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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生物样本库建设及管理
王丽萍，张晓梅，吕芳，潘宇，李雪丽，何笑，鲁军，潘云龙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

可视化存储，能够与院内 HIS、LIS、PACS 接口对接，实

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一种生殖内分泌疾病，影响世界 5% ~

时获取临床资料。贝迪打印机、扫码机、条码采用低温二维

[1]

10% 的育龄妇女 ，其临床表现呈多态性，包括月经紊乱

码打印并于标签显示其样本编码、采集日期、类型、存储方

或稀发、闭经，多毛和肥胖，伴卵巢多囊性增大等。PCOS 与

式以及存储位置等。例如，PC-1600720-BS-F-02，代表多囊

不孕和肥胖有关，可增加患 II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高

卵巢综合征，2016 年第 720 号入库，血清，冰冻存储，第

[2]

血压、氧化应激、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等疾病的终身风险 ，

二复份。

PCOS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发病机制至今不

1.4

[3]

[4]

流程管理
按照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样本库标准[11]、国际生

明，目前认为是环境 和遗传因素 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PCOS 基因组研究揭示异常基因改变参与多方面生物过程，

物和环境样本库协会（ISBER）样本库管理规范[12]，结合我

主要包括细胞分化[5]、细胞增生[6]、细胞凋亡[7-8]、基因[9]及

院实际情况制定生物样本库制度职责及标准操作流程

[10]

等。明确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生发展的机制、个

（SOPs），其中包括人员管理、仪器设备管理、实验管理、

性化治疗方案、疗效的随访、药物敏感性研究及新药研发等

医院感染管理、档案管理，样本采集、处理、存储、质量控

离不开大量的生物样本，因此，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建立了

制、运输流程、销毁管理等。

蛋白表达

高质量、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生物样
本库。

多囊卵巢综合征生物样本库的建立已通过江苏省苏北
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具体采集计划由临床科室、样本

生物样本库又称生物银行（biobank），主要是指标准化

库工作人员共同制定并确定一名临床协调人员，每日可采集

收集、处理、储存和应用健康和疾病生物体的生物大分子、

病例由临床医生确定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一式三份，由临床

细胞、组织和器官等样本，包括人体器官组织、全血、血浆、

科室、生物样本库、患者各执一份留存。

血清、生物体液或经处理过的生物样本（DNA、RNA、蛋

1.5

白等）以及与这些生物样本相关的临床、病理、治疗、随访、

临床资料收集
我院 PCOS 入库样本临床资料已达到标准化、规范化，

知情同意等资料及其质量控制、信息管理与应用的系统。我

其中包括：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家庭

院生物样本库规划为样本处理区和样本存储区，目前存储设

住址、联系方式等）
，现病史（初诊日期、不孕类型、不孕

备可满足 40 万 ~ 50 万份大规模科研样本存储需求，希望

年限、月经是否规律等）
，既往史（外伤手术史、预防接种

能够为多囊卵巢综合征早期干预、抑制疾病发展提供强有力

史、输血及输血制品史），必备的检验/检查（血常规、尿常

的支持。

规、血型、基础内分泌、TORCH、甲状腺功能、血胰岛素、
染色体及阴道 B 超等），诊疗计划（ART 方式、周期类型、

1 材料与方法

治疗方式、治疗方案、用药方案、精子来源方式、卵子来源、

1.1

存储方式以及培养方式等），手术记录（取卵日期、取卵时

组织架构
我院生物样本库设有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及伦理委

员会，由专职人员负责管理。
1.2

间、麻醉方式、卵巢大小、卵泡数量等），胚胎移植记录（移
植日期、移植时间、子宫位置、导管进入宫腔次数、移植个

环境设施

数、胚胎残留、有无污染及移植后用药等）
，卵子处理记录
2

生物样本库占地面积约 400 m ，设有标本取材室、体

（取卵日期、取卵时间、穿刺卵泡数、获卵数等），胚胎培

液处理室、组织处理室、核酸提取室、资料室及低温存储室。

养情况（培养囊胚数、形成囊胚数、高评分囊胚数、囊胚胚

主要设备有 –196 ℃ 液氮罐（Taylor-wharton）、–86 ℃ 超

胎移植数等）以及随访资料等。

低温冰箱（Thermo）及室温石蜡切片柜、24 h 温控系统
（Haier）、4 ℃ 低温离心机（Thermo）、制冰机（Panasonic）、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601343）；扬州市自然科学基金

低温条码打印机（Brady）、石蜡切片机（Leica）、冰冻切片

（YZ2016110）；扬州市科技计划项目（YZ2015068）
；江苏省苏北人民

机（Thermo）、全自动封片染片机（Sakura）
、超微量分光光

医院院基金（yzucms201425）

度计（Thermo）、凝胶成像系统（Bio-Rad）等。
1.3

信息系统
采用无锡唐颐生物样本库智能信息管理系统，可根据临

床资料个性化设置需求模块。液氮罐、冰箱、石蜡柜均实现

作者单位：225001 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生物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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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丽、何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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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明显下降的大龄妇女要求生二胎的需求在不断增多。越来

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均采集血液标本，血液样本进行术

越多的人群开始关注生殖健康问题，多囊卵巢综合征除了会

前血采集，其中 8 ml EDTA 抗凝和 5 ml 非抗凝真空采血

导致月经稀发和不孕不育等，还与代谢疾病（糖尿病[13]、

管采集静脉血。详细填写样本采集登记表，室温静置 30 min

，心血管疾病[17]，肿瘤
胰岛素抵抗[14-15]、代谢综合征等[16]）

后，4 ℃ 低温离心 10 min，分离血清、血浆，按照每管 300 μl

（子宫内膜癌[18]）等问题有较高的关联性和并发性。基于

分装成 5 份，400 × g 低温离心 30 min，于白膜层部提取

全院完整的生物样本库实时更新和信息的共享，可以完整地

白细胞，按照每管 300 μl 分装成 3 份，所有流程在 2 h 内

评价疾病标本对于开展的各项相关研究的价值性，有选择地

分装完毕，置于 –80 ℃ 保存。

参与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同方向、不同层次、不同组别的实验

1.7

队列研究。此外，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生物标本，尤其是卵泡

卵泡液标本采集流程
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均进行卵泡液标本采集，术中穿刺

液标本，采集技术要求高，来源方式单一，基于多囊卵巢的

卵泡液 50 ml，详细填写样本采集登记表，室温静置 30 min

相关调查研究，在样本容量和样本代表性上有很大的困难需

后，4 ℃ 低温 3000 r/min 离心 10 min，分离上清、沉淀，

要克服。

按照每管 15 ml 分装成 3 份并于 –80 ℃ 保存。
1.8

质量控制流程

我院有发展规模成熟的生殖中心，长期稳定地开展各项
辅助生殖技术，在院内已有的生物样本库的基础上，增设多

我院多囊卵巢综合征样本库定期对库内样本随机抽检

囊卵巢综合征生物样本库，可以实时跟踪利用辅助生殖技术

进行质量控制，分别对 DNA 质量、定量和纯度、RNA 完

行卵巢穿刺取卵术过程中获取的卵泡液标本，并进行信息化

整性以及样本的位置信息、临床信息（基本信息、手术记录、

管理与应用。坚持“来源于临床，服务于科研，资源共享、

临床诊断、必须检查、辅助检查、治疗方案、随访信息）等

开放利用”的原则，极力构建标准化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生物

规范性及完整性进行检测检查，同时第一时间获取科研使用

样本库，深入开展多囊卵巢综合征及不孕不育等相关疾病的

者结果反馈。

基础研究，促进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的转化医学的发展。

2 结果
我院生物样本库已建有三种存储方式，分别为 –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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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之窗·
我会干细胞技术评估工作组应邀在第十届中国卫生技术评估论坛
报告
2016 年 11 月 12 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医学院卫生政策学研究中心
和浙江省卫生经济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由复旦大学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估中心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协
办的第十届中国卫生技术评估论坛在杭州顺利开幕。本次论坛有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的海外学者以
及来自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 19 个省、市、自治区的近 300 位研究人员、决策人员、技术研发人员和
医药企业代表参与。此次论坛以“实践、交流、转化和提高”为主题，旨在促进政策制定者、决策者、研究者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的了解和沟通。本次论坛得到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卫生技术评估合作项目（CP）和复旦大学重点实验室发
展基金项目的支持。
为更有针对性地展示 HTA 实践进展，汇报分九个主题分会场进行主题汇报，不仅有传统的技术评估主题，比如药品评
价、设备评价、循证医学，技术评估应用的主题，如与服务体系、医疗保险整合等，而且也囊括了近年来技术发展的热门话
题，比如精准医疗、决策转化、基于医院的卫生技术评估等。此外，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在技术生命周期中，
早期的甄别和评估也愈发重要，本次的九个主题中也涵盖了新技术（干细胞）评估主题的交流分享。我会干细胞技术评估工
作组应邀在论坛报告评估结果，吴朝晖秘书长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