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公示内容（应包括如下方面）

一、推荐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卫生管理奖、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青年

科技奖候选项目：

1.推荐奖种

中华医学科技奖（非基础医学类候选项目）

2.项目名称

侵袭性淋巴瘤诊疗新方案的制定与应用

3.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4.推荐意见

淋巴瘤是最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近年来我国淋巴瘤发病率逐年上升，居各类癌

症的第 8~10 位，其中侵袭性淋巴瘤占所有淋巴瘤的 60%~70%，疾病异质性大，高危患者

5 年生存不足 20%，此外淋巴瘤患者年龄分布广，一般状况差异大，存在千人一方、个体

化治疗缺乏的状态。江苏省人民医院血液科多年来致力于对侵袭性淋巴瘤的精准诊疗策略

的深入研究和技术创新。结合骨髓形态学、流式细胞术、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先进技

术建立了淋巴瘤的综合诊断平台，发现了侵袭性淋巴瘤的新亚型及新预后标志物，开创侵

袭性淋巴瘤的治疗新方案，成果发表多篇高水平 SCI 论文，被第四版 WHO 淋巴组织病变

分类修订版、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各大权威杂志的多次引用，受邀多

次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美国血液学会（ASH）、国际恶性淋巴瘤会议（ICML）、

欧洲血液病学年会（EHA）、美国 T 细胞淋巴瘤论坛（TCLF）等国际顶级肿瘤学、血液学

大会口头发言，负责制定 5 项侵袭性淋巴瘤相关中国行业规范，连续举办 17 年国家级继

续教育学习班金陵淋巴肿瘤论坛。项目成功应用于国内、省内各家医院，社会效益显著。

5.项目简介

淋巴瘤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中侵袭性淋巴瘤占所有淋巴瘤的

60%~70%，诊疗困难，严重危害国民健康。本项目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 17 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项目的资助下，围绕淋巴肿瘤诊疗的难点攻坚，取得了一

系列的成果。

1.建立侵袭性淋巴瘤的精准诊断体系：①在国际上率先提出 MYC、BCL2 拷贝数变异

的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具有与双击淋巴瘤类似的高度侵袭性，被国际淋巴肿

瘤经典教科书第四版 WHO 淋巴组织病变分类修订版采用及并被 Blood、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等权威期刊引用；②率先发现 EBV 阳性的 DLBCL 无论老年还是青年，

预后均差，提出老版 WHO 淋巴肿瘤分类中的老年 EBV 阳性 DLBCL 应当去掉年龄分层，

此观点被最新版第四版 WHO 淋巴组织病变分类修订版采用。

2.细化侵袭性淋巴瘤预后分层：①提出乙肝病毒阳性的侵袭性淋巴瘤患者治疗过程中

病毒再激活风险高，强调即便无活动性病毒拷贝，在动态监测的基础上仍需要提前预防，

并受邀牵头撰写了中国首个淋巴瘤合并乙肝感染专家共识。②发现 PRDM1 突变、PET-CT、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胸腺增生等分子、影像、代谢指标在侵袭性淋巴肿瘤中的预后价值，

发表于 Leukemia、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等高影响力杂志，论文多次被 Immunity、

Blood 等权威杂志引用，并受邀在美国 T细胞淋巴瘤论坛（TCLF）上口头发言。

3. 制定侵袭性淋巴瘤的治疗新方案：①首创 R-GemOx方案治疗初治超高龄 DLBCL，

将 3~4 级发热伴中性粒细胞减少率由原先的超过 40%降至 5%，被美国血液学年会继续教

育项目认为是“非蒽环类治疗的代表性方案”；②首创 PEMD 方案治疗初治结外 NK/T 细胞

淋巴瘤（ENKTL），将粒缺的发生率由 92%降低至 57%；在国际上率先运用 PD-1 单抗治

疗复发难治 ENKTL，将原本不足半年的中位生存延长至 1 年生存率 82.1%、疾病控制率

86%，被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认证的独立医学研究组织评价为“令人振奋的进步”；

③采用兼顾淋巴瘤和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LH）的 R-DA-EPOCH 方案治疗

B细胞淋巴瘤合并 HLH，使得 2 年生存率从 40%提高到 75%。以上成果受邀多次在 ASCO、

美国血液病学年会、国际恶性淋巴瘤会议、欧洲血液病学年会等国际肿瘤学、血液学大会

口头发言，论文发表于 Lancet Haematology、Blood Cancer Journal、Haematologica 等权威

杂志，相关治疗方案被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中国专家共识引用和推荐。

基于以上成果，项目组受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

白血病淋巴瘤学组委托负责撰写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撰写侵袭性淋巴瘤相关行业专

家共识 5 篇，竖立了行业标杆。发表多篇相关 SCI 论文，其中影响因子＞10 分 2 篇；连

续举办 17 年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金陵淋巴肿瘤论坛。项目成功应用于国内、省内各家

医院，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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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对本项目的贡献

姓名 排名 职称 行政职

务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徐卫 1 主任医

师，教

授

血液科

副主任

南京医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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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学术报告，牵头制定淋巴肿瘤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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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 5 主任医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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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一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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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参与人，开展实施侵袭性淋巴

瘤相关临床研究，是代表作 3、4、9的
第一作者。

朱华渊 6 副主任

医师

无 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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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参与人，开展实施侵袭性淋巴

瘤相关临床研究，是代表作 1、3、7的
第一作者。

范磊 7 主任医

师

血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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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祎 9 主治医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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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本项目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主持完成。近年来医院

各级领导对项目组的发展均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相应的扶持政策，对项目组发展寄予厚望，

通过多种形式对项目组进行重点投入，更是将项目组的发展列为医院整体发展的重点科室和

重点培育对象。目前项目组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江苏省优势学科（临床医学）、

江苏省重点学科（内科）、江苏省兴卫工程重点学科（共建）、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江苏省

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江苏省人民医院淋巴肿瘤创新团队，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国家药品临床研究机构血液病基地，中华骨髓库首批无关供者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定点单

位。牵头开展了多项全国合作项目，取得多种形式的创新成果。依托单位一直关注本项目研

究进展情况，不仅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积极配合学科仪器设备购买，管理，保

障经费合理使用，组织协调研究人员等。为项目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推广、应用和合作

提供高端平台。监督项目正常运行，认真组织项目组中期汇报和总结，及时帮助解决项目组

遇到的困难，为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完成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不存在知识产权和完成人员之间

的争议。

第二完成单位：南京医科大学

贡献：本项目由南京医科大学共同支持完成。学校各级领导对项目组的发展均给予了极

高的重视和相应的扶持政策，项目组是江苏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南京医科大学硕士、

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南京医科大学血液科重点实验室。南京医科大学在人力和

物力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