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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自然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揭示脑奥秘。2013年，美国和欧盟相继启动“大脑活动图谱计划”（BRAIN）和“人类大脑工程”

（HBP）计划，中国的脑研究计划也势在必行，这将是继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神经科学（Neuroscience）领域更具有挑战性的大科学计

划。作为脑科学研究的转化医学基地，神经病学临床将成为脑科学研究主力军。

神经科学源于临床脑认知功能发现

1861年法国外科医师、神经病学家布罗卡（P Broca，1824—1880）遇到一例脑外伤后失去语言功能的病人，病人去世后尸检发现大

脑额下回受损，从而确定了运动性言语中枢的位置。1890年，英国外科医师霍斯利（V Horsley，1857—1916）等通过电刺激猩猩大脑半球

中央区，获得大脑皮层肢体运动定位图。1909年，德国神经科医师布罗德曼（K Brodmann，1868—1918）根据大脑皮层不同区域的细胞

筑构不同，将人大脑皮质分为52区，现仍被广为采用。1931年，加拿大神经外科医师潘菲尔德（W G Penfield，1891—1976）在颅脑手术

中采用电刺激脑皮层方法，研究癫痫病人颞叶功能。

临床医师与基础研究科学家的合作，对推进神经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美国神经外科医师斯科维尔（W Scoville）为治

疗头部外伤后癫痫病人H G Molaison手术切除大脑海马组织及海马周围部分颞叶内侧，术后病人癫痫发作明显改善，但病人却丧失了记

忆。1955年，加拿大神经心理学家米尔纳（B Milner，1918—)对H G Molaison经4年潜心测试研究发现了人类大脑的记忆历程。

20世纪前半叶，临床医师在诊治病人的临床实践中，发现脑科学问题，经过研究不断揭示脑认知功能，为神经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深化脑研究需要面向神经病学临床

20世纪50—60年代，融合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神经药理学、神经化学、神经生物物理学、心理学、神经病学以及精神病学等学科

形成统一的神经科学。1960年，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成立，1969年，美国成立了神经科学协会。1995年，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成立后，

脑科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在神经元发育分子机制、视觉感知机制、胶质细胞新功能、小鼠脑细微结构图谱、非人灵长类疾病模型、脑细微

结构和脑网络分析技术，以及基因定点敲除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20世纪下半叶，神经病学在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脑卒中、脑肿瘤和精神性疾患等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研究也取得进展，国内建立

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实现了从脑解剖结构保护到脑功能保护的飞跃，诊治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尽管神经病学临床与基础研究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骄人业绩，但是脑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脱节，已成为影响包括神经病学在内的医

学创新发展的掣肘。基础研究与医疗实践2个领域前行的轨迹，犹如在2条铁轨上飞速奔跑的快速列车渐行渐远。由于脑结构、功能的复

杂性，研究方法的局限和脑部难以进入，使脑研究仍面临巨大挑战。促进脑科学研究与临床紧密结合，是当前生命科学中人脑功能研究的

创新。

神经病学临床是脑科学研究转化基地

今后10—20年，神经病学临床可为脑科学研究突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神经病学临床将成为发现人类神经系统疾病科学问题的起

点，验证和实践科学发现的终点，参与研发生物工程产品的脑科学研究的转化基地。

目前，脑卒中、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神经损伤修复、脑胶质瘤、植物人微意识，以及精神分裂症、药物依赖、自闭症、抑郁症等神经

系统疾病的病因学、早期诊断和治疗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拥有丰厚的脑疾病临床资源优势，神经病学临床直接面对人脑疾患，可为脑科学

研究提供丰富的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资料和生物学标本，对脑认知的新发现和神经疾病发病机理等脑研究结果能够在临床基地得以验证。

神经外科学直接面对病患的大脑，获得医学标本具有得天独厚条件。功能磁共振（fMRI）、磁共振频谱技术（MRS）、正电子发射断层现

象（PET）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SPECT）等活体人脑成像技术，为探索人脑功能开拓了新途径。影像形式由平面到断层，由静态

到动态，由单纯的解剖形态到形态与功能融合影像。通过测量和分析脑高级活动时多个激活脑区时空特性，获得人脑活动许多新认识，脑

功能研究跳出神经生理或某一学科范畴。将脑认知研究发现，如大脑中文语言区和脑网络新发现，应用在神经外科颅脑手术中，不仅能更

好地保护病人语言功能，同时也使这些新发现在人体得到进一步验证。

2013年国家科技部等3部委批准建立“国家神经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心以人脑重大疾病防

治为切入点，还原临床医学和脑科学研究本质关系，努力跨越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鸿沟，逐渐淡化神

经内、外科、精神科等医学专业之间的界限，使不同专业领域关注焦点相互连接，以促进神经科学创新发

展，这必将使得我国脑科学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神经病学临床：脑科学研究转化基地

赵继宗，神经外科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神经性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系主任、教授。长期从事

神经外科临床与临床基础研究。主持了国家“九五”至“十一五”脑血管病外科治疗

攻关课题，研究脑动静脉畸形、动脉瘤、烟雾病等形成与出血机制，攻克手术关键技

术，推广规范化的脑出血外科技术。在国内率先建立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将神

经外科手术从脑解剖结构保护向脑功能保护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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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自主研发创新，推动中国医药产业发展

2016年 2月 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
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更好服务惠民生稳
增长。本次会议决定，开展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推进外贸转型增强服务业
竞争力。会议指出，应瞄准群众急需，加
强原研药、首仿药、中药、新型制剂、高端
医疗器械等研发创新，加快肿瘤、糖尿

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发病和罕见病重
大药物产业化，加快医药产业发展。会
议强调，医药产业关系全民健康，市场需
求巨大，在各国都是重要产业。因此，结
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中国医药产
业发展，对于更好满足群众医疗保健需
求、推进建设健康中国、释放经济增长潜
力，意义重大。

一款药物从最初研发、进行各类测
试（包括非临床研究和各期临床试验）到
获批准大约需要 8~10 年的时间。期间
可能遇到的技术、资金和人才难题更是
难以想象。通过工业界与学术界的相互
合作来解决更复杂的难题、开发更好的
药物是国际医药产业界发展的趋势。但
一个成功的合作关系需要双方的优势互
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强强联合。

近年来，生物制药逐渐成为制药工
业舞台的主角，在抗肿瘤等重大疾病领
域上市的药品数量不断攀升。而药物专
利保护期通常为20年，且国外跨国企业
对药物的保护通常是全方位的，其药物
保护期非常长；同时，由于新药研发费用
不断提升，国外跨国企业已将部分精力
从开发新化学实体药物转移到现有药物
的生命周期管理上，从化药研发转移到

抗体类药物研发上，都将使中国以仿制
药为主的医药产业面临全新的挑战。特
别是，中国在医药产业结构转型的时间
点，更要抓住机遇，谋求发展的契机。

未来 5年是中国制药产业在全球医
药产业链延伸的重要阶段。当前，中国
医药企业在国际注册认证能力、研发能
力、国际市场营销能力、全球范围内的资
源组合能力都在提高，加上国际医药市
场刚性需求，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日益占
据更加重要的地位。随着“十三五”规划
的实施，中国医药产业将向更有序、环
保、技改、节约资源、提高附加值、向下游
延伸的方式发展。

为促进加快自主研发创新、推动中
国医药产业发展，《科技导报》2016年第
11期出版“医药研发专题”，从中国医药
产业发展现状出发，探讨目前中国医药
外贸形势、国外制药商对于药品专利在
华的布局、新制剂在医药发展中占据的
重要位置，并着眼全球药物研发进展、美
国 FDA审评模式，从多角度分析探讨中
国医药产业发展的未来之路。

本期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文//田恬

·导 读·
P14 盘点2015年全球畅销药物Top10
药品的价格和销售量反应出了药品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疾病治愈的价值，作为二者的共同体现，药品的销售额从一个侧面反应出了药

品对于治疗人类疾病所产生的贡献。盘点的2015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10种药物中有4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药物、2种糖尿病药物、1
种慢性丙肝药物、2种抗肿瘤药物、1种疫苗，这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窥见目前对人类各大疾病领域贡献最为突出的药物。

P21 全球抗肿瘤药物研发报告（2016）
癌症治疗是世界难题。抗肿瘤药物作为癌症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每年都有各类机构针对不同适应症、不

同靶点进行大量的抗肿瘤药物开发。通过调研文献和数据库，综述了近10年来全球抗肿瘤药物的数量、研发阶段、适应证、作用机制、研发

机构和销售等总体情况进行分析，旨在阐述抗肿瘤药物开发的。

P25 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医药产业是中国重点培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医药产业发展对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储备军需战备及促进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综述近年来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背景、现状，阐述制药企业、研究机构面临的机遇

与选择。

P31 中药“十九畏”的历史源流、宜忌争论与思考建议
通过分析“十九畏”的历史沿革及研究现状，提出下一步开展“十九畏”研究的建议。本文回顾了“相畏”的含义衍变、“十九畏”歌

诀的出现、及目前《中国药典》对“十九畏”的相关规定。从文献记载、临床报道、实验研究三个方面论述了关于“十九畏”的宜忌争论。

分析整理文献，总结“十九畏”在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方面的进展，可以看出，临床方面的研究多是从文献的角度，进行回顾性总结，从

中挖掘整理“十九畏”反药组合的临床安全性评价和配伍应用规律。关于“十九畏”的实验研究主要从化学物质基础、药理学、毒理学

几方面开展。总结了关于“十九畏”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十九畏”今后研究工作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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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排行
（（新闻时段新闻时段：：20162016--0505--1616 至至20162016--0505--3131；；排行依据排行依据：：遴选出的遴选出的30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1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5月30日上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

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会议由李克强李克强主持。

张德江张德江、俞正声俞正声、刘云山刘云山、王岐山王岐山出席大会。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图片来源：新华社）

2 国务院发布“土十条”：5年内初步遏制土地污染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5月28日，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纲领。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

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2030
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到21世纪中叶，

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行动计划》确定了10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开展土壤污染调

查，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二是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

健全法规标准体系。三是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保障农业生产

环境安全。四是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防范人居环境风险。

五是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严控新增土壤污染。六是加强污染

源监管，做好土壤污染预防工作。七是开展污染治理与修复，改

善区域土壤环境质量。八是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推动环境保护

产业发展。九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土壤环境治理体系。

十是加强目标考核，严格责任追究。

3 中国大陆学子何江登上哈佛毕业礼演讲台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每年毕业典礼上，哈

佛都会从全校数万名毕

业生中，选出几名本科生

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

言。而这一直被认为是

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

最高荣誉。美国时间5月

26日，何江何江走上哈佛毕业

典礼演讲的舞台，他是哈

佛首个在毕业典礼中演

讲的中国大陆学生。

对于演讲主题定为

科技传播中区域间的不

平等，何江说，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有些地方却无法享受到。

他认为科技传播要借助各行业的力量，而参加毕业典礼的同学

们，很多将来是各行业顶尖人物，这时候把这个话题抛出来，正

是“天时地利人和”。

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

（图片来源：中科大新创公益基金会）

4 颜宁、高福等科学家解析出NPC1蛋白结构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5月29日消息称，清华大学颜宁颜宁课题组与中国疾控中心、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组高福高福院士课题组合作的一项最新成果，在世

界上首次解析出NPC1蛋白的清晰结构，并初步揭示了它的工作

过程，从而为干预、治疗罕见遗传疾病“尼曼—皮克病”和埃博拉

病毒打开了新大门。

过去9年颜宁一直针对胆固醇代谢调控通路进行系统的结

构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研究，高福一直从事包括埃博拉病毒在内

的重大传染疾病相关病毒入侵机制的结构生物学研究。他们合

作的研究论文发表在5月26日的《Cell》上。该论文在国际学术

界首次报道了人源胆固醇转运蛋白NPC1的 4.4埃分辨率冷冻

电镜结构，并分析探讨了NPC1和NPC2两个蛋白协作介导细胞

内胆固醇转运的分子机制，同时为理解NPC1介导埃博拉病毒入

侵的分子机制提供了分子基础。

5 美国发现超级细菌可抵抗所有已知抗生素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5月26日消息称，美国发现首例对所有已知抗生素有抵抗力

的细菌感染病例，如果这种超级细菌传播，可能造成日常感染的

严重危险。这种超级细菌自身首先是被名为质粒（plasmid）的小

DNA分子感染，质粒携带可对粘杆菌素产生抗性的名为mcr-1
的基因。而粘杆菌素是被专门用来对抗“噩梦细菌”的一种抗生

素。美国微生物学会刊物《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
therapy》5月26日刊登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报告了该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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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ASA建置充气太空舱为太空旅馆铺路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5月28日，美国太空总署（NASA）在国际太空站（ISS）以充气

方式成功增建一个舱间，成为世界首座充气式太空舱，为未来“太

空旅馆”铺路。

这座“毕格罗扩展式活动模块”（BEAM）充气式太空舱，是

NASA委由毕格罗航天公司制作，造价1780万美元。航天员威廉

斯花了近7小时为这个壮观的“气球”充气，这个白色充气舱完全

展开后高4 m，直径3.2 m，内部空间为16 m3。

太空舱充气后，NASA需先进行1周的漏气检测，确认充气舱

完全气密，之后才让 ISS的航天员进入。工程人员将测量太空舱

的性能，尤其是对太阳辐射、太空废弃物冲撞和极端温度的保护

能力。NASA早在 1990年代就提出充气太空舱概念，为未来的

“太空旅馆”铺路，让航天员有更大的生活空间可长期居住。

8 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造成巨大社会代价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毕格罗扩展式活动模块”（BEAM）充气式太空舱（图片来源：NASA）

7 智利将建全球最大地基光学望远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3/30]

5月25日天文学家签署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协议，共同建设全

球最大的地基光学与红外线望远镜。

在欧洲南方天文台（ESO）于德国加兴总部举行的典礼上，

ESO总干事Tim de ZeeuwTim de Zeeuw与3个意大利工程公司签署了破纪录

的价值4亿欧元的合同。这3家公司将建造支撑欧洲极大望远镜

（E-ELT）的巨大 39 m镜面的主体结构，以及围绕它的穹顶建

筑。De Zeeuwd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份协议“使得ESO
有机会在这个巨型望远镜的时代拔得头筹”。E-ELT的光汇集区

域比目前运行的所有地基光学研究望远镜都要大，并且它产生的

图像的清晰度是美国宇航局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5倍。

欧洲极大望远镜将在智利北部开建（图片来源：ESO/L. Calada）

5月27日消息称，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室内空气污染

每年导致全球430万人死亡，室外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全球370万

人死亡，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

世卫组织表示，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都是造成本可避免的全

球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环境卫生风

险。为此，正在日内瓦举行的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27日通

过了关于应对空气污染造成不良健康影响的新决议，规划出2016
年至2019年间卫生部门解决空气污染与健康问题的行动方向。

世卫组织公共卫生和环境司协调员卡洛斯卡洛斯··多拉多拉说，空气污染

是世界许多城市的挑战，改善空气质量不但可带来健康收益，还将

产生巨大的经济回报。目前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城市通过推行全

面的清洁空气政策，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这些具体措施包括

推动可持续的交通出行方式，保障城市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设置，提

高废弃物管理水平，杜绝燃烧废弃物，增加绿地面积等。

9 中国发射高分辨率立体测图卫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5月30日消息称，中国第一颗高分辨率立体测图业务卫星资

源三号02星成功发射，首次实现中国自主民用立体测绘双星组

网运行，形成业务观测星座，缩短重访周期和覆盖周期，充分发挥

双星效能，长期、连续、稳定、快速地获取覆盖全国乃至全球高分

辨率立体影像和多光谱影像。

02星是在资源三号01星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原有技术的继

承、优化和发展而研制的测图卫星，搭载三线阵测绘相机和多光

谱相机等有效载荷，卫星系统前后视相机分辨率由3.5 m提高到

优于2.7 m。2015年11月，资源三号02星正式立项，这是国家民

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发射的首颗业务卫星。资

源三号 02星工程主要包括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

统、测控系统、地面系统和应用系统，是一个技术复杂、专业性强、

协调任务量大的系统工程。

10 基因为鸟儿披上红衣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0/30]

5月 30日消息称，在鸟类的

世界里，红色具有特殊意义。许

多物种的喙、羽毛或裸露的皮肤

上有红色，以吸引伴侣或阻止对

手。一般而言，颜色越红越好。

近日，2个研究小组分别鉴定出

一种酶编码基因，能帮助一些鸟

儿将食物中的黄色色素变为红

色。该研究成果发表于《Cur⁃
rent Biology》上。

“为了制造红色羽毛，鸟类将黄色色素（类胡萝卜素）转换成红

色颜料，然后将这些颜料沉积在羽毛中。”葡萄牙波尔图大学

Miguel CarneiroMiguel Carneiro说，“鸟类也在视网膜内的一个锥形感光器里沉积

这些红色色素，以增强其色觉。”Carneiro和同事比较了黄红金丝雀

和黑头红金翅雀的基因组，以寻找帮助产生颜色变化的基因。他们

发现，细胞色素P450酶（被命名为CYP2J19）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对该基因表达的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酶在有红色色素的金丝雀的

皮肤和肝脏内水平较高。这表明CYP2J19有助于红色着色。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研究人员发现鸟类制造红色色素

机制（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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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超过70%的表面被海洋覆盖，

因此我们把地球称作“蓝色的摇篮”。然

而数千年以来，人类在开发海洋的同时，

却缺乏对海洋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对海

洋的了解并不比对星空的了解更多。随

着海洋科学的蓬勃发展，这一情况现在已

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们也愈发认识到，保护包括海洋环境在

内的生态环境已经刻不容缓。

2016年 6月 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正式发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基金委副主任高文高文

表示，未来 5年，基金委将重点支持以环

境保护为代表的“绿色

学科”和以海洋经济为

代表的“蓝色学科”

（2016年 6月 15日《中

国科学报》）。

《规划》提到，“十

三五”期间，科学基金遴选了 118个学科

优先发展领域和 16个综合交叉领域，其

中 28个学科优先发展领域和 7个综合交

叉领域都是与“蓝绿”学科相关的。高文

表示：“在地学部的学科当中，我们优先

把海洋过程及其资源、环境与气候效应、

全球环境变化和地球圈相互作用、地球

环境演化与生命过程等列入到重点发展

的倾斜支持学科。”

这份《规划》显示出国家对于海洋科

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将会极大地推动未

来5年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近些年来，

我国海洋科学研究实力的稳步提升也有

目共睹。就在《规划》发布的几天后，我

国最先进的全球级海洋综合科考船“向

阳红 01”于 2016年 6月 18日在青岛交付

给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使用，同

时列入国家海洋调查船队，将承担全球

各大洋全水深的科考任务（2016年 6月

18日新华社）。

“向阳红 01”是一艘无限航区科考

船，满载排水量 4980 t，船长 99.8 m，宽

17.8 m，续航力 1.5万海里，电力推进，具

备动力定位能力，集多学科、多功能、多

技术手段为一体，能够满足深海大洋多

学科交叉研究需求，是海洋科学基础研

究和高新技术研发的海上移动实验室和

试验平台。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陈连增表

示：“向阳红01”船的交付入列，将与已经

交付使用以及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陆续建

造完成的多艘海洋考察船一起，构成新

时期我国海洋调查船队的核心力量。”

海洋科学的不断发展使我们认识

到，人类活动对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整

个地球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

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人类活动频繁的

地区，而是已经延伸到遥远的南北两

极。英国南极调查局（British Antarctic
Survey，BAS）发布的研究就显示，该机构

下属的南极科考站 2016年 6月监测到南

极地区大气CO2浓度达 400 PPM，这意味

着人类活动带来的碳排放上升已逐步影

响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2016年 6月 18
日新华社）。

据英国南极调查局介绍，北半球人

口相对密集，燃烧化石燃料等人类活动

不断推高碳排放量，因此北半球大气中

的CO2浓度在 2013年已达到 400 PPM这

一标杆水平。相对来说，南半球人类活

动较少，而南极洲更是人烟稀少，因此科

学家此前曾预测，人类活动导致的碳排

放还要经过较长时间才会对南半球产生

较大影响。

2016年5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NOAA）曾经在南极附近空域测量

到大气CO2浓度达到 400 PPM，而这一次

英国南极调查局发布的数据是科学家首

次在南极冰面上持续测量到这一数值。

研究人员分析南极冰芯样本发现，当前

南极CO2浓度比过去 80万年里的任何时

候都高。英国南极调查局的科学家DaDa⁃⁃
vid Vaughnvid Vaughn表示：“我们对地球的影响已

经深入极地。”

北极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英国剑

桥大学教授 Peter WadhamsPeter Wadhams在接受俄罗

斯媒体采访时指出，北极的海冰今年可

能会完全消失（2016 年 6 月 6 日环球

网）。他的依据是北极海冰现在的消融

速度。早在 30年前，北极的海冰面积为

1270万km2；到今年年初这个数字降到了

1110万 km2；现在北极的海冰面积为 340
万km2，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而根据

现有数据，到2016年9月，Peter Wadhams
的预测就有可能成真。

在人类影响海洋的同时，海洋反过

来也会对人类生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

响。2016年 6月 15日，以美国哈佛大学

的Christopher GoldenChristopher Golden为首的团队在《Na⁃
ture》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海洋鱼类捕捞

量的下降可能会在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

的营养不良问题。该研究小组通过组合

两个数据集，计算出接下来几十年的鱼

类捕捞下降可能意味

着最高有 10%的人口

会遭遇微量营养素和

脂肪酸的缺乏，特别

是赤道附近的发展中

国家会受到更为严重

的影响（2016 年 6 月 20 日《中国科学

报》）。

此前的大多数研究只关注鱼类的蛋

白质对人类的影响，而这一次研究人员将

目光投向更多的营养物质。他们研究了

锌、铁和维生素 A、维生素 B12 及 DHA
Omega-3脂肪酸的营养素供应数据，并把

这些数据和每个沿海国家的渔场信息的

互动进行了建模。鱼类是这些微量营养

素和脂肪酸的重要来源，而鱼类种群数量

的减少会直接影响相关人群对这些营养

物质的摄入量。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微量

营养素的缺乏可能会增加新生儿和产妇

的死亡风险，以及生长迟缓、儿童死亡率

升高、认知障碍和免疫功能弱化的风险。

研究人员也由此在文章中发出警告：如果

渔场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再不得到改进，

那么低收入群体的健康就会受到威胁。

数十亿年来，海洋孕育和庇护了生

命；数千年来，海洋给了人类无穷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慰藉。我们现在应该认识

到，人类不仅要开发海洋，更要保护海

洋，并始终以一颗敬畏之心去拥抱海

洋。只有这样，人类的生活才能继续享

受海洋的福泽，人类的未来才不会缺少

这抹绚丽的蓝色。 文//鞠强

拥抱蔚蓝的海洋拥抱蔚蓝的海洋

蔚蓝的海洋是生命起源繁盛的摇篮，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家

园。人类不仅要开发海洋，更要保护海洋，并以一颗敬畏之心去拥

抱海洋。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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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

的步伐明显加快，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

关键核心技术逐步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

先兆，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的交汇点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四川大学校长

谢和平谢和平

新华社 [2016-05-28]

中国将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以

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重点，进

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一是加强

国土空间管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二是

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

程节约管理；三是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发

展绿色环保产业；四是强化生态保护修

复，保护生物多样性；五是积极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认真落实减排承诺。

———环境保护部部长—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陈吉宁

新华社 [2016-05-27]

创新是全方位的，不光是科技创新，

还有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管理的创新、文

化理念的创新，在这当中科技创新是重

要的，因为科技创新是第一推动力、第一

生产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路甬祥路甬祥

新华网 [2016-05-26]

国家在科技资源布局和科研单位建

设中，应坚持多元化原则，大而强和小而

精的科研机构都要有。应避免“千所一

面”，过于追求“大而全”的倾向，进而形

成各具特色的科研格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安芷生安芷生

新华网 [2016-05-26]

航天绝对是移动、大数据、云计算的

行业。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高时间分

辨率的卫星，帮助人们得到地表每一寸

土地、每一棵树的信息。接下来，我们可

24小时不间断地对地球进行全面的观

测。遥感、通信、导航卫星联合在一起，

把人类带入“天网时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周成虎周成虎

新华社 [2016-05-30]

核裂变已经被人类利用发电，但裂

变堆的核燃料蕴藏极为有限，放射性核

废料的处理也是难题。相比之下，核聚

变能与太阳产生的能量方式相同，原料

丰富且不会产生污染，安全系数要高出

很多。 ———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

等离子体所常务副所长等离子体所常务副所长 宋云涛宋云涛

《中国科学报》[2016-05-26]

大数据安全与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密

切相关。大数据具有数量庞大、处理迅

速、类型多样、高价值等特点，数据在集

聚过程中由量变产生质变，集聚程度越

高，其重要性和价值性就越高，安全保障

的任务也会越来越重。密码技术是保障

大数据安全最可靠、最经济、最有效的手

段，应积极推进密码应用，切实保障大数

据安全。

———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管理—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 安晓龙安晓龙

《光明日报》[2016-05-3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

问题，要从社会经济层面寻求解决之

道。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变“土

里刨食”般对土地的严重依赖，解除人类

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进而修复生态。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蔡运龙蔡运龙

《光明日报》[2016-05-27]

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网络空间形

势，我们要立足国情，创新驱动，军民协

调发展，解决受制于人的问题。坚持纵

深防御，构建牢固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信息化国家信息化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沈昌祥沈昌祥

《中国科学报》[2016-05-17]

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可以实现跨国界

的空间立体协同观测，可以更快、更准、

更广地认知“一带一路”。“数字丝路”计

划将为“一带一路”提供空间数据、环境

信息与决策支持，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

的科技及全方位合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 郭华东郭华东

新华社 [2016-05-17]

深海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远离人类

活动干扰的净土，我们希望研究天然条

件下微生物与环境之间是怎样取得平衡

的，这对于未来科学利用和保护深海有

着很重要的意义。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吴谡琦吴谡琦

新华社 [2016-05-26]

近年来科学家已经在太阳能光催化

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还需要

在基础科学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李灿李灿

《中国科学报》[2016-05-30]

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决定要素，是

国家全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基础和强大

推动力源泉。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充分激

活并发挥全社会科技进步的创新潜力和

创造潜能，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院长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曹雪涛曹雪涛

《科技日报》[2016-05-30]

发挥人才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必须

深化改革，科学制定评价标准，规范和减

少对人才的行政评价，充分发挥市场和

社会评价机制的作用。完善人才评价机

制，首要任务是发挥市场主体在人才评

价中的基础作用和主导作用，减少政府

对用人主体的干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

张冠梓张冠梓

新华社 [2016-05-27]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新华网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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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之殇滥用之殇，，免疫疗法引热议免疫疗法引热议

2016年 4月 12日，21岁滑膜肉瘤患

者魏则西魏则西的离世，让他生前视为“救命稻

草”的“细胞免疫疗法”登上热搜榜。一

时间，免疫疗法成为众矢之的，免疫疗法

行业的乱象再次曝光在公众面前。免疫

疗法是否是国外“淘汰”的技术，其对癌

症是否具有治疗效果，在“魏则西事件”

之后，这一疗法能否迎来重要转折，在今

后的监管下免疫疗法能否规范有序运行

……种种疑问接踵而至，免疫疗法再次

成为学界及公众热议的话题。

概念混淆，“免疫疗法”究竟是什么？

免疫疗法，又被称为生物疗法，是目

前癌症治疗领域的一项前沿技术。随着

医学界对免疫的深入了解和生物技术的

不断进步，近年来免疫疗法在国际上备

受瞩目，它甚至被称为有望继传统的手

术、放疗、化疗后的第 4 大癌症治疗手

段。但在“魏则西事件”之后，公众似乎

混淆了细胞免疫疗法和免疫疗法的概

念。一时间，免疫疗法被冠以“所谓的疗

法”、“被国外淘汰的技术”等称号。

免疫疗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类别，

细胞免疫疗法只是其中一种。而细胞免

疫疗法又可以细分为好多种，其基本原

理是将患者的免疫细胞在体外培养扩增

或激活后，让其具有抗肿瘤性，随后在输

回患者体内，借此来杀死患者体内的癌

细胞。“魏则西事件”中提及的DC－CIK
免疫疗法是细胞免疫疗法中比较早期的

类型之一。2016年 5月 4日，新华社发

文中给出了一组数据：在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临床试验数据库中，与DC－CIK
疗法相关的研究有 30个，但针对魏则西

所患滑膜肉瘤这一恶性肿瘤的DC－CIK
疗法临床试验数量为零。

“魏则西事件”让免疫疗法深陷争

议，但魏则西采用的DC－CIK疗法只是

免疫疗法“大军”中的一员。目前还有许

多很有前景的免疫疗法正在实验室研究

中，为免混为一谈，许多专家呼吁不要一

概而论，应科学区别和评价免疫疗法。

专家呼吁，一刀切的做法不可取

“魏则西事件”后，虽然公众对免疫

疗法大多持批评的态度，但是许多业内

人士还是希望通过这一事件能够给免疫

疗法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而不是事情

一出，就将其一棒子打死。

天津药物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刘昌孝刘昌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时表示，肿瘤免疫细胞治疗在全世界范

围内都仅处于研究期。细胞治疗产品不

是某一种单一物质，而是一类具有生物

学效应的细胞，其应用具有多样性、复杂

性和特殊性。他认为“魏则西事件”之

后，中国民营医疗行业无序的现状将有

可能改变。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改变

或许能够实现。

“‘魏则西事件’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但一棒子打死免疫疗法将影响患者、医

院、研究机构和医药科技行业，以及中国

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国际地位。”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教授惠周光惠周光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种类繁多的免疫疗法，在多年的发

展过程中，也有部分疗法被发现有很好

的研究前景。例如，TCR-T和CAR-T疗

法就是前景较好的技术。

惠周光说，TCR-T和CAR-T细胞免

疫疗法正逐渐成为美国科学家的“新

宠”。不同于DC-CIK疗法，TCR-T技术

将肿瘤患者外周血中分离出来的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修饰技术后可以使T细胞

更加精准地攻击肿瘤细胞。CAR-T疗法

则是针对血液肿瘤方面的治疗，比如对B
细胞白血病、B 淋巴细胞癌等的治疗。

2015年11月，英国成功地使用CAR-T疗

法治愈了一名名为理查德兹的小女孩。

理查德兹出生后不久，经诊断患有急性

淋巴性白血病，在接受治疗时，CAR-T疗

法帮她清除了体内的癌细胞。虽然

CAR-T疗法对一些特定的癌症患者展示

出了一定的效果，但目前还处于临床试

验的阶段。

“长远来看，肿瘤患者的治疗需求永

远在那里，挡是挡不住的，需要靠疏导，

要让细胞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有合法途

径。”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王

月丹月丹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说。

免疫疗法需加强监管

2013年，《Science》评选出的年度十

大科学突破中，癌症免疫疗法登榜首。

但癌症免疫细胞疗法自进入国家监管部

门视野之后的10余年间，几经波折，目前

依然处于监管盲区。

“国家已有相应的法规，主要是执行

中出了问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时玉舫时玉舫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采访时说。刘昌孝也表示，免疫疗法

的技术复杂，种类繁多，各个疗法之间差

别也很大，这就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在他看来，免疫细胞治疗在细

胞提取、扩增、回输的每一步都需要严格

的质量控制，是一种复杂的医疗技术。

而由于不同患者的自身情况不同，因此

需要采用的治疗方案也各不相同。因此

免疫细胞治疗的实施更加需要研究型医

生和免疫专家的配合。

“滥用细胞免疫治疗技术确实有问

题，国家应该加强监管，尤其应对那些

‘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的‘肿瘤免疫治

疗’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但是不能因噎废

食，将这种非常有前景的肿瘤免疫治疗

一棍子打死，”惠周光教授说，“肿瘤免疫

疗法本身也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要理性思

考，去伪存真，严格掌握适应症，在适当

的时间给适当的患者使用适当的肿瘤免

疫治疗。”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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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5月 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

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

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科技实力、创

新发展对中国进步的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代表大会

每5年举行一次，本次大会审议通过了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中国科协

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及中国科协八届全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等。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6-06-02]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图片来源：新华网

万钢当选中国科协新任主席，

韩启德担任名誉主席

6月2日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议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

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出席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

宣布，经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一

次全国委员会选举，全国政协副主席万万

钢钢当选为中国科协九届全委会主席，马马

伟明伟明等18人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宣布

授予韩启德韩启德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的称号。

韩启德任中国科协七届、八届全委会主

席。当天上午，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名并通过

中国科协第九届书记处第一书记和书记

人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书记处

第一书记为尚勇尚勇，书记处书记分别为徐徐

延豪延豪、王春法王春法、吴海鹰吴海鹰（女）、束为束为、项昌乐项昌乐

（挂职）。

中国科协网 [2013-06-03]
中国科协九大代表为国家科技

事业和科协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为充分发挥中国科协代表建言献策

的作用，中国科协七大开始试行代表任

期制，中国科协八大正式把代表任期制

写入中国科协章程，其中，代表建议案制

度是实施代表任期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10年来，代表们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工作、

科协重点工作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提出各类建议案，为推动

国家科技事业和科协事业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本次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科协向九

大代表印发征集建议案的通知，得到代

表们积极响应。截至 6月 1日 18时，大

会共收到建议案445件。提交建议案者

既有来自全国学会、地方科协的代表，也

有来自解放军、企业的代表，既有两院院

士和著名科学家，也有一线科技管理人

员和基层科普工作者。建议案内容涵盖

科协工作方方面面。大会秘书处认为，

许多建议案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数据翔

实、措施可行，为中国科协进一步的工作

开展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6-06-02]
“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奖、

“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颁发

6月2日下午，在中国科协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颁发了“全国杰出

科技人才”奖和“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

才”奖。其中，毛明毛明、方忠方忠等10人获得“全

国杰出科技人才”奖，王东王东、孙斌勇孙斌勇等 10
人获得“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此

二奖项均为每 2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

名额不超过10名。

中国科协网 [2016-06-03]
中国科协代表中国正式

加入《华盛顿协议》

6月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

国际工程联盟2016年会议（IEAM2016）
传来好消息：《华盛顿协议》全票通过中

国科协（CAST）代表中国由《华盛顿协

议》预备会员转正，成为该协议第18个正

式成员，这是中国科技组织在国际舞台

上取得重要话语权的标志。通过中国科

协所属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CEEAA）认证的中国大陆工程专业本科

学位将得到美、英、澳等所有该协议正式

成员的承认。加入《华盛顿协议》，有利

于提高我中国工程教育质量、促进中国

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工程师、提高工程技

术人才的培养质量，是推进中国工程师

资格国际互认的基础和关键，对于我国

工程技术领域应对国际竞争、走向世界

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6-06-02]
新疆科协建立

自治区自然科学专家库

为推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家资源

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充分发

挥自然科学领域专家的智力和技术优

势，为自治区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

更好的作用，新疆科协近期设立自治区

“自然科学专家库”。目前，自治区“自然

科学专家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专家 738人，由 61个自治区学会推荐入

库。专业结构为理科 193人、工科 173
人、农科95人、医科277人。

新疆科协 [2016-05-23]
海洋渔业资源保护与人工鱼礁

国际论坛举办

5月 24日，由中国水产学会和西澳

渔业部联合主办，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等承办的海洋渔业资源

保护与人工鱼礁国际论坛在青岛举办。

海洋牧场、人工鱼礁等作为一种集生态

优化、资源养护、环境友好为一体的新型

渔业生产方式，近年来得到了世界海洋

国家的高度重视。论坛旨在加强海洋渔

业资源保护和人工鱼礁建设的理论研究

和技术交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为我国

海洋生态建设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与技

术交流保障。包括来自海洋渔业资源保

护比较先进的澳、美、日、韩等国专家、学

者在内的近150人参会。

中国水产学会 [2016-05-27]
第十一届全国胃癌学术会议召开

5月 13—15日，由中国抗癌协会胃

癌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办

的“第十一届全国胃癌学术会议暨第四

届阳光长城肿瘤学术会议”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

包括韩国的Sung Hoon NohSung Hoon Noh、Han-Han-
Kwang YangKwang Yang，日本的 Takeshi SanoTakeshi Sano，以
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James FordJames Ford
教授等国外胃癌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

内的孙燕孙燕、詹启敏詹启敏、季加孚季加孚、吴开春吴开春等知

名学者在内的2000余位代表参会。

《科技导报》编辑部 [2016-05-20]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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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资源是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条件实验动物资源是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条件

·科技建议·

实验动物（laboratory animal）是指经人工饲育，对其携带的

微生物实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的一类动物。实

验动物是继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宠养动物之后的第4类动物，

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产物。作为“人类替难者”，实验动物

已经成为生命科学、医学、药学、农业、环境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基

础性支撑条件。

1 实验动物是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创新材料和标准品

实验动物是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活的试剂”，是食品、药品评

价中的“活的天平”，是医学、药学、航空航天、疾病防控研究中的

“人类替难者”，是人类健康与安全的“活的屏障”，是应用于人体

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实验动物需要经过微生物、寄生虫、遗

传、营养、环境、病理等方面的标准化控制，以保障实验结果科

学、可信、可重复。

据《Nature》《Science》刊出的生命科学论文统计，动物模型

的论文占35%~45%。2007—2011年50项重大科技进展中，生

命科学共计22项，其中利用实验动物的研究有13项。近100年

以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使用实验动物和技术取得的研

究成果占67%。最近10年诺贝尔医学奖主要都是使用实验动

物研究得到的原创成果。在我国以创新研究为核心的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中，2012年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项目有 13449项，其

中使用实验动物的相关课题5343项，所占比例为39.73%。动

物学领域项目261项，其中使用实验动物的项目23项，所占比例

8.81%。

2 实验动物资源是欧美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资源

现代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是基于动物实验的结果而发展

起来的。实验动物资源研究一直是发达国家关注的重点之一。

美国已投入大量资金，在啮齿类动物、非人灵长类动物、水生动

物、无脊椎动物等动物种类建立了国家级实验动物资源和技术

服务机构，包括啮齿类中心12个、非人灵长类研究中心9个、非

人灵长类资源中心8个、大猩猩研究资源中心1个、斑马鱼资源

研究中心1个、无脊椎动物资源研究中心7个、猪资源研究中心1
个和实验动物遗传资源分析库6个等。美国在实验动物资源和

技术中心的投入加快了美国生命科学的创新与进步。

美国已经培育了3万个小鼠品系，主要保存在杰克逊研究

所。每种实验动物品系都有不同的生物学特性，满足不同的科

学实验需要。美国还有斑马鱼、剑尾鱼品系1.3万个，大鼠品系

2100个，地鼠、豚鼠、兔、犬、猪、猴等品种品系200多个物种近

1000个品系。

科研人员利用这些实验动物制作人类疾病动物模型10万

多种，主要保存在美国NIH资助的各个实验动物机构。特别是

裸鼠肿瘤模型的建立，为肿瘤研究、药物研发等发挥了不可替代

作用。杰克逊研究所的实验动物资源占国际实验动物物种资源

的80%以上，是世界小鼠资源保存和共享的典范。

3 生物新技术推动实验动物资源创建规模化发展

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系统开展基

因剔除大鼠、小鼠研究，试图在功能基因组研究和新药靶点的知

识产权争夺战中抢先占领制高点。利用大鼠、小鼠的遗传资源

和研究基础进行动物遗传修饰研究，不断创新研究技术，形成了

大量的模型动物，促进了人类疾病尤其是遗传性疾病的发病机

制和防治研究。值得关注的是，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疾病动物模

型因其与人类疾病的发病机制极为相似，除传统转基因技术外，

应用现代的新技术，如慢病毒载体导入法、精原干细胞法、锌指

核酸酶法、RNA干扰、iPS、TUNE和 Crispr/cas9等技术建立的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新技术的发展，推动了

实验动物资源规模化创建，英国剑桥大学桑格研究所则是规模

化创建实验动物资源的典范。

4 实验动物资源和技术社会化服务催生了一定规模的实验动

物产业

实验动物产业主要包括实验动物培育和实验动物相关产品

研发及其生产供应、动物实验技术服务3个方面，为生命科学、

生物医药产业、农业等提供了重要支撑。实验动物技术包括实

验动物的各种饲养管理技术和质量监测技术，以及进行动物实

验时的各种操作技术和实验方法等。从20世纪80年代转基因

和基因敲除技术建立，到2005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大小鼠基因

组计划相继完成以及基因修饰灵长类动物模型的创建，基因功

能、基因相互作用和调节网络、疾病机制、药物机制、人源化器官

供体、生物发生器等研究将成为揭示生命、疾病、衰老本质，进一

步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原动力。

欧美国家实验动物质量管理模式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行业

自律为主，同时辅以实验动物技术中介机构的质量认证。政府

在管理中，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实验动物科技工作。美国的实验

动物产业已经完成规模进程并且正在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服务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展，包括提供模型制作、饲养管理、动物

寄养、检测技术、基因技术、诊断试剂等各种相关的规模化、市场

化和高效益的技术服务。实验动物资源的共享与合作是全球性

的发展趋势，其主要目标在打破国与国、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壁

垒，增进实验动物资源的分享、利用和保存，避免资源的重复生

产与浪费。

5 实验动物福利是欧美国家法制化管理的基础

在法制化建设方面，欧美国家对实验动物的管理基本上都

是基于动物福利的角度，依据《动物福利法》《实验动物保护基准

法》《科学研究动物法案》《仁慈管理和使用实验动物条例》《实验

动物管理与使用指南》等，依法管理实验动物工作。在此基础

上，以自愿遵守、行业管理为代表的认证与评估（国际AAALAC
认证），通过对生物医学研究中使用实验动物的基金申请进行审

查这一方式，管理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验动物。实验动物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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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般都能保障繁育及饲养的所有实验动物和动物模型都得到

良好的动物福利及人文关怀，并且将这一文化扩展至全球所有

设施中。

中国的特点是政府管理为主，而发达国家更注重行业自

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实验动物福利、实验动物生产

管理、动物实验管理以及对涉及动物试验的项目的立法管理，为

本国生命科学创新研究和新药研发提供了实验动物法律保障。

实验动物福利不是指不使用实验动物，并不意味着就绝对地保

护实验动物不受到任何伤害，而是在兼顾科学问题探索和在可

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满足实验动物维持生命、维持健康和提

高舒适程度。具体体现在饲养、繁育、动物实验、仁慈终点、兽医

护理、运输等各个环节。实验动物福利的核心内容是替代、减

少、优化（3Rs），还包括实验动物生活环境条件改善和丰富化、良

好的操作技术、仁慈对待实验动物“内心感受”等。从科学的角

度看，善待实验动物既是人道主义的需要，也是科学实验的需

要。实验动物饲养和实验需要遵循动物福利法和国际AAALAC
要求。

6 我国实验动物资源建设已经到了瓶颈期和紧要关头

我国作为实验动物使用大国，生产量仅次于美国，经常使用

小鼠、大鼠、豚鼠、兔、犬以及一些灵长类动物等 30个物种和

2000个品系的基因工程模型和疾病动物模型资源。我国实验

动物资源已由过去的自产自销的计划模式走向自由市场化、高

科技产业化。经过近10年的发展，年产实验动物2000万只以

上，拥有 5家年产上百万只以上的实验动物厂家，逐步形成了覆

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为今后的品系、质量、服务等方面的提高打

下了基础。自“十二五”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8个国家实验动

物种子中心（资源库），保存有810个实验动物品种品系和14类

动物32000多组生物学特性数据，从遗传和健康上保障供种的

质量,但还缺乏实验动物资源长期保存、共享与研发的长效机制。

随着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科技竞争及市场垄断考虑，欧美国家已

经禁止向我国出口实验动物种源及特定用途的实验动物产品；

与此同时，国外企业却大举进军中国市场，我国超过1/3的常规

实验动物市场已经被国外企业控制。因此，我国随时可能发生

自有实验动物种质资源濒危、国际种质资源全面垄断及实验动

物安全供给的危机。未来10-20年是我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与

产业的重要战略转型期，在需求刚性增长、国际资源限制、质量

要求日益提升的巨大压力下，我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与产业必

须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走独立自主之路，走可

持续发展之路。

7 中国需加强实验动物资源建设

由于实验动物管理和服务具有专业性很强，投入很大，运行

费用很高的行业属性及特点，靠所在单位相关人员和业务是很

难支撑其实验室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变现行的机制体制和经

营模式，才能使其健康发展和高效运行。我国实验动物科技发

展应加强以下方面的建设。

1）加强实验动物资源建设，提升产业化科技水平

国家应制定相关的引导和扶持政策，合理布局，通过国家、

地方和承担单位的资金整合，培育2~3个生产规模在千万只以

上龙头企业。加强实验动物新资源研发经费的投入及配套扶持

政策，实现实验动物资源的社会化生产、供应、共享和服务。

2）加强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新技术和科技服务研发，提升实

验动物产业服务水平

国家应加大对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技术、诊断试剂研发和人

类疾病动物模型创建的经费投入及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整合

和组织国内优势研究团队，应用现代科技技术，积极开展实验动

物质量检测新技术、新方法和疾病动物模型的研究，为我国生命

科学和医药产业提供重要支撑。

3）加强动物实验技术平台建设，提升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

能力

国家应统筹规划，分步骤在各省市建立实验医学平台、实验

动物分析技术平台、基因工程技术平台、比较医学技术共享平

台、实验动物信息平台、实验动物公共服务平台，使其成为科技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

4）重视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发展

实验动物为人类健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福利问题不容

忽视。欧美国家非常重视动物福利，并将其作为贸易壁垒，影响

国际贸易和科技交流。实验动物伦理是科研人员要尊重实验动

物的生命权益，遵守人类社会公德。制止针对动物的野蛮行为，

防止或减少动物不必要的应激、痛苦和伤害，采取痛苦最少的方

法处置动物；实验动物项目的目的、实验方法、处置手段应符合

人类公认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和国际惯例。中国应大力推进实验

动物福利和伦理的研究和推广，提高实验动物福利水平。

5）加强实验动物人才队伍和培训体系建设

中国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已经达到30万人以上，虽然规模还

不够庞大，但是已经可以细分为实验动物技术人员、研究人员、

管理人员、实验动物医师和辅助人员。每一类人员的教育背景、

技术能力均有不同的要求才能胜任工作要求。针对这些人员，

欧美国家均已开展相应的技能培训和等级认证。我国应加强实

验动物人才队伍培训教育机制建设，建立人才认证评估体系，解

决保障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人才瓶颈问题。

6）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质量保障及监督体系建设

为解决实验动物质量不达标、参差不齐的问题，中国需完善

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建设，加强部委协调和基层管理等管理体系

建设，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多部委联席会议制度，为战略目标实

现提供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此外，还需建立稳定的经费投入

渠道，将实验动物资源保存、质量保障、大数据平台等纳入国家

科技平台建设，给予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形成资源不断积累和

扩大的良性循环。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文//孔琪 1，李继平 2，赵永坤 3

作者简介：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编审；3. 军事医

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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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仿制到创新从仿制到创新，，走向生物医药产业的走向生物医药产业的
蓝海蓝海
———访美中医药开发协会董事夏明德—访美中医药开发协会董事夏明德

本刊记者 田恬

生物制品（biological products）是

指以微生物、细胞、动物或人源组织和

体液等为起始原材料，用生物学技术制

成，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人类疾病的

制剂，如疫苗、血液制品、生物技术药

物、微生态制剂、免疫调节剂、诊断制品

等。目前常见的生物药包括免疫球蛋

白、细胞因子、单克隆抗体、DNA重组

产品、疫苗、体外免疫诊断制品等。近

20年来，随着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

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迅猛发展，

人类基因组计划等重大技术相继取得

突破，现代生物技术在医学治疗方面应

用广泛，生物医药产业化进程明显加

快，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对

发展生物产业作出部署，作为获取未来

科技经济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十二五”到“十三五”，医药产业

创新升级已成为国家战略，创新成为医

药工业的关键词，也是中国医药产业从

大到强转变的关键。“十三五”期间，药

品重大专项将更加聚焦核心瓶颈技术，

在药品研发上，规划强调重点针对恶性

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

糖尿病、精神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

耐药性病原菌感染、乙型肝炎、艾滋病、

人感染禽流感等 10类重大疾病，强化

源头创新和转化研究，创制重大新药。

而关于上述疾病的药物研发，势必要依

托于生物医药技术。

为了解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和挑

战，《科技导报》采访了美中医药开发协

会前会长、现任董事夏明德。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生物药目前的发展情

况如何？生物药治疗疾病的优势在

哪里？

夏明德：从宏观角度来说，生物药

是未来药品行业研发中的重大发展领

域。2015年，61个抗体药物合计销售

额达到 906亿美元。在 2015年全球销

售额最高的10个药中，有5个都是单克

隆抗体药物，其销售额共计达到了 430
亿美元。排名第一是治疗自身免疫疾

病的阿达木单抗，其销售额更是达到了

140亿美元。这类药物发展潜力巨大，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药品研发方向。对

比于化学药物来说，生物药治疗的靶点

更为精确，经常能带来更好的疗效和更

低的毒副作用。此外，免疫治疗越来越

受到重视。例如，采用自体免疫细胞治

疗恶性肿瘤，可以选择性杀灭癌细胞，

对人体正常细胞不造成损伤，对微小病

灶、转移病灶有效，对不适合常规治疗

的患者也适用，同时具有作用持续时间

长、可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等优势。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目前全球生物医药产

业的前沿创新热点集中在哪些领域？

夏明德：从疾病方面来说，恶性肿

瘤、糖尿病、肝炎等疾病治疗都产生了

重 大 突 破 。 从 技 术 领 域 来 说 ，在

《Science》杂志评选的 2013 年度 10 大

科学突破排行榜中，免疫治疗高居榜

首。目前在研肿瘤免疫疗法药物集中

于免疫检验点单抗、T细胞受体疗法、

夏明德，美国强生集团亚太创新中心资深总监，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美中药协

（SAPA）总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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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疫苗等。PD-1、CTLA-4、CAR-T
等免疫疗法都是目前热点研发领域。

PD-1全名是程序性死亡分子-1，
英文名为 programmed death-1（PD-1）,
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负性共刺激分

子。PD-L1是 PD-1的配体，PD-1与

PD-L1结合后可产生抑制性信号，诱导

免疫T细胞凋亡，抑制T细胞的活化和

增殖。目前研发出的PD-1抗体药物，

通过阻止 PD-L1和 PD-1的结合以抑

制T细胞凋亡，产生药效。目前全球已

经上市的药物有Opdivo和Keytruda，它
们的适应症包括黑色素瘤和晚期非小

细胞肺癌等，当然其适应症也还在不断

扩大中。

CAR-T 技术全称是嵌合抗原受

体-T细胞技术，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

肿瘤免疫疗法。采用向分离获得的患

者 T细胞内转入一种特殊的嵌合抗原

受体基因，使其在进行扩增表达后再回

输至患者体内。此时 T细胞表面表达

的嵌合抗原受体将帮助 T细胞靶向识

别和高效杀灭肿瘤细胞。

一直以来，CAR-T细胞疗法对白

血病、淋巴瘤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实

体瘤治疗上一直没有很好的疗效。而

PD-1抑制剂在实体瘤显示出了相当的

疗效。很多公司在研究免疫治疗方面

的联合用药。

此外，精准医疗、干细胞治疗和基

因治疗等也是目前业界关注的重点。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目前PD-1和 CAR-T
这 2种技术的国内外研发现状是怎样

的?
夏明德：目前国外已经上市的2种

PD-1抗体药物都进展的非常好。PD-
1在中国已经开展了临床试验，相信不

久以后，患者也能用到这些最新技术的

药物。其他相关 PD-1产品的研发也

非常火热，免疫哨卡抑制剂的应答人群

目前大约只有20%~30%。如何扩大病

人人群、找到更多的适用人群是一个重

要的发展方向，同时如何联合用药，增

强疗效是这类药物的另外一个重要发

展方向。成功免疫疗法包括肿瘤相关

抗原的选择，能够诱导正确免疫细胞的

平台以及靶向肿瘤细胞的免疫抑制

策略。

在美国，消灭肿瘤作为一个国家承

诺，癌症治疗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

略方向，正沿着多条路径发生突破性进

展。CAR-T用于化疗和靶向疗法失败

的白血病患者，在 27例中有 20例在半

年后的复查中未检出癌细胞，是值得人

们喜悦的一个进步。但是对于药品研

发行业来说，CAR-T领域存在标准化

难题，即自体和异体细胞的问题。采用

自体细胞难以扩大生产，因此在商业化

中存在挑战，但采用异体细胞存在技术

挑战，因为要从一个人身上取出来的细

胞进行扩大培养后，能够应用于所有人

群，同时维持疗效和较低的安全性风险

非常困难。另外，使用CTLA-4抗体来

阻断检查点会伴随神经系统综合征，其

中包括可逆的脑病综合征、无菌性脑膜

炎、肠神经病变以及横贯性脊髓炎。

中国目前有许多研究正在进行

中。全球CAR-T领域的领跑生物技术

公司 Juno Therapeutics 与国内的药明

康德合资成立了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

技 有 限 公 司（JW Biotechnology Co.
Ltd），双方打算结合 Juno在嵌合抗原受

体技术（CAR-T）和 T细胞受体（TCR）
技术，利用药明康德的研发生产平台，

将这种技术引进中国，为血液肿瘤和实

体肿瘤病人开发创新的细胞免疫疗法。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对于中国的医药企业

来说，如何抓住全球生物医药产业蓬勃

发展的契机，走出中国自己的生物创新

药物研发之路？

夏明德：目前中国的生物药研究企

业正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但中国市场

上生物药占的比例非常小，正在使用的

单克隆抗体药物有 80%是跨国企业生

产的药物，自主研发的单抗药物比较

少，自主创新比较落后。举例说，2015
年国内单克隆抗体的市场规模是70亿
元人民币，国产单抗销售超过1亿元人

民币的为益赛普、泰欣生、朗沐3种，多

数药物的销售额少于1亿元人民币。

中国曾是专利到期小分子药物的

仿制药制造大国，从跟踪仿制国外专利

到期药物出发，制造仿制药，进一步通

过自主研发，设计制造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原研药物，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在生物创新药物研发方面，可以参

考中国化学药物自主研发走过的路程，

也有望从仿制开始积累，从生物类似药

逐渐过渡到创新药物。但生物类似药

结构复杂，对比化学药的技术门槛更

高，这是小分子药物和大分子药物的区

别。小分子药（化学药）像自行车，结构

相对简单；大分子药（生物药）像波音飞

机，机构十分复杂。因此小分子药物容

易合成，仿制的技术门槛较低，但大分

子结构复杂，仿制起来存在很大的挑

战。当前，中国创新药物发展很快，越

来越多的海归回来，进入大学或企业，

甚至成立自己的公司，自主创新的苗头

相当好，并且还在《Nature》、《Science》、
《Cell》等世界顶级杂志上发表多篇文

章，标志中国在创新方面的研究进展非

常之快。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

应该如何从高校走出实验室进入商业

研发，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路径？

夏明德：真正做出一个创新药物是

漫长的过程。欧美一个真正创新药物

从研发到上市需要10~12年的时间，研

发的费用也从 8亿美元上升至 14亿美

元，目前最新数据是 26亿美金。这是

一个既漫长又高风险的行业，但由于老

龄化趋势加快，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在不

断提升，健康产业又是一个朝阳产业。

新药研发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周期

长的行业，对中国本土企业来讲存在非

常大的挑战，但是大家都认识到没有创

新就没有发展动力，所以，因此尽管充

满挑战，但从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学术

层面都认可，药物研发要走创新之路。

在学校许多做的是基础研究，如何

通过转化医学到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

验，有很多的路要走。如何跨过新药研

发过程中的死亡之谷，到达胜利的彼

岸，需要很多的合作，必须由开展基础

研究的高校、具有转化医学经验的医

院，以及工业界、投资界、政府形成一个

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因此，这其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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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产学研一体化的问题，还涉及到各

方的协作。只有建立起完整的创新生

态系统，才能完成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走向市场的过程。

在大学里面现在发表的高水平具

有影响力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而中国

IP知识产权专利的申请数量增长速度

在全球也属于第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在

创新方面跨出的步伐越来越快。 但从

基础研究到转化医学、到临床前、到临

床、到产品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里面如

何把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型知识变成

转化医学，到临床前的候选物、到临床

药物、到上市的产品，这里面需要大家

共同努力。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CFDA）在借鉴欧美、日韩等经验

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创新药的审批制度

和技术标准，出台了不少法规，帮助整

个中国的医药行业建立完整的创新生

态系统。

同时目前很多制药公司也与高校

合作，例如强生集团与中国一些大学的

合作，发挥了学校和企业的各自优势，

搭建了校企合作药物研发良好平台。

双方通过设立合作基金资助教授科学

研究，对重点药物和方向进行投资等措

施，为学校和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

好机遇。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目前中国的药品行业

格局与欧美先进国家存在哪些差异？

按照中国当前的药物研发水平，应如何

优化原研药与仿制药的产业结构，使中

国医药产业获得长足的发展？

夏明德：中国的大环境非常好，在

国家层面重点支持创新，政策和资金支

持等构筑了良好的创新培育环境。很

多领域都急需创新人才和技术，中国有

很 多 未 满 足 的 临 床 需 求（unmet
clinical need），市场增长很快。中国的

市场潜力和需求量是其他国家所不能

比拟的，无论是人才、市场还是病人需

求，中国与其他国家都很不一样，开放

式创新和国际合作是非常好的选择。。

从产业格局来看，中国曾是仿制药

大国，从仿制药走向创新药需要很长的

发展历程。创新药的成本高，周期长，

需要积累。我们清醒认识到，中国跟欧

美有非常大的差距，但在政府支持、人

才和经济因素不断推动下，中国的药物

创新会有很大的发展。

另外，到 2030年中国在精准医疗

领域的投资规模将达到 600亿元人民

币。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瞄准了精准

医疗领域的发展潜力。

但是，产业毕竟要经历优胜劣汰的

过程。从仿制药走向创新药，一方面要

有决心，舍得投入去做，另一方面要有

策略，在选题方向不要一哄而上，需要

选一些适合自己发展的项目。即使如

PD-1这样的领域，大家一哄而上也未

见得有最好的回报。红海战术很残酷，

应当有选择性地去思考适合自身企业

的项目去做，而不要人云亦云，避免同

态同质化。毕竟，某一类创新药的发展

仅有一定的容纳空间，比如总是会有前

三甲、前五甲，落后就无法获得优势。

所以，中国的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哪些

项目适合独立开发，哪些适合共同研

发，只有走蓝海战术，明确自己的发展

战略，才能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您对目前的药品审批

趋势有什么看法？政策对新药研发和

原研药进入中国有哪些助力，在哪些方

面还有待改进？如何使审批资源在推

动中国医药产业水平和人民享受前沿

药物获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夏明德：从患者角度来说，当然是

希望有良好疗效的创新药物上市越快

越好，而相应地，监管机构也在进一步

部署资源，优化鼓励创新。2015年下

半年，CFDA出台了很多新政策，支持

自主创新，改变审批模式和加快审批速

度，促进中国创新药物和临床急需用药

的开发，尤其是癌症等重大疾病领域。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您是美中药协总会前

会长、目前的执行董事。美中药协对于

中国药物研发发挥了哪些推进作用?
夏明德：美中药协是非盈利的协

会，以华裔为主，有 4000多会员，协会

是美中在生物医药方面最宽阔的桥梁，

也是在各自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

和学术界之间的桥梁。协会总部设在

新泽西，有宾州分会，波士顿分会加州

分会，和康州分会等等，中国也有分会。

通过协会的大平台，我们举办了很

多国际会议和讲座，为大家在生物医药

创新产业和不同领域里提供很多的交

流机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外企业

走进来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两国企

业和学术机构的相互交流铺设了渠

道。我们在中国和美国都举办了许多

会议，例如 2016年 4月 23日会在普林

斯顿大学举办创新前沿热点话题的讨

论，共同探讨免疫治疗等最前沿的技

术，届时也有许多中国企业参与。当然

除了进行学术交流，企业、高校等科研

机构还可以通过平台来进行展示，进行

人才引进。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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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医药开发协会助力中美医药产业交流美中医药开发协会助力中美医药产业交流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是于1993年在美国正式注册的

非赢利专业机构。SAPA的总部设在美国新泽西州，目前己发展

成北美最为活跃的以华人为主的专业组织之一。SAPA创立20
余年来，为中美医药行业之间的沟通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利

用自身会员在中美各大医药公司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中国和

美国在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人才交流和沟通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在美国和中国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和受到广泛的尊敬。

美中药协在美国的35个州及中国大陆、台湾省、香港地区和日

本等地共拥有4000多名会员。

为促进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加强中美之间生物/医药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美中药协总部及各个分会每年都举行与医药和

生物技术有关的年会及各种专题讨论会和社会活动，发行自己

的会刊，接待中国多方机构和生物/医药访美代表团，并与中国多

方面共同组办国际生物技术和医药研讨会，进行医药药行业的

专业培训，由厂家提出的疑难问题，由专家进行会诊并探讨解决

方案。多年来，美中药协的这些活动对中国的医药产业的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目前美中药协会员的工作涵盖整个制

药行业：从新药研发、临床前与临床研究到药物和生物技术产品

的生产、注册、市场营销等。SAPA还定期在中国举办国际生物

技术、制药及生物医药领域有关的金融投资研讨会，对促进美国

和中国制药行业的交流及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2012年12月6日，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主席论坛（图

1）在京举行。结合十八大提出的人才强国精神，论坛邀请了14
位SAPA历任主席与30余家国内医药企业对话，针对企业关心

的药物创新与研发、中美企业商业化策略比较和人才引留策略

等内容展开讨论，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会议在以下方面形成共识：1）创新和国际化是企业发展两

大驱动力，创新是核心，国际化是助推器。创新要依靠人才引

进，并做到人尽其用。对于中小型创新企业的发展更要立足创

新、找准位置、坚持研发，合理实现价值。2）企业国际化可采取

三方面策略。一是突破国际专利，以药品仿制为切入口，逐步建

立接轨国际的质量体系；二是抓住时机，收购海外企业，利用其

技术优势进行产品创新；三是结合国际市场需求，整合国内资

源，聚焦突破医疗器械、生物仿制药等重点领域，快速发展。

3）关于海外人才引留，会议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建立人才合作

网络模式，加强海外人才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二是依托北京生物

医药中心规范SAPA平台建设并与国内人才资源对接，促进人才

集聚发展；三是加强人才政策扶持力度，做到吸引人才、培养人

才的同时留住人才。

美中药协中国总部于2014年10月24日在河南省航空（港）

经济实验区正式注册落地，同时成立了美中药协医药咨询有限

公司，中国总部将秉承协会理念，利用协会人才资源，为推动中

国医药行业发展，促进行业交流与业务合作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和贡献。此次揭牌仪式也是新药研发研讨会邀请了中国科学院

上海有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养

洁等70多名国内外生物医药行业专家、学者参加。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对大会发来贺词，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副司长雷筱云发表致辞，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卿出席揭牌仪式，对美中药协医药

咨询有限公司成立表示祝贺。此次会议是美中药协发展过程

中的又一里程碑，也为实验区生物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2016年2月26日—27日，在生物医药蓬勃发展的全球大背

景下，为推动中国生物医药更好地发展，由美中医药开发协会

（SAPA）主办、郑州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南省新药与药物安

全评价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协办的“2016创新药物产业发展论

坛”在郑州航空港区召开。本次会议站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

前瞻性视角，顺应医药产业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的趋势，汇聚生

物医药领域知名专家、企业高管、技术精英，探讨创新化药和生

物药研发、药品开发和生产质量与合规（GXP）、创新药物发展趋

势和中国药物出口策略、中国医药产业现状和药物研发的策略、

国际创新药物产品的制剂研发策略及研究方法、新制剂—中国

制药企业创新的又一途径、药物研发的创新合作模式、肿瘤个性

化精准医疗的转化医学应用等议题，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专业

人士和企业提供研发创新的模式与理念。

文//田恬（《科技导报》编辑部）图1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主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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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让科学与传播同行让科学与传播同行

王康友 主编，《科学·平行》（201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3月第1
版，定价68.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王大鹏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科学传播首先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虽然说“知识就是力量”，并且这种力

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

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

度”，但是科学并不是天然地受到普通公

众的喜欢，同时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有余而

信任不足，特别是体制性信任欠缺，这便

会导致科学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阻碍,因为

公众科学知识的多寡和他们对科学的理

解之间并非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相反，

信任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公众倾向于从信任的渠道和信任的专

家那里获取科技信息。另外一方面，对于

大众媒体来说，和其他话题相比，科学议

题也不必然会受到更高的重视，因为“科

学记者并没有把教育公众视为他们的责

任”，“他们既不会忠实或者热衷于来自作

为科学事业的新闻，也不会忠实或者热衷

于来自某一个领域的科学的新闻”，同时

由于存在着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编辑部

会把科学新闻纳入到自己的框架中，从而

决定了公众应该怎么想，虽然它们无法决

定公众会想什么。但是传播是科学的“本

质”，只有传播才能让科学的作用发挥出

来，当然这种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小同行之

间的传播，更应该扩展到面向全体公众的

传播，同时也只有通过传播，才能让科学

研究成果的“酒香”飘出深巷，进而服务于

全人类的福祉。

而公众是多元的、异质的，我们无法

用单一的信息或者单一的途径满足所有

公众的需求。因而，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似乎就成为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选择，

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大

众传播的信息和影响不是直接“流”向一

般受众的，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的中介，

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

众”，而在这里意见领袖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他们将从大众媒体上获取的信息传

播给其他受众，后面这个传播阶段可能

会受到意见领袖个人因素的影响，从而

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等。同时罗杰斯

的创新扩散理论也指出在对某一创新的

采用上，是存在着不同的人群的，即创新

者、早期采用者、早期众多跟进者、后期

众多跟进者以及滞后者。而英国科学促

进协会在研究的基础上也将公众分成了

6个对科学持不同态度的群体，即自信的

参与者、存疑的参与者、晚期采用者、关

注者、漠不关心者以及闲散的怀疑主义

者。这都说明，科学传播应该着重影响

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即意见领袖。

《科学·平行》（2016）的3个视角

近年来，科学传播越来越受到科学共

同体、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和大众媒体的

重视，科研与科普的关系也常常被比作鸟

之两翼、车之双轮，而二者的最佳状态则

是两翼齐飞、双轮齐动。近年来我国及全

球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科研论文

发表数量也以百万计，但如何让众多科研

成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被广大公众所

知悉和了解，一直是科学传播领域关注的

议题之一。将科研论文以科普的形式进

行传播并不是简单的“翻译”，科学传播应

该是一门艺术，也是需要科研人员和科学

新闻记者习得的一种新技巧，同时也是需

要致力于科学传播研究的人员在实践基

础上分析总结，从而探索出有效的科学传

播理论与实践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科学·平行》（2016）做出了有益的探

索和尝试。

《科学·平行》（2016）从 3个不同视

角对科学传播进行了讨论。首先是科学

传播本身的视角。科学传播既涉及到传

播的本质、传播的内容，又涉及到传播的

途径、传播的对象，还涉及到传播者之间

的关系，包括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科学

与公众的关系等，同时随着科学传播的

深入发展，科学传播也从公众理解科学

拓展到了公众参与科学、创客、公民科学

等方面，上述议题都应该是科学传播有

所关照的方面，《科学·平行》（2016）的第

1部分正是在这种考虑的基础上成型的，

它不仅探讨了科学传播的内在动力，科

学传播内容的由窄变宽，科学传播与公

众对科学的信任等，还论述了科学家与

媒体的互动、科学家理解公众、科学新闻

如何开展科学传播等。

结合社会热点和焦点话题开展科学

传播一直以来备受媒体和科学传播界重

视，同时这种社会热点和焦点话题也为科

学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一方面可

以让科学共同体及时发出科学和理性的

声音，另外一方面也容易让公众接受。正

如欧阳自远院士对《科学·平行》（2016）
的推荐语中所阐述的，“结合社会热点话

题开展科普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全面

展示了诸如转基因、食品安全、航空航天

这些国际流行话题是如何被看待和讨论

的。”本书的第2部分则正是致力于热点

话题的科学传播。在这部分，作者们援引

国内外众多科学家的评论和观点，对转基

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进行了全面的论

述和评析，以期展现更全面的场景，从而

避免偏见，这也从一个方面回应了部分科

学新闻记者的疑惑——在科学新闻报道

中是否应该有平衡性报道。本书尝试着

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主张平衡性报道可

以采用，但是要避免把事实和观点混淆，

这在以往的气候变化问题上比较常见，也

在一定程度上让气候变化这个事实在公

众面前变得模糊。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融入到生活各个

层面，在讨论科学传播时不能脱离科学、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因而本书

在第3部分回归到这个更宽泛也更需要

关注的话题。从科学体制的视角来考察

科学传播的发展，同时也对当前比较热

议的开放获取运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

分析，其目的在于把科学传播纳入到更

“开阔的”视野下，从而系统性地展现科

学传播的全貌和现状。

可以说，《科学·平行》（2016）从科学

传播本身出发，探索了热点和焦点话题

科学传播的实践和做法，进而延伸到科

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谈论，为关注科

学传播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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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百花齐放的科幻创作春天呼唤百花齐放的科幻创作春天

·科技纵横·

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到现在，已经十

分繁荣。如何进一步繁荣，是一个新的

课题，需要探索新的途径。如今一派热

闹中，尤其需要保持冷静，仔细思考一些

问题。

1 科幻小说的界定

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从定义

上理解，要含有科学的元素。这里所说

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鲁迅

在其作品中指出：具备科学的元素，才符

合“科学小说”的概念。如果作者要写一

个科学问题，应该基本符合科学原理。

当今中国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幻想小

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一个值得

思索的问题。

2 科幻小说的流派

科幻小说一般划分为重科学流派

（或凡尔纳流派）和重文学流派（或威尔

斯流派）。流派不仅涉及创作方法、表现

形式，也和相应的功能有一定关联。

从功能来说，重科学流派含义简单

明确，重文学流派却有进一步探讨的必

要。以威尔斯的《隐身人》为例，虽然读

者不能从中学习“隐身法”，但是作者却

在荒诞的故事里，提出一个严肃问题。

一个人如果企图脱离社会，必将无法独

立生存，甚至会自取灭亡。所以建议将

原来的重文学流派，改称为“重社会学流

派”，但是否需要从中再析出一个“文学

流派”，需要进一步研究。道理很简单，

没有什么作品能够离开文学，何必再另

外独树一帜。

一篇科学幻想小说应该有一个主

题。重科学流派必须有一个切实可靠，

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科学主题。我曾经提

出“科学幻想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

其中包括科研项目的直接研究与通过文

献材料的间接研究两种方式。

科幻小说的功能主要在于建立科学

的理念，对科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如果作者本身就是某一个方面的

科学工作者，或许在研究中已经有可靠

的线索，基本可以预见到触手可及的结

论，但是所掌握的材料尚不足以形成严

谨的论文，就不妨延伸为科幻小说，宣示

自己的科学见解；或者跳出具体的课题，

从更高、更加广泛的认识空间，针对某些

科学领域内故步自封的思想方法，提出

新的研究途径，同样也具有科学研究的

指导意义。这样的作品从立论到细节都

是真实的，可经得住严格的科学检验，甚

至可以列出参考文献，作为有力的支

撑。当然，从事这种科幻作品写作，不能

实行关门主义，也不一定非要论文或科

研项目支撑，也不要求是否具备相应的

研究基础。只要态度严谨，任何人都可

以创作。

重社会学流派应该含有一个严肃的

社会主题。我曾经提出“幻想从现实起

飞”“荒诞的外衣里，寓有一颗严肃的

心”，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的科学主题和社会主题，能兼

而有之就更好。如果既无严谨的科学主

题，也没有严肃的社会主题，只是天马行

空、随意幻想、“荒诞的外衣里，还是一颗

荒诞的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妨

称为娱乐流派。娱乐并非贬义词，它也

是生活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我

自己也尝试写过这样的作品，只是不要

把这种随意的幻想，当作是严肃的科学

就好。

其实娱乐流派写的就是奇幻小说。

为什么不旗帜鲜明表示是“奇特幻想”的

作品，非得说是“科学”幻想的作品？贴

上“科学”的标签，不免会造成一些没有

分辨能力的少儿读者思想混乱。一些作

家应该从挖空心思、争妍斗奇的路子中

解放出来，认真发掘现实生活与科学的

深沉内涵，创作出有实在意义的作品。

不要太“浮”，而是需要“沉”。

事实上，在科幻文坛中本来就存在

这3大流派。流派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功

能不同。这一点，需要特别申明。

3 中国科幻小说的4个不足

20世纪某个阶段，我曾经提出中国

科幻小说似乎存在着科学性、文学性、民

族性和现实性 4个方面，不同程度的不

足，尚未能十分完美。现在已经有很大

改进，却多少还有一些残留问题，需要进

一步注意。

科学性的不足有客观原因，和作家

本身的条件有关。当今的科幻作家虽然

有许多经验丰富的科学工作者，但是以

在校和毕业不久的青年作者居多，其中

还有许多文科出身的作家，接触自然科

学会产生一些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作为一个堂堂大国，总要有一些科学

性比较鲜明的作品，才能反映我们应有

的科技水平才好。

文学性不足是另一个情况。尽管我

国的许多科幻作品写得还不错，但是和

主流文学作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

距，特别是在塑造感人的艺术形象和营

造深沉的意境方面，还没有太突出的作

品。文学性不足，也有认识上的原因。

文学性不完全等同于情节离奇的故事。

情节离奇曲折固然很好，也是浪漫主义

的一种表现，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联系典

型环境，刻画典型人物。要写出人的思

想境界，也要联系社会生活背景，不能简

单把文学性仅仅理解为故事情节。

民族性不足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

20世纪80－90年代，许多作品言必称洋

人，似乎不“洋”不足以为科幻。使人高

兴的是现在已经大大改观，中国人写的

作品，基本是中国样子了。我们的作品

应该具备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才能立足

于世界文学之林。我们强调民族性并不

是完全排斥外国的元素，一些题材的背

景本来就是国外的，当然要写国外的环

境和人物。但是不能过于泛滥，不能成

为主流。

最后是现实性的问题。科幻小说是

文学的一个门类，文学作品不能离开现

实生活的原则，科幻小说也一样。科幻

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通过折射

或者反射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遗憾

的是现在一些作品，基本上是脱离现实

的闭门造车，因此不会受到社会大众的

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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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王晋康在武汉大学向武

汉市各个高校的科幻迷演讲，听众提问：

“为什么社会大众不关心科幻小说？”我

回答：“问题在于你不关心社会大众，社

会大众怎么关心你呢？”

社会大众关心什么？全球变暖、环

境恶化、雾霾、沙尘暴、反贪、下岗、留守

儿童、空巢老人、耕地锐减、物价飞涨，以

及住房、医药、教育新的“3座大山”等，许

许多多社会大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几乎

没有一个不能进入科幻的领域，可是却

很少被科幻作家注意。只是奢谈外星

人、机器人、外国人这些与现实生活无关

的不痛不痒的问题，社会大众怎么可能

关心你的作品。

回顾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历程，我国

的科幻读者群从少儿逐渐转移到高中

生、大学生。主要的作者群，基本上也是

学生，或者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自然

会造成这个“小众”现象，而非社会期待

的大众文学。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科幻看

起来似乎非常繁荣，但是给人的印象，基

本上还是一种校园文学，并未达到真正

成熟和大众化的阶段。

我们不能忘记科幻小说说到底是浪

漫主义的一个分支，通过折射的方式反

映现实生活。科幻小说的奥妙就在这

里。往而不返，失之于“浮”；能往能返，

方可谓“沉”。如果忘记了这一基本点，

仅仅放纵于不羁的幻想，忘记了联系现

实，就不免有“无本之木”“断线风筝”之

讥了。

文学作品成熟的标志就是脚踏实地

联系现实，真正反映大众的心声。愿我

们的作家继续努力。

科幻小说不能等同于未来学，也可

以是过去式，或者现在进行式。未来是

有根据的展望，过去是认真的总结和反

思，但是这一切都应落实于为现在服

务。所以最重要的是现在进行式，社会

大众关心的作品才应该成为主流。科幻

作家站在云端高瞻远瞩，放眼未来，总有

写不完的宏篇大论。鲜有人总结过去，

特别是俯视脚下的现实。我曾尝试写过

房改、中国足球、打工妹与打工仔的恋爱

等选题。平凡的生活中，平凡的人物也

有幻想，几乎无一不能入题。呼吁大家

不妨试一试，哪怕给出一点点空间，不必

好高骛远，尝试一下这种贴近地皮和人

生的作品。沾一点泥土不等于水平低，

总比对着天空放空炮实际些。

4 科幻与科普

20世纪50－60年代，我们过于强调

科幻作品的科普功能，仅仅作为普及科

学知识的一个载体，固然失之片面，因而

演绎为一场对科幻作品的大批判。当时

我在北京的一个十分严厉的批判会上就

抗争提出，科幻作品从本质上属于文学，

只不过当时行政管理归属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而已。科幻作品可以有科普功能，

也可以完全没有，不要设置界线。

彼一时、此一时。去年我在深圳参

加了一个“大科普”会议，不问科幻作品

的流派，统统视为“科普”范围。我提出

当今科幻作品形形色色，需要慎重厘定，

不能将近似玄幻的作品，也当作是“科

普”。如果混淆界线，就不能真正达到提

倡科普的初衷了。

所以我认为，科幻作品可以不涉及

科普，也可以认真宣传科普。这需要相

关部门重新制定计划予以提倡鼓励。

5 有关伪科学和不实在的命题

目前现代迷信广泛流行，其特点就

是披着“科学”的外衣，大肆宣扬伪科

学。所谓“北纬 30度之谜”就是其中之

一。北纬 30度其实就是一条普通的纬

度，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谎言一再重复，

不知欺骗了多少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

一些地方有关职能部门，为了本地经济

效益，居然也对此大肆宣扬，这应该严厉

处置。

外星人、移民外星，尽管不属于伪科

学之列，也是一种不实在的命题。我们

不否认广阔宇宙中，有可能存在高智慧

生物。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确凿

可靠的证据说明外星人真的到达了地

球，而神乎其神的传说却有一大堆。我

们不能相信任何没有根据的传言。对于

移民外星也一样。人类作为生物体，其

实非常脆弱。赖以生存的大气圈或生态

圈，即使有一点变化，就有可能导致整体

灭亡。地球历史上几次生物大绝灭，就

是实实在在的例子。个别宇航员在特殊

情况下，短时间在外星环境中生存有可

能，却绝对不能以此为例，认为人类可以

整体移民外星。普希金写的《渔夫和金

鱼的故事》非常动人，仔细想一想，金鱼

是淡水鱼，真的可以生活在大海中吗？

它可能一分钟也活不了。人类就像这种

“淡水鱼”，真的可以像童话一样“移民”

在虽然同样也是“水”而成分却完全不同

的“咸水”环境中，却能如鱼得水般繁衍

生存吗？我们应该宣传的是认真爱护环

境，而不是把地球弄糟了一走了之的不

负责任的态度。

6 商业化与作品模式化

商业化是一柄双刃剑，有利也有

弊。商业化的成功操作，不仅给出版单

位带来丰厚利润，也给科幻小说带来了

空前繁荣，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和红

透半边天的作家。可是商业化也产生一

些负面作用，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作品模

式化。只要某种形式的作品容易推销，

就组织人力成批制造，形成铺天盖地的

气势，使读者以为科幻小说“只能”是这

个样子，非此“不能”叫科幻小说，至少不

是“正统”的科幻小说。作家们当然也沿

着这条路子一直走下去，从而失去了多

样化和“百花齐放”的景象，影响了当今

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

我支持商业化，非常高兴看到商业

化带来的正面效应，但我们也必须正视

商业化造成的一些弊端。在合理推行商

业化的同时，还要有效克服存在的问题，

使我们的科幻小说不要沦为一个固定模

式，成为成批生产的商品。流行一时可

以，千古不朽就未必。流行小说和经典

文学作品的区别，应该有所认识。

我们必须勇于求变、求新，勇于放

弃，勇于开拓，从不同的时空层面施展我

们的想象力，从不同的风格和形式探讨

新的道路，同时营造不受任何框框约束

的自由创作环境，推动不同流派顺利发

展，从而促进我国科幻文学的繁荣与发

展，促进科幻对国家自主创新的影响，使

我国的科幻小说真正进入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春天。

文//刘兴诗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教授，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图片为本文作者。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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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新华彭新华：：破解量子计算科学之美破解量子计算科学之美

·科学人物·

做科研不能仅有“夏天”的激情，更要

耐得住“冬天”的寂寞，只要自信和坚持，

“春天”自然到来，“秋天”会硕果累累。

———彭新华—彭新华

彭新华，1994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

物理系，2003年获得中国科学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所博士学位，并获2003年
度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学金。2003年
8月至2005年8月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

多特蒙德大学从事合作研究，之后继续

在德国从事科学研究。2008年4月被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通过“百人计划”引进，

同时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投身科研，巾帼不让须眉

2008年，年仅 30岁的彭新华因“百

人计划”回国担任教授，归国后这位年轻

的女物理学家巾帼不让须眉，用一项项

研究成果证明了自己的科研能力。“物理

这个领域始终是由男性主导，他们之间

畅通无阻的交流更有利于争取机遇、创

造成果。仅从这点来看，女性确实不占

优势，但我知道科研不能急功近利，要稳

扎稳打。”她语气坚定地说。

彭新华认为，女性的传统角色和天

性使得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频繁出差、紧张工作、加夜班、做实验等，

对女性来说都是现实问题。但同时她也

表示，女性科学家的科研地位在日益提

升，目前国家对女性科学家的支持力度

不断增加，例如2015年新当选的院士中

女士比例高达14.75%，这都充分印证了

社会对女科研人员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在她看来，任何事如果男女共同参与的

话，其实都能够有不同的优势互补，如果

融合在一起的话会成为很好的科研模

式，她希望媒体能够多宣传，鼓励或引导

更多女性投身科学。

从16岁参加高考义无反顾地选择物

理到现在，彭新华非常庆幸自己的坚持，

她语气坚定地说，“量子物理是一门尖端

科学，能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我感到自

己很幸运，因为我始终对它充满了浓厚

的兴趣。”对未知的一切保持兴趣，并不

断探索，不仅是驱使彭新华探究量子计

算奥秘的原生动力，更是这位女科学家

对于科学之美的独到见解。

寄情量子计算

彭新华所带领的科研团队在量子计

算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瞩目的成就

——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探测虚磁场

中绝热模拟量子方针的实验研究，直接

观察到了统计物理中至今被认为理论的

非物理的李-杨零点；提出了新的确定性

地、有效地解决无平方因子整数分解经

典难题的Gauss sum量子算法；完成了

整数“21”和“143”的量子绝热分解；通过

演示一系列重要的量子算法，验证了量

子计算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对于量子计

算，量子计算分解质因数最大数的世界

纪录的保持者，彭新华用累累硕果向世

界证明——量子计算指日可待。

提到量子计算，人们不免会将其与

云计算进行比较，但是在彭新华看来，量

子计算与云计算有本质区别，她认为一

旦破解了量子计算的奥秘，对于物理学

来讲，将是革命性的跨越。彭新华分析，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分布式计

算模式，以空间资源来代替时间资源，但

总的来说它的运行还是一种经典的计算

方式，也就是说它每次一个节点做的事

情还是单一事件，它只不过把很多的事

情分到不同的节点上去做，这是分布式

计算的概念。量子计算跟经典计算有着

本质区别。在经典计算中，一个比特的

信息由二进制数据0或1表示，每个存储

源只能处在0或者1的状态，而在量子计

算中，每个存储源不仅能处在0或1的分

离状态，还可以处在 0态和 1态的叠加

态，也就是说这2个状态同时都存在，因

此也能对它们同时进行处理，一个n个量

子比特的存储器就可以同时存储 2的 n
次方的状态，例如250个量子比特可以存

储的状态比我们已知宇宙所有的原子数

还多。这是量子并行的概念，其存储和

运行能力都成指数上升，与云计算的经

典并行完全不同，其计算速度也将是云

计算的数亿倍。将量子并行引入云计

算，将会是计算领域内一种颠覆性的改

变。”

量子计算还处在一个基础研究的阶

段，开发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仍面临着许

多困难。但彭新华认为量子计算机一旦

实现的话，它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革命

性的改变，如天气预报、药物研发、交通

管制、军事和国防安全、大数据处理、机

器学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重大实际

问题。量子计算机运算速度之快远超乎

想像，一旦实现其计算速度将比目前世

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数十亿倍。

对于获得2015年度“中国青年女科学

家奖”，彭新华表示自己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她也希望能有机会向公众做一些科普

宣传工作。在她看来，科普是很有必要去

做和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她说，把科研中

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让普通大众都了解

到，让社会尊重和欣赏科学的魅力，提高普

通大众的科学素质，特别是年轻人，对于一

个国家来所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文//祝叶华（《科技导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彭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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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有点压力比较好人还是有点压力比较好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教授。

文//彭真明

如果我们将青蛙一下子放到高温的

水中，它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刺激就会

从水中猛然跳出。相反，把它先放入装

有冷水的容器，再慢慢加热，青蛙一开始

会感到水温的舒适。它后来无法忍受高

温时，无力自救，被煮死在热水中。

这个故事启发我们：如果人习惯了

安逸舒适的生活，不思进取，缺乏忧患意

识，生存能力会慢慢变弱。而那些自始

至终都有压力感、紧迫感的人，对一些突

如其来的变故和困难则具备应对能力。

在高校，有些青年教师博士毕业（或

者做完博士后）留校后一直在科研团队

里，“大树底下好乘凉”，没有考核和生存

压力，慢慢地适应了“混”的状态，不知不

觉就过了40岁。回过头来看，职称还是

讲师。数数成果，除了挂名的那些，没什

么属于自己的东西。想要拼命一搏时，

很多机会都错过了。随着年龄的增长，

精力大不如前，想做点事情，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了。而有些没有团队依靠的青

年教师，一开始就在教学、科研、论文等

各种压力下工作，慢慢形成了一种必须

靠个人努力才能生存的习惯。

前不久，一位青年教师告诉我，他博

士刚毕业就在一个科研团队里，日子过

得很安逸，就只是打打下手，每年不用亲

自写科研基金申请书，不用去校外找课

题，也不用为年终考核发愁。几年下来，

发现自己基本没有大的进步，数数论文

还是博士在读期间发的那几篇。后来某

一天科研团队重组，他一下不再属于那

个团队了，这才慌了神。之后，不得不想

办法自己找课题，每年写论文，完成学校

的考核任务和指标。日子过得虽然辛苦

一点，但几年下来，他发现自己真正成长

了，有了属于自己的课题，发表了好的论

文，积累了独立科研的经验。他说，庆幸

自己早点离开了团队，现在的生活才是

自己想要的。

研究生们要在科研上有所提高，也

得有压力感和忧患意识。我实验室同一

届本科毕业进入研究生学习的学生中，

有的只是读硕士，有的直接读了博士。

硕士生第1年上课，第2年做课题，第3年

找工作和写毕业论文。由于达到毕业要

求的门槛低，他们3年过得很轻松、玩得

很high，不用发论文，科研工作可以在项

目组里“打酱油”。而“直博生”们一进来

就知道需要发表一定数量和水平的学术

论文才能毕业，因此时刻不敢松懈。他

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为自己的学业、科研

和论文工作发愁。3年里，科研能力和学

术水平提升很快，高水平论文发了不

少。这时候，读硕士和读博士的同学，已

经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不少人反映，现在的研究生培养质

量在滑坡。一定程度上，这跟“严进宽

出”的培养机制有关。研究生努力不努

力，都能拿文凭，都能找到工作。但我认

为，人还是有点压力比较好。没有压力，

哪来动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

授。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马臻，电子邮箱：zhenma@fudan.
edu.cn。

文//信忠保

克服克服3535岁后撰写科研论文的惰性岁后撰写科研论文的惰性
我感觉写论文、做科研的状态和科

研工作者的精力有关。精力充沛时，才

愿意去阅读、去撰写，才有创造力。我一

般在早上或者午休结束时，才愿意撰写

论文。如果精力跟不上，读论文都没劲，

更别说写论文了。

人过了 35岁，有很多因素（比如教

学、家庭）会导致精力分散。而且单从科

研来说，青年教师通常同时做着不同类

型、几个方向的科研。精力下降，而且不

能集中，使得个人的创造力远不如从前。

人过了35岁，写论文往往存在动力

不足、缺乏好奇心、自我否定的现象。对

于写论文感到没劲、没动力，却又舍不得

放弃，就这样一日一日地耗着，内心充满

了内疚感和自责感。

其实，即使自己头脑清醒、充满激情

地完成一个课题的观测取样、测试分析，

也需要投入许多个日日夜夜。之后写成

一篇论文，然后投稿和修改，整个过程都

是个细活儿，需要耐心，消耗大量的意志

力，很多时候有种快衰竭的感觉。而且，

论文从无到有，是一个需要自己反复思

考、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谈何容易。

那么，青年教师如何克服精力不济

的困难，战胜“拖延症”，把论文整理出来

呢？以下我简单介绍一些自己的心得。

首先是自己对论文的思路要清楚：

一篇论文需要几个图和表，讲一个什么

样的故事。将图表准备好后，进行简要

的解释。然后，从几个方面对结果进行

讨论。梳理完这些之后，论文也基本上

就成型了。不能贪多求全，更不能追求

完美，只需要知道得到了什么结果，结果

是确定的就行了。

第二是找位学者合作开展研究工

作，让同行敦促自己，推着自己前进。年

龄大了，懒惰是必然的。但是，年龄大

了，自尊心往往也上来了。有个人不断

地提醒自己，也算是对自己的监督和鞭

策。这样会促进论文从无到有，从有到

发表的过程，而且还能收获友情和知己，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

第三是合理利用时间。要根据个人

每天的精力律动规律，开展不同的科研

学术活动。在每天早上或者自己清醒有

干劲时，一定要多写、多看论文。如果不

在状态，就多做一些数据分析工作，准备

一些图表。将初稿打印出来，在纸上开

展研究，往往比电脑屏幕上开展更有效

率。电脑是个双刃剑，往往看新闻、听

歌、聊天，五花八门，太分散注意力，降低

工作效率。俯首读自己写的文字，很多

问题和缺陷，往往是一目了然的。

总之，青年教师随着年龄的增加，写

篇论文不容易。要承认自己精力的有

限，宽容和接纳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

己，尽量做好每项和科研有关的事情。

焦虑、焦急、内疚、自责等负面情绪都不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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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盘点20152015年全球畅销药物年全球畅销药物TopTop1010
田恬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药品的价格和销售量反应出药品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疾病治愈的价值，作为二者的共同体现，药品的销售额从一个侧面反

应出了药品对于治疗人类疾病所产生的贡献。本文盘点2015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10种药物，其中有4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

药物、2种糖尿病药物、1种慢性丙肝药物、2种抗肿瘤药物、1种疫苗，这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窥见目前对人类各大疾病领域贡献最

为突出的药物。

关键词关键词 2015年全球畅销药物；生物药；化学药；疫苗

全球医药企业和科研机构持续不

断研究新药物，来预防和治疗人类发生

的各种疾病，延长人类的生命并提高生

活质量 。随着药品研发的不断完善，

针对大众常见病如心血管疾病等的研

发活动也逐渐减少，其主要原因是大多

常见病已有一些有效药物，只是轻微改

善疗效或安全性的药物已经无法得到

药监部门的承认，目前各大研发机构将

目光着眼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传染性疾

病及肿瘤等方向。同时，目前的新药研

发也逐渐从传统的小分子化学药物拓

展到大分子生物药对于研发成功的新

药来说，其价格由开发成本、审批和支

付标准 2个最主要的因素决定。研发

出一个新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时

间，而在成功研发一个新药的背后还有

无数失败的案例，而这些都成为企业的

成本，成为药品定价的基础因素；对于

新药的价格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还有

新药的审批和支付标准，即药品必须具

备相应的临床优势才能获得审批和市

场准入，而审批资源和准入价格往往与

一个药物带来的临床获益息息相关。

药品的价格和销售量反应出了药

品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疾病治愈的价值，

作为2者的共同体现，药品的销售额从

一个侧面反应出了药品对于治疗人类

疾病所产生的贡献。对各大药企来说，

拥有畅销药品可以给企业带来长期、稳

定的销量和经济收益。而对于患病人

群而言，不断扩展的药品适应症和不断

涌现的新药，都为其提供了新的希望。

医药行业每年都会统计全球最为

畅销的药物，这份榜单不仅是相应药物

生产企业的荣誉榜，也是当前重大疾病

领域和支付投入的指向标。

2015年 4月FirstWord发布了 2015
年销售额最高的100种药物名单，其销

售总额超过 2650 亿美元 [1]。其中有

20%的销售额来自于抗肿瘤药物，15%
来自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药物，11%来自

糖尿病药物，8%来自丙肝药物，还有

46%来自于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其

中排名前 10的药物总销售额超过了

850亿美元（表 1），这 10种药物中有 7
种为生物药，3种为化学药，其治疗领

域分别为自身免疫性疾病（4种）、糖尿

表1 2015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10种药物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

修美乐

Harvoni
恩利

类克

美罗华

来得时

安维汀

赫赛汀

沛儿

捷诺维/捷诺达

药品名

阿达木单抗

Sofosbuvir+ledipasvir
依那西普

英夫利昔单抗

利妥昔单抗

甘精胰岛素

贝伐珠单抗

曲妥珠单抗

肺炎球菌疫苗

西格列汀/西格列汀二甲双胍

公司

艾伯维

吉利德

安进/辉瑞

强生/默沙东

罗氏

赛诺菲

罗氏

罗氏

辉瑞

默沙东

适应症

自身免疫疾病

慢性丙肝

自身免疫疾病

自身免疫疾病

非霍奇金淋巴瘤和自身免疫疾病

糖尿病

实体瘤

HER2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

肺炎

糖尿病

销售额/
亿美元

140.12
138.64
86.97
83.55
73.27
70.88
69.51
67.99
62.45
60.14

上市年份

2002
2014
1998
1998
1997
2000
2004
1998
2000
2006

收稿日期：2016-05-20；修回日期: 2016-06-01
作者简介：田恬，博士，研究方向为化学生物学，电子邮箱：tiantian@cast.org.cn
引用格式：田恬 . 盘点2015年全球畅销药物Top10 [J]. 科技导报, 2016, 34(11): 14-20;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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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抗肿瘤药物研发报告全球抗肿瘤药物研发报告（（20162016））
毛艳艳，高柳滨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 201203
摘要摘要 癌症治疗是世界难题。抗肿瘤药物作为癌症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每年都有各类机构针对不

同适应症、不同靶点进行大量的抗肿瘤药物开发。通过调研文献和数据库，综述了近10年来全球抗肿瘤药物的数量、研发阶段、

适应证、作用机制、研发机构和销售等情况。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药物研发；单克隆抗体；蛋白激酶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癌症几乎都是死亡

率最高的疾病。根据GLOBOCAN给出的统计和预估数据[1]，

2012年全球约有1409万癌症新增病例，并有820万人死于癌

症。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癌症死亡率高于发达国家，患病人

数占到全球的57%，死亡人数高达全球的65%。除了发病率

和死亡率的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癌症亚型分布也

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中男性患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亚型

是前列腺癌、肺癌和大肠癌，女性则为乳腺癌、大肠癌和肺

癌；在发展中国家，男性最易患及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是肺癌、

肝癌和胃癌，女性则为乳腺癌、肺癌和宫颈癌。

在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连年增高，成为首要致

死病因和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据估计[2]，2015年约有429.2
万癌症新增病例及281.4万死亡病例。癌症的亚型分布与发

展中国家相似，主要发病和死亡的癌症亚型分别是肺癌、胃

癌、食管癌和肝癌，这 4种癌症患者占到全国癌症病例的

57%，并占到全球癌症病例的1/3~1/2。
居高不下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为癌症治疗性药物研发提

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据艾美仕（IMS）数据库统计，抗肿瘤

药物市场逐年扩大，2014年全球抗肿瘤药物市场规模已达到

近600亿美元。癌症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引起的，如遗传、

环境以及各种不良的生活方式。针对癌症开发的药物类型

多种多样，按照药物分子本身的性质主要可以分为生物药和

化学药（即小分子药物）；从给药途径可分为口服药物、静脉

注射药物等；从药物成分可分为单组份药物、多组分联合治

疗药物；从治疗手段可分为传统化疗药物、靶向药物、干细胞

药物、基因药物等。丰富的药物类型和治疗手段为抗癌药物

研发带来了多种可能。

鉴于肿瘤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危害及抗肿瘤药物市场的

巨大需求，本报告采用文献调研、数据库检索、数据统计与分

析等定性定量情报研究方法，对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公司的 Cortellis for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数据库（检索日期

为 2016年 2月 9日，数据覆盖时间为 1996年 1月 1日—2016
年 2月 9日）和艾美仕公司的 IMS Health Analytics Link 数据

库（检索日期为2016年2月19日）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从药

物数量、研发阶段、研发公司、适应证、作用机制、技术类型、

销售情况等角度，对全球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情况进行多角

度、多层次的分析（文中未加来源说明的数据部分均来自于

Cortellis for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数据库）。

1 研发趋势及上市药物情况
近 10年来，抗肿瘤药物领域可谓研发大热门，在研药物

数量从 2006年的 481个一路攀升至 2015年的 3286个，10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3.8%，仅在 2010年略有下降（图 1）。但

研发药物数目的倍增并未带来上市药物的增长。每年上市

图1 近10年抗肿瘤药物研发趋势及上市情况
Fig. 1 Development trends of developing and launched

antitumor drugs in recent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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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现状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吴豫生，牛成山

郑州泰基鸿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450000
摘要摘要 医药产业是中国重点培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医药产业发展对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储备军需战备

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综述近年来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背景、现状，阐述制药企业、研究

机构面临的机遇与选择。

关键词关键词 医药产业；制药企业；新药研发

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中国重点培

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

活质量、储备军需战备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均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 中国医药产业发展背景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

提高，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中国市场对医药的需求快速增加，

据预计到 2020年，中国医药市场将达到 23千亿元[1]，成为全

球最大的药物市场之一。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医

药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医药产业的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 重 也 逐 年 上 升 ，由 2009 年 的 2.35% 增 至 2014 年 的

3.63%[2]。近年来，随着世界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趋缓，中

国医药产业的整体发展速度也逐渐回落。

2014年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达到25.8千亿元，同比增长

15.70%，与“十一五”期间相比增长速度降低近1/3；2014年中

国医药工业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24.4 千亿元，同比增长

13.06%，比“十一五”期间的增长速度降低近1/2；2014年中国

医药商品销售规模达 15千亿元，同比增长 15.20%，比“十一

五”期间的增长速度降低近1/4；2014年医药工业利润总额为

2.4千亿元，工业销售利润率达 10.01%，同比增长 12.31%，比

“十一五”期间的增长速度降低近1/2[3]。

中国医药产业的高速发展并非意味着中国医药产业竞

争力强，事实上中国医药产业多年来以仿制药为主，缺乏自

主知识产权的药物；中国出口的药物多为高污染、低附加值

的原料药；中国生产的医疗器械多为科技含量低的器械，高

科技医疗器械严重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外跨国企业开始逐

渐重视国内市场，诸如在新产品的报批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

方面都得到了加强，并与国内医药产业形成直接竞争，在

2014年城市公立医院化学药品用药市场份额前10名厂家中，

有6家为国外企业，其中辉瑞、阿斯利康和赛诺菲分别占据前

3位[4]；药物专利保护期通常为20年，而且国外跨国企业对药

物的保护通常是全方位的，诸如化合物专利、晶型专利、制剂

专利、复方专利等不同的保护方式，可使其药物保护期非常

长；同时由于新药研发费用不断提升，国外跨国企业已将部

分精力从开发新化学实体药物转移到现有药物的生命周期

管理上，从化学药品研发转移到抗体类药物研发上，这些都

将使中国以仿制药为主的医药产业面临全新的挑战。

如何面对国外跨国企业的挑战，提高自身竞争力，是中

国医药产业界必须面临与解决的问题。

2 制药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
随着中国医药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制药企业的规模也

在不断壮大，2014年中国医药百强企业（其中15家为外资跨

国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为6922亿元，同比增长接近17%，百

强企业门槛提高到 21亿元；百强企业利润总额为 970亿元，

增长率为14%[5,6]。然而与国外跨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规

模以及利润2方面仍有非常大差距。以罗氏为例，2015年罗

氏的全球销售总额为 481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 3200亿

元），利润总额为175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160亿元）[7]。

企业规模的巨大差距同样体现在竞争力与新药开发能

力上。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计，2015年全国共有

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5065家，2015年共批准新药临床606
件，新药证书2件。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化学药品

注册分类中的1.1至1.5类批准生产1个品种，批准临床88个
品种；生物制品注册分类中的1类批准生产1个品种，批准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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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年11~~33月中国医药外贸形势分析月中国医药外贸形势分析
李辉，刘伟洪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北京 100010
摘要摘要 2015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低速增长的趋势，中国医药贸易也步入低速增长的态势。分析了2016年1~3月中国医药总体

外贸情况，探讨了中国医药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医药贸易；原料药；药品研发；医疗器械

2016年 1~3月，全球经济延续 2010年以来的下行趋势，

发达经济体缓慢复苏，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下滑。受国际市场

需求不足、汇率因素对医药出口影响加大、出口价格因环保

成本增加以及制造业转移等多因素影响，中国医药外贸首次

呈现负增长。数据显示，2016年 1~3月，中国医药保健品进

出口额达 236亿美元，同比下降 0.58%。其中，出口 131亿美

元，下降 3.87%，进口 105亿美元，增长 3.85%，对外贸易顺差

26亿美元，下降26.16%（图1）。

1 2016年一季度中国医药外贸概览
2016年一季度，中国医药外贸对全国医药产业的贡献率

为 14.4%，继续走低；医药产业出口对外依存度 13.4%，进口

对外依存度 10.8%。总体来看，全球经济下挫是造成医药外

贸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欧盟、日本等发达市场需求不振，新兴

市场货币贬值，国外客户下单谨慎，持观望态度，对医药出口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表1）。
1.1 原料药出口疲软，生物制药进口旺盛

2016 年一季度，西药类产品出口 76.01 亿美元，下降

3.60%；进口 60.56亿美元，下降 1.58%。其中，原料药出口

63.00亿美元，下降 1.86%。近 2年，原料药出口市场几近饱

和，出口随全球经济的波动而波动。大宗原料药企业纷纷谋

求新出路，将资金投入到国际注册认证、研发、国际市场营销

等内功的提升上。制剂出口6.96亿美元，体量上无法与原料

药比肩，转型升级对中国原料药企任重道远。2016年一季

度，制剂进口 29.66亿美元，增幅 4.30%，生化药进口 13.23亿
美元，增幅 12.21%。在医药外贸普遍负增长的大环境下，制

剂、生化药（含生物制药及生物制品）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正

增长，可见国内需求的旺盛，未来生物制药的进口将进一步

提高。与之相比，西药制剂国内替代产品质量逐渐提高，降

低了对西药制剂的进口需求。

1.2 植物提取物出口市场稳定，中成药、中药材及饮片受影

响最大

2016年一季度，中国中药类产品出口额 9.32亿美元，下

降3.87%；进口额2.33亿美元，下降11.95%。其中，植物提取

物出口5.58亿美元，下降0.24%。中成药、中药材及饮片进出

口双降，且降幅均在10%以上。受制于中西医理论差异大的

原因，中药国际化之路一直以来都是一条荆棘之路。中药材

及饮片、中成药的主要市场依旧是东南亚、日、韩等汉文化认

知度高的地区。《欧盟传统药注册法令》的实施导致传统欧盟

市场丢失，英国禁止在本国销售所有未经注册的传统药也限

制了中成药在英国的销售，这些都成为中成药发展的桎梏。

相较之下，植物提取物的国际认同度高，主要市场为美国、日

本和东盟。需求决定供给，加之植物提取物行业门槛低，新

图1 2011—2016年一季度医药进出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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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中药““十九畏十九畏””的历史源流的历史源流、、宜忌争论宜忌争论
与思考建议与思考建议
欧丽娜 1，2，钟赣生 1，柳海艳 1，陈绍红 1，张建美 1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100029
2. 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洛阳 471003
摘要摘要 通过分析“十九畏”的历史沿革及研究现状，提出下一步开展“十九畏”研究的建议。回顾了“相畏”的含义衍变、“十九畏”

歌诀的出现、目前《中国药典》对“十九畏”的相关规定。从文献记载、临床报道、实验研究3个方面论述了关于“十九畏”的宜忌争

论。分析整理文献，总结“十九畏”在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方面的进展，可以看出，临床方面的研究多是从文献的角度，进行回顾

性总结，从中挖掘整理“十九畏”反药组合的临床安全性评价和配伍应用规律。关于“十九畏”的实验研究主要从化学物质基础、

药理学、毒理学几方面开展。总结了关于“十九畏”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十九畏”今后研究工作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中药配伍禁忌；十九畏；历史沿革；宜忌争论

“十九畏”歌诀作为中药配伍禁忌之一，是中医药从业者

所熟知的，首见于明·刘纯《医经小学》（公元1388年）：“硫黄

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最怕密

陀僧，巴豆性烈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顺情，丁香莫与郁金见，

牙硝难合京三棱，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怕五灵脂，官桂

善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大凡修合看顺逆，炮爁炙煿莫

相依。”指出了共19种相畏（反）的药物：硫黄畏朴硝，水银畏

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

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赤石脂，人参畏五灵脂。但在临床

应用中也有部分医家认为“十九畏”并非绝对的配伍禁忌，运

用得当也可治疗沉疴痼疾。“十九畏”究竟“反”与“不反”？究

竟属于“药物七情”中的何种配伍关系目前在中医学界还存

在争议，回顾“十九畏”的历史沿革，总结关于“十九畏”的现

代研究，以便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十九畏”的研究工作厘清思

路，探索其实质。

1 历史沿革
“相畏”一词，早在中国现存第一部本草专著《神农本草

经》中就有记载，其最初的含义是毒性受制之义，也即“相畏”

是指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降低或消

除。凌一揆[1]考证多部医籍，认为自宋代后，开始出现相畏与

相恶混淆的情况。李东垣认为“彼所畏者，我必恶之；我所恶

者，彼亦畏我”，将“相畏”与“相恶”并提，认为二者是互相依

存的配伍关系。明清时期，则出现了“相畏”、“相恶”、“相反”

混用的情况，如《本草蒙筌》中“巴豆畏牵牛”[2]，《雷公炮制药

性解》中也是“巴豆畏牵牛”[3]，而《本草纲目》[4]和《得配本草》[5]

中均是“巴豆恶牵牛”。因此，这一时期对“十九畏”的“药物

七情”归属仍存有争议。如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已分别

记载了“十九畏”中的全部反药组合，但未将“十九畏”全部归

入药物七情的“相反”范畴，且所涉及的“十九畏”反药组合

“相恶”与“相畏”混用；《药鉴》与《得配本草》中“十九畏”相关

反药组合也存在“相畏”与“相恶”、“相反”混淆不清的现象。

为现在“十九畏”作为中药配伍禁忌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自明·刘纯的《医经小学》首载“十九畏”歌诀之后，明·徐

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杜文燮的《药鉴》、清·唐宗海的《本

草问答》以及成书年代不详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均有“十

九畏”歌诀的记载，内容基本一致，仅有文字上的细微差别，

《医经小学》、《古今医统大全》、《药鉴》记载为“蜜陀僧”，《珍

珠囊补遗药性赋》记载为“密陀僧”；《医经小学》、《古今医统

大全》、《药鉴》记载为“京三棱”，《珍珠囊补遗药性赋》记载为

“荆三棱”；《医经小学》、《古今医统大全》记载为“砒”，《药

鉴》、《珍珠囊补遗药性赋》记载为“砒霜”；《医经小学》、《珍珠

囊补遗药性赋》、《药鉴》记载为“牙硝”，《古今医统大全》记载

为“芒硝”。但从收载内容来看，均承袭了“十九畏”作为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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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古乐, 曹秀格, 李岩. 胡桃楸树皮抗肿瘤有效成分对H22荷瘤小鼠T细胞亚群的影响[J]. 2016, 34(11): 37-41;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11.006

胡桃楸树皮抗肿瘤有效成分对胡桃楸树皮抗肿瘤有效成分对HH2222荷荷
瘤小鼠瘤小鼠TT细胞亚群的影响细胞亚群的影响
古乐 1，曹秀格 2，李岩 1

1.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北京 100081
2. 北京环球兴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100091
摘要摘要 为测定胡桃楸树皮提取物（HT）抗肿瘤有效成分对H22荷瘤小鼠T细胞亚群的影响，将昆明小鼠随机分为HT高剂量组、HT
低剂量组、阳性药环磷酰胺组、模型组和正常组，采用接种法复制H22肿瘤移植模型。利用荧光标记抗体-流式细胞术检测HT对
建立的H22荷瘤小鼠模型外周血中CD4+/CD8+细胞亚群比值变化；ELISA法检测CD4+细胞所分泌细胞因子 IL-4和 IFN-γ的含

量，以测定Th1/Th2细胞亚群比例。结果显示，与阳性药注射用环磷酰胺（CTX）相比，HT高、低剂量组能显著降低机体CD8+亚

群比例（P<0.01），HT低剂量组可明显提高CD4+/CD8+比值（P<0.05）。HT高、低剂量组的 IL-4含量显著低于阳性药CTX组（P<
0.001），明显低于模型组（P<0.05）。HT高剂量组的 IFN-γ/IL-4水平明显高于阳性药CTX组（P<0.05）。研究表明，胡桃楸树皮

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抑瘤作用，能保护胸腺和脾脏，能减轻荷瘤机体的T细胞免疫功能的损伤。

关键词关键词 胡桃楸；H22荷瘤小鼠；T细胞亚群

核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落叶乔木，胡桃科

胡桃属植物，俗名胡桃楸、山核桃，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地区[1]。

《开宝本草》最早记载核桃楸有补肾固精、敛肺定喘、抑菌镇

咳及抗癌之功效[2]。其树皮具有清热、解毒、止痢、明目等功

效[3]。近年来国内外对胡桃楸化学成分的研究发现，胡桃楸

树皮中含有胡桃醌、萘醌、黄酮苷、鞣花酸及没食子酸等其中

醌类成分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抗氧化、镇痛、抗炎和抗菌等作

用[4,5]。目前，已有研究证明，胡桃楸树皮提取物对 S180肉瘤

和H22荷瘤小鼠的抑瘤率分别为 61.76％~69.85％和 65.92%~
73.18%[6]。Xu等[7,8]从核桃楸树皮中提取得到的单体化合物胡

桃醌对HL-60细胞具有很强的抗增殖效果和诱导细胞凋亡

作用。

机体的免疫状态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T淋巴细

胞是一类重要的抗肿瘤免疫活性细胞。胡桃楸树皮提取物

可以抑制H22瘤增殖并具有明显的抑瘤作用，还可以通过升

高机体CD4+/ CD8+T细胞亚群的比例，提高 IFN-γ/IL-4的比

例减少荷瘤机体的T细胞免疫损伤，促进机体免疫功能的提

高。胡桃楸树皮提取物提高胸腺、脾脏系数、减轻机体的T细

胞损伤、抑瘤作用等药理作用研究，为其进一步的新药开发

及肿瘤的临床免疫治疗提供了一定参考。

但国内外有关核桃楸树皮提取物对T细胞亚群的免疫调

节作用的报道很少，因此，本文以小鼠为动物模型，通过胡桃

楸提取物对H22荷瘤小鼠T细胞亚群的影响，对其抗肿瘤初步

机制进行探讨，为胡桃楸进一步抗癌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实

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动物与瘤株

健康昆明小鼠，雄性，体重（20±2）g，SPF级，购自军事医

学科学院，许可证号：SCXK-（军）-2012-0004。肿瘤细胞株：

H22肿瘤细胞株，由北京大学医学部提供。

1.1.2 药物与试剂

胡桃楸生药材，购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农管局857农场；胡

桃楸抗肿瘤有效成分提取物（含总醌 2.9985 mg/g生药，实验

室制得）；注射用环磷酰胺（CTX），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批号：05022421；小鼠抗人CD3-PEcy5抗体、小鼠抗

人CD4-FITC抗体和小鼠抗人CD3-PE抗体均购自北京联科

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小鼠血清 IL-4 ELISA试剂盒和小鼠血清

IFN-γ ELISA试剂盒均由北京吉普腾试剂公司生产；羧甲基

纤维素钠（CMC-Na）购自广州松柏化工有限公司；水相为实

验室自制三蒸水，乙醇等为分析纯，所有试剂使用之前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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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丽霞，博士，研究方向为生物活性肽与健康，电子信箱：helixiapku@163.com；李勇（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营养与疾病，电子信箱：li⁃

yong@bjmu.edu.cn
引用格式：何丽霞，陈启贺，刘睿，等 . 海参寡肽：免疫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J]. 科技导报, 2016,34(11): 42-47;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11.007

海参寡肽海参寡肽：：免疫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免疫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
何丽霞，陈启贺，刘睿，任金威，孙彬，李林，徐腾，王军波，张召锋，李勇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摘要 为研究海参寡肽对小鼠的免疫调节作用及机制，试验选取250只SPF级雌性BALB/c小鼠，随机分为5组：空白对照组，乳

清蛋白组（0.30 g/kg），0.15、0.30、0.60 g/kg海参寡肽组。连续灌胃30 d后，通过测定ConA诱导的小鼠淋巴细胞转化实验、迟

发型变态反应、抗体生成细胞、血清溶血素水平、小鼠碳廓清实验、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自然杀伤（NK）细胞活

性，观察海参寡肽对小鼠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和NK细胞活性的影响，并通过流式细胞术对脾脏T淋巴细胞

亚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海参寡肽显著提高了小鼠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及NK细胞活性（P<0.05），且
效果优于乳清蛋白。通过T淋巴细胞亚群分析表明，海参寡肽显著提高了脾脏CD3+百分比和CD4+百分比（P<0.05）。由此可

知，海参寡肽可能通过增加T淋巴细胞数和Th细胞比例，介导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功能、单核-巨噬细胞吞噬能力和NK细胞活性

的增强作用，起到增强免疫功能的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海参寡肽；免疫功能；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巨噬细胞吞噬能力；自然杀伤细胞活性；T淋巴细胞

近年来，生物活性肽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倍受关注，其在

生物体的提取及在人体的应用研究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

点。免疫调节肽已被认为是改善人体免疫功能低下最有潜

力的替代传统药物的生物活性肽。海参是属棘皮动物门

（Echinodermata）海参纲（Holothuroidea）的海洋棘皮动物，全

世界海参约有1100种，中国有140多种，可食用的约20种；其

营养与药用价值极高，与人参、燕窝、鱼翅齐名，是世界八大

珍品之一[1]。据《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

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痿，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

干燥的海参体壁中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和营养物质，如有

机成分中含有高达 90%的蛋白质和多肽，约 6%的多（寡）糖

和4%脂质[2]，且含有钙、镁、锌、铁等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A、

维生素B1、维生素B2、烟酸等维生素[3]，是一种高蛋白质、低脂

肪、低胆固醇及高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优质功能性食品。研究

表明海参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可以抗癌、抗炎、抗肿瘤、抗

氧化、抗血栓形成、抗菌、免疫调节和促进伤口愈合[1,3,4]。

以鲜活海参为原料，经海参蛋白酶水解，分离纯化后得

到的以小分子肽为主的蛋白质水解产物即为海参寡肽，具有

良好的溶解性、稳定性和较低的黏度，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但国内外有关海参寡肽的报道较少，研究也仅停留在海参寡

肽的提取工艺上，有关其功能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很少。本试

验旨在研究海参（Codonopsis pilosula）寡肽对小鼠的免疫调节

作用，为其进一步应用提供科学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

海参寡肽（SOP），利用生物酶解技术从辽参，即党参（Co⁃

donopsis pilosula），酶解得到的小分子生物活性肽。淡黄色固

体粉末，由吉林肽谷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经高效液

相色谱纯化后，用质谱仪对其分子质量分布进行分析可知，

其主要以小分子寡肽为主，相对分子质量小于 1000 的占

89.44%。

1.2 试验动物及处理

健康SPF级BALB/c雌性小鼠250只，6~8周龄，体重18～
22 g，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分笼饲养，每笼

5只。适应期后按体重随机分为5组：空白对照组、乳清蛋白

组（0.30 g/kg）和0.15、0.30、0.60 g/kg SOP组，每个组再随机分

为5个亚组（每组10只）。空白对照组小鼠灌胃蒸馏水，其余

各组灌胃相应浓度的乳清蛋白及 SOP水溶液。各组小鼠均

给以普通饲料，自由饮食、饮水。每天灌胃1次，连续灌胃30
d。饲养实验室符合国标清洁级，温度范围（25±1）℃，相对湿

度50%～60%，室内照明控制在12 h/12 h光暗周期节律。

1.3 7项免疫试验测定方法

试验主要通过 4个方面对 SOP的免疫调节作用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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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公司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抗体技术罗氏公司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抗体技术
专利分析专利分析
张弛 1，张颖慧 2

1.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北京 100088
2.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查业务管理部，北京 100088
摘要摘要 检索了罗氏公司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抗体相关专利申请情况，分析了贝伐珠

单抗和兰尼单抗的技术研发路线、罗氏公司VEGF抗体相关在华专利布局情况，对其未来技术研发趋势和方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关键词 罗氏公司；VEGF抗体；专利分析

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已经观察到，肿瘤的生长伴随着血

管的增生。1971年，美国科学家福克曼通过大量实验发现，

在没有新血管生成的情况下，实体肿瘤单纯依靠弥散获取氧

气及营养物质，生长范围只能维持在 1~2 mm。当生长范围

超过 2~3 mm时，肿瘤组织必须依靠新生血管生成来提供足

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以维持肿瘤的快速生长。福克曼在此

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抗癌策略：如果遏制血管的增生将会有

效地抑制肿瘤的生长。此后的10年间，人们一直致力于分离

所谓的“肿瘤血管生成因子”，并发现了表皮生长因子 FGF-
α、FGF-β和转化生长因子 TGF-α等多种因子 [1]。1989年 6
月，罗氏公司的子公司基因泰克费拉拉等在牛垂体滤泡星状

细胞体外培养液中纯化出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家族

的首个生长因子VEGF-A，并公开在1989年8月4日（最早优

先权日均为1989年5月12日）向美国专利局提交的专利号为

US07/389,722的专利申请中。随后，罗氏围绕VEGF分子为

靶标的抗体药物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贝

伐珠单抗（Bevacizumab，商品名Avastin®）和兰尼单抗（Ranibi⁃
zumab，商品名Lucentis®）2大明星药物。

1 罗氏公司VEGF抗体技术研发路线
贝伐珠单抗是一种重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分子量约为

149 kD，含有人源抗体的框架区和可结合VEGF的鼠源抗体

的互补决定区。它能与VEGF结合并阻止其与内皮细胞表面

上的受体结合，从而阻断VEGF导致的内皮细胞扩增和新血

管的形成。在接种了结肠癌的裸鼠（无胸腺）模型上，使用贝

伐珠单抗可减少微血管生成并抑制转移病灶进展。2004年
Avastin®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成为美国

第一个获得批准上市的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抗体药物。目

前 FDA已批准了Avastin®用于 6种适应症，包括转移性结直

肠癌（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mCRC），非小细胞肺癌

（Non-Squamou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胶质

母细胞瘤（Glioblastoma），转移性肾细胞癌（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mRCC），宫颈癌、复发性或转移性癌（Persis⁃
tent,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Carcinoma of the Cervix），铂耐药

复发性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Platinum-
Resistant Recurrent Epithelial Ovarian, Fallopian Tube, or Pri⁃
mary Peritoneal Cancer）。2010年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CFDA）批准Avastin®进入中国，商品名为安维汀®。兰

尼单抗是贝伐珠单抗的姊妹药物，是重组的VEGF人源化单

抗 IgG1的抗体片段，不具有抗体Fc区，分子量约为48 kD，是

用于眼内治疗的抗体药物（图 1）。2006年 Lucentis®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老年性黄斑（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
tion，AMD），2012年又被FDA批准用于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

（Diabetic Macular Edema，DME）。
在专利申请WO9410202A中首次公开了罗氏公司筛选

获得的鼠源A4.6.1抗体（图 2），而鼠源单抗对人体有较强的

免疫原性，可能会诱发人抗鼠抗体（HAMA）反应，并且其在人

体循环系统中往往很快地会被清除掉。20世纪80年代以后，

研究者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对鼠源性单克隆抗体进行改造，

致力于在保留与抗原结合的高亲和力的基础上，减少异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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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拉鲁肽专利技术构成及发展利拉鲁肽专利技术构成及发展
黄嘉 1，王俊 2

1.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北京 100088
2.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化学发明审查部，北京 100088
摘要摘要 利拉鲁肽(Liraglutide)是一种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并利用酵母生产的GLP-1类似物，主要用于治疗人 II型糖尿病。围绕利

拉鲁肽展开的专利申请自1999年以来连年增多，技术方案的类型也多种多样，主要分为核心专利、DDS专利、联用专利和第二

药用专利。核心专利的特点在于先发制人，以原研药专利为中心开展早期布局；DDS专利常用于创造与“新药”的技术交集，利

于企业立足自身优势，专注自身发展方向；联用专利以防御为主，在技术交叠区域布局，避免对原研企业的侵权；第二药用专利的

特点是在对手已有布局的情况下开发新的技术方向，有利于企业重新占领市场。

关键词关键词 利拉鲁肽；专利；技术构成

利拉鲁肽（Liraglutide），是一种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利用

酵母生产的GLP-1类似物，化学名称为Arg34Lys26-(N-ε-
(y-Glu(N-α-十六酰基)))-GLP-1，分子式为C172H265N43O51，分子

量为3751.20 Da。利拉鲁肽与人GLP-1具有97%的序列同源

性。与天然GLP-1不同的是，利拉鲁肽在人体中的药代动力

学和药效动力学特性更适用于每天1次的给药方案。皮下注

射给药后，其主要通过如下机理延长作用时间：一是通过自

联作用使吸收减慢，二是与白蛋白结合，三是对DPP-IV和

NEP具有更高的酶稳定性，从而具有较长的血浆半衰期。在

II型糖尿病患者中，单次给予利拉鲁肽可以观察到胰岛素分

泌率以葡萄糖浓度依赖的模式增加[1]。

利拉鲁肽于 2009年7月在欧盟上市，2010年1月在日本

和美国上市。在中国，利拉鲁肽则是在2011年4月13日获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成人 II型糖尿病，于同

年 10月 9日正式上市，商品名为诺和力®。本文对全球范围

内技术主题涉及利拉鲁肽的专利申请进行分析，揭示利拉鲁

肽专利技术发展路线，并分析主要申请者专利布局策略[2]。

1 专利现状
1.1 全球利拉鲁肽专利态势

截至2015年5月31日，WPI数据库中检索到涉及利拉鲁

肽的全球专利申请共计 271项。如图 1所示，针对利拉鲁肽

的专利申请始于 1999年[3]。1999—2004为萌芽阶段，申请量

徘徊在个位数，说明这一时期利拉鲁肽尚未引起业界重视，

仅是小部分药企的探索方向。2005—2009为平稳增长阶段，

申请量在震荡中攀升，在此阶段，中国药企开始将关注的目

光投向利拉鲁肽。从 2010年利拉鲁肽在世界各地陆续上市

开始，专利申请量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并于 2011年达到第一

个峰值；同年，利拉鲁肽在中国被批准上市。

各国中（图2），来自美国、中国、欧洲、丹麦和印度的利拉

鲁肽专利申请量分别占据全球前 5位，这 5个国家和地区之

和几乎覆盖了全部的申请量（94%）。首先，这说明利拉鲁肽

专利申请集中度高。其次，来自美国的利拉鲁肽专利申请在

数量上占据第一，这与其全球最大糖尿病药物消费市场的身

份遥相呼应。最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丹麦，其4%的申请量

图1 利拉鲁肽全球专利申请年份分布

Fig.1 Yearly Global Layout of Patent Applications
Regarding Liraglu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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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精胰岛素专利的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甘精胰岛素专利的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
肖晶，李肖蕖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北京100088
摘要摘要 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药物。分析了胰岛素类药物中甘精胰岛素的结构及作用方式，介绍了甘精胰岛素原研厂和

仿制商的专利技术、专利特点和专利申请情况，探讨了中国药企的技术探索及专利申请进展情况。

关键词关键词 胰岛素；甘精胰岛素专利；糖尿病药物

1921年，加拿大的班廷（F.G.Banting）和其助理贝斯特

（Charles Best）在麦克劳德的实验室发现胰岛素，随后班廷与

麦克劳德合作进行了胰岛素提取液的纯化研究。这是人类

发现的第一个糖尿病药物，从此糖尿病患者告别了痛苦万分

的饥饿疗法。1923年，班廷和麦克劳德凭借这一发现获得了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至今，胰岛素类药物仍然是治疗糖

尿病最有效的药品[1]。此后，为满足糖尿病患者多方位的不

同需求，科研人员对胰岛素的各个氨基酸尝试改造，对胰岛

素改进研发日臻完善，从不计其数的失败品中筛淘出如今包

括了多种类似物和衍生物在内的药物大家族。对于研发历

史如此悠久的药物而言，还能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是产业

界和学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本文以胰岛素类药物中的甘精胰岛素为例，分析甘精胰

岛素原研厂和世界仿制商的技术特点。

1 甘精胰岛素的结构及作用方式
甘精胰岛素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基础长效胰岛素类药

物，24小时内仅需注射1次，方便有效，因此其药物产品来得

时®（Lantus®）一经面世就大受欢迎，目前为止依然是全球销

售最好的糖尿病药物，同时也是全球畅销药物TOP 10中唯一

1个糖尿病药物。但该药品的分子专利已于 2015年 2月到

期，其技术发展态势和仿制药研发趋势值得关注。

甘精胰岛素在A链第21位突变为甘氨酸，B链末端添加

2个精氨酸，其结构通式及作用方式如图1所示。

图1中，A1-A20位、B1-B9位、B11-B29位分别是猪胰岛

素、牛胰岛素、人胰岛素的原始序列，R2位（即A21位）是L-
氨基酸，可选自甘氨酸（Gly）、丙氨酸(Ala)、丝氨酸(Ser)、苏氨

酸(Thr)、谷氨酸(Glu)或天冬酰胺(Asp)等，R30位可选自丙氨酸

(Ala)、丝氨酸(Ser)、苏氨酸(Thr)，R31位是精氨酸(Arg)—OH或

者精氨酸—精氨酸—OH，X 是天冬酰胺 (Asn)或谷氨酰胺

(Gln)。并实验证据表明，A21—人胰岛素—ArgB31—Arg—
B32—OH在动物体内具有良好的维持血糖稳定作用，并且作

用效果更长效稳定。其进入体内后，与肝细胞、脂肪细胞或

肌细胞上的胰岛素受体结合发挥作用。

2 原研药厂专利分析
甘精胰岛素分子的发现，是从人胰岛素出发，经历了2次

改进而成的。1987年，丹麦诺和诺德公司（简称诺和诺德）提

交了一份PCT国际申请WO1988DK00033（注：全球专利申请

所述年份均为最早优先权日所在年，中国专利申请所述年份

为实际申请日所在年），公开了在A链第 21位具有突变的一

系列胰岛素类似物，其中包括了A21G的突变体，并公开了上

述类似物具有作用时间延长的效果[2]。但后续的研发表明，

该类似物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因此诺和诺德将其专利转让给

了法国赛诺菲医药集团（以下简称赛诺菲）。赛诺菲接手后，

在人胰岛素分子结构的B链上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进，

最终通过B链羧基末端增加了 2个精氨酸实现了长效效果，

从而形成了目前上市的甘精胰岛素——来得时®。原研药厂

图1 甘精胰岛素结构式（a）及作用方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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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制剂的研发与创新新型制剂的研发与创新
闻晓光，奚凤德，陆平，张晨梁，袁菊勇

泰州越洋医药开发有限公司，泰州 225300
摘要摘要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宣布将境内外均未上市的新型制剂新药定义为新药（2类），为新型制剂新药的研发

产业化提供了政策支持。新型制剂新药是在化合物新药基础上开发出的新药，与化合物新药相比，具有副作用更小、疗效更优、

患者顺应性更好等优点，新型制剂产品上市后通常会取代第一代普通制剂产品。近年来，中国新化合物新药的研发发展迅速、硕

果累累，产生了诸如埃克替尼、西达本胺等重磅级的化合物新药产品，但仍无国际认可的NDA新药产品。因此，开发研发成本低

（仅为化合物新药开发成本的1 %~3 %）、周期短（约占化合物新药开发周期的1/2~1/3）、成功率高的新型制剂新药，是中国医药

企业创新药研发走出国门，并取得国际认可的又一途径。以口服固体缓控释产品为例，阐述了新型制剂新药的特点及其对患者、

企业和国家的意义，探讨了推动新型制剂新药发展的政策落地问题，表明开发新型制剂新药既符合中国当前科技创新的既定目

标，又可以给医药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新型制剂；新药；缓控释；2类新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6年 2月 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会议把新型制剂研

发创新，摆到与化合物新药、首仿药、中药、高端医疗器械等

研发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突显了国家对新型制剂创新的重

视。新型制剂新药的研发与化合物新药的研发相比，具有成

本低、周期短、见效快等优势，并且其市场监测期与化合物新

药相近，为3~4年。以口服固体缓控释制剂为例，美国市场销

售额排名前5的药物中，缓控释制剂销售额在2013年超过了

100亿美元，占当年总销售额的39.53%，且缓控释畅销药的销

售总额基本稳定。可见缓控释制剂市场前景广阔，具有较高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据《医药经济报》报道，化合物与新型制剂新药相比，花

费的资金和时间都完全不同：开发一个新化合物（NCE）新药

平均需要耗资 5~10亿美元，历时 10~12年，而开发一个新型

制剂新药只需 0.5亿美元，平均只要 3~4年。由表 1（数据部

分引用自医药经济报“中国医药体制改革与发展”及Drugs.
com的美国销售前100名数据）可以看出，新型制剂新药与化

合物新药相比，研发的成功率更高、风险更小；与仿制药相比

拥有更多的收益、更长的市场独占期。现今，中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stration，CFDA）与国际接

表1 化合物新药、新型制剂新药及仿制药研发情况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among drug Products through 505(b)(1), 505(b)(2) and 505(j) regulatory pathway

申报路径

化合物新药

505(b)(1）
新型制剂等

505(b)(2)
仿制药

505(j)

分类

NDA

NDA

ANDA

研发时间/年

~10

~5

~3

费用/亿美元

5~10

0.2~0.5

0.01~0.03

成功的关键

新的化合物

新的技术

生物等效

市场监测期/年

5

3~5

0.5

2013年美国销售/亿美元

Abilify- 62.93（独家）；

Viagra-11.65（独家）

OxyContinXR-24.63（独家）；

Seroquel XR-11.84（独家）

Methylphenidate-13.84（多家）；

Amphetamine/Dextroamphetamine-9.98（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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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药审评管理及中国药企双向申报美国新药审评管理及中国药企双向申报
策略策略
姚大林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北京100176
摘要摘要 介绍了美国进行新药临床试验和新药上市申请流程。中国药企向美国申请新药临床试验和新药上市申请时，应选择合适

的临床适应症品种、提供充分的药学生产质量控制资料、准备严格规范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价资料，并注意选择优质的申报代理。

关键词关键词 美国新药审评；新药双向申报；新药研发

在中国，药品申报审评积压问题由来已久，使药物研发

企业头痛不已，成为中国新药研发和上市、满足广大民众医

药需求和发展中国医药经济的瓶颈。

2015年 7月 3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

《征求加快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问题的若干政策意见》

（2015年第140号），其中第七条提到“……申请人在欧盟、美

国药品审批机构同步申请注册的药品，实行单独排队，加快

审评审批……”。2016年 2月 26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

意见》（食药监药化管 2016第 19号）[1]，鼓励中国药企走出国

门。因此，中国确有实力和能力的药企，通过“中美双报”或

称国内外“同步申报”的途径，即首先在美国取得临床试验资

格，又在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临床申请即可快速

获得批准，这显然是一条促进和加快中国新药研发和上市的

快速法规通道。为使中国药企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以下简称美国药管局）新药审评审批的法规要求和管

理流程加以了解，从而有可能付诸大胆走出去的行动，本文

介绍在美国新药审评的法规要求和流程，分析中国药企向美

国申报新药临床试验、开展后期新药上市申请的策略。

1 美国新药评审组织机构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新药评审的核心业务部

门是新药办公室（Office of New Drugs），下辖若干个新药审评

办公室（Office of Drug Evaluation），每个新药审评办公室又由

若干按照不同临床适应症药物而分类的药审部门（Division）
组成。一般来说，每个药审部门都由下列几个专业和学科的

审评科学家组成：临床审评员、药理毒理审评员、化学审评

员、临床药理审评员及生物统计，还有在药审部门内部各专

业之间及美国药管局与申报人之间承担协调功能的项目经

理。不同专业学科的审评员各司其职又互相协同，形成所谓

团队作业。

2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审批流程
从政府监管程序来讲，一个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至少要

经过 2个申报阶段，即研究用新药申请 IND（Investigational
New Drug）和新药申请NDA (New Drug Application。如果是

大 分 子 生 物 药 ，则 称 为 BLA，即 Biologics Licensing
Application)。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分类比较简

单，一是新药，包括全新分子体（New Molecule Entity）和改良

型新药；二是仿制药（Generic Drugs）。这两大类药物按照各

自不同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D&C Act”条款规定的相

关法规进行审批。全新药要遵从FD&C 505 (b)(1)，而改良型

新药遵从 FD&C 505 (b) (2)；仿制药的申报和审批则遵循

FD&C 505 (j)。
2.1 研究用新药申请流程

处于研究阶段的新化合物或大分子成为候选药物，在首

次正式用于人体之前，必须首先向美国药管局提交研究用新

药申请[2]。这个申请的目的：一是获准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二

是这个研究用新药可以跨州运输，以便分发给所在地的临床

试验机构（美国联邦政府禁止未经美国药管局批准的药品跨

州调运和分发，故研究用新药申请也是请求针对这项法律条

款的豁免权）。同时，在后续阶段的临床试验中，药企要通过

研究用新药申请把所获得的各类科学资料提交给美国药管

局，以使之了解和评估该研究新药在受试者人群的安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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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风险思维培育地质灾害风险思维培育
宋强辉 1,2，李晓雷 3，吴应祥 1，覃小华 1

1. 后勤工程学院岩土力学与地质环境保护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 401311
2. 四川农业大学村镇建设防灾减灾四川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都江堰 610059
3.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重庆 400074

摘要摘要 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的双重作用导致地质环境日益恶化、地质灾害频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汶川大地

震直接促成中国“防灾减灾日”的设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迫切需要改变地质灾害防治“重灾

后整治、轻灾前预防”的传统安全性思维。本文分析了地质灾害防治从传统安全性思维到风险思维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议

加强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的相关研究，注重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地质灾害风险思维的培育，特别强调以“防灾

减灾日”为契机，不断提高公众的风险思维和防灾减灾意识，构建地质灾害风险文化，最终促成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的

提高。

关键词关键词 地质灾害；不确定性；风险思维；防灾减灾日；风险文化

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双重作用导致地质环境日益恶

化、地质灾害频发，总体呈现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

频率高、造成损失大等显著特点 [1~4]。地质灾害对人类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加剧，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隐患[5]。

仅以2008年为例，地震及其诱发的地质灾害造成了难以估计

的生命财产损失[2]，而汶川大地震更是直接促成了中国“防灾

减灾日”[1]的设立。

朱玉在《巨灾对阵中国——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6]中尖

锐指出“不仅仅要记住灾难，而且要总结灾难的经验教训，我

们同胞的血不能白流”。这不仅对公众的地质灾害风险意识

发出了最直接的诘问，也对中国现有防灾减灾体系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迫切需要人们结合经验教训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总

结和反思。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7~13]：作为一个灾害频繁的国

家，公众的防灾意识为什么如此淡薄？难道人们忘性那么

大，对灾害的记忆力那么差吗？为什么作了多年的减灾宣

传，公众脑子里仍没有灾害随时可能发生的概念？防灾知识

的获取为什么仍停留在发小传单等宣传方式上？

为了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地质灾害的特点和规律，更

加有效地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有必要深刻反思地质灾害防灾

减灾的基本理念。本文分析地质灾害防治从传统安全性思

维到风险思维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议应用先进的科技

手段和信息技术，加强地质灾害灾前的风险评估与管理相关

研究，注重地质灾害防灾减灾风险思维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逐步形成地质灾害风险文化。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最大

幅度降低地质灾害风险和损失。

1 传统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理念及其反思
1.1 传统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理念

近20年来，中国在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7~12]，但不能满足防灾减灾的需要，在体制、机制和法制

建设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

（如日本、美国、意大利、中国香港等）相比还存在差距。地质

专家李烈荣曾坦言“只要不出大事，往往引不起足够重视。

每年汛期，各地都会采取一些措施应对地质灾害隐患，一旦

拖到汛期结束，可能又没什么人关心了”[3]；“中国不少城镇、

村舍的选址和建设都未经过科学论证，地质环境评价也就无

从谈起”[11,18]，决策者认为地质灾害是小概率事件，存在侥幸

麻痹心理；“汶川大地震”暴露了现行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救灾

机制存在固有弊端和缺陷，如重“救”轻“防”、事后设防、重

“政府”轻“社会”等旧观念[8]依然存在，公众风险意识淡薄，对

地质灾害前期预防的投入明显不足，缺乏协调统一的综合防

灾减灾救灾机构等[14~19]。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对传统的地质灾害防灾理

念进行了总结[20]：“1）趋于注重应对地质灾害而不是防止、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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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致密砂岩气储层饱和度鄂尔多斯盆地致密砂岩气储层饱和度
测井评价方法测井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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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江大学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湖北 430100

摘要摘要 以鄂尔多斯盆地某区域石盒子组致密砂岩气储层为例，研究了其饱和度测井评价方法。宏观上基于岩屑石英砂岩及岩屑

砂岩，微观上基于残余粒间孔及溶蚀-粒间孔，结合岩样薄片显微分析资料、岩电试验资料以及网络模型数值模拟结果，分析获得

致密气储层的导电规律：地层因素F、孔隙度φ与电阻率指数 I、含水饱和度Sw的关系由于岩性及孔隙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岩

屑砂岩因其岩屑成分及孔隙类型的复杂性，增加了岩石的导电难度，在同等条件下，地层因素及电阻率指数均高于岩屑石英砂

岩；电阻率指数与含水饱和度呈现指数关系，而非Archie模型的乘幂关系。在此基础上，分类型建立了可变胶结指数（m）的改进

Archie模型，并应用于石盒子组致密气储层饱和度测井评价，结果显示饱和度计算值的绝对误差小于5%，验证了该测井评价方

法的实用性。

关键词关键词 致密砂岩气储层；含水饱和度；导电规律；改进Archie模型

饱和度评价是油气储层定量评价的核心[1]，计算饱和度

最常用方法是测井解释[2]，基本依据为经典Archie模型[3]。随

着非常规油气的勘探开发，致密砂岩气储层所占比例越来越

高，然而经典Archie模型是基于中高孔渗储层试验提出的，

对于致密砂岩气储层则不太适用。致密砂岩气储层计算饱

和度值，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是重新建立与之对应的饱和

度方程，但难度很大；二是在对储层导电规律认识基础上，对

已有的饱和度模型进行改进或修正，从而较好地控制饱和度

计算精度[4]。

与常规储层相比，致密砂岩气储层由于孔渗很低、岩性

复杂、沉积/成岩作用强，使得孔隙类型多样、结构复杂、次生

孔隙较发育、孔径级差大、非均质性强 [2,5~6]，导致其导电规律

比较复杂。本文以鄂尔多斯盆地某区域石盒子组致密砂岩

气储层为例，在分析储层导电规律的基础上，研究适用于该

区域致密砂岩气储层饱和度测井评价的改进Archie模型。

1 区域概况
鄂尔多斯盆地某区域，构造上属于鄂尔多斯盆地晋西扰

褶带。研究区内上古生界二叠系发育有多个层系，石盒子组

是主要的工业天然气储层之一。依据石盒子组523块岩样物

性分析和85块岩样薄片显微分析资料统计，储层岩性为岩屑

石英砂岩和岩屑砂岩（图 1），其中岩屑以火山岩与火山碎屑

岩为主，其次有沉积岩及变质岩，其余为少量的泥化碎屑、绿

帘石、云母、钙化碎屑、副矿物等（图2）；孔隙度主要分布区间

为 3%~12%，平均 7.13%，渗透率主要分布区间为 0.03~1 10-3

μm2，平均0.56 10-3 μm2，属于致密砂岩气储层（图3）；孔隙类

型主要发育残余粒间孔和溶孔（粒间溶孔和溶蚀粒间孔），有

少量晶间孔发育，次生孔隙较发育（图4）。

图1 致密气储层岩性

Fig. 1 Lithology analysis of tight gas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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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字叙述重复。

符号 文中每个外文符号必须分清

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及语种，上、下角

标的位置要规范，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物理

量，切勿重复定义，也勿漏说明，并做到全文

一致，文、图与文、表一致。单位符号一律用

正体；物理量名称、标量、变量、函数符号用

斜体；张量、矢量、矩阵符号用黑斜体。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标注反映出

文稿的科学依据和著者，尊重他人研究成

果，并提供文中引用有关资料的出处。作

者应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国内同行已发表

的相关论文，特别是近两年的研究成果给

予充分反映。文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均

应认真阅读过，对文献的作者、题目、发表

的刊物、年份、卷期号和起止页码等均应

核实无误，并按在正文出现的先后顺序编

号。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按正文中引用

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书写方式遵循《文

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
2005）规定；中文文献应附上其英译文；

对于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刊名，允许按惯例

缩写，缩写应遵循 ISO 4—1984《文献工

作中出版物题名用语和题目的缩写规则》

的相关规定。所有中文参考文献均需附

上英译文，作者应对所引文献的完整性和

准确性负责。

致谢 应向对本文有帮助的有关单

位和个人表示谢意。

不明之处可参阅《科技导报》已刊登

文章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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