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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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乳腺癌的预防研究 

研究方向 2 乳腺癌发生、转移和耐药机制的研究 

研究方向 3 乳腺癌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郝希山 研究方向 肿瘤外科、肿瘤免疫及生物治疗研究 

出生日期 1945 年 9 月 15 日 职称 
主任医

师/院士 
任职时间 2003 年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王平 研究方向 肿瘤个体化放射治疗研究 

出生日期 1960 年 4 月 职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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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1950 年 11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3 年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姓名 赵国屏 研究方向 微生物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 

出生日期 1948 年 8 月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14 年 

研究水

平与贡

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50 篇 EI 0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2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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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0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1952.932 万元 纵向经费 

1717.9 万

元 
横向经费 235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4 项 授权数 4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

标准 
7 项 

研究队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59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23 人  



 

 

伍建设 
院士 1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1 人 

短期   0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0 人 

讲座   1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千人计划 0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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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郝希山 

国际抗癌联盟（UICC）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肿瘤研究和控制

联盟(APFOCC) 

亚洲乳腺癌协会 

中国抗癌协会 

国际乳腺疾病协会 

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 

 

名誉主席 

理事长 

常务理事 

王平 

中国抗癌协会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医院管理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 

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常务委员 

孙保存 

中国病理学工作者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病理专业委员会 

中华病理学会 

中国医师协会病理学分会等职 

副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常务理事 

副会长 

陈可欣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

员会 

天津市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张宁 

中国抗癌协会 

中国抗癌协会 

中国抗癌协会纳米肿瘤学专业委员

会 

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 

 

张微 美中抗癌协会 (USCACA) 主席 

付丽 

国际病理学会 

中华医学会乳腺学组 

中国女医师协会病理专委会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专业委

员会 

会员 

副组长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常务委员 

 



 

 

访问学者 国内 0 人 国外 1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2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1 人 

学科发

展与人

才培养 

依托学科 学科 1 肿瘤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63 人 在读硕士生 131 人 

承担本科课程 88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34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0 部   

开放与 

运行管

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2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9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1 项 

实验室面积 
 

15000M
2
 
实验室网址 

http://www.tjmuch.com/kyjx/sysjs/index.s

html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

校不填)

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73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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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7 月经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于 2016 年通过教育部五年评

估，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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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的预防、乳腺癌发生、转移和耐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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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获得以天津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抗癌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发表 SCI 学术

论文 50 篇，获得授权专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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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了一批仪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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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的预防研究 

1.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模式探索”的研究 

基于全国城市及农村乳腺癌筛查项目的再次整理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城乡乳腺癌筛查的效果存在明显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乳腺癌的检出

率、乳腺癌的肿瘤特征上，同时也体现在检出率的影响因素（如 BMI 分布）上。

提示未来我国的乳腺癌筛查策略在城乡地区不可采用统一的筛查策略或筛查指

南，而需根据我国城乡女性乳腺癌各自特有的危险因素分布及社会资源的不同，

制定不同的筛查策略和筛查指南。 

 

2. 基于中国多中心乳腺癌优化筛查方案研究首轮筛查的整理分析，得到如

下主要结论： 

（1） 超声在乳腺癌钼靶筛查中的补充价值研究 

补充超声检查适宜在钼靶阴性的 BIRADS 0-2 级人群中进行，尤其适宜在



 

 

有致密乳腺或有乳腺良性疾病史的人群中进行。如果补充超声检查结果阳性，适

宜在高 BMI 或生育次数超过 1 次的人群中进行病理活检。 

（2） 高危筛查策略的构建及高危人群中超声和钼靶筛查效果的比较 

45-65 岁中国女性人群中，以 6 个常见易测的乳腺癌危险因素来定义高危

人群，能获得明显高于一般人群的乳腺癌检出率。在这些乳腺癌高危人群中，超

声筛查的效果与钼靶筛查的效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包括乳腺癌检出率、筛查方

法的灵敏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各项肿瘤特征。 

（3） GWAS 发现 SNP 在乳腺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在乳腺癌传统风险预测方法基础上加入 GWAS 发现 SNP，不仅可很好地区

分高危人群，同时可显著地提高高危人群中的乳腺癌检出率。同时，综合遗传和

非遗传因素的乳腺癌风险分布呈近似正态分布，也即风险极高人群（如 95%以上

人群）中虽然乳腺癌检出率高，但乳腺癌例数占整个人群乳腺癌患者例数的比例

有限。因此，为找到更多的乳腺癌患者，需在相对高危的人群中（如 75%以上人

群）进行筛查。 

3.  开展“自动乳腺超声成像系统”在乳腺癌筛查中的作用研究 

目前“自动乳腺超声成像系统（automated breast ultrasound system，ABUS）”

在乳腺癌筛查中的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本年度中心参加了 ABUS 应用于乳腺

癌诊断的多中心研究。现已完成 ABUS 检查共 381 例，排除图像质量较差、影

像资料不全的患者 53 例，目前共 328 例符合入组条件，病例资料仍在收集中。 

ABUS 既克服了二维超声的不足，又保留乳腺全容积信息，为乳腺癌筛查

提供了新的选择。本组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具备完整乳腺 X 线及 ABUS 检查资料

的 149 个乳腺病变，比较两种检查方法对良恶性病变的检出率和致密型乳腺与非

致密型乳腺中病变的检出率。结果显示：ABUS 对乳腺病变的总检出率（94.0%）

高于乳腺 X 线检查（85.2%）。乳腺 X 线和 ABUS 检查对乳腺癌的检出率无明显

差异（分别为 91.3%和 95.2%），而在良性病变的检出方面，ABUS 具有明显的优

势（X 线和 ABUS 的检出率分别为 71.1%和 91.1%）。依据乳腺密度分类，ABUS

对致密型乳腺中病变检出率（93.5%）高于乳腺 X 线检查（83.9%），但对非致密

型乳腺中病变的检出率无明显差异（分别为 92.0%、96.0%）。ABUS 对乳腺癌的

检出效能与乳腺 X 线检查相近，且对于致密型乳腺中病变的检出有一定的优势，

可作为乳腺癌筛查的新方法。 

（二） 乳腺癌发生、转移和耐药机制的研究 

1. 乳腺癌程序性死亡配体 PD-L1 的表达与微环境中 FOXP3+ Treg 浸润及

不良预后相关 

鉴于近期有研究报道了 PD-L1 的表达与 FOXP3+ Treg 二者在功能上的联

系，本研究首次在乳腺癌中评价了二者的关系。我们采用 501 例有完整随访资料



 

 

的乳腺癌评价 PD-L1 的表达以及 FOXP3+ Treg 浸润，结果发现 PD-L1 在不同分

子分型乳腺癌中的表达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在 Basal-like 型乳腺癌中 PD-L1 表达

率明显高于其它分子亚型。肿瘤细胞 PD-L1 的表达与多种不良的临床病理学特

征之间存在相关性，包括高组织学分级、高淋巴结分期、ER 和 PR 的阴性表达

状态。我们同时发现肿瘤细胞 PD-L1 的表达与微环境中的 FOXP3+ Treg 浸润高

度相关，均为乳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且在联合评价时能够更好的预测患者的预

后，特别是在 Basal-like 型乳腺癌中，二者的与预后的关系更为显著，且均为患

者总生存的独立预测因子。这项结果提示二者协同促进了乳腺癌的免疫逃逸和肿

瘤进展，提示针对二者的联合治疗可能提高靶向 PD-L1 的免疫治疗效果，尤其

是对于临床中棘手 Basal-like 型乳腺癌的治疗。该结果发表在 2016 年 4 月的 J 

Cancer 杂志。 

2. 乳腺癌骨拟态表型的形成机制研究 

通过乳腺癌组织基因表达谱数据分析发现，乳腺癌组织中呈异位共表达一

组骨重塑相关基因；体外细胞学实验证实，上皮性乳腺癌细胞通过组织微环境中

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诱导的上皮-间充质转化（EMT）/干细胞样表型，继

而在组织微环境中存在的骨形态发生蛋白（BMP2）的诱导下表达骨重塑相关基

因。在此过程中，TGF-β/SMAD 和 BMP/SMAD 信号通路动态拮抗，通过调节成

骨特异性转录因子 RUNX2 的转录活性，高效性调控骨重塑相关基因表达。

CAFs/BMP2/RUNX2 调控的骨拟态乳腺癌细胞获得了在骨微环境中趋化、定植和

生长的优势，并由于骨基质蛋白的屏蔽作用获得化疗药物抗性。本研究阐明了乳

腺癌骨拟态的形成机制，为乳腺癌嗜骨转移和化疗耐药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乳腺

癌骨转移治疗和耐药逆转提供了潜在的靶向治疗策略。发表文章：Tan CC, Li GX, 

Tan LD, Du X, Li XQ, He R, Wang QS, Feng YM*. Breast Cancer Cells Obtain an 

Osteomimetic Feature via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That Have Undergone 

BMP2/RUNX2 Signaling Pathway Induction. Oncotarge. 2016 Oct 27. doi: 

10.18632/oncotarget.12939. [Epub ahead of print] 

3. 乳腺癌嗜骨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 

通过筛选和验证发现粘附分子 integrin α5 是 RUNX2 转录调控靶分子，并

介导 RUNX2 调控乳腺癌细胞在骨微环境中的趋化、定植和生长；RUNX2 与

integrin α5 表达水平的联合检测可预测乳腺癌骨转移潜能。本研究丰富了 RUNX2

调控乳腺癌嗜骨转移的分子机制，并为乳腺癌骨转移风险的预测提供了新策略。

发表文章：Li XQ, Lu JT, Tan CC, Wang QS, Feng YM*. RUNX2 promotes breast 

cancer bone metastasis by increasing integrin α5-mediated colonization. Cancer Lett. 

2016 Sep 28;380(1):78-86. 

4. 解析 P-glycoprotein（P-gp）相互作用蛋白质组，证实 P-gp 通过与 Rack1



 

 

和 Src 相互作用促进了 Anxa2 的磷酸化，并在耐药乳腺癌细胞侵袭中发

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通过构建 MDR1 的表达载体，转染细胞后，结合免疫共沉淀技术富

集了 P-gp 的相互作用蛋白质组，然后进一步应用蛋白质谱技术鉴定了多个 P-gp

的相互作用蛋白质。随后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分析发现，P-gp 的相互作用蛋

白质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与细胞内信号转导有关，而且进一步通过构建 P-gp 的

相互作用蛋白质网络发现，Rack1、Src 和 Anxa2 在 P-gp 相互作用蛋白质网络中

发挥关键的节点性作用。分子机理方面的研究发现下调 Rack1 的表达显著减弱了

P-gp 与 Src 和 Anxa2 的结合能力，而且导致 Anxa2 的磷酸化水平显著下降；功

能学实验表明下调 Rack1 虽然并不影响 P-gp 的蛋白表达水平，但是导致 P-gp 的

活性显著下降，而且同时抑制了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能力；这些结果表明 Rack1

通过介导 P-gp 与 Src 和 Anxa2 的相互作用，从而促进了 Anxa2 的磷酸化，进而

增强了耐药乳腺癌细胞的侵袭能力。该结果发表在 2016 年 10 月 13 日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Molecular Sciences 杂志上（影响因子：3.257）。 

5. 检测乳腺癌中水通道蛋白 1 (AQP1)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胞浆表达的

功能及其对患者预后的意义 

水通道蛋白 1（AQP1）属于高度保守的水通道蛋白家族的一员，它能够调

节水的跨膜转运。已有研究表明 AQP1 存在胞浆表达定位，但到目前为止关于

AQP1 在胞浆中的功能研究却很少。本课题组通过对浸润性乳腺癌患者临床样本

的研究，首次提出 AQP1 主要分布于浸润性乳腺癌细胞的胞浆中，并且 AQP1 的

胞浆表达可作为一个独立的预后因子。本研究证实 AQP1 高表达的乳腺癌患者预

后差，且 AQP1 的表达主要影响 luminal 型患者的预后。此外，在原代培养的乳

腺癌细胞及过表达AQP1的乳腺癌细胞株中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AQP1以胞浆

表达为主，并且阐明了其胞浆表达的功能。综上，本课题组首次证实 AQP1 胞浆

高表达能促进乳腺癌的恶性进展，且其胞浆表达有可能成为评判乳腺癌患者预后

的指标。该结果发表在 2016 年 2 月 16 日的《Oncotarget》（影响因子:5.008）杂

志。 

6. 检测乳腺癌中骨形成蛋白Ⅰ型受体 B（BMPRIB）的表达情况，分析探

讨其对患者预后及治疗的意义 

骨形成蛋白Ⅰ型受体 B（BMPRIB）是一种骨形成因子，其在乳腺癌中的

作用鲜有报道。本课题组对 368 例浸润性导管癌病例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发现

BMPRIB 低表达的患者预后差，进一步分析发现 BMPRIB 的表达主要影响

Luminal B 型患者的预后。我们首次提出 BMPRIB 的表达水平与乳腺癌患者的骨

转移负相关，与肺、肝、脑等器官的转移无关。此外，在 186 例接受 TE（紫杉

烷和蒽环类药物）化疗方案的患者中，BMPRIB 高表达的患者预后好，这一结果



 

 

提示 BMPRIB 表达水平可能与 TE 化疗方案的敏感性相关。通过对 32 个乳腺癌

病人化疗前后乳腺癌组织中 BMPRIB 表达水平的对比检测，结果证实 BMPRIB

表达高的患者确实对 TE 化疗方案更敏感。综上所述，本课题组证实 BMPRIB 低

表达的乳腺癌患者预后不良，并且对 TE 化疗方案更不敏感。该研究结果可作为

临床医生选择 TE 化疗方案的参考，有助于实现乳腺癌患者的个体化精准治疗。

该结果发表在 2016 年 1 月 26 日的《Oncotarget》（影响因子:5.008）杂志。 

7. 基因甲基化及微小 RNA（miRNA）在乳腺癌化疗耐药中的作用研究 

癌症的化疗耐药性由其复杂的遗传和表观遗传网络调节。本研究在阿霉素

和紫杉醇耐受的人乳腺癌 MCF-7 细胞（MCF-7/ADM 和 MCF-7/PTX）中对基因

表达、甲基化和微小 RNA（miRNA）表达的特征进行了高通量测序。结果表明：

① 与其对照敏感细胞相比，这两种耐药细胞在基因表达、甲基化以及微小 RNA

表达方面都有着相似的大量变化；② 成对整合这些数据后，我们发现了在耐药

细胞中由甲基化或 miRNA 调节的基因组，以及由 DNA 甲基化控制其表达的

miRNA 组；③ 通过组合三组高通量数据，我们获得了耐药细胞中其表达受甲基

化和 miRNA 调节的基因列表；④ 随后在乳腺癌临床样本验证这些基因表达的

过程中产生了 17 个特征基因组，其在接受蒽环类-紫杉类新辅助化疗的三阴性乳

腺癌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预测和预后能力。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

究模型，旨在综合分析药物抗性发展过程中 miRNA 和甲基化对基因表达的影响。

该结果发表在 2016 年 4 月 20 日的《Scientific reports》（影响因子:5.228）杂志。 

8. 探索抗凝药物在肿瘤化疗领域的新用途 

化疗反应对于肿瘤患者的成功治疗和良好预后至关重要。在此项研究中，

我们对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患者术前标本的基因表达谱进行分析，基于它们对

紫杉、蒽环类化疗药物的不同反应，我们鉴定出了一些具有预测性的基因。妊娠

特异性β-1 糖蛋白 1（PSG1）在这些基因参与的信号转导途径中发挥着重要功

能。在雌激素受体（ER）阴性乳腺癌细胞中抑制妊娠特异性 β-1 糖蛋白 1（PSG1）

可通过转化生长因子 β（TGF-β）信号通路有效地降低化疗耐药性。通过体内、

体外和临床样本的药物筛选研究发现，双香豆素（DCM）能够靶向妊娠特异性 β-1

糖蛋白 1（PSG1）从而有效降低对紫衫、蒽环类药物的耐药。综上所述，本研究

发现妊娠特异性 β-1 糖蛋白 1（PSG1）是介导化疗耐药的重要分子，且其活性能

够被双香豆素有效抑制。该结果发表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的《Clinical Science》

（影响因子:5.016）杂志。 

9. 上皮间质转化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发现一系列于上皮间质转化相关的编码基因、非编码基因及细胞因子，如

miR-340、miR-410、SDPR、FYN、FGF4 等，并发现其通过调控其他上皮间质

转化关键的转录因子 ZEB1、Snail 等调控肿瘤细胞上皮间质转化，最终影响肿瘤



 

 

细胞转移。相关结果发表于 Oncotarget. 2016, 7(18):26016-26. Oncotarget. 2016 Sep 

22. IF = 5.008，Cancer Sci. 2016, 107(3):274-80.IF = 3.896，Oncol Rep. 2016, 

36(1):480-6.IF = 2.486 等杂志。 

10. 开展乳腺癌发生、转移和耐药机制其它研究 

通过对 miR-205 靶向 VEGFA 与 FGF2 调控乳腺癌化疗耐药性，证明了

miR-205 通过抑制 VEGFA 与 FGF2 的表达促进乳腺癌细胞凋亡，增强乳腺癌细

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本研究提示 miR-205 有可能作为预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敏感性的标志物，并可能作为逆转乳腺癌化疗多药耐药的新靶点，这为耐药复发

的乳腺癌治疗策略提供了新思路。GGNBP2 基因维持乳腺正常发育并抑制乳腺

癌细胞增殖研究结果不仅是对乳腺癌发生理论的重要补充，通过结合临床数据更

有望成为乳腺癌预测预后的分子标志物。microRNA-497 通过靶向 SMAD7 影响

乳腺癌的增殖和侵袭研究，结果发现 Smad7 在乳腺癌中的促增殖作用，并且明

确了 miR-497 通过转录后机制调节乳腺癌组织中 Smad7 表达的，此外，miR-497

可能作为未来的 HER2 阳性与三阴性乳腺癌新的潜在治疗靶点。 

（三）乳腺癌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1. 利用二代测序技术开展肿瘤精准医疗 

遗传性乳腺癌发病风险预测，已完成 275 例外周血标本的测序检测，平均

每个样本 4.6 个错义突变，最常见的突变基因是 BRCA1、BRCA2、TP53。36 例

样本( 13.1% )检测到乳腺癌易感基因的致病性突变，其中乳腺癌患者 27 例

(18.49%)，高危人群 8 例(11.11%)，健康人 1 例(1.75%)。携带致病性基因突变的

乳腺癌患者具有较强的家族史背景(30%  vs 5.88%)；三阴性乳腺癌比例更高

(26.7%  vs 5.3%);更容易发生引流淋巴结转移(53.3%  vs 30.2%)。 

2. 开展乳腺癌早诊、耐药及复发转移监控等无创试剂盒研究 

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合作开展液态活检在乳腺癌中的作用研

究，通过无创液体活检技术对乳腺癌进行早期诊断、复发转移及耐药的监测；验

证循环肿瘤 DNA（ctDNA）甲基化、ctDNA 基因突变在乳腺癌早期诊断、预后

评价、疗效判定等方面的应用；确认外泌体作为预测乳腺癌化疗耐药的标志物；

筛选乳腺癌靶向治疗耐药分子标志物及卵巢癌干细胞标志物，开发系列无创检测

试剂盒。 

3. 基于蛋白质组学的乳腺癌分子分型及化疗敏感性研究 

目前我国已形成乳腺癌规范化诊疗途径，但结合中国女性乳腺癌疾病特征

和国情的精准化诊疗体系仍有待优化，亟需形成新的针对患者个体的精准化诊疗

策略规范并指导临床治疗。针对肿瘤组织中激素受体表达情况、HER2 表达情况

的差异，在不同类型乳腺癌患者中利用蛋白质谱技术，结合临床信息与乳腺癌相

关基础研究，挖掘出分别适用于各类型乳腺癌新辅助治疗、辅助治疗敏感性相关、



 

 

复发转移相关的的新型生物标志物群（包括基因突变、基因缺失、差异蛋白表达），

以此为基础建立乳腺癌不同治疗方案疗效预测与复发转移预测的模型，奠定了新

生物标志物临床应用的理论基础，更新扩大了对于特定群组乳腺癌治疗及预后判

断的新认识。前期利用高通量蛋白质谱技术对 6 例激素受体且 HER-2 阳性的乳

腺癌新辅助化疗前后的组织标本进行了检测，其中病理缓解率为 PR 的 3 例(TAC

方案 2 例，TE/TP 方案 1 例)，SD 的 3 例(TAC 方案 2 例，TE/TP 方案 1 例)。结

果发现应用 TAC 方案 SD 组与 PR 组新辅助化疗前组织中差异蛋白共 351 个，其

中 204 个显著上调，147 个下调。而应用 TE/TP 方案 SD 组与 PR 组新辅助化疗

前组织中差异蛋白共 227 个，其中 102 个显著上调，125 个下调。 

4. 探寻乳腺癌治疗的新思路 

通过回顾性研究分析了乳腺临床病理特征，发现超声和阴性淋巴结数可评估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同时还评估了乳腺

癌合并糖尿病患者的预后，及胰岛素与患者预后的关系，为乳腺癌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线索。NVP-BKM120 联合曲妥珠单抗或抑制肿瘤干细胞 RAD001 协同生长

研究，为 HER2 阳性及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开展 PLK4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对以紫杉醇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敏感度的影响研究：证实

PLK4 可作为乳腺癌预后的预测因子，同时也可作为新辅助化疗敏感度的预测指

标。该结果发表在 2016 年 6 月的 J Cancer 杂志。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6 年度本实验室共承担科研项目 79 项，科研经费总额 6110.9 万元。其中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 项，科研经费 1184 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 42

项，科研经费 2210.520 万元，国家教育部项目 2 项，科研经费 16 万元，天津市

科委项目 21 项，科研经费 2252 万元，横向合作项目 10 项，科研经费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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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预防策略及个体化治疗

模式研究 

2015BAI1

2B15 
郝希山 

2015.4- 

2017.12 
740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2 
中国乳腺癌筛查模式的建立及

评价 

2014BAI0

9B09 
宋丰举 

2014.1- 

2017.12 
444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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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乳 腺 癌 髓 源 性 抑 制 细 胞

（MDSC）对 B 细胞功能的影

响及调控机制 

81472471 任秀宝 
2015.1- 

2018.12 
80  

国自然面

上基金 

5 

PinX1 新 的 相 互 作 用 蛋 白

RBM10 在端粒酶和端粒调控

中的功能和机制研究 

81472182 张彬 
2015.1- 

2018.12 
76  

国自然面

上基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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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甘露糖-6-磷酸受体在恶性肿瘤

免疫治疗联合化疗中的作用研

究 

81372467 黄纯 
2014.1- 

2017.12 
75  

国自然面

上基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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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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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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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软坚散结中药抗肿瘤的生物力

学机制研究 
81473441 吴雄志 

2015.1- 

2018.12 
75  

国自然面

上基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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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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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线粒体片段化引起的细胞凋亡

与坏死之间转换机制的研究 
81570191 柳凤亭 

2016.1- 

2019.12 
72  

国自然面

上基金 

15 Fascin 介导的 TGF-β信号环路 81572618 杨胜于 2016.1- 72  国自然面



 

 

在基底细胞样乳腺癌侵袭转移

中的机制研究 

2019.12 上基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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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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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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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GF-β介导乳腺癌化疗耐药及

PARP 抑制剂逆转耐药的现象

及其机制的研究 

81572913 刘亮 
2016.1- 

2019.12 
68  

国自然面

上基金 

20 

基于锥光束乳腺 CT 的乳腺腺

体空间识别与密度容积定量测

量方法研究 

81571671 叶兆祥 
2016.1- 

2019.12 
66  

国自然面

上基金 

21 

ITSN1-S 蛋白的胞浆/胞核异位

表达在乳腺癌中的临床意义及

其入核调控分子机制的研究 

81572851 马勇杰 
2016.1- 

2019.12 
62  

国自然面

上基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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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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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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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的研究 

81470119 牛昀 
2015.1- 

2016.12 
30  

国自然面

上基金 

25 

来那度胺抑制CD33-ITIM信号

调节 MDSC 免疫抑制活性和治

疗 MDS 的分子机制研究 

31500736 杨莉莉 
2016.1- 

2018.12 
26  

国自然青

年基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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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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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HD2介导 53BP1 DNA损伤修

复及其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的
81301711 许世磊 

2014.1- 

2016.12 
23  

国自然青

年基金 



 

 

作用机制研究 

29 
EHD2 沉默介导多效应耐药逆

转的肿瘤生物学研究 
81301895 付欣 

2014.1- 

2016.12 
23  

国自然青

年基金 

30 

SDCBP(syntenin/MDA-9) 诱 导

乳腺癌他莫昔芬治疗耐药和促

进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进展

的机制研究 

81302292 钱晓龙 
2014.1- 

2016.12 
23  

国自然青

年基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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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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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缺氧微环境中 IL-11 促进乳腺

癌转移的机制研究 
81402174 任丽 

2015.1- 

2017.12 
23  

国自然青

年基金 

34 
PIAS3 在和厚朴酚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81402945 王先火 

2015.1- 

2017.12 
23  

国自然青

年基金 

35 

高效智能核壳纳米递送系统介

survivinsiRNA 和阿霉素逆转乳

腺癌多药耐药的机制研究 

81402575 赵培起 
2015.1- 

2017.12 
23  

国自然青

年基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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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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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ZH2 介导的 miR-21 激活及

miR-200a/b 表达沉默协同参与

三阴性乳腺癌恶性进展的机制

研究 

81502306 史振东 
2016.1- 

2018.12 
22  

国自然青

年基金 

39 
FAM64A 在乳腺癌转移中的作

用及分子机制研究 
81502518 余岳 

2016.1- 

2018.12 
22  

国自然青

年基金 

40 

基于碳酸酐酶 9 的超声乏氧分

子成像监测乳腺癌内分泌治疗

抵抗的实验研究 

81401412 魏玺 
2015.1- 

2017.12 
21  

国自然青

年基金 

41 

基于 GWAS 研究的遗传风险分

值在乳腺癌筛查的潜在价值研

究 

81502476 黄育北 
2016.1- 

2018.12 
21  

国自然青

年基金 



 

 

42 

吲哚胺 2,3-双加氧酶抑制剂逆

转乳腺癌紫杉醇耐药性的机制

研究 

81502309 李昉璇 
2016.1- 

2018.12 
20  

国自然青

年基金 

43 

LIN28 及 let-7 调控 TGFβ通路

在三阴性乳腺癌进展、转移中

的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81502300 陈翱翔 
2016.1- 

2018.12 
19  

国自然青

年基金 

44 
针对高负荷肿瘤的个体化医疗

研究 

81661128

009 
张宁 

2016.7- 

2019.6 
250  国际合作 

45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个

体化医学平台建设 

13ZCZCS

Y20300 
郝希山 

2013.10-

2017.3 
1000  

省部重点

科技计划 

46 
新 型 载 药 肿 瘤 栓 塞 微 球

DHL-KMG 的制备  

15ZCZDS

Y00890 
于海鹏 

2015.10-

2018.9 
50  

省部重点

科技计划 

47 

单细胞测序技术在常见高发肿

瘤复发转移及耐药监测中的应

用研究 

 张宁 
2015.1- 

2017.12 
220  横向合作 

48 
高频复合超声扫描探针显微镜

研发与应用 
 张宁 

2013.10-

2017.9 
115  横向合作 

49 

抗癌药物敏感性检测试剂盒

（胶原凝胶滴包埋培养法）医

疗器械产品临床试验研究 

 谷峰 
2014.2- 

2017.2 
30  横向合作 

50 

来曲唑与阿那曲唑在激素受体

阳性的绝经后的妇女乳腺癌辅

助治疗中疗效与安全性的回顾

性调查研究 

 张瑾 
2015.12-

2017.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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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的预防研究 郝希山 
陈可欣、郑苇、韩佳锂、

于津浦、宋丰举 

2. 乳腺癌发生、转移和耐药机制的研

究 
张宁 

孙保存、张微、冯玉梅、

李兵辉、鄢芳、王世珍 

3. 乳腺癌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

究 
王平 

徐波、付丽、任秀宝、张

瑾、佟仲生、刘佩芳、尹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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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教授、主任医师 72 2003 年-至今 

2 王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主任医师 57 2003 年-至今 

3 孙保存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67 2003 年-至今 

4 徐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2013 至今 

5 陈可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研究员 54 2003 年-至今 

6 张宁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03 年-至今 

7 张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03 年-至今 

8 付丽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9 2003 年-至今 

9 郝继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03 年-至今 

10 任秀宝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51 2003 年-至今 

11 张瑾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1 2003 年-至今 

12 冯玉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2 2003 年-至今 

13 应国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2007 年-至今 

14 牛瑞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52 2003 年-至今 

15 李兵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9 2010 年-至今 

16 曹旭晨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54 2003 年-至今 

17 佟仲生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主任医师 54 2003 年-至今 

18 顾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56 2003 年-至今 

19 牛昀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59 2003 年-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20 史业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主任医师 44 2003 年-至今 

21 李慧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3 2003 年-至今 

22 巴一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6 2003 年-至今 

23 刘红 管理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9 2003 年-至今 

24 刘佩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54 2003 年-至今 

25 马勇杰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4 2005 年-至今 

26 郑红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研究员 53 2003 年-至今 

27 叶兆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任医师 53 2003 年-至今 

28 尹健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4 2003 年-至今 

29 张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主任医师 43 2003 年-至今 

30 于津浦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3 2003 年-至今 

31 曹文枫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任医师 42 2003 年-至今 

32 宋丰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40 2004 年-至今 

33 谷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42 2003 年-至今 

34 张晟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主任医师 41 2003 年-至今 

35 郭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研究员 41 2009 年-至今 

36 郭晓静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1 2007 年-至今 

37 贾勇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治医师 38 2011 年-至今 

38 李海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9 2004 年-至今 

39 孙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2007 年-至今 

40 李晓青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7 2005 年-至今 

41 刘奔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44 2008 年-至今 

42 刘芳芳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主治医师 36 2011 年-至今 

43 宋方方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研究员 37 2008 年-至今 

44 黄育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3 2012 年-至今 

45 孙蕾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6 2011 年-至今 

46 孙倩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5 2011 年-至今 

47 王青山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助理研究员 36 2010 年-至今 

48 魏枫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43 2007 年-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49 许世磊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6 2012 年-至今 

50 张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6 2007 年-至今 

51 张丽娜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主任医师 39 2011 年-至今 

52 田然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研究实习员 32 2011 年-至今 

53 戴弘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6 2008 年-至今 

54 齐立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主任医师 41 2003 年-至今 

55 葛洁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主任医师 37 2003 年-至今 

56 王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9 2003 年-至今 

57 赵华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讲师 35 2010 年-至今 

58 胡蕴慧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1 2013 年-至今 

59 陈永孜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34 2010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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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

期限 

1 金昊 
博士后研

究人员 
男 31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南开大学 2014.7-至今 

2 王建 
博士后研

究人员 
女 31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 
2015.1-至今 

3 郑禹 
博士后研

究人员 
男 29 讲师 中国 天津医科大学 2015.10-至今 

4 李莲 
博士后研

究人员 
女 37 

助理研

究员 
中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 
2011-2016.1 

5 鲍会静 
博士后研

究人员 
女 35 讲师 中国 天津医科大学 2016.2-至今 

6 徐亮 
博士后研

究人员 
男 35 讲师 中国 天津医科大学 2016.3-至今 

7 郑苇 访问学者 男 56 教授 美国  1992美国范登堡大学 2008年-至今 

8 俞和 访问学者 男 61 教授 美国  
2004耶鲁大学医学院

癌症中心流行病与公
2006年-至今 



 

 

序

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

期限 

共卫生系 

9 唐守清 访问学者 男 60 教授 美国  
2008美国科罗拉多大

学 
2009年-至今 

10 李孟鸿 访问学者 男 56 教授 美国  
美国 MD.Anderson癌

症研究中心 
2012.12-至今 

11 魏升 访问学者 男 57 教授 美国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

H. Lee Moffitt肿瘤

中心 

2010.10-至今 

12 付凯 访问学者 男 53 教授 美国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2011.12-至今 

13 韩佳锂 访问学者 男 41 教授 美国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2012.9-至今 

14 鄢芳 访问学者 男 52 副教授 中国 美国范德堡大学 2009.6-至今 

15 王世珍 访问学者 男 39 副教授 美国 
美国希望之城国家医

疗中心 
2014.11-至今 

16 张晓东 访问学者 男 48 副教授 美国 
美国 M.D.Anderson癌

症中心 
2015.10-至今 

17 王存玉 访问学者 男 54 教授 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 2014.10-至今 

18 张为家 访问学者 男 44 副教授 美国 美国西奈山医学院 2014.11-至今 

19 李新民 访问学者 男 62 教授 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 
2015.8-至今 

20 胡晔 访问学者 男 43 副教授 美国 
美国休斯顿卫理公会

医院研究所 
2015.9-至今 

21 张鸿声 访问学者 男 53 研究员 中国 
上海同济大学转化医

学高等研究院 
2015.10-至今 

22 
中村 

青吾 
访问学者 男 61 教授 日本 日本昭和大学 2016-至今 

23 于洋 其他 男 39 
副主任

医师 
中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 
2003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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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室依托于十三五综合投资建设学科肿瘤学科。根据天津市高校“十三

五”综合投资学科建设项目规划任务书的要求，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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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

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 1 人，国家杰出青年 2 人，国家优秀青年 1 人，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1 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 1 人，其它人才 20 余人。2016 年学科共承担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201

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131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70 项，获得科研经费 11370.9

万元，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加合作项目等国家重大科

研项目。共发表论文 425 篇，其中 SCI 论文 214 篇，多篇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学

术期刊上，如：Gastroenterology、Leukemia、Blood、Nat Commun、PNAS、Clin 

Cancer Res、Biomaterials、Cancer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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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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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建设期

间，发表 SCI 研究论文共计 50 篇；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67 项，科研经

费总额 5662.5 万元，其中含 1 项国家自然基金委国际合作项目，2 项科技部科技

支撑项目；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中国抗癌协会一等奖 1 项；获得授

权专利 4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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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科生、来华留学生以及研究生开设专业课程，授课均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和学术骨干。课程授课教材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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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与兄弟单位的人才培养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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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注重人才培养，2016 年度共派出 11 名优秀人才到国外高水平研究机

构、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培训、进修或研修： 

祁  瑾  博士后研究   2 年        美国 H.LEE 莫菲特癌症中心  

陈永孜  博士后研修   2 年        美国 H.LEE 莫菲特癌症中心 

刘  艳   研修        1 年        日本昭和大学 

何珊珊   进修学习    3 个月      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 

张  霖   博士后研修  2 年        美国 H.LEE 莫菲特癌症中心 

王  燕   培训        3 个月      日本昭和大学 

孙  蕾   研修        2 年半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肿瘤中心 

闫  帆   研修        2 年半      美国 Weill Cornell 医学院 

张  瑾   培训        11 天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佟仲生   培训        11 天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史业辉   培训        11 天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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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获国家奖学金 

申红红为肿瘤学 2014 级博士研究生，导师为牛昀教授。该生在学期间政治立

场坚定，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曾发表 5 篇 SCI 论文，获得天津医

科大学校级优秀研究生，于 2016 年获国家奖学金。 

（1）Shen  H, Zhao L, Feng X, Xu C, Li C, Niu Y*. Lin28A activates androgen 

receptor via regulation of c-myc and promotes malignancy of ER− /Her2+ breast 

cancer[J]. Oncotarget 2016 September 13, 7 (37): 60407-60418 (IF=5.008，论著) 

（2）Shen H, Yang Y, Zhao L, Yuan J, Niu Y*. Lin28A and androgen receptor 

expression in ER-/Her2+ breast cancer[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6,156 

(1):135-147.(IF=4.085，论著) 

（3）Shen H, Yuan J, Yang Y, Liu X, Wang L, Feng X, Zhao L, Niu Y*. Prognostic 

analysi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with T1-2N1 breast cancer: Did patients with 1 or 2, 

and 3 positive axillary lymph nodes have similar survival outcomes? [J]. J Surg Oncol, 

2015,112(6):569-574。 (IF=3.244，论著) 

（4） Shen H, Zhao L, Wang L, Liu X, Liu X, Liu J, Niu F, Lv S,     Niu Y*. 

Postmastectomy radiotherapy benefit in Cnine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T1-T2 

tumor and 1-3 positive axillary lymph nodes by molecular subtypes: An analysis of 1369 

cases[J]. Tumour Biol. 2016; 37(5):6465-75.(IF=2.926，论著) 

（5）Shen H, Yuan J, Yuan S, Yang Y, Feng X, Niu Y*. Survival estimates based on 

molecular subtype and age in patients with early node-negative breast cancer[J]. Int J 

Clin Exp Pathol. 2016; 9(5):5357-5367.(IF=1.581，论著) 

2、2016 年天津医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王欢欢为肿瘤学 2015 级博士研究生，导师为郝希山院士。该生在研究生学习

期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习刻苦，努力钻研。能够胜

任日常临床工作，先后以主要研究者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基

金及天津市科委基金等 3 项；目前作为第一作者及共同第一作者发表 SCI 文章 4

篇（累积影响因子 18.28），其中单篇大于 5 分的 SCI 论文 3 篇；且多次参加国内、

外肿瘤放疗学术会议（ASTRO、ESTRO、CSTRO），相关研究结果以专题报告或

壁报向国内、外展示。 

发表论文：（1）Wang HH, Cui YL, Zaorsky NG, 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generate pericytes to promote tumor recurrence via vasculogenesis after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Cancer Lett 2016; 375 (2): 349-359. (IF = 5.992)  

（2）Wang HH, Zaorsky NG, Meng MB, et al. Stereotactic radiation therapy for 

oligometastases or oligorecurrence within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Oncotarget 2016; 7 

(14): 18135-18145. (IF = 5.008)  

（3）Meng MB, Wang HH (Co-author), Cui YL, et al. Necroptosis in 

tumorigenesis, activation of anti-tumor immunity, and cancer therapy. Oncotarget 2016; 

7 (35): 57391-57413. (IF = 5.008)  

（4）Zeng XL, Wang HH (Co-author), Meng MB, et al.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at the abdominal lymph 

nodes or postoperative stump including pancreatic stump and other stump. Onco Targets 

Ther 2016; 9: 3985-3992. (IF = 2.272)  

参加学术会议： 

（1）2015.11 参加第 12th 中国放射肿瘤学年会（CSTRO，中国成都），相关

研究结果作大会专题报告。 

（2）2016.10 参加第 6th 全国射波刀年会（中国上海），相关研究结果作大会

专题报告。 

（3）2015.10 参加 57th 美国 ASTRO 年会，1 篇摘要被收录论文集并 SCI 收

录。 

（4）2016.3 投稿 35th ESTRO 年会，2 篇摘要收录论文集。 

（5）2016.6 投稿 7th 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会议，1 篇摘要被收录论文集。 

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 3 项科研项目：  

（1）2015.1.1-2018.12.31 RIP1/RIP3 调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坏死在大分 

割放疗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号:81472797。  

（2）2014.4.1-2017.3.31 RIP1/RIP3 调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坏死在大分

割 放疗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培育项目，批号: 

81472797。  

（3）2014.1.1-2017.3.31 程序性坏死在非小细胞肺癌大分割放疗中的作用及机 

制研究，天津市科委一般项目, 序号 102。 

3、2016 年研究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大会发言 

丁小凤为肿瘤学 2015 级硕士研究生，导师为袁智勇教授。该生在研究生学习

期间，学习刻苦，努力钻研，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学习态度端正，学习基础

扎实，各门课程成绩优异，具备了一定的科研技能和科研思维。通过认真实践、不

懈努力，有幸参加美国放疗大会，论文“In vitro and in vivo radiosensitization by 

telomerase inhibitor BIBR1532 in huma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被美国放射肿瘤

学会（astro）收录并口头发言，该论文同时被 2016 中国放疗大会收录，作为论文



 

 

口头汇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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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发言 丁小凤 硕士 美国放射肿瘤学会（ASTRO） 袁智勇 

2 壁报交流 陈扬 硕士 美国放射肿瘤学会（ASTRO） 赵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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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实验室对外开放，加强合作研究，充分利用实验室的研究平台，本实验室

在运行过程中，根据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需要，设立专项开放基金，鼓励申请人与实

验室固定人员开展合作研究。每项开放基金课题均有一名实验室固定人员(合作者)协助

课题的实施。在乳腺癌流行病研究方向设置开放课题 2 项，在乳腺癌综合治疗的基础

与临床研究方向设置开放课题 1 项，共设置开放课题 3 项，科研经费投入总额 56.4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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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昌地区乳腺癌第二

轮筛查效果研究 
37.8 万 曹亚丽 主任 

南昌市第

三医院 
2013-2016 

2 
肥城地区乳腺癌第二

轮筛查效果评价研究 
12.6 万 宋秀玲 主任 

肥城市人

民医院 
2013-2016 

3 

脂质体多聚物混合型

纳米颗粒携带

FOLFIRINOX 有效成

分的疗效研究 

6 万 聂广军 研究员 
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 
2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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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精准医疗高峰论坛 天津医科大学 郝希山 
2016/10/21- 

2016/10/23 
500 全球性 



 

 

肿瘤医院 

2 
第二届肿瘤转化医学和精

准医疗国际研讨会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王平 

2016/08/19- 

2016/08/20 
1000 全球性 

3 
国际肿瘤放射治疗新进展

天津论坛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王平 2016/6/3 300 
全国性 

4 
2015 年肿瘤学术年会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王平 2016/1/26 300 全国性 

5 
第五届全国乳腺综合影像

学检查技术与规范研讨会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刘佩芳 2016/06/28- 

2016/06/29 

100 全国性 

6 
第八届全国乳腺癌术后乳

房重建学习班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尹健 2016/05/13- 

2016/05/14 

60 全国性 

7 
物理性消融治疗恶性肿瘤

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郭志 2016/04/26- 

2016/04/27 

300 全国性 

8 
全国第三届栓塞介入治疗

大会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郭志 2016/03/09- 

2016/03/13 

300 全国性 

9 
远程放射治疗临床培训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袁智勇 2016/05/09- 

2016/05/13 

20 地区性 

10 
射波刀临床培训班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袁智勇 2016/04/11- 

2016/04/15 

18 地区性 

11 
肿瘤重症患者感染诊治临

床进展研讨会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王东浩 2016/08/15- 

2016/08/16 

200 全国性 

12 
ICU 专科护士培训班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陈荣秀 2016/04/05- 

2016/06/23 

50 地区性 

13 
急诊专科护士培训班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陈荣秀 2016/06/15- 

2016/08/07 

50 地区性 

14 
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班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孙玫 2016/06/05- 

2016/07/17 

60 地区性 

15 
血液净化专科护士培训班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陈荣秀 2016/05/10- 

2016/06/05 

50 地区性 

16 
肿瘤化疗职业防护规范化

培训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强万敏 2016/06/19- 

2016/06/21 

200 全国性 

17 

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影像

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第三届

津冀肿瘤影像研讨会 

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 

叶兆祥 2016/06/26- 

2016/06/27 

100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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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共承

担横向科研项目 10 项，新增国际合作课题 1 项，获得科研经费 690.4 万元。主

要的合作项目如下： 

1．2016 年新增中加国际合作项目“针对高负荷肿瘤的个体化医疗研究”。 

2. 与阿斯利康合作进行“来曲唑与阿那曲唑在激素受体阳性的绝经后的妇

女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疗效与安全性的回顾性调查研究”。 

3．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合作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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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与天津大学合作进行“基于超宽带微波成像的乳腺肿瘤影像技术机理研

究”。 

5．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进行“高频复合超声扫描探针显微镜研发与应用”  

6．与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进行“抗癌药物敏感性检测试

剂盒（胶原凝胶滴包埋培养法）医疗器械产品临床试验研究”研究。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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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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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进行“心脑血管病和肿瘤临床医学

科技资源建设”研究。 

10. 与市政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咨询委员会合作进行“关于促进非公立医疗

机构发展，形成多元化多样化的办医体制的研究”。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拓展国际交流渠道 

与美国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续签姊妹医院合作协议：8 月 18 日下午，我院

与美国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续签姊妹医院合作协议在津举行。美国 M.D.安德森

癌症中心常务副院长乔治·威尔丁教授与我院院长王平共同签署第三次续签姊妹

医院合作协议。美国 M.D.安德森癌症中心是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名的著名癌症

中心，被称为全美最好的癌症综合诊疗中心之一，其在肿瘤的综合诊疗、基础研



 

 

究、教育和预防水平居世界领先。在过去 10 年的合作中，双方通过人员培训、

学者交流互访、传统中医药的合作研究、组织库建设、癌症基因研究、流行病学

研究、放射治疗和远程会诊等开展多种形式合作，尤其是在癌症除痛、乳腺癌、

胃肠癌、骨与软组织肿瘤和基因芯片的治疗与研究，以及染色体和分子标记物等

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双方确定每年举办一次姊妹医院学术研讨会。双方续签姊

妹医院合作协议之后，将进一步拓宽各领域的合作，力争在癌症治疗、人才交流

和科学教育的合作项目上可以取得更大的进展。 

同时，重点实验室注重学术交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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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希山院士在俄罗斯召开的“抗肿瘤流行趋势和防治学术研讨会”做大

会主持；法国召开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50 周年纪念会-国际抗癌联盟常务

理事会议”中做专场主持；法国召开的“2016 世界抗癌大会”做中国专场主

持； 

2. 王平教授赴美国访问 H.LEE 莫菲特癌症中心；在巴西召开的“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姊妹医院学术年会”中做口头发言。 

3.郭晓静、杨壹玲、钱晓龙博士在日本召开的“Kyoto Breast Cancer Consensus 

Conference 2016”中做壁报交流。 

4. 李海新博士在德国召开的“国际生物样本库协会 2016 年会”中做壁报交

流。 

5. 黄育北博士在美国召开的“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年会” 中做壁

报交流。 

6. 李慧教授在法国召开的“2016 世界抗癌大会”做口头发言。 

7. 叶兆祥、马勇杰、谷峰教授在法国召开的“2016 世界抗癌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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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每年举行多场“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并在全年组织多次单病种义

诊，涉及多个学科，多年来惠及数以万计的肿瘤患者，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本年度以乳腺癌单病种进行的宣传活动累计 40 天；每年 10 月为乳腺癌防治宣传

月，以乳腺癌防治为主题的宣传累计 30 天，实验室把握宣传日契机，开展大型

主题宣传报道，以专题片、网络视频、专版、专稿等多种形式，展开多角度、全

方位的新闻宣传；乳腺科医生每年定期下社区及人员密集地区开展科普宣讲活



 

 

动，为患者答疑，累计参与公众 1 万人次，并向市民发放科普文章、宣传册等。 

实验室以多种形式开展科学传播工作： 

纸媒：多年来，不断加大与高端媒体的合作力度，拓展宣传平台，与《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南方周末》等高端纸媒合作，发表科普文章，

为患者提供科学抗癌防癌知识。 

网络宣传：实验室争取第一时间上传乳腺癌防治的相关科普信息，实现平面、

视频、网络三方同时推进。此外，与各大网络媒体强强联手，注重于国家级、地

方级网络媒体合作，通过视频访谈、专题页、新闻快讯、论坛直播访谈等形式，

向市民传播科学的预防、诊疗方法。 

官方微信：为积极响应创建“互联网 +医疗”服务新模式的号召，开通官方

微信，推送科普文章，自 2015年6月开通以来推送与乳腺相关科普文章累计 1000

余条，向市民传播科学的预防、诊疗方法。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

外籍 

1 赵国屏 男 院士 69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否 

2 刘芝华 女 研究员 52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否 

3 寿成超 男 教授 62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否 

4 张微 男 教授 54 Wake Forest cancer center 是 

5 周蓬勃 男 教授 53 美国康奈尔大学 Weill 医学院 是 

6 姚智 男 教授 55 天津医科大学 否 

7 张晓东 男 教授 57 南开大学 否 

8 宋增璇 女 研究员 81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

所 
否 

9 段宏泉 男 教授 52 天津医科大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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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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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乳腺癌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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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寿成超教授、南开大学张晓东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段宏泉教授；天津医科大学科技处领导；郝继辉副院长、应国光教

授、李慧处长以及 PI 代表、研究骨干等。 

会议由天津医科大学科技处巴一副处长主持，首先介绍与会的领导、学术委

员会专家、教授。郝继辉副院长致欢迎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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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67 项，科研经费总额 5662.5 万元，其中含 1

项国家自然基金委国际合作项目，2 项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发表 SCI 研究论文

共计 50 篇；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中国抗癌协会一等奖 1 项；获得

授权专利 4 项，使实验室研究水平获得显著提高。形成了一支包括中国工程院院

士、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杰青、优青和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在内的创新

型学术梯队。2016 年度共有在读研究生 194 人，其中博士生 63 名、硕士生 131

名；举办了第一届中美肿瘤精准医学高峰论坛及第二届肿瘤转化医学国际研讨

会。在实验室的硬件方面，完善了包括肿瘤临床资源样本库、肿瘤分子诊断中心

在内的高水平技术平台配置；规范了的实验室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在实验室内

实行 PI 制，有效地保证了各个研究方向的顺利开展。随后实验室 PI 巴一教授就

2016 年度课题组主要研究进展及 2016 年度研究成果做具体汇报。 

专家组委员听取汇报后,一致认为该实验室在乳腺癌预防研究、乳腺癌发生、

转移和耐药机制的研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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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确实验室定位，规划研究方向，突出研究重点。提高自身要求，向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目标看齐，寻找研究突破点。 

2. 做好顶层设计，提高肿瘤标本利用率，充分利用资源，加强合作。 

3. 结合临床实际问题，开展临床研究，加强药物治疗新靶点的发现和功能

研究，加强随访，明确临床研究目标、研究重点，改进临床治疗方案、提高治疗

水平。 

4. 加大高端人才、青年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 

5. 提高高水平、高质量、高影响力的 SCI 文章发表，提高实验室整体科研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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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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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综合投资建设学科肿瘤学科获得依托单位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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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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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共投入 236.955 万元。其中：本年度共配比国家级课题 471.125 万元，配

比省部级项目 27.33 万元。 

设立院级课题项目支持青年人员进行科学研究，为申报高水平科研项目打下

基础，本年度共为院级课题拨款 3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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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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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万元。 新增大型仪器设备有：焦磷酸测序仪，倒置荧光

显微镜，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2 台，全自动核酸分离纯化加样系统等。 



 

 

使用“LabScount LIMS CF 仪器共享管理系统”对大型仪器平台的设备进行

网上预约使用管理，并定期对新入院的科研人员及研究生进行网约系统使用的例

行培训，包括各仪器功能简介、网上预约方法、预约时间及修改预约等内容，方

便大家根据各自的实验需求及时间安排，科学合理地使用各仪器设备，以保证科

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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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仪器设备平台不仅满足全院科研人员的科研需求，也承担了对外服务的

任务，充分实现了平台资源的共享。其中，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本年度累计服务院

内外课题组近 400 人次,使用机时约 960 小时；流式细胞仪本年度累计服务院内

外课题组近 850 人次，使用机时约 1675 小时，测定各种类型流式样品总计 4798

例。全自动激光显微切割系统本年度累计服务院内外课题组近 200 人次，使用机

时约 1500 小时，切割样品近 500 例。蛋白分子相互作用分析仪本年度累计服务

院内外课题组近 200 人次，使用机时约 800 小时。超速林心机本年度累计服务院

内外课题组近 350 人次，使用机时约 1000 小时。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本年度累

计服务院内外课题组 241 人次，使用机时约 890 小时，拍摄实验小鼠 1800 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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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动物活体成像系统服务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医科大学。 

目前，实验室公共平台的建设和维护仍在不断完善中，内部管理人员也在不

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力求最大程度地开发仪器功能，开展对外服务，为院内

外提供更加优质的科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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