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属一院血液病学科是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学
术传统，集医疗、教学、科研
全面发展的学科。该学科由
我国著名血液病学家郁知非
教授创建于 50年代初，先后
有林修基、汤德骥、周思文、
林茂芳等教授为学科发展作
出重大贡献。1981年，血液病
学科成为国务院首批博士学
位授予点。

该学科极其重视基础研
究与临床研究紧密结合，注
意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
和临床诊疗技术的结合。经
过数六十多年的发展，血液
病学科现有 9个病区，并成
立了白血病淋巴瘤中心、血
友病中心、MDS 诊治中心、
老年白血病中心、骨髓移植
中心、多发性骨髓瘤中心 6
个亚专科。拥有血液病研究
所、骨髓室，能独立开展骨髓
细胞形态学、流式细胞学、融
合基因检测、癌基因突变检
测、FISH检测等项目。

骨髓移植中心是集临
床、科研和教学为一体的团
队。中心自 1993年起开展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已成
为中华骨髓库（CMDP）、台
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美
国 国 立 骨 髓 登 记 中 心
（NMDP）指定的造血干细胞
移植中心。中心与中华骨髓
库、台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
心密切合作，迄今已开展的
非亲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例数居全国前列。
中心的规模和设备已达国内先进水平，是国内规
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骨髓移植中心之一，享
有较高知名度。

在黄河教授的带领下，骨髓移植中心承担
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等国家级项目 30余项，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基
础及临床应用的研究、端粒调控蛋白的研究、恶
性血液病生物学特性和治疗机理的研究、间充质
干细胞基础及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研究成果在 Blood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30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省科技
进步一、二、三等奖各 3项，省医药卫生科技创新
奖 8项。

在金洁教授的带领下，血液科专科排名位列
全国前五，被评为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浙江省
医学重点学科、浙江省科技创新团队、浙江省血
液肿瘤（诊治）重点实验室、国家中药药理（血液
病）三级实验室等。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63计划重大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卫生部行业基金等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1项，省级科技进步奖 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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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肝胆外科、泌尿外科、胸外科、妇科等的手术患者，享受到
了超精细微创手术带来的福音。
两年多来，附属一院的机器人手术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据全

球统计显示，2015年，附属一院雄踞全球单台机器人手术量的榜
首，全年手术量达到 836台，平均每天完成了 2.3台，是全球最忙

的机器人。
肝胆外科的肝癌切除，胰腺癌切除等要求极高的精准手术，

应用达芬奇机器人之后可谓如虎添翼。近日，附属一院王伟林院
长完成达芬奇机器人右肝 V段肿瘤切除手术，术中几乎零出血。

患者 70岁的王大伯，有 35年的喝老酒习惯。今年 5月底，到
医院体检发现肝脏“肿块”。一系列检查后，确诊为肝癌。慕名找
到附属一院院长、肝胆胰专家王伟林教授看病。肿块在右肝贴近
胆囊的位置，紧贴大血管，一般的传统手术，需要进行开腹，开腹
手术创伤大、疼痛明显、术中出血多、术后恢复慢。全家人都担心
他吃不消这样的开腹手术。这时，王伟林院长想到了达芬奇机器
人，可以在减少手术创伤的同时，使手术更加精细化，精准化。手
术中，王伟林院长灵活的控制着机器人的机械手臂，轻巧地切除
胆囊，再精准地切除肿瘤。

前列腺癌患者许先生经机器人灵巧的“手”，不仅术后能保
留小便的尿控功能，更重要的是，他没因这场手术失去性功能，
机器人为他保留了细如发丝的性神经。还有一位 48岁的女性患
者，体检发现肾肿瘤，比乒乓球还要大。患者从国外特意回国，慕
名来附属一院就医，强烈要求肿瘤切除的同时保留部分肾脏。肿

瘤紧贴肾脏血管，一不小心就会大出血，这种极其复杂精细的手
术，最后通过机器人手术实现。另外，妇科专家应用机器人完成
多例高难度手术，其中一位 200斤重的胖大嫂，遍寻各大医院，最
后在附属一院成功切除妇科肿瘤。

自“达芬奇”进驻医院以来，附属一院肝胆胰外科完成了大量
高难度的手术，包括腹部外科中最复杂的手术，如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胰体尾切除术、肝癌切除术等，充分体现了医院肝胆胰外
科雄厚的技术积淀和面向未来的超前视觉；普胸外科完成了 178
台机器人手术，在全国排名前列，免除了传统胸外手术需要锯开
胸骨或剪断肋骨的痛苦，为肺癌、纵隔肿瘤、食管癌的患者带来
了更精准更微创的手术体验；泌尿外科率先开展经腹膜外途径
的机器人手术，避免了腹腔侵扰，创造性地使用前列腺侧入路径，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患者的性神经，完成了全世界第一例机器人辅
助下经腹膜外侧入路径前列腺癌根治术、机器人辅助下左肾静脉
移位术、机器人辅助下前列腺肉瘤切除术等等复杂手术。2015
年，泌尿外科单台手术量完成 551台，创下了全国第一，而且该科
室完成 1000例机器人手术用时全国最短，仅 22个月。

附属一院“达芬奇”开启浙江外科机器人时代

附属一院肝胆胰外科是全国最大的肝胆
胰专科之一，高居 2015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
响力排行榜第二名。科室主任郑树森，中国工
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
器官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以及肝胆胰外科
专家。

科室获得的荣誉有：国家重点学科（普通
外科学，2007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普通外
科学、器官移植学、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
究重点实验室）（2013年）；“外科学基地”被评
为为国家级临床医学特色专业教学基地
（2007年）；“外科学团队”荣获教育部长江学
者和创新团队（2007年）、国家级教学团队
（2008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1996

年、2008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3年）、国家科
技进步（创新团队）奖(2015年)。

肝胆胰外科技术力量雄厚，在肝脏肿瘤、
肝内外胆管结石、胰腺肿瘤、胰腺炎、门脉高
压症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有丰富的经验和
成熟的技术，在肝胆胰复杂疾病的高难度手
术及精细微创外科治疗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开展肝胆胰疾病的所有常规手术及微创
治疗，复杂肝胆胰疾病的手术治疗，腹部疑难
疾病的多学科联合诊治、肝移植、肝肾联合移
植、胰肾联合移植等手术。年开展各类肝切除
术 700余例，各类胆道结石手术以及胰腺手
术上千余例，尤其是在复杂胆道手术和胰腺

手术的总体治疗例数和疗效在国内处于领先
水平。

附属一院肝胰移植中心开展全肝移植、
活体肝移植、小儿肝移植、减体积肝移植、劈
裂式肝移植、再次肝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等
高难度移植术式，至今已完成肝移植手术
2000余例，手术成功率近 100％，良性终末期
肝病移植后 1年生存率达 91.4％，接轨世界水
平。中心完成的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合移
植例数均居全国前茅。肝肾联合移植病人创
造并保持国内最长记录（17年余），胰肾联合
移植病人最长生存 18年。受者移植术后生活
质量良好，部分移植受者出征世界移植受者
运动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暨肝移植中心创新引领未来

附属一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依
托国家传染病学重点学科成立于 2007年，具
备雄厚的临床和科研综合实力，领衔我国传
染病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2013年，承担
国家卫计委临床重点专科建设。2014年，作为
牵头单位牵头联合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和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创建的感染性疾病诊治
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医学领域唯一的一个国家
级协同创新中心。

针对临床危重症肝衰竭患者病死率高达
60%-80%的世界难题，实验室主任李兰娟院
士及其团队创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李氏
人工肝系统，显著提高了肝衰竭患者的生存
率。迄今，治疗患者 3000余例，8000余例次。

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治愈好转率由 21.1%显
著上升至 88.1%，慢性重型肝炎治愈好转率由
56.6%显著上升至 84.6%。同时，创建了李氏人
工肝联合肝移植治疗重症肝病的新方法，显
著降低MELD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5年
生存率提到到 80%以上。相关技术广泛推广至
全国 30省市 300余家医疗单位，挽救了 10余
万患者生命。

微生态领域研究更是厚积薄发，建立了
世界上首个肝病肠道菌群基因集，建立了预
测疾病的模型，在《自然》发表题为《肝硬化中
肠道菌群的改变》的论著，对中国及全球的肝
病的卫生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2013年突如其来的 H7N9禽流感疫情暴

发后仅 20余天时间内，在患者救治、疫情控制
和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第一时间发
表于《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为全球
防治 H7N9禽流感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人类
H7N9禽流感防控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得到社
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实验室获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 1
项、一等奖 2项和二等奖 2项，中华医学科技
一等奖 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7项，在《柳叶
刀》等杂志发表 SCI论文 500余篇，其中 4篇
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论文，与 U-
CLA、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等知名院所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彰显了实验室国际领先的地位。

临床科研紧密结合 创新驱动前沿发展

附属一院肾脏病中心系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中心一直秉承以临床问题为核心开展科
研的理念，针对尿毒症患者长期生存率低下
的核心问题，在肾脏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
析三大技术领域进行了系统技术攻关。在制
约患者长期生存的 10项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
大突破，并形成了“终末期肾病一体化治疗”
的理念，进而开创了一体化治疗体系，研究成
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获了 2014年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并主编了全国第一部高等学
校临床医学专业“器官 -系统”整合规划教
材———《肾脏与泌尿系统疾病》。

中心累计救治终末期肾病患者上万例，
患者 10年生存率达到 82.2%，最长肾脏替代
治疗患者已存活 30余年。在国内率先建立了
肾移植联合供者特异性骨髓输注免疫诱导方

案，实现了中国首例肾移植后无免疫抑制剂长
期存活，据国家卫计委统计，中心连续多年肾
移植数量和数据登记质量位居全国第一。中
心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血液净化标准操作流程，
并主持制定了血液透析室质量控制国家标准，
研究成果成为制定国家标准的主要依据。中
心创建了腹膜透析分级网络管理体系，显著
降低了腹膜炎发生率，解决了农村地区尿毒症
患者就医难的实际问题，被国际专家们认为是
发展中国家腹膜透析管理体系的典范。

为进一步减少慢性肾脏病及尿毒症的发
生率，中心建立了慢性肾脏病一体化防控理
论和体系，开展了系列慢性肾脏病的流行病学
调查和防治工作，突破性地将肾移植免疫抑制
应用经验转化应用于慢性肾炎，显著提高了疗
效并降低了治疗副作用，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

肾脏病指南（KDIGO）用作制定依据，得到了
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中心将血液净化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危
重病救治领域，取得显著疗效。并针对终末期
多器官衰竭患者，将移植技术从单器官移植走
向了多器官联合移植，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学科带头人陈江华教授于 2012年被美国
肾脏基金会（NKF）授予国际卓越成就奖章，
2015年被评选为浙江省特级专家。目前担任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人工器官分会主任委
员、华东地区肾脏病协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
会肾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计委中国
肾移植数据登记系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学会肾脏病移植
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

肾病患者的生命之光
———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创新技术书写学科新华章

———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责任与使命铸就辉煌

附属一院院长王伟林教授主刀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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