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2. 项目名称
中文：提高我国妇产科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水平的系列研究
英 文 ： A series of studies on improving the prevention level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China
3. 推荐单位
江苏省医学会
4. 推荐意见
该项目历时 10 余年，从描述医学、诊断学、预防学、流行病学、基础医学
等多方面对妇产科静脉血栓栓塞症（VTE）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解决妇产科
VTE 的预防问题。本项目组通过 Meta 分析明确了妇科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后
VTE 的发生现状，比较腹腔镜手术和开腹手术后发生 VTE 的风险，为防治工作
提供依据；系统评价卵巢癌患者发生 VTE 的高危因素和口服避孕药（OCs）与
VTE 的关联；通过构建兔静脉留置针致静脉血栓形成模型，探讨静脉留置针致
栓的机制及风险预测；通过追踪随访，界定正常孕期凝血功能和血栓弹力图参考
值，探讨妇科良、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前后凝血功能和血栓弹力图变化，以利于
VTE 的诊断；系统评价低分子肝素预防和治疗孕产期 VTE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通过进行肺栓塞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深入认识病理生理机制，探索新的诊疗技术，
寻找新的预后标志，以此全面提高对我国妇产科 VTE 的诊疗与研究水平。
项目实施期间，本项目组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本项目组主要负
责人张玉泉教授参与我国妇科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预防专家共识的
制定。此外，在张玉泉教授主持下，全国妇产科 VTE 防治高峰论坛已成功在江
苏南通开展五届，极大推动了我国妇产科 VTE 领域的发展。
该项目作为国内妇产科 VTE 领域的一项主流研究，提升了我国妇产科学界
对 VTE 的重视和预防水平。
5. 项目简介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包括妇产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共有的并发症，严重
威胁患者生命安全。由于女性特有的生理特征及用药（如妊娠及分娩、围绝经期、

口服避孕药等），使她们更容易触发形成血栓的三大因素，从而增加发生 VTE
的风险，并增加了孕产妇及患者的死亡率。在西方国家，妇产科 VTE 已得到高
度重视，并形成了筛查与预防的相应指南。但 2006 年前，我国妇产科界对 VTE
缺乏认识，预防处于“真空”状态，所报告的数据均来源于回顾性、针对有症状患
者的小样本量 C 级证据研究。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亟待我国妇产科学界解
决的医疗和研究课题。
有鉴于此，本项目组历经 10 余年，从描述医学、诊断学、预防学、流行病
学、基础医学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解决妇产科 VTE 的预防问题。
一．项目研究内容
（1）明确了妇科腹腔镜与开腹手术后 VTE 的发生现状，提出妇产科领域
VTE 应以预防为主的观点。
（2）明确卵巢癌患者发生 VTE 的高危因素；研究口服避孕药（OCs）与
VTE 的关联；分析静脉留置针致静脉血栓形成的机制和风险预测。
（3）界定正常孕期凝血功能和血栓弹力图参考值；探讨妇科良、恶性肿瘤
患者手术前后凝血功能和血栓弹力图变化。
（4）评估低分子肝素预防和治疗孕产期 VTE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探索 VTE
院内标准化管理。
（5）首次系统评价了低钠血症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作为肺栓塞（PE）
短期预后之间的关联，比较了肺动脉栓塞严重程度指数(PESI)和单纯 PESI(SPESI)
预测 PE 的准确性。
二、研究项目的推广
项目组在积极进行研究的同时，还注重项目的推广应用。在张玉泉教授主持
下，全国妇产科 VTE 防治高峰论坛已成功在江苏南通召开五届，并在第十九届
江苏省妇产科年会上开设 VTE 专题论坛；近四年在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大
会中专门开设了妇产科 VTE 分会场，由张玉泉教授担任分会场主席。这些高层
次、有组织、大规模会议提高了我国妇产科界对 VTE 的重视，推动了妇产科 VTE
的预防。
项目实施期间，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本项目组主要负责人张玉
泉，教授参与我国妇科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预防专家共识的制定；张

玉泉教授担任全国核心期刊《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8 年第七期以“妇
产科 VTE”为主题的执行编委，撰写了引领全国的述评“重视妇产科静脉血栓
栓塞症的综合防治”。项目组各成员在国内各级学术会议上做 VTE 专题报告。
三、该项目的研究及推广意义
该项目作为国内妇产科 VTE 领域的一项主流研究，使我国对妇产科 VTE 的
临床、流行病学与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高，全面推进了我国妇产科 VTE 领域预
防体系建设，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我国及世界妇产科 VTE 的防治
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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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人情况（按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对本项目贡献顺序
填写）
张玉泉；第 1 完成人；主任医师、教授；妇产科科主任、 教研室主任；南通大
学附属医院；作为课题组长，全面负责本项目的立题、设计、实验指导、论文撰
写、课题申报等工作。
杨晓清；第 2 完成人；副主任医师；妇科副主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要参与
该项目中正常孕期凝血功能和血栓弹力图参考值界定研究的设计、实施、论文撰
写及课题申报，组织筹备全国妇产科静脉血栓栓塞症高峰论坛。
倪松石；第 3 完成人；主任医师、教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南通大学附
属医院；主要参与该项目中肺栓塞预后标志相关研究的设计、部分实验、论文撰
写及课题申报。
周晓宇；第 4 完成人；主任医师；医务部主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要参与该
项目中肺栓塞预后标志相关研究的设计、实施、论文撰写。
成曦；第 5 完成人；无；无；南通大学医医院；主要参与该项目中卵巢癌并发静
脉血栓栓塞症相关研究的设计、实施、论文撰写。
赵建美；第 6 完成人；主任医师、教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南通大学附
属医院；主要参与该项目中静脉血栓栓塞症医院管理相关研究的设计、实施和论
文撰写。
张沐；第 7 完成人；主治医师；无；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要参与奖项申报，组
织筹备全国妇产科静脉血栓栓塞症高峰论坛。
孙宝兰；第 8 完成人；副主任技师；无；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要参与该项目中
血栓病因学研究，主要是 CircRNAs 在 SD 大鼠深静脉血栓模型中的表达及作用
机制相关研究的设计、实施、论文撰写，相关课题申报。
张凤；第 9 完成人；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南通大学；主要参与该项目中静脉
留置针和静脉血栓栓塞症相关研究的设计、实施、论文撰写。
徐朗；第 10 完成人；助理研究员；医务部主任助理；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要
参与该项目中静脉血栓栓塞症医院管理相关研究的设计、实施和论文撰写。
苏敏；第 11 完成人；主任医师；产科副主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要参与该
项目中孕产妇静脉血栓栓塞症相关研究的设计、论文撰写及课题申报。
王霞；第 12 完成人；副主任医师；无；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要参与该项目中

妇科腹腔镜与开腹手术后 VTE 的发生现状相关研究的设计、实施、论文撰写。
汤志远；第 13 完成人；副研究员、主管药师；药剂科副主任；南通大学附属医
院；主要参与该项目中三七总皂苷对凝血酶诱导的大鼠高凝的治疗作用相关研究
的设计、实施、论文撰写。
徐旭娟；第 14 完成人；主任护师、教授；护理总监；主要参与该项目中静脉留
置针对兔耳缘静脉内皮细胞损伤与血栓形成的影响相关研究的实施、论文撰写。
曹德林；第 15 完成人；副研究员；医务部副主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主要参
与该项目中静脉血栓栓塞症医院管理相关研究的实施和论文撰写。
9.完成单位情况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第 1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全国
最早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妇产科学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重点学科，为江苏省妇
科专业质量控制中心；（2）作为本项目独立完成单位，项目中明确妇科腹腔镜
与开腹手术后 VTE 的发生现状，提出妇产科领域 VTE 应以预防为主的观点；分
析卵巢癌患者发生 VTE 的高危因素；研究口服避孕药（OCs）与 VTE 的关联；
分析静脉留置针致静脉血栓形成的机制和风险预测；界定正常孕期凝血功能和血
栓弹力图参考值；探讨妇科良、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前后凝血功能和血栓弹力图变
化；评估低分子肝素预防和治疗孕产期 VTE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探索 VTE 院内
标准化管理；系统评价了低钠血症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作为肺栓塞（PE）
短期预后之间的关联，比较了肺动脉栓塞严重程度指数(PESI)和单纯 PESI(SPESI)
预测 PE 的准确性均由该单位完成；（3）医院对于项目的立项、申请、研究管
理、成果验收、成果推广给予了全力 支持，从组织、管理方面给予了积极指导
和监督，并在后勤保障、协作联系、学术交流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因此保证
了本课题的顺利完成。
南通大学；第 2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1）南通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交通运输部共建的综合性
大学，首批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培育支持高校。南通大学医学院拥有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2 个博士后流动站，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临床医
学进入 ESI 学科全球排名前 1%；（2）南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许可证号：SYXK

（苏）2012-0031）拥有 500m2 的屏障环境动物饲养室以及 200m2 的普通环境动
物饲养设施，2003 年取得清洁级、SPF 大小鼠生产许可证，2005 江苏省实验动
物管理委员会正式认定为江苏省开放性动物实验中心，保障能够及时为本项目提
供合格的实验动物及相关实验平台；（3）在该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南通大学在
本项目实施的组织和经费配套上给予了支持，尤其在本项目中静脉留置针致静脉
血栓形成的机制和风险预测动物试验和基础研究相关环节给予了实验动物、实验
场所和实验人员等支持，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