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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远处转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临床诊疗新技术及放射性碘难治的新机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推荐意见：

    该项目组围甲状腺癌诊疗的关键技术开展并完成了系统性临床及基础研究，

针对碘-131治疗远处转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的关键问题，共有以下四个发现及创

新点，即：1、完成了碘-131治疗DTC肺、骨转移的大样本单中心研究，以及碘-

131治疗 DTC高功能转移性灶的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碘-131治疗 DTC远处转移

灶的大样本循证医学证据并阐明了 131I-SPECT/CT技术对DTC诊治的临床价值；

2、创新DTC骨转移灶的治疗方法——碘-131联合经皮骨水泥成形术；3、筛选和验

证了多种血清生物标志物，用于预测DTC肺转移灶碘-131摄取功能；4、碘-131难

治性DTC分子靶向临床研究及碘-131难治性新机制的发现：在全球率先尝试低剂

量法索拉非尼治疗碘-131难治性甲状腺癌，取得了良好疗效的同时显著降低了毒

副反应和医疗费用；发现miRNA-106a通过直接靶向RARB调节MAPK信号通路引起

DTC细胞失分化的机制；阐明了索拉菲尼等分子靶向药物诱导再分化的机制以及维

罗非尼治疗耐药的潜在机制。总之，该项目创新建立并推广了新技术，发现了新

的机制及生物标志物，建立了一个多科学联合治疗模式，提出了新的诊断和疗效

评价标准，为远处转移性甲状腺癌的诊疗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和应用方法，具有

重要临床意义。据此，本单位推荐该项目申报 2020年度中华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核医学与甲状腺肿瘤领域。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中发病率最高的

恶性肿瘤，其中分化型甲状腺癌（DTC）占90%以上，近十年来甲状腺癌发病率快

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全球女性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特别是年轻女性。碘-131

在 DTC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国内缺乏碘-131治疗远处

转移灶的大样本临床研究数据和循证医学证据；2、DTC骨转移瘤治疗效果不尽理

想；3、指导DTC临床诊治的相关生物标志物仍十分匮乏；4、碘-131难治性DTC诊

治仍是临床难题和瓶颈。本项目围绕上述难点，系统性开展了相关临床及基础研

究:1、完成了碘-131治疗 DTC肺、骨转移的大样本单中心研究，以及碘-131治疗

DTC高功能转移性灶的研究，在国际上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碘-131治疗远处转移灶的

大样本循证医学证据并阐明了 131I-SPECT/CT技术对DTC诊治的临床价值；2、在

国际上最先报道了碘-131联合经皮骨水泥成形术（POP）介入治疗DTC骨转移灶，

创新了DTC骨转移灶的治疗方法；3、在国际上最先基于DTC转移灶摄碘功能的差

异，筛选和验证了四种血清 LincRNA、miRNA-106a以及Afamin等血清生物标志物

可预测DTC肺转移灶碘-131摄取功能，并提出这些生物标志物是预测DTC肺转移灶

碘-131摄取功能的无创检测指标，可避免因无效碘-131治疗和治疗前 TSH升高而

带来的风险；4、针对碘-131难治性DTC的诊治困境，率先在国内开展碘-131难治

性甲状腺癌分子靶向治疗研究，在全球率先尝试低剂量法索拉非尼治疗碘-131难

治性甲状腺癌，取得良好疗效的同时显著降低了毒副反应和医疗费用；发现

miRNA-106a通过直接靶向RARB调节MAPK信号通路引起DTC细胞失分化的机制；

阐明了索拉菲尼、卡博替尼等分子靶向药物诱导再分化的机制以及维罗非尼治疗

耐药的潜在机制，为碘-131难治性DTC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及临床转

化基础。



    总之，本项目围绕 DTC诊疗的关键技术开展并完成了系统性临床及基础研究，

为解决碘-131治疗DTC的关键问题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循证医学证据。本项目创新、

建立并推广了相新技术，发现了相关新机制，建立了多科学联合治疗的新模式，

提出了新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为DTC诊疗特别是远处转移性DTC以及碘-131难

治性DTC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和手段，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和科学价值，相关成果

应用于国内多家医疗机构，服务患者近三千例。本项目共发表代表性SCI论文 20

篇，总计影响因子 82.07，累积被 SCI-E引用 429次（其中他引357次），单篇最

高影响因子为 8.537，单篇最高被引 87次（其中他引 76次）。举办培训班和学习

班 6期，共培训学员8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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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罗全勇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核医学科科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本项目 4个创新点主要内容，即 1）提供了

碘-131 治疗 DTC远处转移灶循证医学证据及高功能转移灶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

2)创新DTC骨转移治疗方法；3)指导DTC临床诊治的相关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

4)碘-131 难治 DTC诊治相关新机制的发现。（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

新：1.1、1.2、1.3、1.4a.c)

姓名：陈立波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核医学科教研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本项目 1个创新点的部分内容，即碘-131 难治性 DTC

诊治相关新机制的发现，阐明了索拉非尼、卡博替尼可通过抑制甲状腺癌MAKP及

PI3K/AKT信号通路，从而起到抑制甲状腺癌增殖、诱导分化的作用；分化型甲状

腺癌分子靶向治疗的开展。（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1.4b)

姓名：邱忠领

排名：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本项目4个创新点主要内容，即 1）主要完成了碘-131

治疗 DTC远处转移灶循证医学证据及高功能转移灶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2)参与

完成了创新 DTC骨转移治疗方法——多科学联合治疗模式（碘-131+POP）;3)参与



完成了指导 DTC临床诊治的相关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包括四种血清 LincRNA

以及 miRNA-106a;4)参与完成了碘-131 难治 DTC诊治相关新机制的发现，包括发现

miRNA-106a 通过直接靶向RARB调节 MAPK信号通路引起DTC细胞失分化的机制以

及阐明维罗非尼耐药的潜在机制。（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1.1、1.2、1.3、1.4a.c)

姓名：宋红俊

排名：4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本项目 3个创新点主要内容，即 1）参与完成了碘-131

治疗 DTC远处转移灶循证医学证据；2)主要完成了创新 DTC骨转移治疗方法——

多科学联合治疗模式（碘-131+POP）;3)参与完成了指导DTC临床诊治的相关新型

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即血清蛋白 Afamin的发现。（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

技创新：1.1、1.2、1.3c)

姓名：沈晨天

排名：5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本项目 2个创新点主要内容，即 1)参与完成了指导DTC

临床诊治的相关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基于转移灶摄碘功能差异而筛选和验证了

四种血清 LincRNA、miRNA-106a可预测 DTC肺转移灶碘-131 摄取功能;2)参与完成

了碘-131 难治 DTC诊治相关新机制的发现，包括主要发现miRNA-106a 通过直接靶

向RARB调节 MAPK信号通路引起 DTC细胞失分化的机制。（主要科学发现、技术

发明或科技创新：1.3a.b、1.4a.c)

姓名：吴春根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本项目 1个创新点主要内容，即主要参与完成了创新

分化型甲状腺癌骨转移治疗方法——碘-131 联合经皮穿刺骨水泥注入法骨成形术：

经过碘-131+POP联合治疗后，患者的骨痛和相关神经症状得到实质性缓解，生活

质量有了显着提高且未发生严重并发症。（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1.2)

姓名：孙贞魁

排名：7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本项目 1个创新点的部分内容，即碘-131 难治性 DTC

诊治相关新机制的发现，包括发现肿瘤细胞中 BRAF和CRAF形成二聚体是对维罗



非尼产生耐药性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 BCL-2拮抗剂 Obatoclax和新型广

谱 RAF 抑制剂 LY3009120 联合应用能有效地抑制维罗非尼抵抗的甲状腺癌细胞的

增殖，并促进其凋亡。（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1.4a)

姓名：魏伟军

排名：8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本项目 1个创新点的部分内容，即碘-131 难治 DTC诊

治相关新机制的发现，包括阐明了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维罗非尼的耐药机制。

（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1.4a)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项目总体研究领域为核医学与甲状腺肿瘤，该项目围绕分化

型甲状腺癌（DTC）相关诊疗中的难点及问题，对 DTC诊治中的关键技术开展并完

成了系统性临床及基础研究：提供了碘-131 治疗 DTC远处转移灶的大样本临床研

究数据和循证医学证据并阐明了 131I-SPECT/CT 技术对碘-131 治疗 DTC 的临床价

值；建立一个多科学联合治疗模式-DTC骨转移多学科联合介入治疗（碘-131 联合

经皮骨水泥成形术）；率先在国内开展碘-131 难治性甲状腺癌分子靶向治疗研究，

在全球率先尝试低剂量法索拉非尼治疗碘-131 难治性甲状腺癌，取得了良好疗效

的同时显著降低了毒副反应和医疗费用；发现了 DTC摄碘功能相关的三种新型血

清生物标志物；发现了三个与碘-131 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相关的新机制(DTC维

罗非尼耐用机制，索拉非尼等靶向药物诱导再分化机制，miRNA-106a 及 afamin

对DTC碘与葡萄糖代谢的影响机制)。上述内容均在本单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