳腺癌细胞 caspase 

9 活性的诱导作用。在流式细胞学分析中，过表达 miR-93 细胞中，紫杉醇诱导产生的细胞凋

亡明显减少，此外，过表达 miR-93 降低抗凋亡蛋白 Bcl-2 的表达。结论：乳腺癌患者瘤组织

miR-93 高表达者化疗耐药。miR-93 可能通过调控细胞凋亡信号通路抑制化疗所引起的细胞凋

亡，从而显著会降低化疗药物敏感性。这一结果为预测乳腺癌患者化疗疗效，个体化治疗的

选择提供了新思路。 

4.三阴性乳腺癌化疗异质性基因筛选与个体化精准治疗 

三阴性乳腺癌具有高复发、转移风险，预后较差，并且具有更高的遗传相关性。随二代

测序技术及生物信息学的发展，乳腺癌的异质性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基于免疫组化的分型，三

 
 



阴性乳腺癌仅仅是复杂异质性的共同表现。因此，三阴性乳腺癌对药物治疗的敏感性存在差

异，迫切需要在分子和基因水平深入研究三阴性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寻找新的治疗靶点及

药物疗效预测因子，从而更好的指导三阴性乳腺癌个体化精准治疗。课题组收集接受新辅助

化疗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外周血标本，利用目标区域捕获测序技术，对与遗传性乳腺癌相关

的 21 个基因的外显子区和侧翼 30bp 内含子区域进行检测，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同时收集

患者的临床病理相关资料。结果：共检测 70 例三阴性乳腺癌外周血标本在 11 例患者中发现

14 个不同基因位点致病性突变，包括 BRCA1(7.1%),BRCA2(2.9%)，PALB2(2.9%), ATM(2.9%), 

BRIP1(1.4%),RAD50(1.5%), CHEK2(1.4%)。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价采用 RICIST 标准，利用影

像学评估计算出新辅助化疗前后靶病灶最大径改变，新辅助化疗疗效与基因突变评分进行相

关性分析，发现基因突变较多者新辅助化疗疗效较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本研究证

实三阴性乳腺癌外周血基因种系突变与新辅助化疗疗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通过筛选出影响

新辅助化疗敏感性的基因或基因群，制定有效的三阴性乳腺癌个体化治疗策略，指导三阴性

乳腺癌个体化精准治疗的实施。 

5. 前哨淋巴结活检规范与路径的优化 

在取得患者知情同意后，收集 2012 年 1 月-12 月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 124

例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的前哨淋巴结 206 枚，将临床上前哨淋巴结的按病人资料和前哨淋巴结

数目详细记录。发现 1 枚 SLN 者 63 例(50.8%);发现 2 枚 SLN 者 46 例(37.1%);发现 3 枚 SLN

者9例(7.3%);发现4枚者6例(4.8%);平均每例有1.67枚。SLN位于level I者121例(97.6%)，

level II 者 3 例(2.4%)。SLND 后，对 124 例实施 SLNB 病人均行全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共检

出腋窝非 SLN 2163 枚，每例 9-51 枚，平均为 17.4 枚。其中有 44 名患者的腋窝淋巴结有转

移，共取得阳性腋窝淋巴结 212 枚术中取得的前哨淋巴结制备成单细胞悬液后，用鼠抗人

moc-31 单抗标记后，行免疫磁珠分离 Immunomagnetic beads separation(IMS)。所得的细胞

用鼠抗人 moc-31-FITC 荧光抗体标记后，行流式细胞仪分析，所得 moc-31 阳性细胞的纯度为

93.62 ±2.86%(91.5%-98.7%)，详见 Figure 3.2。说明特异性 moc-31 单抗免疫磁珠分离可

有效的富集 SLN 单细胞悬液中 moc-31+的细胞并实现分离。moc-31(+)-IMS 联合流式细胞检测

CD44v6、HER-2，Mucin-1 表达检测前哨淋巴结转移，新方法中共发现 38 例乳腺癌患者的 55

枚 SLN 阳性。灵敏度 86.4%(38/44)，特异度 94.7%(36/38)，准确率 93.5%(116 /124)，假阳

性率 2.5%(2/80)，假阴性率 13.6%(6/44)，阳性结果预测率 95.5% (42/44)，阴性结果预测

率 93.0%(80/86) 。三种方法对于术中检测前哨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对比 ：新方法在敏感

性及准确性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文章发表于 Int J Nanomedicine. 2015 Apr 7;10:2775-84.（IF=4.742） 

6.EGFR 与 AKT1 基因拷贝数改变与乳腺癌预后相关性分析 

205 例乳腺癌患者标本中，EGFR 基因高拷贝数 71 例(34.6%)，AKT1 基因高拷贝数 57 例

 
 



(27.8%)，其中 24 例(11.7%)例患者既存在 EGFR 基因高拷贝数又存在 AKT1 基因高拷贝数，101

例(49.3%)例为 EGFR 及 AKT1 基因低拷贝数。EGFR 基因高拷贝数影响乳腺癌患者 5 年生存率

(P=0.0002)，而 AKT1 基因高拷贝数对生存期并无影响(P=0.1177), 但 EGFR 基因高拷贝数伴

随 AKT1 基因高拷贝数患者的预后较仅 EGFR 基因高拷贝数患者差(P=0.0383)。单因素及多因

素 COX 生存分析显示 EGFR 与 AKT1 基因高拷贝数[(P=0.000 (U), P=0.0001 (C)]、组织学分

级[P=0.001 (U), P=0.012 (C)]及淋巴结转移状态[P=0.046 (U), P=0.158 (C)] 是影响乳腺

癌患者 5年总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研究表明 EGRE 与 AKT1 基因扩增在乳腺癌中较为常见。

EGFR/AKT1同时扩增的乳腺癌患者其预后较仅有EGFR基因扩增的患者差。这表明利用QM-FISH

技术检测EGFR及AKT1基因拷贝数的改变能够预测患者预后并且为靶向精准化治疗提供依据。

文章发表于 Cancer Sci. 2015 May;106(5):642-9. (IF= 3.534)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5 年度本实验室共承担科研项目 79 项，科研经费总额 6349 万元。其中国家科技部

项目 3 项，科研经费 1454 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 36 项，科研经费 1832 万元，天

津市科委项目 19 项，科研经费 1286 万元，横向合作项目 15 项，科研经费 1745 万元，其它

项目 6项，科研经费 32 万元。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

元) 

类别 

1 肺癌和乳腺癌的“组学” 研究
2012AA02A

207 
陈可欣

2012.1-

2015.12
270 “863”计划 

2 
中国乳腺癌筛查模式的建立及

评价 

2014BAI09

B09 
宋丰举

2014.1-

2017.12
444 

国家科技（攻

关） 

3 
乳腺癌预防策略及个体化治疗

模式研究 

2015BAI12

B15 
郝希山

2015.4-

2017.12
740 

国家科技（攻

关） 

4 癌转移机理的转化医学研究 81125019 张宁 
2012.1-

2015.12
200 

国自然杰出青

年基金 

5 

肿瘤生长抑制因子 Rb通过控制

能量代谢平衡调节细胞转化作

用的机制研究 

81171898 李兵辉
2012.1-

2015.12
55 

国自然面上基

金 

6 

CD4+CD25+调节性 T细胞对肿瘤

干细胞的影响及其调控机制研

究 

81171983 李慧 
2012.1-

2015.12
60 

国自然面上基

金 

 
 



7 
三阴性乳腺癌肿瘤微环境中浸

润淋巴细胞的研究 
81172531 郭晓静

2012.1-

2015.12
57 

国自然面上基

金 

8 

AR/let-7 及其下游分子对

ER-AR+乳腺癌干细胞生长的调

控机制 

81172532 牛昀 
2012.1-

2015.12
57 

国自然面上基

金 

9 

全基因组 micro-RNA 种子区结

合序列 SNP 标志体系与乳腺癌

发病风险的关联及相关功能研

究 

81172762 陈可欣
2012.1-

2015.12
68 

国自然面上基

金 

10 

脆性位点基因 FATS 调控 p53 泛

素化修饰和抑制基因组不稳定

的分子机制研究 

81272283 李政 
2013.1-

2016.12
75 

国自然面上基

金 

11 
FOXF2 调控基底样乳腺癌转移

的作用和机制 
81272357 冯玉梅

2013.1-

2016.12
70 

国自然面上基

金 

12 

水通道蛋白 1（AQP1）在乳腺癌

浸润转移及紫杉醇敏感性中的

作用及分子机制研究 

81272358 谷峰 
2013.1-

2016.12
70 

国自然面上基

金 

13 

P-glycoprotein 与 Rack1 和

Src 相互作用并促进耐药乳腺

癌细胞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研

究 

81472474 张飞 
2015.1-

2018.12
85 

国自然面上基

金 

14 
LincRNA H19与乳腺癌风险的关

联及相关功能研究 
81473039 宋丰举

2015.1-

2018.12
75 

国自然面上基

金 

15 

肿瘤中髓源性抑制细胞 MDSC对

B 细胞功能的影响及调节机制

研究 

81472471 任秀宝
2015.1-

2018.12
80 

国自然面上基

金 

16 

来那度胺抑制 RP-MDM2-p53 通

路的分子机制及其对

non-del(5q)MDS 治疗作用的研

究 

81470293 魏升 
2015.1-

2018.12
75 

国自然面上基

金 

17 

IL-6/STAT3/SOCS 通路调控乳

腺癌髓系来源抑制细胞

（MCSCs）生成和免疫抑制活性

的机制研究 

81472473 于津浦
2015.1-

2018.12
75 

国自然面上基

金 

18 
乳腺导管内癌发生浸润过程中

腺上皮细胞与肌上皮细胞相互
81470119 牛昀 

2015.1-

2016.12
30 

国自然面上基

金 

 
 



作用的研究 

19 

可控活化的 Caspase-3/7 的非

凋亡功能在乳腺肿瘤发生及发

展过程中的作用 

81472472 王欣 
2015.1-

2018.12
55 

国自然面上基

金 

20 
FOXF2 调控乳腺癌微环境中成

纤维细胞活化的作用和机制 
81472680 冯玉梅

2015.1-

2018.12
72 

国自然面上基

金 

21 
异常脂肪酸代谢在乳腺癌发生

及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81372185 李兵辉

2014.1-

2017.12
62 

国自然面上基

金 

22 
YM155 在逆转三阴性乳腺癌多

药耐药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81372843 曹旭晨

2014.1-

2017.12
70 

国自然面上基

金 

23 

Anxa2 介导 IL-6 诱导的

SHP2/Erk和JAK2/STAT3信号通

路激活并促进乳腺癌细胞上皮

间质转化的分子机制研究 

81372844 牛瑞芳
2014.1-

2017.12
72 

国自然面上基

金 

24 
微管驱动蛋白 Kid 调节乳腺癌

细胞增殖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31201030 孙蕾 

2013.1-

2015.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25 
PGAM1 在 mTOR 诱导肿瘤糖酵解

中的作用 
81201561 孙倩 

2013.1-

2015.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26 
促炎分子 cPLA2a调控乳腺癌转

移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81201646 郭华 

2013.1-

2015.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27 

Smads-RUNX2复合体在RUNX2介

导的乳腺癌骨转移进程中的核

心调控作用研究 

81201647 李晓青
2013.1-

2015.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28 

肿瘤微环境中转录因子 FOXF2

调控 VEGF-C/VEGFR3 信号通路

影响乳腺癌转移的机制研究 

81201652 王青山
2013.1-

2015.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29 
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微环境浸

润淋巴细胞的比较研究 
81202101 刘芳芳

2013.1-

2015.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30 

染色体 6q25.1区域多态性与乳

腺癌遗传易感性的关系及功能

研究 

81202275 张丽娜
2013.1-

2015.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31 

EHD2 介导 53BP1 DNA 损伤修复

及其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机制研究 

81301711 许世磊
2014.1-

2016.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32 
SDCBP(syntenin/MDA-9)诱导

乳腺癌他莫昔芬治疗耐药和促
81302292 钱晓龙

2014.1-

2016.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进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进展

的机制研究 

33 

基于外显子组测序的乳腺癌肝

转移钙离子通道相关基因的鉴

定及机制研究 

81302293 宋方方
2014.1-

2016.12
24 

国自然青年基

金 

34 
HER2 基因异质性乳腺癌的基因

谱分析及克隆选择研究 
81302294 杨壹羚

2014.1-

2016.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35 

染色体 19p13.1 区域位点与中

国女性三阴乳腺癌遗传易感性

的研究 

81302487 李海欣
2014.1-

2016.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36 

Vav1/Rac 通路在肿瘤浸润 T淋

巴细胞活性调控中作用机制的

研究 

81402362 李润美
2015.1-

2017.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37 
28rRNA 5'末端衍生小 RNA 分子

生成机制及生物学功能研究 
31400673 李帅 

2015.1-

2017.12
24 

国自然青年基

金 

38 

miR-106b-93-25 基因簇促进衰

老相关分泌表型诱导乳腺癌化

疗耐药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81402480 胡蕴慧
2015.1-

2017.12
22 

国自然青年基

金 

39 
EHD2相关的mRNA与miRNA在乳

腺癌中的整合网络分析 
81402175 陈永孜

2015.1-

2017.12
23 

国自然青年基

金 

40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个

体化医学平台建设 

13ZCZCSY2

0300 
郝希山

2013.10-

2017.3
1000 

科技支撑计划

重点项目 

41 乳腺癌个体化诊疗策略研究 
12ZCDZSY1

5700 
张瑾 

2012.10-

2015.9
50 抗癌重大专项 

42 
中国乳腺癌预防模式与诊断技

术研究 

12ZCDZSY1

6000 
刘佩芳

2012.10-

2015.9
50 抗癌重大专项 

43 晚期乳腺癌综合治疗 
12ZCDZSY1

6200 
佟仲生

2012.10-

2015.9
30 抗癌重大专项 

44 
FOXF2负调控EMT转录因子抑制

基底样乳腺癌转移的研究 

13JCZDJC3

0100 
冯玉梅

2013.4-

2016.3
20 

市科委应用基

础重点项目 

45 
Anxa2在调节STAT3的活性和乳

腺癌侵袭的分子机制研究 

12JCZDJC2

4500 
牛瑞芳

2012.4-

2015.3
20 

市科委应用基

础重点项目 

46 
肿瘤转化医学国际合作基地建

设 

12HZGJHZ0

0800 
郝希山

2012.4-

2015.3
20 国际合作项目 

47 
Runx2 蛋白磷酸化在乳腺癌 EMT

中的意义及调控机制研究 

13JCYBJC2

1800 
张斌 

2013.4-

2016.3
10 

市科委应用基

础面上项目 

 
 



48 
警报素 HMGN1 增强抗肿瘤免疫

的机制及应用基础研究 

13JCYBJC4

1400 
魏枫 

2013.10-

2016.9
10 

市科委应用基

础面上项目 

49 

钙库操纵性钙通道 STIM1 和

ORAI1 在乳腺癌微环境中的作

用 

14JCYBJC2

4900 
顾林 

2014.4-

2017.3
10 

市科委应用基

础面上项目 

50 
多功能肿瘤 DC疫苗的构建和应

用基础研究 

14JCTPJC0

0476 
魏枫 

2014.10-

2015.9
10 

市科委应用基

础面上项目 

51 
乳腺导管内癌发生浸润过程中

腺上皮与肌上皮的相互作用 
 牛昀 

2015.4-

2018.3
10 

市科委应用基

础面上项目 

52 
miR-155 靶向 Tle4 基因调控乳

腺癌干细胞耐药性的研究 
 张晟 

2015.4-

2018.3
10 

市科委应用基

础面上项目 

65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运

行经费 
 郝希山

2014.1-

2016.12
800 横向合作 

66 
抗体产业化关键原材料研发及

生产平台的建立 

2012AA02A

307 
任秀宝

2012.1-

2015.12
200 横向合作 

67 面向 3P 医学的生物芯片研制  谷峰 
2012.1-

2015.12
190 横向合作 

68 治疗性宫颈癌疫苗的研制 
2015ZX091

02018 
魏枫 

2015.1-

2018.12

133.3

80 
横向合作 

69 
高频复合超声扫描探针显微镜

研发与应用 
 张宁 

2013.10-

2017.9

114.8

8 
横向合作 

70 分子诊断中心运行经费  于津浦
2013.6-

2015.6
80 国际合作 

71 
肿瘤蛋白质分子标志物的研究

与开发 
 牛瑞芳

2012.1-

2015.12
65 横向合作 

72 
抗癌症干细胞新药 DMAMCL的临

床前研发 
 佟仲生

2012.10-

2015.9
50 横向合作 

73 
抗肿瘤血管生成的基因治疗临

床试验方案研究 
 任秀宝

2012.1-

2015.12
50 横向合作 

74 
原发性乳腺癌伴脑转移的遗传

学研究 
 谷峰 

2014.1-

2015.12
20 横向合作 

75 
CENPU 表达异常在乳腺癌发生

发展中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张瑾 

2014.7-

2015.6
15 横向合作 

76 

体内外检测BKM120联合RAD001

在人乳腺癌细胞及干细胞中的

抗肿瘤效果 

 张瑾 
2015.6-

2017.12
10 横向合作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
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
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
或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 乳腺癌的流行病学研究 陈可欣 
宋丰举、郑红、黄育北、刘

奔 

2 乳腺癌发生机制和早期诊断的研究 孙保存、张宁 
牛瑞芳、刘红、只向成、曹

文枫 

3 乳腺癌转移机制的研究 张微、姚智 冯玉梅、马勇杰、张霖 

4 乳腺癌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付丽 
任秀宝、张瑾、牛昀、顾林、

佟仲生、曹旭晨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1 郝希山 管理人员 男 学士 院士、主任医师 71 11 

2 陈可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3 11 

3 付丽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8 11 

4 孙保存 管理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66 11 

5 张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11 

6 冯玉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1 11 

7 曹旭晨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53 11 

8 牛瑞芳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1 11 

9 任秀宝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50 11 

10 李慧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2 11 

11 李兵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8 5 

12 张瑾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0 11 

13 佟仲生 管理人员 男 硕士 主任医师 53 11 

14 应国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8 

15 郑红 A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研究员 52 11 

16 孟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4 2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17 顾林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55 11 

18 曹文枫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1 11 

19 郭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研究员 40 11 

20 谷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1 11 

21 刘佩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53 11 

22 马勇杰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3 11 

23 刘红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8 11 

24 牛昀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58 11 

25 王欣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8 11 

26 史业辉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副主任医师 43 11 

27 于津浦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2 11 

28 李海欣 管理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8 11 

29 孙燕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8 11 

30 张晟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主任医师 40 11 

31 张巍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9 4 

32 只向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主任医师 47 11 

33 陈永孜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3 5 

34 戴弘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5 11 

35 葛洁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副主任医师 36 11 

36 孙敬岩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副主任医师 39 11 

37 孙蕾娜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副主任医师 37 11 

38 孙轩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医师 30 4 

39 宋方方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副研究员 36 11 

40 宋丰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39 11 

41 郭晓静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11 

42 贾勇圣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主治医师 37 4 

43 李帅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34 5 

44 李晓青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6 10 

45 刘奔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43 7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46 刘芳芳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主治医师 35 4 

47 刘晶晶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主治医师 33 6 

48 田然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研究实习员 31 4 

49 王青山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助理研究员 35 5 

50 杨壹羚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副主任医师 38 7 

51 尹健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3 11 

52 臧凤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主任医师 40 11 

53 翟琼莉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8 11 

54 张斌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副主任医师 42 11 

55 张飞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5 8 

56 张丽娜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主任医师 38 4 

57 张霖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44 11 

58 赵晶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副主任医师 37 10 

59 赵妍蕊 技术人员 女 本科 药师 33 8 

60 李莲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6 4 

61 贾岩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主治医师 32 3 

62 马文娟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工程师 34 3 

63 齐丽莎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主治医师 35 3 

64 许世磊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5 3 

65 黄育北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2 3 

66 胡蕴慧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0 2 

67 李润美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主治医师 36 6 

68 魏枫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42 9 

69 孙蕾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5 4 

70 孙倩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4 4 

71 孙小虎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主治医师 30 3 

72 张艳辉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医师 32 2 

73 余岳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0 1 

74 孙博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医师 30 1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75 史振东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医师 31 1 

76 褚新雷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1 1 

77 程润芬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医师 34 1 

78 崔艳芬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4 1 

79 季宇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医师 28 1 

80 王迟鹃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技师 35 1 

81 孙卉 技术人员 女 学士 技师 27 1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
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出生日

期 
职称 国别 原工作或学习单位 

在实验

室工作

期限 

1 付东山 
国家千人计划创业

人才 
男 196509 教授  

江苏瑞尔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三个月

2 徐波 

国家千人计划创新

人才、天津市特聘

（讲座）教授 

男 196807 教授  美国南方研究院 三个月

3 郑苇 
国家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讲座教授 
男 196101 教授  

1992 美国范登堡大

学 
两个月

4 俞和 

国家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天津

市特聘教授 

男 195611 副教授  

2004 耶鲁大学医学

院癌症中心流行病

与公共卫生系 

两个月

5 唐守清 

国家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天津

市特聘讲座教授 

男 195710 教授  
2008 美国科罗拉多

大学 
九个月

6 李孟鸿 
天津市千人计划长

期项目 
男 196112 教授  

美国 MD.Anderson

癌症研究中心 
九个月

7 韩佳锂 
天津市千人计划短

期项目 
男 197605 副教授  

2012 哈佛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 
两个月

8 魏升 
天津市千人计划长

期项目 
男 196008 教授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

学 H. Lee Moffitt

肿瘤中心 

九个月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

三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以及推

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本实验室依托于十二五综合投资建设学科肿瘤学科、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科、生物治疗

学科三个学科。根据天津市高校“十二五”综合投资学科建设项目规划任务书的要求，2015

年建设期间，学科继续凝练研究方向，在原有研究方向基础上深入开展研究，取得了显著效

果。学科采用引进与培养人才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知识、学历和年龄结构都合理的学科专

业齐全的学术梯队，目前学科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人，国家万人

计划领军人才 1人，国家千人计划 1人，国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名，国家杰

出青年 1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4名，天津市千人计划 6人，天津市领军人才 1人，首批天

津市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划 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贴专家 1 名, 津市特聘

（讲座）教授 7人，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 7人，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计划 9人，高校

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 10 人。2015 年学科共承担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196 项，其中

国家级科研项目 114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82 项，获得科研经费 12342.2 万元，承担了 97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共发表论文

314 篇，其中 SCI 论文 171 篇，多篇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如：Nature Genet、

Lancet Oncol、Nat Cell Biol、J ClinOncol、Adb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Hepatology、

Am J Hum Genet、ActaNeuropathol、Blood、Cancer Research 等，整体研究水平有了显著

提高。此外，我院获批肿瘤领域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并运行一年余，中心以构建常见恶性

肿瘤个体化诊疗中心为目标，进而完善多学科诊疗模式，以循证医学研究筛选最佳治疗方案，

着力解决显著提升患者总体生存率问题。培育临床研究的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

搭建转化医学和临床研究高端平台。同时，学科十分注重与国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

究，为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条件。 

乳腺癌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为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15 年建设期间，发表高

SCI 研究论文共计 45 篇；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64 项，科研经费总额 4604 万元，

其中含 1项国家 863 计划项目，2项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引进及培养多名人才为学科的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编写教材、

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

况。 

为了满足天津医科大学课程建设需要，推进学科人才培养质量，肿瘤学科面向研究生

开设《肿瘤学》课程，授课均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课程授课教材为郝希山院

士主编的人卫教材《肿瘤学》。为了保证授课质量，课程进行了集体备课工作，编写了专门

的教学大纲。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和培养，与

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为推动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加强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科加强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医学中心合作，获批“天津市高校研究生教育校外创新实践基地”。加强实践

基地建设是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推动校企合作、强化研究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培养的重

要途径，学科将以项目建设为契机，搭建多层次、多渠道相互融合的研究生培养平台，构建

科教结合、产学结合、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内涵

式发展，更好地满足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和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论文发表、国

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1、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及人才称号 

张飞博士为肿瘤学 2010 级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张宁教授。该生于 2007 年获天津医科大

学硕士学位，学位课程成绩优良，在学期间发表 SCI 论文 3篇： 

（1）F Zhang, X Zhang, M Li, 

PChen,BZhang, H Guo, W Cao, X Wei, X Cao,XHao, N Zhang. mTOR Complex 

Component Rictor Interacts with PKCzeta and Regulates Cancer Cell Metastasis. Cancer 

Research. 2010,70 (22): 9360-9370.(IF=8.234) 

（2） J Han,F Zhang, M Yu, P Zhao, W Ji, H Zhang, B Wu, Y Wang, R Niu. 

RNA interference-mediated silencing of NANOG reduc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G0/G1 cell cycle arrest in breast cancer cells. Cancer Letters.2012 ,321(1):80-8. 

(IF=4.238) 

 
 



（3）B Wu,F Zhang, M Yu, P Zhao, W Ji, H Zhang,J Han, R Niu. Up-regulation of 

Anxa2 gene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breast cancer MCF-7 cells. Cell 

Proliferation. 2012, 45(3):189-98.(IF=2.521) 

其博士学位论文“mTORC2/Rictor 调控非小细胞肺癌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于”2015 年荣

获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15 年张飞博士获得“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科技优秀人才”称号。 

2、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 

2012 级博士生赵钢，导师为郝希山院士。该生于 2015.4.19 就其博士研究生期间所做科

研项目“EGF 受体信号通路调控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极化的机制及其在细胞恶性转化中的作用”

在费城召开的 AACR 年会上做口头报告，结果得到分会场主席及与会者的关注，并进行了会议

讨论，在展示工作成果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启发。此次会议的展示为后续工作的进行提供了

强大的信心，目前该研究已得到阶段性成果。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大会发言 董恒磊 博士 第 23 届亚太抗癌大会 郝希山

2 发表论文 张艺骞 硕士 2015 年美国 Chinese American 

Pathologists Association 

郭晓静

3 壁报交流 赵晓亮 博士 2015 第 16 届世界肺癌大会 王长利

4 壁报交流 郭艺航 硕士 2015年第57届美国放射肿瘤学年

会（ASTRO） 

袁智勇

5 壁报展示 程菁菁 硕士 2015 年美国放射肿瘤学年会 袁智勇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费

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 

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

数 
类别

1 

2015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

峰会暨国际肿瘤研究高峰

论坛 

中国抗癌协会 郝希山 2015.5.9-10 500 全球性

2 
我院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第一届双边学术研讨会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

医院 
王平 2015.10.29 150 双边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研究机构共建

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

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填写。 

重点实验室十分注重与国内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2015 年共承担横向科研

项目 15 项，获得科研经费 1745 万元。主要的合作项目如下： 

1．与阿斯利康合作进行“原发性乳腺癌伴脑转移的遗传学研究”。 

2．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进行“唑来磷酸预防高危三阴性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前瞻

性、多中心、随机 III 期临床研究”。 

3．与吴阶平基金会合作进行“microRNA 在遗传性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的研究”。

4．与吴阶平基金会合作进行“HDACi 介导的 miRNA 信号通路对贝伐单抗治疗三阴乳腺

癌疗效的影响及其应用价值的研究” “不同 EGFR 表型乳腺癌的机制研究” 

5．与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进行“乳腺癌风险评估筛查策略研究及卫生经济

学评价”研究。 

6．与中国医学基金会合作进行“三阴性乳腺癌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7．与上海诺华贸易有限公司合作进行“体内外检测 BKM120 联合 RAD001 在人乳腺癌细

胞及干细胞中的抗肿瘤效果”研究。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拓展国际交流渠道。 

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弗雷德·帕梅拉·巴菲特癌症中心缔结成“姊妹医院”：

2015年 3月 30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旗下的弗雷德·帕

梅拉·巴菲特癌症中心正式签订协议缔结成“姊妹医院”。双方合作将向全方位、更深层次

迈进，不断拓展交流领域。将进一步深入开展恶性肿瘤的临床转化研究，覆盖多个学科，包

括淋巴瘤、白血病、乳腺癌、胰腺癌及其他癌症；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资源，共同举办国际高

峰学术会议，培养优质医学人才；同时开展转诊和远程会诊等医疗合作。 

同时，重点实验室注重学术交流，2015 年多位专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学术会议

上做学术交流。 

1．冯玉梅教授参加 The 18th ECCO-40th ESMO European Cancer Congress 并做壁报交

流。 

2．牛昀教授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九届亚太地区病理学术年会。 

3．曹旭晨主任参加在德国举办的第 35 届国际乳腺癌年会并做大会发言。 

4．佟仲生主任参加 2015 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 

5．郭晓静、刘芳芳参加 2015CAPA 年会，其发表的论文获奖。 

6．陈育红护士长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2015 世界肿瘤心理大会并做壁报交流。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我院每年都会举行多场“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大型义诊活动，并在全年组织多次单病

种义诊，涉及胸部、腹部、乳腺、头颈等学科，多年来惠及数以万计的肿瘤患者，为他们的

健康保驾护航。 

根据学科建立的乳腺病种诊疗流程，已于 15 年工作中推广应用，目前，我学科年手术

乳腺癌患者 5000 余人次，通过不同的诊疗流程，初诊患者进入各自的诊疗路径，均可得到

规范的最佳治疗，通过采用最佳的综合治疗手段，提高乳腺癌的整体治疗效果。并且希望通

过不同的网络覆盖姊妹医院合作关系，将该诊疗流程在全国三级医院进一步推广，并不断完

善此诊疗流程体系，希望通过该流程的推广能进一步规范我国乳腺癌诊疗行为，提高医疗机

构乳腺癌诊疗水平，改善乳腺癌患者预后，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作为目前国内外唯一针对亚洲女性特点设计的国产乳腺专用 PET（PEMi）示范基地，该

产品在我院已完成 400 余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诊断工作，并向国内多家基层单位进行了示

范，现该产品正在技术推广中；Herceptin 激活 NK 细胞的体外大规模扩增和临床应用技术

已应用于晚期乳腺癌、卵巢癌以及胃癌患者并取得良好的预后效果。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项目组成立了氩氦冷冻技术研究与培训中心，并将核心技术进行推广，带动了我国氩氦

冷冻治疗技术的飞跃发展。目前，研究成果已在全国 10 余家医院应用，诊治病例 1000 余例。

本年度以乳房重建、浸润性膀胱癌诊断、射波刀临床应用、乳腺 X线诊断 Workshop、

肿瘤麻醉与镇痛等为主要内容开办全国性学习班 5次，培训相关人员 450 余人。此外，本年

度成功举办第 48 届肿瘤临床、34 届肿瘤病理医师进修班，培训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

区进修学员 200 余人；完成对 200 余名海南省肿瘤医院医护人员的培训。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 出生年月 所在单位 

是否

外籍

1 赵国屏 男 院士 194808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否 

2 孙保存 男 教授 1950.11 天津医科大圩肿瘤医院 否 

3 姚智 男 教授 1962.1 天津医科大学 否 

4 刘芝华 女 教授 19651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否 

5 宋增璇 女 研究员 193602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否 

6 寿成超 男 教授 195510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否 

7 段宏泉 男 教授 196506 天津医科大学 否 

 
 



8 张晓东 男 教授 196007 南开大学 否 

9 周蓬勃 男 教授 196412 美国康奈尔大学 Weill 医学院 是 

10 张微 男
长江学

者 
196310 Wake Forest cancer center 是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缺席人员，

以及会议纪要。 

乳腺癌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 

会议纪要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00 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C 座五楼小报告厅召开了乳腺

癌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5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学术委员会中科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赵国屏院士、天津医科大学姚智教授、中国血液病研究所宋增璇教授、南开

大学张晓东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段宏泉教授；孙保存教授、刘芝华教授、寿成超教授因故缺

席会议。天津市教委领导、实验室主任郝希山院士、郝继辉副院长、李慧处长以及 PI 代表、

研究骨干等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李慧处长主持，首先介绍与会的领导、学术委员会专家、教授。郝希山院士作为

实验室主任致欢迎辞。然后由专家组组长赵国屏院士主持学术会议开始：实验室主任对实验

室年度进展及未来发展规划进行总体汇报。2015 年度该重点实验室共承担科研项目 79 项，

科研经费总额 6349 万元，发表了较多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其中 SCI 论文 45 篇，获得授权专

利 3 项，使实验室研究水平显著提高。同时，加强了实验室的硬件建设，2015 年度新购置

了一大批仪器设备，新增设备总价值 216.265 万元；完善了原有的 8个技术平台。规范了的

实验室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有效地保证了各个研究方向的顺利开展。 

专家组委员听取汇报后,一致认为该实验室在乳腺癌的流行病学研究、乳腺癌发生机制

和早期诊断的研究、乳腺癌转移机制的研究以及乳腺癌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深入开展

了研究工作，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同时在人才队伍建设，实验室平台

建设与管理，学术交流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并提出了今后实验室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从高层次思考布局，明确重点实验室的研究重点和方向，突出研究特色。 

围绕临床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加强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研究的结合力度。 

从重点实验室的发展目标出发，依托单位调整总体布局，从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顶层设

计和总体配备，更好地吸引 PI 投入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4. 充分利用现有优势和资源，可考虑从肿瘤防治策略方向进行研究和建设，提高自身

能力，冲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5.提高人才引进待遇，加强人才引进力度。 

 
 



6．继续延续已有的流行病学和乳腺癌研究及治疗特色，挖掘其他新特色，采取一定的

手段和措施，提高重点实验室的影响力。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相对集中的

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

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本实验室在 2015 年度建设期间得到依托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乳腺癌防治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依托于十二五综合投资建设学科肿瘤学科、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科、生物治疗学科，

本年度获得依托单位 300 万元支持用于设备更新及学科建设。 

依托单位为改善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于 2011 年启用了新的科研实验楼，实验室科

研用房面积从 2007 年的 4967 平方米扩大到如今的 15000 平方米，使实验室功能更加完善，

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实验条件可满足国家级、省部级各项课题的研究及培养博硕士研究生的

需要。 

为了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依托单位为重点实验室提供运行经费 200 万

元，用于设备更新。并为获得项目人员配比科研经费，国家级项目配比 1 /2，省部级项目

配比 1/3。 

依托单位为重点实验室配置专职管理人员 5人，对实验室进行管理和维护，为重点实验

室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同时，医院搭建了大型仪器设备平台，并配备专业技术人

员对大型仪器进行维护、使用并对外开放和服务，保证了重点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工作有序、

顺利进行。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改造旧设备

等方面的情况。 

根据实验室的研究需要，2015 年度对实验室的大型仪器设备进行了更新，新增设备总价

值达 216.265 万元。 新增大型仪器设备有：全自动免疫组化仪，全自动核酸提取仪，中高通

量组织样本研磨仪，全自动分血系统等。 

大型仪器设备平台为每台设备都聘请 1 位科研 PI 作为技术指导专家，以便更好地对该

仪器深层次功能使用进行指导开发，并对相关技术领域进行前沿跟踪。 

此外，仪器使用方面实行专职人员操作和实验者自行操作的双轨制服务模式。由仪器厂

商技术支持及专职人员进行理论和操作培训及考核。考核合格者将取得操作证，即可自行操

作。 

大型仪器设备平台在满足全院科研人员进行研究的同时，承担了对外服务的任务，实现

了平台资源的共享。其中，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仪，超速离心机每年对外服务的时

 
 



 
 

长近 500 小时，全自动激光显微捕获系统每年对外服务的时长近 600 小时，新进设备分子间

相互作用自购进之日起，也已承担对外服务时长近 100 小时。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服务于中医一附院、环湖医院、协和干细胞、天津大学、南开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分析型流式细胞仪服务于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 

全自动激光显微切割系统服务于沙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天

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医科大学、天津环湖医院 

蛋白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自购进之日起，服务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 

超速离心机服务于天津环湖医院、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第一中心医院 

目前，管理系统仍在不断的升级中，管理人员也在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力

求最大程度的开发仪器的功能，最大限度的为我院科研人员提供宝贵的资料，同时也能更多

的开展对外服务，做广大院内外科研人员的强大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