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科学是一门发展迅速、多学科交叉的前沿学科，与人类健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目前世界最受关注的自然

科学之一。当今时代，生命科学已经形成了以生物学为核心，融合数学、物理、化学、信息科学及工程技术等多学科理论、技术与方法的

综合性学科，以脑科学、蛋白质科学、基因组科学、系统生物学、大数据与精准医学、合成生物学等为代表的新兴及前沿领域发展日新月

异，在更小尺度、更大视野、更深层次上不断取得进步，解释生命奥秘。医学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等高度交叉融合，正在创建更为简

便、更加精准的疾病诊断、治疗、预防的新策略新方法。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了未来5年中国科技创新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战略任务和改革举措，其中部署了重大新药

创制专项、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项目、健康保障工程、前沿共性生物技术、新型生物医药技术、生物医用材料、绿色生物制造技术、生物资

源利用技术、生物安全保障技术、发展现代食品制造技术、重大疾病防控、精准医学关键技术、持续对医学免疫学问题、蛋白质机器与生

命过程调控、干细胞及转化、发育的遗传与环境调控、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领域加强基础研究，这极大体现了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

性和前沿性。

生命科学领域是体现学科高度交叉融合的典型学科，是目前中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学科领域之一，最有可能实现从跟跑转为

并跑、领跑。为了更好地发挥与生命科学相关各学会的学术优势，开展集成创新，中国科协发起组织生命科学领域中18个全国学会共

同成立了首个学会联合体—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学会联合体重在创建学科和人才间有机互动、协同高效、资源开放共享

的长效机制，形成共谋发展、联合攻关、协同改革的稳定体系，其所提供的大平台能够进一步突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及科技创新中的主

体性，能够更好地发挥科技社团的组织和引导作用，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通过开展大学科交流，促进学科间融合合作，促进协

同创新，并开展重大评估、设立重大奖项、提出重大计划、承担重要职能，凝聚各方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2016年1月25日，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发布了“2015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团队的

剪接体的三维结构及RNA剪接的分子结构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团队的解析高等植物光系统 I光合膜蛋白超分子复合物

晶体结构、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家淮团队的揭示细胞炎性坏死新机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种康团队的水稻感受和抵御低温的

机制、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宋保亮团队的揭示细胞内胆固醇运输的新机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宏魁团队的化学重编

程中间状态的鉴定和化学重编程新体系的建立、第三军医大学国家免疫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邹全明团队的开发口服重组

幽门螺杆菌疫苗、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谢灿团队的发现磁受体蛋白MagR、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研究

员汤富酬团队的分析发育过程中人类原始生殖细胞基因表达网络的表观遗传调控、浙江大学教授张传溪团队的发现昆虫稻飞虱长、短

翅可塑性发育的分子“开关”入选，部分展示了中国科学家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创新实力。

为了全方位展示世界生命科学前沿进展及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共同于2016年11月1—3日在北京举办以“健康、农业、环境”为主题的“2016年

世界生命科学大会”。本次会议将围绕生命科学、医药卫生、农业及环境等领域的基础研究、科技进展、科学普及、政策法规及伦理等方

面展开研讨，目前已邀请到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世界粮食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及国际重要学术组织

领导人参会，这将是世界生命科学和中国生命科学界的一次盛会。

为了展示此次盛会的学术成果，《科技导报》邀请了部分业内知名专家撰写高水平文章，期望通过《科技导报》这个平台进一步推广

和宣传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的重要成绩，更好促进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国际盛会 开创未来

柴之芳，浙江宁波人，放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苏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核能化学、核分析和应用、放射医学、核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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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9-11；修回日期：2016-10-05
作者简介：俞清，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成体干细胞，电子信箱：cissyyu@sibcb.ac.cn；曾艺（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干细胞的微环境信号、干细胞的

标记、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调控机制等，电子信箱：yzeng@sibcb.ac.cn
引用格式：俞清，曾艺 . 粉红丝带引发的思考——Wnt信号通路在乳腺发育与乳腺癌变中的角色[J]. 科技导报, 2016, 34(20): 5-13; doi: 10.3981/j.

issn.1000-7857.2016.20.001

粉红丝带引发的思考粉红丝带引发的思考
————WntWnt信号通路在乳腺发育与乳腺信号通路在乳腺发育与乳腺

癌变中的角色癌变中的角色
俞清，曾艺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1
摘要摘要 Wnt信号转导通路是参与乳腺发育和肿瘤形成的重要机制。本文综述了Wnt信号转导通路调控乳腺发育和干细胞稳态

研究的进展，讨论了Wnt信号转导中成员分子在乳腺癌形成中的角色。

关键词关键词 Wnt信号；乳腺发育；干细胞；乳腺癌

随着“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活动

宣传的大力开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女性的乳腺健康，乳腺癌是严重威胁

女性生命的恶性肿瘤。然而对乳腺癌

的起因、类型、病变机制的认知有限。

在相关的科研领域中，Wnt信号转导通

路对于乳腺的重要性正在逐渐被揭开：

Wnt信号转导通路参与调控乳腺各个

生理时期的发育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命

运的决定，并且Wnt信号转导通路的错

误激活与肿瘤发生、发展有着紧密的

联系。

小鼠是研究乳腺干细胞在生理和

病理环境下的行为变化的优良模型。

值得一提的是，Wnt家族与乳腺癌联系

的最初发现，也是起始于对一系列极易

诱发乳腺癌的小鼠品系研究。起初，这

些小鼠的乳腺癌高发被认为是由遗传

因素导致的；随后的探索发现，如果隔

离刚出生的小鼠转而由其他母鼠哺育，

则这些小鼠不会发生乳腺癌。这一现

象使得母鼠的乳汁成为致癌物质的首

要怀疑对象，并且进一步的成分分析找

到了一种致病病毒——小鼠乳腺肿瘤

病 毒（mouse mammary tumor virus，
MMTV）[1-3]。接着，研究人员通过对比

正常小鼠与乳腺癌高发小鼠的乳腺组

织，寻找受到MMTV病毒调控的下游

靶点，这项研究首次发现了第一个哺乳

类的Wnt家族的蛋白 int-1，之后称为

Wnt1[4]。Wnt1的发现奠定和推进了原

癌基因（proto-oncogenes）的探索，同时

也开启了Wnt信号通路领域的研究[4]。

1 Wnt蛋白家族与Wnt信号转

导通路
人类及多数的哺乳动物拥有19条

Wnt基因，归类于 12个亚群，并且它们

的序列在进化史上高度保守，具有很强

曾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

成员。

5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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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0-14；修回日期：2016-10-18
作者简介：孙燕，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为肿瘤内科治疗的临床及实验，电子信箱：suny@cae.cn
引用格式：孙燕 . 中国肿瘤防治工作进入新时期[J]. 科技导报, 2016, 34(20): 14-17;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20.002

中国肿瘤防治工作进入新时期中国肿瘤防治工作进入新时期
孙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北京100021
摘要摘要 肿瘤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是比较罕见的疾病，但到20世纪30年代，首先在发达国家，随后在发展中国家，肿瘤开始步入常

见病之列。近50多年来，中国肿瘤的发病率不断缓慢攀升，因癌症导致的死亡在所有居民死亡原因中已经占首位，而且已经超

过全球平均水平，肿瘤防治成为中国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本文从中国肿瘤现状出发，综述肿瘤高发区研究、抗肿瘤新药研究、

临床肿瘤学科发展、精准医学等方面的进展，并提出中国肿瘤防治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发生和死亡趋势；肿瘤高发区研究；抗肿瘤新药；临床肿瘤学发展；精准医学

1 中国肿瘤发生、死亡的趋势和

现状
根据WHO的报告，2000年全球癌

症死亡已经突破700万，占全部死亡人

数的12%，在发展中国家占9%，在发达

国家占21%。2015年根据GLOCOGEN
的统计，全球癌症发生数达到1410万，

死亡 820万。如果这一趋向得不到改

善，预期到 2020年每年新发生的病人

将超过 1500万，在发展中国家癌症总

数将增加 73%，发达国家为 29%。所

以，癌症在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要。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癌症

占居民死亡原因的19%，而在北京和上

海分别为24%和26%，已经超过全球平

均水平。根据陈万青等的最新报告：

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人数为429.2
万，死亡 281.4万。其中城市整体发病

率为 191.5/10 万，死亡率为 109.5/10
万；农村分别为 213.6/10万和 149.0/10
万，显著高于城市。根据对 2000—
2011年中国癌症发展的趋向统计，男

性人群恶性肿瘤的发病率较为稳定，每

年提高约为 0.2%；而女性人群的发病

率则每年约提高 2.2%，即在女性人群

中仍然呈逐年上升趋势。相比而言，男

性和女性人群癌症死亡率自2006年开

始都有下降：男性死亡率逐年下降

1.4%，女性逐年死亡率下降 1.1%。说

明中国癌症发病率男性已进入平稳阶

段，而女性则还在上升；死亡率无伦男

女都已经开始下降，这无疑说明中国近

50年来肿瘤防治的努力已经开始见到

成效。中国肿瘤发生和死亡率将很快

进入平台期，以后应当是死亡率和发病

率下降，将要进入发达国家的模式。

在 发 达 国 家 ，例 如 美 国 男 性

2001—2005年间癌症死亡率每年下降

1.8%；而女性 1998—2005年间每年下

降 0.6%。专家预测，只要中国积极治

理环境污染和控烟，在 2025年前癌症

总的发病率有可能下降，但在一定时期

将仍然是一个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

多发病、常见病。

近 50年来，中国癌症的发生谱有

孙燕，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国家新药（抗

肿瘤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副主席，亚洲临床肿瘤学会

（ACOS）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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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免疫肿瘤免疫：：肿瘤治疗的新希望肿瘤治疗的新希望
黄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免疫学系，北京 100730
摘要摘要 随着肿瘤学、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和交叉渗透，肿瘤免疫治疗技术突飞猛进，成为肿瘤治疗新的热

点。肿瘤免疫治疗是应用免疫学原理和方法，提高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和对效应细胞杀伤的敏感性，激发和增强机体抗肿瘤免

疫应答，并应用免疫细胞和效应分子输注宿主体内，协同机体免疫系统杀伤肿瘤、抑制肿瘤生长。在某些肿瘤，如黑色素瘤、非小

细胞肺癌等，免疫治疗展现出强大的抗肿瘤活性，部分免疫治疗药物已经获得美国FDA批准。2013年《Science》杂志将肿瘤的

免疫治疗评为年度最重要的科学突破。免疫治疗成为继手术、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之后又一种重要的抗肿瘤治疗手段，成为攻

克恶性肿瘤的希望。本文综述肿瘤免疫学的历史、发展规律、未来方向及中国的肿瘤免疫发展情况。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免疫治疗；肿瘤抗原；免疫细胞

肿瘤免疫学（tumor immunology）是

研究肿瘤的抗原性、机体的免疫功能与

肿瘤的相互关系，机体对肿瘤的免疫应

答及其抗肿瘤免疫的机制，以及在上述

基础之上所建立的肿瘤免疫诊断和免

疫防治策略。肿瘤免疫的根本在于肿

瘤细胞存在与正常组织不同的抗原成

分，从而诱发针对肿瘤抗原的免疫反

应，通过检测这种抗原成分或利用这种

抗原成分可以达到诊断和治疗肿瘤的

目的。

肿瘤免疫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设想肿瘤组织中

可能存在与正常组织不同的抗原成分，

从而有可能利用免疫学方法从体液中

检测出这种抗原或抗体用于诊断，进一

步还可能利用肿瘤组织制备疫苗或抗

血清进行主动或被动免疫，达到肿瘤防

治目的，这些设想开启了肿瘤免疫学的

实验研究和临床试验先河。受抗感染

免疫治疗疗效的启发和鼓舞，1902年，

Leyden和 Blumenthal首先进行了瘤苗

主动特异性免疫治疗（active specific
immunotherapy，ASI）的临床试验 [1]。但

在随后的 50多年内，用肿瘤细胞或其

提取物免疫癌症患者，并未获得肯定的

疗效，而人类肿瘤抗原的研究亦无

进展。

20世纪40—50年代在近交系动物

上发现了肿瘤特异性抗原（TSA）的存

在，肿瘤特异性抗原对荷瘤宿主具有免

疫原性，能够诱导一定程度的特异性免

疫排斥反应，由理化因子或病毒诱发的

不同肿瘤，其特异性抗原可以表现出交

叉反应性，这就为肿瘤免疫学研究奠定

了基础，导致作为肿瘤发生发展的一种

黄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协和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和“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免疫学系常务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青年创新联盟理事

长，中国免疫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国际免疫学会联盟（IUIS）教育委员会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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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刘晶, 曹尚涛, 蔡景蕾, 等 .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发展前瞻[J]. 科技导报, 2016, 34(20): 25-33;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20.004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发展前瞻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发展前瞻
刘晶，曹尚涛，蔡景蕾，裴端卿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再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重点实

验室，华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所，广州 510530
摘要摘要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前沿与热点。近年来，涌现出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将干细胞研究推

向新的历史阶段，为再生医学的发展带来深刻变革。本文分析体内外不同来源的干细胞在再生医学的治疗应用、小分子化合物

在细胞命运转变机理研究和功能性细胞获取方面的研究现状与前景，讨论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在临床治疗应用的安全性与规范

性。

关键词关键词 干细胞；再生医学；细胞命运转变；临床治疗

1 再生医学的产生与需求
古往今来，无数神话故事和小说，

都幻想着人类可以长生不老，益寿延

年，但当人的某些器官和组织经受损

伤，无法及时修复时，人的生命就岌岌

可危。全世界每年约有上亿人遭受不

同形式的组织器官创伤 [1]，因此，对各

种用于移植的组织器官需求巨大。但

可供移植器官的来源有限且困难，同时

受机体免疫排斥、移植费用等因素制

约，使得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非常受

限。因此利用可大量扩增并且有分化

潜能的干细胞或者祖/前体细胞，通过

工程化手段，结合新型生物材料，得到

可以适应人体自身生化和生理条件的

可代替组织的技术手段有着广阔的发

展空间[2]。

此外，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人类

的期望寿命不断延长，世界开始逐步步

入老年化时代。而伴随而来的则是大

量与组织器官衰老退化有关的退行性

疾病的爆发，如老年痴呆症等。这些疾

病严重影响了病人的生命质量，对社会

造成了严重的负担。目前，药物治疗和

手术治疗对于退行性疾病并没有好的

效果，再生医学则有可能在根本上攻克

退行性疾病。

再生医学是一门研究组织器官受

损后修复和再生的学科 [2]。尽管再生

医学拥有美好的发展前景,但目前依然

处在起步阶段，再生医学能够得到广泛

应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干细胞研究

的进展。从当今发展趋势看，再生医学

已是现代临床医学的一种崭新的治疗

模式，对医学治疗理论、治疗和康复方

针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干细胞研究

促进了再生医学的发展，这是继药物治

疗、手术治疗之后的又一场医疗革命。

再生医学在国际上已成为当今生

物学和医学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热点。

在国内，再生医学的重要性已引起相关

决策部门和科技人员的高度重视，并已

裴端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

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中国科学院广州

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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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史继静，博士，研究方向为慢性病毒性肝病的免疫发病机理及细胞治疗，电子信箱：shijijing1983@126.com；王福生（通信作者），中国科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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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史继静, 常文仙, 李元元, 等 .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疗的现状与挑战[J]. 科技导报, 2016, 34(20): 34-39;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20.005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疗的现状与挑战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疗的现状与挑战
史继静 1，常文仙 2，李元元 3，王福生 1,3

1. 北京大学解放军302医院教学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039
2. 蚌埠医学院，蚌埠 233000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0二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039
摘要摘要 病毒本身和机体免疫应答是影响HBV感染病情进展和临床转归的重要因素。目前免疫学研究及临床观察结果表明，单

纯的抗病毒治疗无法重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抗病毒免疫功能，因而无法彻底治愈HBV感染。联合新的免疫治疗策略，根据疾

病的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可能是实现HBV感染治愈的有效方法。本文综述慢性乙型肝炎治疗的现状与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慢性乙型肝炎；疾病进展；抗病毒治疗；免疫治疗

由 乙 肝 病 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引起的乙型肝炎是一种传染

性强、病死率高的传染病，以肝脏病变

为主要表现，可引起多器官功能损害，

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公

共卫生问题。目前，中国HBV感染者

约 7800万，其中慢性乙肝患者约 2000
多万，每年有近 30万患者因肝癌而死

亡，占世界肝癌患者数量的 51%[1]。按

疾病进展可将 HBV 感染分为急性感

染、慢性感染、肝硬化、肝癌，患者自然

转归或治疗干预后的转归各不相同，其

中慢性乙肝处在疾病进展的关键环节，

临床上有效的治疗可延缓疾病进展或

实现功能性治愈。本文就慢性乙肝的

发病机理、临床治疗的现状与进展作一

综述。

1 HBV感染的免疫发病机理
成人感染HBV后约 90%以上能够

控制病毒，表现为急性感染或急性自限

性乙型肝炎，5%~10%进入慢性感染阶

段。围产期及 1~5岁儿童感染HBV后

极易发展为持续性感染，慢性化率分别

高达 90%和 30%。虽然导致HBV感染

不同临床结局的因素不是完全清楚，但

大量临床免疫学研究证明病毒本身和

机体免疫应答是影响疾病进展和临床

转归的重要因素。

1.1 急性HBV感染

HBV复制、肝脏损伤、天然免疫及

适应性免疫在急性HBV感染的不同阶

段组成动态网络：HBV感染后即潜伏

期，天然免疫活化与病毒复制高峰同时

出现；急性肝炎期，适应性免疫应答出

现并持续增强，HBV载量开始下降，该

阶段病毒清除的同时伴随着肝脏损伤；

感染恢复期，病毒彻底清除和ALT恢

复正常后，HBsAb和HBV特异性记忆

王福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973计划”肝病项

目首席科学家（2007—2011）。现任解放军第三○二医院感染病诊疗与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全军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重点实验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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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辅助性部分肝移植原位辅助性部分肝移植
陈琳，陈孝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肝脏外科中心，武汉 430030
摘要摘要 自1989年原位辅助性部分肝移植成功应用于临床治疗急性肝功能衰竭以来，适应证逐渐扩大至肝功能衰竭、遗传代谢疾

病、终末期肝硬化。随技术不断进步趋于成熟，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远期存活率明显上升，对部分疾病治疗效果达到甚至优

于原位肝移植术，并衍生出多米诺原位辅助性部分肝移植等新术式，显著拓展了供体来源及受益人群，成为肝脏疾病重要的治疗

手段。本文介绍原位辅助性部分肝移植术的发展历程及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肝移植；原位辅助性部分肝移植；急性肝功能衰竭；肝代谢缺陷性疾病

辅 助 性 肝 移 植（auxiliary liver
transplantation，ALT）是指保留供体全

部或部分肝脏的情况下，将供体肝（全

肝或部分肝）移植入受体体内。根据移

植肝脏放置部位分为原位辅助性肝移

植和异位辅助性肝移植。根据移植物

是全肝还是部分肝脏可以分为辅助性

全肝肝移植和辅助性部分肝移植。原

位 辅 助 性 部 分 肝 移 植（auxiliary
partial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APOLT）是指切除受体部分肝脏，在创

造 的 空 间 内 原 位 行 部 分 肝 移 植 。

APOLT 目前已经成为 ALT 的主流术

式，对于急性肝功能衰竭、遗传代谢性

肝病、终末期肝硬化均有良好的治疗

效果。

1 APOLT发展历史
20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探索肝移

植治疗终末期肝脏疾病。部分肝病病

人，如急性肝功能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ALF）的肝脏损伤是可逆的，移

植肝脏支持患者度过肝衰竭期，自身肝

脏可恢复原有功能，不需要切除受体全

部肝脏，于是学术界便提出了ALT设

想。早在1955年，Welch进行世界首个

异位辅助肝移植的动物实验。1964
年，Absolone实施了世界首例临床异位

辅助性肝移植。但是诸多问题导致效

果不佳：1）排斥反应无法克服；2）不

切除受体肝脏，腹腔空间有限，难以容

纳供肝，术后腹腔压力大，影响腹腔脏

器的血流灌注；3）异位移植，血管及胆

道重建困难，门静脉供血、肝静脉回流

和胆汁引流均受影响。ALT研究归于

沉寂。20世纪 80年代以后，随着环孢

素A等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排斥反

应被逐渐克服，ALT又逐渐被学界重

视。陈孝平 [1]率先建立了APOLT动物

模型即切除受体部分肝脏创造空间，行

原位部分肝移植，解决了移植空间不足

和血供、回流障碍的问题（图 1）。1989
年，Gubernatis 等 [2]完成世界上第 1 例

APOLT成功治疗急性爆发性肝衰竭。

APOLT技术逐渐发展成熟，临床治疗

效果与原位肝移植术接近，某些方面甚

至更有优势，目前已成为ALT的主流

术式。

前文所述，中国APOLT的研究始

陈孝平，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

主任，肝脏外科主任，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国际肝胆胰协会常务理事，亚太肝

胆胰协会前任主席，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主席，美国外科学会Honorary Fel⁃
lowship，美国外科学院Fellowship，国际外科组织（ISG）成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

会常务委员兼肝脏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学分会副会长。曾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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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性核受体与糖尿病肾病代谢性核受体与糖尿病肾病
魏元怡，张晓燕，管又飞

大连医科大学医学科学研究院，大连 116044
摘要摘要 随着中国糖尿病发病率逐年提高，糖尿病肾病已成为终末期肾病第二大原因，但其发病机制仍未阐明。代谢性核受体在

调节糖脂代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发现其与肾脏功能调节有关，其激动剂可能成为治疗糖尿病肾病的新药。本文综述了3类
代谢性核受体——PPARs、LXRs和FXRs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讨论了代谢性核受体作为糖尿病肾病潜在治疗靶点在糖

尿病肾病防治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代谢性核受体；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肝X受体；法尼酯X受体

糖尿病是一种以慢性高血糖为特

征的终身代谢紊乱疾病，随着病情发

展，可导致多种组织器官损害及功能障

碍。长期高血糖会引起一系列大血管

和微血管并发症。其中，糖尿病肾病

（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最重要的

微血管并发症之一。目前，DN是西方

国 家 终 末 期 肾 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最主要的原因[1]，是中国

ESRD第二位的原因，但其发病率仍然

呈上升趋势[2]。DN主要的临床表现为

进行性尿蛋白升高，伴随肾功能受损。

病理改变包括肾小球硬化和肾小管间

质纤维化（图 1）。DN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存质量，并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

经济负担，目前的干预措施包括严密控

制血糖、血脂和血压，限制高盐和高蛋

白摄入等辅助手段，阻断肾素-血管紧

张素-醛固酮系统的非特异性药物治

疗等，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因此

深入研究DN的发病机制，寻找有效的

干预靶点是本领域关注的热点。

核受体是哺乳动物最大的转录因

子超家族，成员超过 150个，人基因组

中核受体家族包含48个成员。这些核

受体成员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其蛋白

从 N端到 C端分为 A/B、C、D、E区域。

A/B区含有一个配体非依赖性结合区

AF- 1；C 区 为 DNA 结 合 域（DNA
binding domain，DBD）；D区为铰链区，

连接起C区和E区；E区为配体结合区

（ligand binding domain，LBD），E 区也

是整个蛋白最大的一个区域，该区含有

一个配体依赖性结合区AF-2，序列保

守，能够保证特异性识别不同配体[3]。

在核受体家族成员中，以过氧化物

管又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大连医科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科技部“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

部、生命科学部咨询组专家，2013年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2015年大连市国家级

领军人才。现任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医学科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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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的精准医疗癌症的精准医疗
程旭东，蒋丽萍，毛凯晟

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2206
摘要摘要 随着基因组学、生物芯片、下一代测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新技术的综合运用及普及，精准医疗尤其是

应用于癌症领域的精准医疗，正步入快速发展阶段。获取、分析和利用个性化的癌症基因组学数据，将成为癌症临床研究，尤其

是新药研发的关键，这也同时突显出可靠的分子诊断检测平台的重要性。本文综述癌症精准医疗的定义与意义、发展历史与现

状、关键技术、挑战与展望等，并举例说明脑胶质瘤和结直肠癌领域精准医疗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关键词 癌症；精准医疗；个性化医疗；基因组学；下一代测序技术

精准医疗（precision medicine，PM）
狭义上可以理解为根据患者的分子生

物病理学特征，各种组学信息，来制定

匹配性的预防及诊疗策略，以期达到最

大的治疗效果和最小的不良反应，同时

做到更为准确的预后判断。而从广义

上讲，精准医疗的概念更接近于个性化

医疗（personalized medicine），即综合考

虑患者疾病本身的情况和其经济社会

能力来计划实施的诊疗方案，这其中包

括了针对每个病例，在合理的时间，选

择合理的诊断工具，定制合理的治疗方

案。狭义上的精准医疗虽然仅是对当

前医疗模式的某一方面进行的深入探

索，但是随着相关技术不断的发展和成

熟，必将逐步改变现今传统的医学诊疗

程式。

而在各类疾病中癌症因其自身的

独特性，将成为精准医疗最能发挥其功

效的领域。首先，癌症是一种基因疾

病，多样且复杂，即使在显微镜下形态

一致的肿瘤，在临床上却可能有着截然

不同的表现，反映为疗效以及预后的差

异；其次，癌症本身在分子遗传学上具

有异质性，并且随着疾病的进展处于不

断演化的状态，在临床上医生不仅要意

识到这种动态发展规律的存在，更要有

能够获取和处理这种信息的能力；最

后，因为目前癌症治疗药物价格高昂，

不恰当的治疗将会给病人甚至是整个

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和资源浪费。这

也就是为什么癌症精准医疗的提出具

有如此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癌症精准医疗的发展与现状
1.1 癌症精准医疗的历史

“精准医疗”的理念事实上早已有

之，中医就讲求辨证施治，药方的开具

都会考虑到患者的体质、心理以及所处

的环境。“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说法

也是由来已久。又如，根据精准施治理

念，近年提出的“精准外科”概念，外科

医生会选择更加合理的术式，操作更加

精细，放疗医师会计算更为精确的治疗

范围与剂量，影像科医师会提供解析力

更高的医学影像。在癌症药物治疗中，

随着靶向药物的疗效被普遍认可和接

受，更加有针对性的用药方案也越来越

多地成为一种必须。

本文所讨论的精准医疗概念始于

2011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名为《迈

向精准医疗：构建生物医学研究知识网

络和新的疾病分类体系》报告中提出并

进行了系统性阐述 [1]。其核心思想是

通过疾病相关的分子学病因检测而不

是依靠传统的症状、体征来对疾病进行

诊断。通过获取患者组织样本中的各

种遗传信息，构建新型的生物信息数据

网络，使之成为临床指导的重要参考和

今后研究的重要源头。2015年，美国

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正式将“精准

医疗计划”抬高至国家层面，计划在

2016财年投入 2.15亿美元，通过数年

的时间，完成 100万人的全基因组测

序，并将这些数据和临床数据整合，打

通从基因组数据到临床应用的道

路[2-3]。这一计划作为新的国家研究项

目，力图让每个人获得个性化医疗，从

而“引领一个医学新时代”，其中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就是致力于癌症治疗。此

举很快得到各研究机构和医学界的响

应，全球目光再次聚焦“精准医疗”。

随即中国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在

2015年 2月发布了第一批癌症诊断与

治疗项目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临床试

点单位名单，已有 20家左右的医疗机

构入选。同月，科学技术部召开国家首

次精准医学战略专家会议，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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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基因变异解读和遗传咨询在准确的基因变异解读和遗传咨询在
罕见病精准医学中的重要作用罕见病精准医学中的重要作用
陆国辉 1,2，许艺明 1，张巍 1,3

1. 广州嘉检医学检测有限公司，广州 510300
2.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维尔医学院，格林维尔 29605
3. 美国贝勒医学院，休斯敦 77030
摘要摘要 精准医学本身是希望运用新型客观的诊断方法从个体病人基因组数据库中鉴定致病突变，常应用于遗传病重要组成部分

的罕见病诊断中，更是用于出生缺陷的预防方面。与人类疾病相关的致病突变包括蛋白编码序列变异、非编码序列变异和拷贝

数变异等多种类型，而与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在许多时候往往是新发的或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准确的基因变异解读和遗

传咨询在罕见病精准医学中的作用愈加重要而更具挑战性。本文阐释了基因变异解读和遗传咨询的内涵，同时结合部分案例综

述了这两方面在罕见病精准医疗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关键词 精准医学；罕见病；基因变异解读；遗传咨询

经过 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

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特别是对与基因组医学息息相关的

遗传疾病和肿瘤疾病的防治。

中国的出生缺陷率总体呈现持续

增长趋势，肿瘤发病率也逐年递增。根

据2012年9月原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出

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统计，中国出

生缺陷发生率为 5.6%左右。换言之，

每100个新生儿中就有将近6个缺陷个

体。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1]，

2015年中国预计有 429.2万例新发肿

瘤病例和 281.4万死亡病例（相当于平

均每天新发 12000 例癌症；平均每天

7500人死于癌症）。在所有肿瘤中，肺

癌是发病率最高的肿瘤，也是癌症死因

之首，男性 5种最常见肿瘤依次为肺

癌、胃癌、食管癌、肝癌和结直肠癌，加

起来占所有癌症病例的 2/3；女性最常

见肿瘤依次为乳腺癌、肺癌、胃癌、结直

肠癌和食管癌，占所有癌症病例的

60%，其中，乳腺癌占所有女性癌的

15%。男性和女性的肺癌、胃癌、肝癌、

食管癌和结直肠癌 5种最常见癌死亡

病例占所有癌死亡病例的75%。

由此，中国医疗健康与“一生”（即

陆国辉，南方医科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兼职/客座教授，美国临床细胞基因组学

专家，美国医学遗传基因组学院专家委员（1996）。现任广州嘉检医学检测有限公

司医学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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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与发展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与发展
袁隆平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长沙 410125

粮食维系着人类的生命，也关系着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农村被

征用的土地逐步增多，耕地数量逐年减

少，再加上不少农民涌入城市，放弃田

间耕作，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面临更大挑

战，农业发展面临更大压力。面对这个

世界性的难题，我们应紧紧依靠科技进

步提高粮食产量，促进农业发展。

水稻是我国也是世界的主要粮食

作物之一，它养活了世界近一半的人

口。中国于 1964 年开始杂交水稻研

究，利用杂种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经

过 9年的努力，于 1973年实现“三系”

（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

性不育恢复系）配套，培育出在生长势

与产量上具有很大优势的杂交水稻品

种，1976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

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

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1981年，籼型

杂交稻获得中国第 1个也是到目前为

止唯一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特等奖。

1980年，该技术还作为中国第1项农业

高新技术出口美国。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1987年国家

863计划立项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以

袁隆平为首的中国杂交水稻科技工作

者站在更高的起点开展协作攻关，1995
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取得了成功，两系杂

交水稻一般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增

产 5%~10%，且米质一般都较好，近年

的种植面积为 533.33万 hm2左右。两

系法杂交水稻为中国独创，经过 20多

年的研究，建立了光温敏不育系的两系

法杂种优势有效利用的新途径，解决了

三系法杂交稻配组困难主要限制因素，

它的成功是作物育种上的重大突破，继

续使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水平保持在

世界领先水平。2014年 1月，“两系法

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是继籼型杂交

稻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奖特等奖后，杂

交水稻第 2次登上国家科技奖特等奖

的领奖台。水稻超高产育种，是近 20
多年来不少国家和研究单位的重点项

目。中国农业部为了满足新世纪对粮

食的需求，于1996年立项“中国超级稻

育种计划”，笔者提出了超高产杂交水

稻选育理论和技术路线，开始牵头实施

超级杂交稻的攻关研究。2000年，实

现了超级稻第一期大面积示范亩产

700 kg的目标；2004年，提前 1年实现

了第二期大面积示范亩产 800 kg的目

标；2012年，再次提前 3年实现了第三

期大面积示范亩产 900 kg 的目标。

2013年 4月农业部启动了第 4期超级

杂交稻亩产 1000 kg攻关项目，研究团

队再接再厉又取得可喜的新进展，培育

出具有高冠层、矮穗层、特大穗、高生物

学产量、秆粗、茎秆坚韧等特点的苗头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湖南农业

大学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获国家技术发明

奖特等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联合国科学奖、以色列沃尔夫奖、美国世界

粮食奖及马来西亚马哈蒂尔奖等。

64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955


科技导报2016，34（20）

收稿日期：2015-07-02；修回日期：2015-11-26
作者简介：赵其国，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方向为土壤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电子信箱：qgzhao@issas.ac.cn
引用格式：赵其国 . 珍惜和保护土壤资源：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J]. 科技导报, 2016, 34(20): 66-73;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20.011

珍惜和保护土壤资源珍惜和保护土壤资源：：我们义不容辞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的责任
赵其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 210008
摘要摘要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珍贵的自然资源之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土壤及土壤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

共识。为了更好地增强人们保护土壤的意识，本文综述土壤的概念、作用、特点、当前中国土壤类型、当前土壤为什么会“不清

洁”、土壤污染现状及该如何保护土壤资源等，以期为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土壤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关键词 土壤；土壤资源；土壤污染

土壤是“万物之本、生命之源”，是

农业生产的基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基

础，是最珍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

它关系到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和

谐稳定。

当前，土壤及土壤环境问题已成为

世界共识。2014年国际土壤联合会的

主题是“土壤拥抱生命与万物”，2013
年第68届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12月
5日为世界土壤日，并宣布2015年为国

际土壤年，主题为“健康土壤带来健康

生命”，并普遍开展国际宣传庆祝活

动。中国对土壤及土壤环境污染的问

题一直极其重视，早就将土壤保护战略

作为重要环境要素战略之一。近10年
来，在国家有关部委主持下，相继实施

了“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中低产田改

造工程”、“千亿斤粮食增产工程”、“污

染土壤修复技术及示范”等重大项目，

积累了大量的土壤环境治理经验，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打下

了坚实基础。因此，珍惜和保护并永续

利用土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

我们未来生存所必须要承担的义务。

那么，什么是土壤？土壤有哪些作

用？土壤具有哪些特点？当前中国土

壤类型有哪些？当前土壤为什么会“不

清洁”？土壤污染现状如何？我们该如

何保护土壤资源呢？

1 什么是土壤？土壤有哪些

作用？
土壤由岩石风化而成的矿物质，动

植物、微生物残体腐解产生的有机质，

土壤生物（固相物质）以及水分（液相物

质），空气（气相物质），氧化的腐殖质等

组成（图 1）。固体物质包括土壤矿物

质、有机质和微生物通过光照抑菌灭菌

后得到的养料等。液体物质主要指土

壤水分。气体是存在于土壤孔隙中的

空气。土壤中这 3类物质构成了一个

赵其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曾获中国科学院

竺可祯奖、国际道库恰也夫奖、第四届日经亚洲大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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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0-08；修回日期：2016-10-19
作者简介：曹军骥，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气溶胶与环境、PM2.5研究与控制、古气溶胶循环，电子信箱：cao@loess.llqg.ac.cn
引用格式：曹军骥 . 中国大气PM2.5污染的主要成因与控制对策[J]. 科技导报, 2016, 34(20): 74-80;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20.012

中国大气中国大气PMPM22..55污染的主要成因与污染的主要成因与
控制对策控制对策
曹军骥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 710061
摘要摘要 2011年底以来，PM2.5污染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本文介绍PM2.5的基本概念与污染和简要治理历史、梳理

了中国PM2.5污染现状，提出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高浓度PM2.5的直接原因、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雾霾频发的主要原因、污染

物的跨界传输也容易形成区域性污染等3个共性原因，同时从不同区域的排放源差异、能源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及地形与

气象条件不同等方面分析了PM2.5污染的个性特征。从 3个方面提出中国防治PM2.5控制战略建议：大力调整能源结构，防治

PM2.5污染；以科技为核心构建新型的PM2.5防治体系，实现科技治污；改革体制、法律和经济等管理制度，保障科技治污综合效益。

关键词关键词 PM2.5；污染现状；污染共性与个性特征；控制战略

自 2011年底以来，PM2.5污染成为

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也受到

海内外广泛关注。频发的雾霾事件更

是牵动全国人民的神经，使大气污染问

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1]。中国政府

已把防治空气污染作为最大的民生问

题，列入近年来政府工作重点，如制定

新环境质量标准、出台大气污染控制的

国十条、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国内

学术界主要从20世纪初开始大气PM2.5

的研究 [2]，特别是近年取得了显著进

展[3-5]。本文简要综述中国PM2.5的污染

现状，并提出战略性的控制建议。

1 PM2.5的基本概念与污染和简

要治理历史
大气中悬浮的固态、液态物质称为

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PM），其粒径

自几个纳米到 100 μm不等，颗粒物按

粒径可以分为总悬浮颗粒物（total
suspended particles，TSP）、PM10（粒径小

于 10 μm）、PM2.5（粒径小于 2.5 μm，又

称 细 颗 粒 物）和 PM1（粒 径 小 于 1
μm）[6]。通过人体呼吸，粗颗粒物可沉

积在主气管和支气管，而细颗粒物可沉

积在肺泡等部位，更小的颗粒物如PM1

可穿透肺泡进入血液循环，因而空气中

高浓度颗粒物特别是细颗粒物对人体

健康有显著损害。

大气颗粒物还具有显著的气候与

环境效应，它可以吸收和散射太阳光，

降低能见度，形成霾也叫灰霾[7]。霾污

染的本质是 PM2.5浓度过高，大量极细

曹军骥，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气溶胶化学与物理

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气溶胶学会（IARA）执委，中国颗粒学会副理事长。曾获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6年 IAFA奖，2013 Frank A. Chambers Excellence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Award，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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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472980，81673156）
作者简介：李杰，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命早期营养及表观遗传机制，电子信箱：lijie.hmu@gmail.com；李颖（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营养与慢性病

的关系，电子信箱：liying_helen@163.com
引用格式：李杰, 李颖 . 生命早期1000天的营养与肥胖[J]. 科技导报, 2016, 34(20): 81-85;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20.013

生命早期生命早期10001000天的营养与肥胖天的营养与肥胖
李杰，李颖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哈尔滨 150086
摘要摘要 生命早期1000天的营养暴露与儿童期乃至成年后肥胖及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关系密切。本文将生命早期1000天划分

为3个营养阶段，即宫内营养期、母乳或婴儿配方食品期、辅食添加及早期饮食期，并对各阶段中可能暴露的多种营养相关危险

因素进行了系统综述。其中，宫内营养期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因素是，母亲孕前体质指数过高、妊娠期体重增加量过高、孕期患

有糖尿病、携带代谢性疾病易感基因；母乳或婴儿配方食品期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因素是，由于食用配方食品导致的婴儿生长速

度过快、能量和蛋白质摄入过高、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过低；而在辅食添加阶段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婴儿体重增加过快、

固态食物添加过早、蛋白质摄入过高、肠道微生物。

关键词关键词 生命早期营养；肥胖；代谢程序化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儿童期肥胖是

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近 20年

来，世界范围肥胖和超重儿童数量急剧

增加，其中美国的儿童肥胖率已达

30%，成为世界上儿童肥胖率最高的国

家[1]。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儿童

营养不良率仍居高不下，但肥胖率却也

在迅速增长 [2]。儿童期肥胖显著增加

了成年后多种代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

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医疗卫生负

担。因此，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控儿

童期肥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

问题。

“生命早期1000天”指的是从受孕

开始至2周岁这段时间。这一时期，细

胞处于旺盛的分裂、增殖、分化状态，组

织、器官开始形成。该时期的营养暴露

影响着机体代谢模式的建立，这种代谢

模式会持续终生，影响儿童期乃至成年

期肥胖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本

文旨在阐明生命早期1000天的营养暴

露对儿童期肥胖的影响。

生命早期 1000天可分为 3个营养

阶段：胎儿期（宫内营养）、母乳或婴儿

配方食品期、辅食添加及早期饮食期。

机体在这 3个时期可能会面对不同的

营养相关风险因素（表1），了解这些危

险因素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生命早

期营养改善方案。

1 宫内发育阶段
儿童期肥胖的风险因素，可追溯至

宫内发育阶段孕妇对胎儿新陈代谢的

影响。研究证据表明，儿童肥胖与母亲

孕前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李颖，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长江学者后备支持计划”入选者。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国营养学会理事，中国营养学

会微量元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获中国营养学会杰出青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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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项目（2015BAI13B07）；江苏省科技专项基金项目（BL2014097）；肠病研究基金（公益捐赠）项目

作者简介：张发明，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复杂肠病和粪菌移植体系，电子信箱：fzhang@njmu.edu.cn
引用格式：张发明 . 粪菌移植体系[J]. 科技导报, 2016, 34(20): 86-92;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6.20.014

粪菌移植体系粪菌移植体系
张发明

南京医科大学整合肠病学重点实验室；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肠病中心，南京 210000
摘要摘要 粪菌移植作为重建肠道菌群的核心治疗策略，在世界医学史上由来已久。粪菌移植近年备受关注，已用于难辨梭状芽孢

杆菌感染等多种菌群相关性疾病的治疗和探索性研究，但主因方法学局限的影响，其在全世界的应用并不理想。中华粪菌库作

为非营利性粪菌库，重点通过建设粪菌移植体系，并作为特殊生物样本库面向全国提供临床救治服务。本文阐述粪菌移植的医

学史、中华粪菌库所依赖的体系建设和粪菌移植的安全性、伦理、法规及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关键词 粪菌移植；中华粪菌库；难辨梭状芽孢杆菌

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
antation，FMT）指的是将健康人粪便中

的功能菌群，移植到患者肠道，重建新

的肠道菌群，实现疾病的治疗。FMT作

为重建肠道菌群的核心治疗策略，已用

于难辨梭状芽孢杆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CDI）等多种菌群相关

性疾病的治疗和探索性研究[1]。然而，

FMT主因方法学局限的影响在全世界

的应用并不理想。FMT不应被定义为

一项单纯的技术，更不是药品，而是一

种技术体系。主要原因是其安全性需

求和治疗性需求两方面，且前者是先决

条件。2015年，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和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共

同发起中华粪菌库紧急救援计划

（www.fmtbank.org），在国家消化系统疾

病临床研究中心项目（西京消化病医院

牵头）等的支持下，通过建设 FMT 体

系，并作为特殊生物样本库面向全国提

供临床救治服务。本文重点阐述粪菌

移植的医学史、中华粪菌库所依赖的体

系建设和粪菌移植的安全性、伦理、法

规及未来发展方向。

1 FMT的医学发展史
2012年，Zhang等 [2]报道 FMT始于

中国古代，至少已有 1700年。作者基

于 FMT的本质概念，在中国古文献及

印度等传统医学文献中按以下标准考

证：1）用人粪给人治病；2）给药途径

是入消化道；3）推理是所用粪便物质

中含有丰富的存活功能菌群发挥治疗

作用；4）文字记载的方法、适应证、疗

效可鉴。确认东晋（公元 300—400年

间）葛洪所著的“急诊医学”书《肘后备

急方》（简称《肘后方》）满足以上条件，

详实记载了多种方剂、方法、治疗疾病

及其疗效。之后的大量中医学书籍，如

明代《本草纲目》、汉代《伤寒论》、近代

《重订通俗伤寒论》等都不断更新其用

法、治疗危重疾病状态及效果评估，包

张发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现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肠病中心主任，南

京医科大学整合肠病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分会委员，中国

医师协会儿童健康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学会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

交流协会消化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消化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江苏消化学会省动力学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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