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内容：
1.推荐奖种：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慢性终末期肾病肾脏替代治疗的一体化与精准医疗
3.推荐单位：江苏省医学会
4.推荐意见：
终末期肾病（ ESRD）是各种慢性肾脏疾病的终末阶段，其发病率在我国及全球范
围内均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人类健康。肾脏替代治疗是 ESRD 的主要治疗方法，而
目前 ESRD 患者的肾脏替代治疗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患者个体差异极大、治疗方案粗
放且松散等。本项目在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资助下，围绕 ESRD 肾脏替代治疗的
一体化与精准治疗进行了多年深入的研究，并在众多方面取得突破成果。本项目历时
近 20 年，通过多学科团队协作，建立了 ESRD 患者肾脏替代治疗的方案选择与风险
评估体系，给患者提供贯穿肾脏替代治疗全过程的综合监测体系及其指导下的精准医
疗方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搭建了基于肾脏替代治疗临床问题的机制研究与成果
转化体系，整体呈现螺旋上升的良好态势。通过建立多技术、多层次、多中心、贯穿 ESRD
患者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与精准医疗体系，解决了既往 ESRD 患者肾脏替代治疗的粗
放与脱节问题，并针对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精准医疗方案，极大地促进了 ESRD 患者
的预后及生活质量。因此，本单位推荐该项目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

5.项目简介：
肾脏替代治疗是终末期肾病（ESRD）的主要治疗方法。本项目在多项国家级和省
部级项目资助下，围绕 ESRD 肾脏替代治疗的一体化与精准治疗进行了多年深入的研究，
并在众多方面取得突破成果。
科技创新一：建立了肾脏替代治疗的方案选择与风险评估体系
（1）

建立了 ESRD 患者透析方案选择和风险评估体系：①建立了包括多种血液净化

方式在内的 ESRD 患者透析治疗的个体化方案选择；②建立了 ESRD 患者心血管风险评
估体系及颅内血管影像学评估体系；③在国际上率先报道狼疮肾炎的分子生物标志物；
（2）

建立了肾移植术前供肾质量评估、供受体选择和风险评估体系：①在国内较

早开展有关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DCD）及亲属活体供肾质量的评估研究；②基于上述

研究成果，参与制定了《DCD 供体选择及供肾质量评估——江苏共识》
；
（3）

建立了肾移植手术的个体化选择及风险评估体系：①在国内首次采用腹腔镜

技术实现活体供肾切取术；②在国内率先开展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等多种器
官联合移植技术；
科技创新二：建立了贯穿肾脏替代治疗全过程的综合监测体系及其指导下的精准医疗
方案
（1）

建立了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综合动态监测体系及精准医疗方案：①建立了

基于多种影像学技术、血浆标志物及相关指数的血流动力学监测体系；②建立了维持
性血液透析患者合并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的动态监测体系；
（2）

建立了多技术、多中心、全生命周期的肾移植术后综合动态监测体系及平台：

①在国际上首次运用动态增强 MR 肾造影（DCE-MRR）等方法评估移植肾功能；②在国
际上首次采用二代测序的基因组学早期监测并识别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③在国
内首次设计并建立了肾移植患者多中心全生命周期数据平台；
（3）

建立了基于肾移植术后综合监测体系指导下的精准医疗方案：①在国际上首

次将艾拉莫德联合传统免疫抑制方案，术后早期应用于人白细胞抗原（HLA）高错配受
者；②在国内首次研究低剂量钙调蛋白酶抑制剂的免疫抑制方案在亲属肾移植受者中
的应用；③在国际上首次将基于二代测序的药物基因组测序应用于免疫抑制方案的个
体化选择；
科技创新三：建立了基于肾脏替代治疗临床问题的机制研究与成果转化体系
（1）

建立了基于慢性肾脏纤维化的机制研究与成果转化体系：①在国际上首次提

出巨噬细胞极化过程、microRNA 调控慢性肾间质纤维化的机制探讨及临床应用研究；
②建立了基于肾脏移植免疫发生机制及精准治疗的研究体系：
（2）

建立了基于肾脏移植免疫发生机制及精准治疗的研究体系：①国际上首次提

出并研究靶向 B 和 T 淋巴细胞衰减子（BTLA）诱导移植免疫耐受；②国内首次采用同
供体肾移植及骨髓细胞输注方法，观察受者体内微嵌合体形成情况；
（3）

建立了基于慢性移植肾纤维化形成的机制研究及成果转化体系：①在国际上

首次提出内皮细胞向间充质细胞转分化（EndMT）
、上皮细胞向间充质细胞转分化（EMT）、
动脉硬化过程在慢性移植肾功能不全（CAD）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并采用硼替佐米、雷
帕霉素等特异性抑制 CAD 进展；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主体已在省内 6 家主要大型三级甲等医院肾移植中心及肾病中

心推广应用，共发表论文 89 篇，其中 SCI 共计 37 篇，影响因子合计 119.74 分，主编
参编专著 4 本，获发明专利 14 项。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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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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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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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的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

项目总负责人，主持该研究的整体指导与设计、

第二附属医院

推动与推广。

南京医科大学

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推

第一附属医院

动与推广，对创新点一、二、三均有实质性贡献。

科副

南京医科大学

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推

主任

第二附属医院

动与推广，对创新点一、二、三均有实质性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

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推

第一附属医院

动与推广，对创新点二、三均有实质性贡献。

科副

南京医科大学

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推

主任

第二附属医院

动与推广，对创新点一、二均有实质性贡献。

科主

南京医科大学

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推

任

第二附属医院

动与推广，对创新点一、二、三均有实质性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

对研究进行了推动与推广，对创新点一、二均有

第一附属医院

实质性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

对研究进行了推动与推广，对创新点一、二均有

第一附属医院

实质性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

对研究进行了推动与推广，对创新点一、二均有

第一附属医院

实质性贡献。

职务

顾民

谭若芸

戴春笋

王子杰

叶红

杨俊伟

居小兵

韩志坚

陶俊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院长

无

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

无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无

无

无

9.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排名

单位名称

对本项目的贡献
本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全面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实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施、总结，组织、协调项目实施，为本项目的科研创新
和成果转化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本项目的第二完成单位，参与完成了本项目的规划、设

2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计和实施，促进了本项目的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