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胃功能血清学评价体系建立及其在胃癌筛查早诊中的应用 

一、提名意见 

提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内容符

合国家科技奖的提名要求。 

该项目组在胃功能血清学评价体系建立及其胃癌筛查早诊中的应用方面成绩显著。

首次创建了胃功能血清学检测理论和指标评价体系，建立了国人血清胃蛋白酶原 I，胃蛋

白酶原 II、PGI/II 比值、胃泌素-17 和幽门螺杆菌抗体定量检测的正常参考值和胃癌及

其高危人群筛查早诊临界值，拓展了胃功能血清学检测临床应用领域，填补了我国胃病

功能学诊断的实验室检测空白；首次建立了“血清学初筛—胃镜精查”两轮优化筛查方

案，对胃癌高发区 30 万高危人群队列开展 20 年随访研究，实现胃癌高危人群风险预警，

在胃癌高发区创建了国家胃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首创社区无症状人群胃癌筛查新模式

并在在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200 个社区 160 余家医院 2000 余家体检中心推广应用，显

著提高了筛查效率，极大的节约了医疗资源；首次建立了新型胃癌风险评估模型和量表，

实现了胃癌风险人群精准分层，早期胃癌检出率明显提高。研究成果间接推动了我国胃

功能血清学检测试剂盒的开发应用，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该项目组制定行业指南或共识 6 部，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163 篇，其中 SCI 收

录 83 篇，总影响因子 298.771 分。举办国际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 20 次，国家级继续医

学教育学习班 7 期。曾获得部省级一等奖及二等奖共 5 项。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 等奖。 

 

 

 

 

 

 



二、项目简介 

（限 1页） 

胃病诊断长期依赖于胃镜形态学检查，缺乏有效的基于血清学检测的无创性功

能指标评价体系。胃功能评价对于胃病诊治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组在国家九五、十

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973”项目等 27 项国家、部省

级课题资助下，依托胃癌高发现场和国家消化病临床医学中心，开展了胃功能血清

学检测基础及临床转化研究，建立了适于国人的胃功能血清学评价体系并应用于胃

癌人群筛查早诊，取得如下成果： 

（一）创建了胃功能血清学检测理论和指标评价体系。项目组基于自然人群及

临床病例基础数据，确立了国人血清胃蛋白酶原 I（PG I）、胃蛋白酶原 II（PG II）、

PGI/II 比值、胃泌素-17（G-17）和幽门螺杆菌抗体定量检测的正常参考值和胃癌

及其高危人群筛查早诊临界值，为我国胃病血清学功能检测的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

基础及操作规范。 

（二）创建了基于胃功能血清学检测的胃癌高危人群风险预警体系。项目组在

30 万胃癌高发现场人群队列开展近 20 年随访研究，制定了胃癌高危人群风险预警

模型，实现分层评估，指导胃癌高危人群靶向筛查及个体化预防。建立的“血清学

初筛-胃镜精查”两轮优化筛查方案，写入卫生部疾病预防与控制局《胃癌早诊早

治项目技术方案（2009 年版）》和卫健委《胃癌诊疗规范（2018 年版）》。胃癌高

发区防治现场被卫生部疾控局命名为全国胃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 

（三）创建了基于胃功能血清学检测的胃癌筛查早诊体系。项目组在全国 120

家医院开展了大数据、多中心临床研究，制定了新型胃癌风险评估模型和量表，实

现了胃癌风险精准分层，显著提高了筛查效率并节约了医疗资源。牵头制定了《中

国早期胃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 2017》。 

（四）开创了社区无症状人群胃癌筛查新模式。项目组牵头成立了“中国消化

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GECA），开展早期胃癌筛查实践。已在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

区 200 个社区、160 家医院 2000 余家体检中心推广应用。 

（五）开创了胃部疾病血清功能性检测新领域，填补了我国胃病功能性检测的

实验室空白。项目组积极推进胃功能血清学检测基础-临床转化，为萎缩性胃炎、

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疾病功能性诊断、临床用药指导及疗效评价提供了新方法，为

推动我国胃病功能检测提供了理论参考及实验依据。 

本项目组制定胃癌筛查及早诊指南或共识 6 部，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163

篇，其中 SCI 收录 83 篇，总影响因子 298.771 分。建立了覆盖三十万自然人群的前瞻

性随访队列和高发区自然人群遗传资源平台。获得部省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

项目组举办国际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 20 次，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 7 期，培

训人员共计 774 人次；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153 名。研究成果间接推动了我国胃功能

血清学检测试剂盒的开发应用，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客观评价 

（限 2 页。围绕创新性、应用效益和经济社会价值进行客观、真实、准确评价。填写的

评价意见要有客观依据，主要包括与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比较，国家相关部门正式作出的技术

检测报告、验收意见、鉴定结论，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学术刊物、学术

专著和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评价意见等，可在附件中提供证明材料。非公开

资料（如私人信函等）不能作为评价依据。） 

本项目客观评价材料包括： 

1、 “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课题验收报告（编号2004BA703B04-02） 

2、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验收报告（编号：2015BAI13B08） 

3、  国家“973”课题验收报告（编号：2010CB529304） 

4、 本项目获重要科技奖励 

1) 2001年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编号：2001J-1-08-10） 

2) 2006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编号：2006-191） 

3) 2011年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编号：2011J-2-76-01） 

4) 2011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编号：20110401-2-G0801） 

5) 2014年辽宁省科技进步奖（编号：2014J-2-50-01） 

                        

 

 

 

 



                       四、应用情况 

1. 在我国胃癌高发现场，示范应用筛查方案，随访监控高危人群 

1997 年以来，项目组在我国多个胃癌高发现场示范应用胃癌优化筛查方案。2008 年，辽

宁庄河现场被卫生部疾控局命名为 “胃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迄今对 30 万胃癌高发区

高危人群队列连续进行 20 年随访，实现胃癌高危人群风险预警。 

2. 以中国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为推广平台，在社区及医院推广胃癌筛查新模式 

项目组牵头成立“中国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GECA），以此为推广平台，胃癌筛查

新模式现已覆盖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200 个社区 160 家医院 2000 个体检中心，开创了

我国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的新局面。 

3. 牵头或参与制定共识和指南，规范胃癌筛查实施路径 

1) 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技术方案(2009 年版) 

2) 中国早期胃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草案 2017 年，上海） 

3) 中国早期胃癌筛查及内镜诊治共识意⻅(2014 年 4 月，长沙)  

4) 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2012 年,上海)   

5) 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2017 年,上海)  

6) 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2017). 

4. 临床转化应用，为临床胃病诊治提供辅助检测方法 

2005 年以来，项目组积极推进胃功能血清学检测临床转化应用，为萎缩性胃炎、幽门螺

杆菌相关性胃疾病功能性诊断、临床用药指导及疗效评价提供临床检测新方法。迄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有 10 万余例接受临检及健康体检。为临床胃病诊治提供了

行之有效的辅助检测手段。 

5、学术交流及人员培训，扩大胃功能血清学检测理论的学术影响及应用共识 

项目组通过举办国际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发表论文， 

出版专著等，培养博硕士研究生等，扩大胃功能血清学检测理论的学术影响及应用共识。 

6、研究成果间接推动了我国胃功能血清学检测试剂盒的开发应用，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五、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不超过 10 件） 

知识产权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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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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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袁媛 排    名 1 

行政职务 主任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完成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1、2、3、5 做出重大贡献，主要设计与完成所有创新点。胃癌两轮优化筛查方

案的倡导者及先行者。首次建立了胃功能血清学检测理论和评价指标体系，创建了基于胃功能

血清学检测的胃癌高危人群风险预警体系，组织创建了我国首家胃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作为

第一完成人获得部省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杜奕奇 排    名 2 

行政职务 副主任 技术职称 教授，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上海长海医院 

完成单位 上海长海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3、4 做出重大贡献，国内首次建立了新型胃癌风险评分量表，执笔制定了基于

“血清学+内镜精查”的早期胃癌筛查策略和流程；建立了社区无症状人群的筛查模式；牵头成

立中国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推广胃癌筛查新模式。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吴开春 排    名 3 

行政职务 常务院长 技术职称 教授，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完成单位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2、5 做出重大贡献，国内较早开展胃功能血清学研究，为项目组胃功能血清学

检测用于胃癌高发现场高危人群筛查及临床应用评价做出重要贡献。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张联 排    名 4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完成单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2 做出重大贡献，国内较早开展胃功能血清学检测应用研究，为项目组胃功能血

清学检测用于胃癌高发现场高危人群筛查及推广做出重要贡献。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孙丽萍 排    名 5 

行政职务 副主任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完成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1、2、5 做出重要贡献，为胃功能血清学检测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在胃癌风险预警

体系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为胃癌两轮优化筛查方案在胃癌高危人群筛查中的应用及推广做出

重要贡献。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蔡全才 排    名 6 

行政职务 副主任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上海长海医院 

完成单位 上海长海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3、4 做出重要贡献，建立了新型胃癌筛查风险评分系统及筛查策略，参与制定了

《中国早期胃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 2017》;为项目组新型胃癌筛查风险评分系统及筛查策略

的推广做出重要贡献。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宫月华 排    名 7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完成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1、2、5 做出重要贡献，为胃功能血清学指标体系的建立和临床应用拓展做出重

要贡献;为胃癌两轮优化筛查方案的建立及推广应用做出重要贡献。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孙明军 排    名 8 

行政职务 主任 技术职称 教授，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完成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1、5 做出重要贡献，为胃功能血清学指标体系的建立和临床推广应用做出重要贡

献。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邢承忠 排    名 9 

行政职务 主任 技术职称 教授，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完成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1、5 做出重要贡献，为胃功能血清学指标体系的建立和临床推广应用做出重要贡

献。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温准 排    名 10 

行政职务 院长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庄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庄河市中心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 

对创新点 2 做出重要贡献，为胃癌两轮优化筛查方案在胃癌高发现场人群筛查中的推广应

用做出重要贡献。 

 

 



七、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表 

单位名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    名 1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作为本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尤其在高发现场

运行保障方面，本院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鼎力支持。为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实施提供了有利

条件。在实验条件、人才培养及研究生招生等方面给与政策倾斜，提供人力保证。在论文发表、课

题申请、学术交流等方面，医院也提供了大量帮助与支持，使本研究成果不仅在本院得以顺利转化

应用，同时在国内及省内多数城市医院推广应用，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 

2005 年以来，在医院的大力支持及相关科室的密切配合下，本项目整体技术在本院应用，迄今

已完成 10 万余人临检及健康体检。 

 

 

 



七、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表 

单位名称 上海长海医院 

排    名 2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在项目组完成此项目的整个过程中，上海长海医院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持。 

参与项目组早期胃癌筛查策略建立，社区人群的筛查模式推广，乃至成立中国消化道早癌防治

中心联盟，均提供便利条件。 

在论文发表，项目组相关成员外出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学术报告、医生交流等活动都给予了大

量支持，使本研究成果同时在国内外医院推广应用，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 

 



七、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表 

单位名称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    名 3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在该课题组完成此项目的整个过程中，空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积极配合与支持。主要参与

项目组胃功能血清学检测用于胃癌高发现场高危人群筛查及体检中心人群筛查推广应用研究。 

 



七、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表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排    名 4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在该课题组完成此项目的整个过程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积极配合与支持。主要参与项目组胃

功能血清学检测用于胃癌高发现场高危人群筛查研究与实践应用。 

 



七、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表 

单位名称 庄河市中心医院 

排    名 5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作为胃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项目承接单位，庄河市中心医院全程参与并积极支持本项目实施，

在胃癌高发现场人群筛查的组织与实施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八、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在国家科技攻关、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973”等科研项目的支持下，自

1996 年开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空军军医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等采用多种合作方式开展科研攻关，建立了胃功能血

清学评价指标体系并在胃癌人群筛查早诊中应用推广。 

第一完成人袁媛是项目整体负责人，主导了本项目全部相关理论及技术指标

研究。孙丽萍、宫月华、孙明军、邢承忠同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

共同参与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国家“973”等项目的研究工作，共同完成的

成果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长海医院杜奕奇、蔡全才与袁媛同为国家

十二五国家支撑计划课题组成员，共同致力于胃癌筛查推广应用，合作发表多篇

指南与共识。空军军医大学吴开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张联与袁媛同在国家科技

攻关项目及“973”项目课题组，共同参与制定胃癌高危人群优化筛查方案，合作

发表相关论文。庄河中心医院温准是本项目高发现场推广应用执行负责人，与项

目组成员共同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总之，五家项目完成单位在共同承担多项国家级课题的框架下，研究目标高

度一致，在长期密切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现场人群验证到临

床推广应用的全链条研究团队。十位完成人秉承“和合共赢“的文化理念，充分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共同完成了本项目的设计、科学理论及技术指标体系的创新

性研究以及全国范围内胃癌筛查早诊方案的推广应用工作。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备注 

1 课 题 合

作，合著

论文 

孙丽萍（5/10），
宫月华（7/10） 

1999-2018 论文、成

果 
SCI 论文 

2 课 题 合

作，合著

论文 

杜奕奇（2/10）
蔡全才（6/10） 

2010-2018 论文、指

南 
指南 

3 课 题 合

作，合著

论文 

张联（4/10）  1996-2013 论文，课

题 
SCI 论文 

4 课 题 合

作，合著

论文 

吴开春（3/10） 2001-2018 论文，课

题 
SCI 论文 

5 课 题 合

作，合著

论文 

孙明军（8/10） 2003-2018 论文、成

果 
SCI 论文 

6 合著论文 邢承忠（9/10） 1998-2018 论文、成

果 
SCI 论文 

7 合著论文 温准（10/10） 2008-2018 论文、成

果 
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