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项目名称：血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 

 

二. 提名专家： 

提名专家 1 
（责任专家） 

王辰 中日友好医院 内科学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提名专家 2 林东昕 
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 
肿瘤学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提名专家 3 陈义汉 同济大学 内科学 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提名意见：血栓性疾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涉及临床各学科。该项目组历经 

20 余年，围绕血栓病的诊疗技术创新，建立了以“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为核

心的血栓性疾病综合诊治平台。该项目组首次发现 3 种中国血栓人群常见的基

因变异以及 56 种罕见突变，揭示了中国人血栓病的遗传特点；建立了“抗凝蛋

白目的序列捕获测序技术”，创建了我国血栓病早期诊断体系，使血栓早期诊断

率提升 38%；同时，项目组长期致力于血管和血小板抗栓靶点研究，提出血栓病

靶向治疗新策略，相关发明专利已成功进入产业转化，为开发下一代抗栓药物奠

定基础；项目组还制定了中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诊治指南和首个 DIC 量

化标准，成为国内所有医院临床诊治 DIC 的行业标准,使 DIC 这一临床危重症的

诊断率由 84.5%提高至 94.4%，特异度由 62.1%提高至 77.7%。该项目组率先组建

了华中唯一血栓与止血临床研究中心，从基础到临床，从专科到多学科联合、协

同诊治，将“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技术逐步向全国 25 家大型医院推广应用，

促进血栓病诊治的交叉融合，使早期预防、靶向溶栓、手术取栓、滤器置入、抗

凝监测的有效率均达到 94%以上，实现了对血栓病患者的精准诊治，有效降低误

诊率和病死率，创造良好社会效益。我们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

认为该项目科学性强、资料完整、内容丰富，临床意义重大，其成果整体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 等奖。 

 

三. 项目简介： 

血栓性疾病是一类以动静脉和微血管血栓形成或栓塞为特点的临床常见疾

病。我国每年发病率约 300/10万，病死率 8%~39%，相关医疗费用逾 1300亿元。

现有诊断技术主要是基于血栓形成后的影像检查，无法早期发现血栓，而血栓形

成后治疗效果不佳，常还伴有出血或再栓等风险，因此，血栓病的早期诊断和精

准治疗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该项目组在国家及省部级重大课题资助下，历经

20余年，围绕血栓病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在血栓分子诊断技术、血管和血

小板抗栓靶点、弥散性血管内凝血量化诊治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了我

国血栓病诊疗技术进步。 

创新点 1.创建血栓性疾病早期诊断体系。建立了国内最大规模的血栓病标

本库；发现 3 种中国人特有的常见基因变异以及 56 种罕见突变，系统揭示了中

国人血栓病遗传特点；建立了以“抗凝蛋白目的序列捕获测序技术”为核心的血

栓病早期诊断体系，应用于 10016例患者，使早期诊断率提升 38%。 

创新点 2. 提出血栓病靶向治疗新策略。系统研究了与血栓形成相关的重要

分子，创新性提出基于组织因子为靶点，以纳米材料为载体的血栓干预新策略，

获 3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向临床前期转化；阐明 LTbR、P2X1、PTEN等蛋白调控



血管炎症和血小板活化的新机制，为开发下一代抗栓药物奠定基础。  

创新点 3. 牵头制定我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诊治指南和量化标准。牵头制定

了《中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诊治指南》，是全国所有医院诊治 DIC的通

用标准；牵头多中心临床研究，建立了中国首个 DIC诊断积分系统，在全国 25

家大型医院推广应用，使 2239例 DIC患者诊断率提高 10%，特异度提高 15.6%，

有效降低误诊率及病死率。 

创新点 4. 建立血栓病“多学科联合、协同诊治”模式。2007 年率先组建

了华中首家血栓与止血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立了血栓病诊疗协作组，制订了《湖

北省 VTE院内防治指南》，促进血栓病防治多学科交叉，使早期预防、靶向溶栓、

手术取栓、滤器置入、抗凝监测有效率均达到 94%以上，5年累积复发率降至 6%

以下；该模式在全国 25家大型医院推广应用，实现了约 8万例血栓病患者的精

准诊治。 

本研究中，项目组共发表论文 359篇，其中《Immunity》、《Nature Immunology》、

《Blood》等 SCI收录 239篇，总影响因子 1245.5，SCI 他引 3286次，IF>5：

89篇，IF>10：27篇。多篇文章受《NEJM》、《Nature》系列等顶尖杂志高度评价。

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受邀在美国血液学年会、欧洲血液学年会、国际血栓与止血年

会等进行大会报告 21次，负责人目前担任中华血液学会副主委、血栓与止血学

组组长，本专业顶级杂志《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Thrombosis Research》

副主编，牵头制定行业标准 1项，撰写中国第一部《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专著，

举办国家级继教班 13期，培训学员 7000余人次，培养临床专业技术人员 320

名，获 3项国家发明专利，并与企业联合开展转化研究；DIC诊断积分系统、血

栓分子诊断技术、血栓病综合诊疗平台等成果已在全国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实现

了血栓病精准诊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 客观评价： 

血栓性疾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一类临床常见疾病，尽管目前有关血栓病

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但仍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和定向干预方法。该项目组紧密

围绕静脉血栓栓塞，动脉血小板血栓及微血管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这三大类血栓性

疾病的诊治创新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以“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为核心的血

栓病综合诊疗体系，实现了我国血栓病诊疗技术的创新，水平先进，应用效果良

好，有力推动了该领域科技进步。 

（一）该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1. 该项目首次发现并鉴定3种中国人常见基因变异及56种罕见突变，全面揭示

了中国人血栓病的遗传特点。该研究是目前亚洲最大规模的血栓病人群调查，为

“揭秘”亚洲人群血栓病的遗传因素奠定了坚实基础；该研究也在国际上首次阐

明了中国人特有的血栓遗传特点，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是近10年国际上血栓病

遗传学研究的重要进展。这些新发现可指导在我国普通人群和血栓病家族成员中

进行遗传学检测，实现对血栓病高危人群的早期基因诊断，做出血栓风险评估，

进行临床前预防。 



2. 该项目系统研究了与血栓形成相关的重要分子，提出基于组织因子为靶点

的血栓干预新策略，并通过与纳米技术相结合，在动物体内外成功实现纳米靶向

干预血栓形成，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积极向临床前期转化，该纳米抗栓系统属

于国际首创。 

3. 该项目阐明了一系列重要信号分子调控血管稳态、血管炎症反应和血小板

活化的机制，为开发下一代抗血小板药物奠定了基础；提出血小板内皮粘附分子

通过构象改变影响血管屏障功能的新机制，为开展靶向血管的诊疗提供了新靶点；

项目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促进血管外膜炎症反应的信号通路和趋化因子；基于血

小板活化调控机制的系列研究有助于研发新型抗栓药物。 

4. 该项目建立了中国首个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诊断积分系统（CDSS），为临床科

学精准诊治DIC提供了量化标准。该诊断系统具有最佳诊断效能且简便易行，有

效降低DIC 的误诊率及病死率。 

5. 该项目在血栓病多学科协同诊治中首次发现了心力衰竭与静脉血栓栓塞症

的关联研究发表于国际临床医学顶尖杂志Lancet Haematology 后迅速引起国际

同行高度关注。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解决了一个历史久远的临床争议，肯定了心

衰患者血栓预防的有效性，为心衰人群开展个体化预防提供重要依据。 

（二）该项目具有突出的技术先进性。 

1. 该项目通过对抗凝血酶、蛋白 C、蛋白 S 以及血栓调节蛋白等 4 种基因编

码区进行检测，建立了具有高准确性、覆盖面广的“抗凝蛋白目的序列捕获测序”，

应用于 10016例患者，使早期诊断率提升 38%，为血栓病患者的精准治疗提供依

据，在第一时间对血栓事件的发生或复发做好预防工作，降低血栓病的发病率、

致残率和致死率。 

2. 该项目创新性将纳米技术与生物靶向相结合，构建了具有组织因子靶向性

的纳米靶向载药系统，成功实现早期定向干预血栓形成，安全性比传统药物更高，

有效性比传统药物毫不逊色，在血栓病诊断学领域也颇具前景；所建立的 DIC

诊断积分系统（CDSS）在全国 25 家大型医院推广应用，使 DIC 诊断率由 84.5%

提高至 94.4%，特异度由 62.1%提高至 77.7%。 

3. 项目科学技术成果经卫生部及各位专家鉴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三）该项目成果应用效果良好。 

1. 项目组负责人牵头制定了中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诊治指南，是全国

医院诊治 DIC 的通用标准；建立了中国首个 DIC 诊断积分系统（CDSS），在全国

25家大型医院推广应用，有效降低误诊率及病死率，取得良好的效果。 

2. 该项目组通过促进血栓病诊治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使早期预防、靶向溶栓、

手术取栓、滤器置入、抗凝监测有效率均达到 94%以上，5年累积复发率降至 6%

以下。 

（四）项目成果促进了血栓病诊疗技术的进步。 

项目组共发表论文 359篇，其中《Immunity》 、《Nature Immunology》、《Blood》

等 SCI收录 239篇，总影响因子 1245.5， SCI 他引 3286次，IF>5：89篇， IF>10：



27 篇。多篇文章受《NEJM》、《Nature》系列等顶尖杂志高度评价。项目负责人

及成员受邀在美国血液学年会、欧洲血液学年会、国际血栓与止血年会等进行大

会报告 21 次,项目组负责人目前是中华血液学会副主委、血栓与止血学组组长、

国际顶级杂志《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Thrombosis Research》副主编，

受邀撰写世界各种族血栓形成遗传背景综述，牵头制定诊治指南 1项，撰写了中

国第一部《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专著，获得发明专利 3 项，并获得 2015 年教育

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7年湖北省科学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五、主要完成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六、各单位创新推广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作为《血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本单位长期 

以来一直大力支持本项目研究团队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建立了湖北省血栓 

与止血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教育部生物靶向治疗重点实验室等一流研究平台； 

通过培养老中青结合的人才队伍，使得系列研究能在近十年来不断稳步推进； 

通过本单位内部的科室协作及单中心研究为后续多学科联合、多中心研究奠定 

了坚实基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本单位从研究的申报、立项、实施及 

鉴定过程中主要有如下贡献： 1. 对本课题的设计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 2. 

为本课题提供了实验场地和实验设备，保证了研究实施所需的时间、人力、物 

力。并为课题组提供了科研劳务费。 3. 定期检查本课题的进展情况，听取汇 

报，并督促完成。 4. 提供了全部论文发表费用。 5. 组织了鉴定的审查及申 

报。 6．对于本课题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经费收支上的管理与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 

作为《血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与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合作，促进了有关血栓性疾病基础研究成果向临 

床应用的转化，同时建立了多学科协作的技术平台，促进了血栓性疾病的诊疗 

水平不断创新。本单位从研究的申报、立项、实施过程中主要有如下贡献： 1. 

对本课题的设计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 2. 为本课题提供了部分实验场地和实 

验设备，保证了研究实施所需的时间、人力、物力。并为课题组提供了科研劳 

务费。 3. 定期检查本课题的进展情况，听取汇报，并督促完成。4. 对于本课

题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经费收支上的管理与支持。 

浙江大学： 

作为《血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与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合作，促进了有关血小板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 

用的转化，同时建立了多学科协作的技术平台，促进了血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 

不断创新。本单位从研究的申报、立项、实施过程中主要有如下贡献： 1. 对 

本课题的设计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 2. 为本课题提供了部分实验场地和实验 



设备，保证了研究实施所需的时间、人力、物力。并为课题组提供了科研劳务 

费。 3. 定期检查本课题的进展情况，听取汇报，并督促完成。 4.对于本课题

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经费收支上的管理与支持。 

复旦大学： 

作为《血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与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合作，促进了有关靶向治疗研究成果向临床应 

用的转化，同时建立了多学科协作的技术平台，促进了血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 

不断创新。本单位从研究的申报、立项、实施过程中主要有如下贡献： 1. 对 

本课题的设计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 2. 为本课题提供了部分实验场地和实验 

设备，保证了研究实施所需的时间、人力、物力。并为课题组提供了科研劳务 

费。 3. 定期检查本课题的进展情况，听取汇报，并督促完成。 4. 提供了本 

单位论文发表费用。 5. 组织了鉴定的审查及申报。 6. 对于本课题提供了组织

上的保证经费收支上的管理与支持。 

 

七、推广应用情况 

1.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诊治指南及量化标准推广应用 

牵头制订中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诊治指南，2017年主持该指南的修改，

发表于《中华血液学杂志》、《临床血液学杂志》，是目前全国医院通用的诊断标

准；建立了中国首个DIC 积分系统，在全国25家医院进行推广应用后也得到包括

血液科、ICU、感染科、骨科、妇产科等其他学科在内同行的广泛好评，认为系

统具有最佳诊断效能且简便易行，使DIC诊断率由84.5%提高至94.4%，特异度由

62.1%提高至77.7%，有效降低误诊率及病死率，为重症 DIC 的诊治水平提高起

到重要作用。 

2. 血栓病综合诊治新模式临床推广应用 

该项目组多年来一直以血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为目标，围绕血栓

病的早期诊断体系、血栓形成的靶向干预技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量化诊疗进

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建立了国内最大的血栓性疾病生物样本库、易栓症

目的区域捕获测序技术、血栓性疾病的靶向干预策略等，这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苏州大学附一

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山西医大附二院、广西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福建协和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广州南方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三院、

上海同济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南昌大学附一院、武汉同济医

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武汉市中心

医院、湖北省荆州中心医院、湖北省宜昌中心医院、湖北省襄樊中心医院、湖北

省十堰市人民医院等 25家全国各地的大型医院进行了推广应用（见附件），一致

认为该系列研究成果创新性强、推广应用价值高，同时“多学科联合、协同诊治”

的诊疗模式也得到大力发展，促进了我国血栓栓塞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研究水平

不断提高。项目组还通过举办 13期国家级出凝血继教班、出版专著、远程会诊、



指导进修及培训、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等形式，将该研究成果推向全国。此外，

该项目有关组织因子靶向干预技术已完成专利转化，与中国光谷生物医药企业联

合开展临床前研究。 

 

八、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九、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排

名 

技

术

职

称 

工作

单位 

完成

单位 

贡献 

胡

豫 

1 教

授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本项目总负责人，总体设计和完成者，占总贡献80%。主

要在血栓病早期诊断体系、靶向抗栓新策略、DIC精准诊

治及血栓病多学科诊疗模式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在学术

及技术推广方面，担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副主委、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与止血学组组长。担

《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Thrombosis Research》

副主编。在血栓与止血研究领域先后承担国家及省部级

课题18 项；发表论文174 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 项，

作为负责人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湖北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3项，湖北省科技成果推广奖1项，多次受邀在

美国及欧洲血液学年会作大会报告，担任全国高等学校

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教材《内科学》（第8 版）出凝血疾

病部分编写，全国高校医学研究生教材《血液内科学》

副主编，并参编《血液病学》、《临床血液学》等专著

的编写，指导博士生22 名、硕士生23 名（含国外研究

生2 名），博士后2 名。 

刘

俊

岭 

2 教

授 

上海

交通

大学 

上海

交通

大学 

主要完成人，占总贡献60%。该完成人长期从事受体介导

血小板粘附、聚集和分泌的分子调控机制及其在相关重

大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开展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面上项目和科

技部973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子课题等。以通讯作者在

《Blood》等杂志发表系列研究论文，揭示出一系列血小

板活化正向调控和负反馈调控机制在血栓性疾病发生中



的关键作用，这些系列研究成果得到国际上本领域著名

专家的积极评述和广泛引证，揭示了血栓性疾病、动脉

粥样硬化、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为这些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策略。 

梅

恒 

3 副

教

授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主要完成人，占总贡献60%。主要设计、参与及指导开发

血管分子靶向治疗，提出TF 靶向性干预血栓形成策略，

并成功制备了靶向性蛋白纳米载药系统，成功实现动物

体内外干预血栓形成；提出PECAM-1 靶向性调控血栓形

成策略，并通过纳米盘技术阐明了相关机制；作为主要

起草人参与制定了CDSS积分系统，并负责多中心临床及

推广应用。多年来，在血栓与止血研究领域负责国家及

省部级课题5 项，发表直接相关论文20余篇，同时已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1 项，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胡

德

胜 

4 教

授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主要完成人，占总贡献 40%。长期以来深入进行血管炎性

通路和靶向干预研究。发现了促进血管外膜炎症反应的

信号通路和趋化因子，提出了以三级淋巴组织为路径的

抗栓新策略；揭示了血管平滑肌细胞的新功能及三级淋

巴组织在局部炎症反应中的作用，为血管疾病的免疫学

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式。系列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著名杂

志，受到国内外同行高度评价。 

胡

虎 

5 教

授 

浙江

大学 

浙江

大学 

主要完成人，占总贡献40%。长期以来深入进行血小板信

号转导的研究，发现了血小板ATP 受体P2X1 不依赖于钙

离子内流的新信号通路，积极推进重要信号分子在血小

板活化中的检测研究；同时，系统的进行了血小板和循

环细胞相互作用及其与疾病相关性研究，阐明了生理状

态下血小板白细胞相互影响的主要可溶性介质和粘附分

子；此外还进行了具有潜在重要应用价值的天然抗血小

板先导药物的研究，为中药抗血栓药物的研究提供了良

好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平台。 

唐

亮 

6 讲

师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主要完成人，占总贡献40%。在血栓性疾病早期诊断、中

国人群遗传因素等方面作出深入研究，对易栓症发生的

分子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发表 10 余篇高水平SCI 论文。 

庞

志

清 

7 副

教

授 

复旦

大学 

复旦

大学 
主要完成人，占总贡献 35%。首次以凝血相关因子 UPA、

纤连蛋白、纤维蛋白为靶点构建脑靶向纳米递药系统用

于脑部血栓的治疗，提高脑部疾病的治疗效果，降低于



药物的副作用。 

石

威 

8 副

教

授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主要完成人，占总贡献35%。主要参与血栓病靶向治疗研

究，采用纳米技术与TF 靶向蛋白结合的纳米载药系统进

行血栓性疾病的靶向治疗，系列研究成果发表于专业著

名期刊；并受邀参加了国际血栓与止血年会进行口头报

告,获得国际血栓与止血年会青年研究者奖；获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1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 

胡

波 

9 教

授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主要完成人，占总贡献30%。主要参与血栓性疾病联合诊

治研究，将早期预防、靶向溶栓、抗凝监测合理运用于

脑血管疾病，使得脑栓塞及后期并发症发病率下降13%，

共发表相关研究论文20余篇。 

郑

传

胜 

10 教

授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华中

科技

大学

同济

医学

院附

属协

和医

院 

主要完成人，占总贡献30%。主要参与血栓性疾病联合诊

治研究，将早期预防、靶向溶栓、滤器置入、抗凝监测

合理运用于临床，使得有效率提升14%。 

 

十、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项目排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1 联合培养研究生及

发表文章，合作成

果获奖 

刘俊岭/2 2012年至今 培养博士研究生 2 名，共同

发表论文 2 篇，获教育部科

技进步一等奖 1项 

2 共同承担课题及发

表文章，合作成果

获奖 

梅恒/3 2005年至今 共同承担课题 10项，共同发

表论文 20 篇，授权专利 1

项，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

奖 1 项，湖北省科技成果推

广奖 1项 



3 共同承担课题，联

合培养研究生 

胡德胜/4 2016年至今 共同承担国际合作课题 1

项，培养博士研究生 1名 

4 联合培养研究生，

合作成果获奖 

胡虎/5 2012年至今 培养博士研究生 1 名，获教

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5 共同承担课题及发

表文章，合作成果

获奖 

唐亮/6 2008年至今 共同承担课题 5 项，共同发

表论文 20篇，获教育部科技

进步一等奖 1 项，湖北省科

技成果推广奖 1项 

6 共同承担课题及发

表文章 

庞志清/7 2006年至今 共同培养研究生及承担课题

1项，发表论文 18篇 

7 共同承担课题及发

表文章，合作成果

获奖 

石威/8 2008年至今 共同承担课题 5 项，共同发

表论文 15 篇，授权专利 1

项，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

奖 1 项，湖北省科技成果推

广奖 1项 

8 共同承担课题 胡波/9 2007年至今 共同发表论文 2 篇并承担课

题 1 项，联合诊治疑难血栓

病患者 

9 共同承担课题 郑 传 胜

/10 

2007年至今 共同承担课题 1 项并联合诊

治疑难血栓病患者 

 


	血栓性疾病是一类以动静脉和微血管血栓形成或栓塞为特点的临床常见疾病。我国每年发病率约300/10万，病死率8%~39%，相关医疗费用逾1300亿元。现有诊断技术主要是基于血栓形成后的影像检查，无法早期发现血栓，而血栓形成后治疗效果不佳，常还伴有出血或再栓等风险，因此，血栓病的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该项目组在国家及省部级重大课题资助下，历经20余年，围绕血栓病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在血栓分子诊断技术、血管和血小板抗栓靶点、弥散性血管内凝血量化诊治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了我国血...
	创新点1.创建血栓性疾病早期诊断体系。建立了国内最大规模的血栓病标本库；发现3 种中国人特有的常见基因变异以及56 种罕见突变，系统揭示了中国人血栓病遗传特点；建立了以“抗凝蛋白目的序列捕获测序技术”为核心的血栓病早期诊断体系，应用于10016例患者，使早期诊断率提升38%。
	创新点2. 提出血栓病靶向治疗新策略。系统研究了与血栓形成相关的重要分子，创新性提出基于组织因子为靶点，以纳米材料为载体的血栓干预新策略，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向临床前期转化；阐明LTbR、P2X1、PTEN等蛋白调控血管炎症和血小板活化的新机制，为开发下一代抗栓药物奠定基础。
	创新点3. 牵头制定我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诊治指南和量化标准。牵头制定了《中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诊治指南》，是全国所有医院诊治DIC的通用标准；牵头多中心临床研究，建立了中国首个DIC诊断积分系统，在全国25家大型医院推广应用，使2239例DIC患者诊断率提高10%，特异度提高15.6%，有效降低误诊率及病死率。
	创新点4. 建立血栓病“多学科联合、协同诊治”模式。2007 年率先组建了华中首家血栓与止血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立了血栓病诊疗协作组，制订了《湖北省VTE院内防治指南》，促进血栓病防治多学科交叉，使早期预防、靶向溶栓、手术取栓、滤器置入、抗凝监测有效率均达到94%以上，5年累积复发率降至6%以下；该模式在全国25家大型医院推广应用，实现了约8万例血栓病患者的精准诊治。
	本研究中，项目组共发表论文359篇，其中《Immunity》、《Nature Immunology》、《Blood》等SCI收录239篇，总影响因子1245.5，SCI 他引3286次，IF>5：89篇，IF>10：27篇。多篇文章受《NEJM》、《Nature》系列等顶尖杂志高度评价。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受邀在美国血液学年会、欧洲血液学年会、国际血栓与止血年会等进行大会报告21次，负责人目前担任中华血液学会副主委、血栓与止血学组组长，本专业顶级杂志《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