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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闻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健康卡                                 

普及应用工作的意见 

国卫办规划发〔2018〕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卫生健康委（卫生计生委），委直属和联

系单位，委属（管）医院：  

为不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深化信息便

民惠民应用，夯实全民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

疗大数据发展基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18〕26 号）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中医药局《关于深入开展“互联网+医疗健

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知》（国卫规划发

〔2018〕22 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加快推进电

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对普及应用电子健康卡重要性

的认识  

居民健康卡作为卫生健康部门面向城乡

居民设计发放的全国统一标准的就诊服务

卡，自 2012 年推广实施以来，已在全国 28

个省份发行应用，在推动跨机构跨区域诊疗

服务一卡通用、新农合跨省异地就医结报、

促进区域医疗业务协同等便民惠民服务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为顺应“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务新业态、新趋势，推动医疗健康

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需要创新拓展居民

健康卡建设应用，以电子健康卡为新载体，

采用国密算法和国产自主可控安全技术，构

建卫生健康领域覆盖全体居民、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身份统一标识和认证服务体系。电子

健康卡是“互联网+”新形势下居民健康卡的

线上应用延伸与服务形态创新，是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信息互认共享的重要基础平台，是

保障城乡居民实施自我健康管理的重要基础

工具，是我国全民健康保障工程的重要基础

设施。普及应用电子健康卡，在不增加患者

负担的前提下，实现医疗健康服务“一卡（码）

通”，有利于全面落实实名制就医，解决医疗

卫生机构“多卡并存、互不通用”堵点问题，

支撑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通共享，更好发挥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作用，对于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改政策落地落实，

助力健康精准扶贫，促进“三医联动”和综

合监管，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二、加快推进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

的重点任务  

（一）加快建设电子健康卡应用基础支撑

环境。各省份要认真落实《省统筹区域全民

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方案》《全国医院信息化建

设标准与规范》，结合《电子健康卡建设与管

理指南》要求，抓紧制定电子健康卡建设总

体规划和实施细化方案。依托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加快建设电子健康卡管理服务信息系

统及相关网络设施，与国家居民健康卡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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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实现数据联通。分期分批实现各类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系统与电子健康卡

的全面对接，以医联体（医共体）建设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突破口，以二、三级公立

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重点，抓紧完成

各业务应用系统电子健康卡接口改造、患者

主索引统一注册、识读终端和自助设备布放

等受理环境改造工作，支撑跨系统、跨机构、

跨地域“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健康服务一

卡（码）通用。委属（管）医院及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的三级公立医院要率先接入电子

健康卡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并完成受理环境建

设，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二）加强居民健康标识统一注册和实名

制就医管理。按照区域诊疗服务“一卡（码）

通”工作要求，各省份要重点将各级各类公

立医疗机构自建的就诊卡、银医联名卡，基

层医疗、妇幼保健、计划免疫等业务系统患

者主索引及就诊卡管理系统统一接入到电子

健康卡管理服务信息系统，采用批量预制方

式整体升级为电子健康卡，全面实现实名制

就医和医疗健康服务“一卡（码）通”。今后

新建面向居民健康服务的业务系统及互联网

医疗服务应用软件，要做好与基于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的电子健康卡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的

对接，避免形成新的信息孤岛。鼓励京津冀、

长三角、长株潭等城市群基于一卡（码）通

用，创新推动跨地域诊疗信息共享和医疗服

务协同。  

（三）积极开展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服

务。按照“以服务带应用、以应用促发展”

的原则，开展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服务，支

持使用电子健康卡提供预约诊疗、先诊疗后

付费、在线医保结算、移动支付等便捷就医

服务，优化服务流程，突出便捷性，以健康

实惠引导居民主动持电子健康卡接受各类医

疗健康服务。推动医联体、医共体通过电子

健康卡实现基层首诊、远程会诊、双向转诊

“一卡（码）通”，有效促进区域诊疗信息共

享，为居民提供连续医疗服务。坚持以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为基础，推进电子健康档案和

电子健康卡的广泛使用，鼓励将电子健康卡

作为居民获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以及调阅个人健康档案的统一授权

凭证，支撑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个人开放利

用。至 2020 年，为全体贫困人口优先预制、

覆盖发放电子健康卡，支撑贫困人口精准识

别、优先服务与健康监测，助力健康扶贫精

准开展。  

（四）积极推动健康金融一体化融合创新

服务应用。发挥电子健康卡在打通业务流、

数据流、资金流等方面的纽带作用，鼓励各

地以电子健康卡作为“三医联动”的入口，

积极推动电子健康卡（码）与电子医保卡

（码）、电子银行卡（支付二维码）的“多卡

（码）合一”集成应用，并结合探索区域共享

网络支付平台建设，支撑基本医保、商业健

康险及金融支付等医疗费用一站式结算，方

便群众就医。加强与公安、民政、医保、金

融等部门协调，着力打破行业壁垒与业务分

割，增强电子健康卡在金融服务、医疗救助、

精准扶贫等方面的功能应用，促进区域协同

发展。  

（五）着力加强电子健康卡应用安全建设

与管理。电子健康卡管理服务信息系统、识

读终端设备、应用密码机、互联网医疗健康

服务应用软件等基础设施，依据相关国家行

业标准实行质量及安全检测、联网测试等标

准符合性检测管理，着力强化个人健康信息

安全管理，确保互通互认、安全可靠。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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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健康卡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及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务应用软件的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建

立健全电子健康卡用卡过程监测和有关安全

风险动态评估管理机制，为电子健康卡“线

上线下一体化”医疗健康服务应用提供安全

保障支撑，确保居民健康信息安全。  

三、建立健全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保障

机制  

（一）加强领导，统筹推动。推进电子健

康卡便民惠民应用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是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融合发展的有效

载体。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立医疗卫

生机构要凝聚共识，建立考核评估和激励保

障机制，将普及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应用纳

入“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和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的重要内容。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应当将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纳入省统筹

区域信息平台建设、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

测评、重大信息化项目验收等重点考评指标，

确保认识到位、领导措施到位。  

（二）创新发展，示范引领。各地要以满

足新时代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按照统筹设

计、服务先导原则，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技

术创新和服务创新，不断推进电子健康卡与

其他卡融合应用，丰富电子健康卡便民服务

内容。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多元化参与，

积极探索电子健康卡与金融等其他相关行业

发展战略合作，建立多部门协作及运营服务

机制，共建共赢。积极推进试点示范建设，

及时收集相关部门、基层机构和群众意见，

注重推广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服务的成效和

经验。  

（三）规范管理，确保安全。电子健康卡

应用工作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地要严格遵循

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发布的电子健康卡标准

规范要求，及时制定电子健康卡应用服务规范

和安全管理制度，做到“标准统一、安全可靠、

互认共享、全国通行”。按照《电子签名法》

和《网络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要求，积极采用

国密算法和国产自主可控安全技术，强化安全

保障和运营服务支撑，为广大居民提供规范有

序的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18 年 12月 13日 

 

 

国家药监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8年第 102 号） 

近年来，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 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

见》（国办发〔2016〕8 号）等规定，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企业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评价。为进一步做

好一致性评价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严格评价标准，强化上市后监管 

严格一致性评价审评审批工作，坚持仿

制药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审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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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标准不降低，按照现已发布的相关药物

研发技术指导原则开展技术审评。强化药品

上市后监督检查，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纳入下一年度国家药品抽验计划，加大对相

关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二、时间服从质量，合理调整相关工作

时限和要求 

（一）《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

已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并建立了动态

调整机制，与一致性评价实现联动。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品种优先纳入目录，未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品种将逐步被调出目录。对纳入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品种，不再统一设置评价

时限要求。 

（二）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

市的含基本药物品种在内的仿制药，自首家

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

的相同品种原则上应在 3 年内完成一致性评

价。逾期未完成的，企业经评估认为属于临

床必需、市场短缺品种的，可向所在地省级

药品监管部门提出延期评价申请，经省级药

品监管部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研究认定

后，可予适当延期。逾期再未完成的，不予

再注册。 

三、强化服务指导，全力推进一致性评

价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

求，坚持引导、督导与服务并重，根据评价

品种具体情况，分类处理、分别施策，进一

步加大服务指导力度。建立绿色通道，对一

致性评价申请随到随审，加快审评进度。企

业在研究过程中遇到重大技术问题的，可以

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与药品审评机构进行沟通

交流。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品种、重点企业的

指导，组织现场调研和沟通，帮助企业解决

难点问题。 

四、加强配套政策支持，调动企业评价

积极性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企业开展

一致性评价的积极性。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

种，药品监管部门允许其在说明书和标签上

予以标注，并将其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

集》；对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生

产企业达到 3 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等

方面，原则上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品种。各地要在保证药品质量和供应的基础

上，从实际出发完善集中采购政策；国家卫

生健康委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

中价格低廉、临床必需的药品在配套政策中

给予支持，保障临床用药需求。 

特此公告。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月 28日  

 

 

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落实                                         

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卫体改发〔2018〕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卫生计生委）、发展改革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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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厅（教委）、科技厅（科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厅（局）、市场监管局、医保局、

中医药局、药监局、知识产权局、高级人民法院：  

2018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国

办发〔2018〕20 号）。为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我们制定了《关于加快落实

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药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 12月 18日 

 

附件： 

关于加快落实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仿制药供应保障能力，

加快推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

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国办发〔2018〕

20 号）落地见效，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

量仿制药的需求，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明确重点任务  

（一）及时发布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根

据临床用药需求，2019 年 6 月底前，发布第

一批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引导企业研发、

注册和生产。2020 年起，每年年底前发布鼓

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药监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排第一位的

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加强仿制药技术攻关。将制约仿制

药产业发展的支撑技术（包括药品仿制关键

技术研发、制剂工艺提升改造、原辅料及包

装材料研制等）和临床必需、国内尚无仿制

的药品及其制剂研发列入国家相关科技计

划，进行科技攻关。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出

台后，及时将目录内重点化学药品、生物药

品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列入国家相关科技计

划。研究制定 2019—2023 年仿制药科技攻关

计划，条件成熟时，抓紧报国家科技计划管

理部际联席会议审议（科技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药监

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负责）。将“重

大仿制药物”列为中央预算内增强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和技术改造专项重点支持方向，制

定 2018—2020 年行动计划。（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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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部、财政部、国家药监局负责）  

（三）完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按照鼓励

新药创制和鼓励仿制药研发并重的原则，研

究完善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

阶段相适应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施

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制定年度专利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方案推进计划，培育更多的药品核

心知识产权、原始知识产权、高价值知识产

权（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药监局、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负责）。做好相关基

础研究工作，逐步探索研究药品专利链接制

度，降低仿制药专利侵权风险。制定专利挑

战制度实施细则，明确专利挑战申报、受理、

结果公示相关程序。（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

产权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高人民法院分

别负责）  

（四）加快提高上市药品质量。优化审评

审批流程，对纳入鼓励仿制药品目录的仿制

药按规定予以优先审评审批。严格药品审评

审批，坚持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

则受理和审评审批仿制药，提高药品质量安

全水平。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细化落实鼓励企业开展一致性评价的

政策措施。进一步释放一致性评价资源，支

持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和社会办检验检测机构参与一致性评价工

作。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开展临床试验的积极性。（国家药监局、国

家卫生健康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分

别负责）  

（五）促进仿制药替代使用。2018 年底前，

全面落实按通用名编制药品采购目录。药品

集中采购优先选用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

负责，地方结合实际实施）。推动药学服务高

质量发展，加大对临床用药监管力度，推动

临床合理用药。2019 年 6 月底前，制定《医

疗机构药物合理使用考核管理办法》。全面落

实处方点评制度，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处方

实施动态监测及超常预警，及时干预不合理

用药。制定 2019—2023 年行动计划，开展药

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重点围绕治疗效果、

不良反应、用药方案、药物经济学等方面开

展评价。加强药师队伍建设，提高药师技术

水平，强化药师在处方审核和药品调配中的

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地方结合实际

实施）  

（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快推进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推进建立以按病种

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型医保支付方式，逐步

减少按项目付费。鼓励探索按疾病诊断相关

分组（DRG）付费方式。通过医保药品支付标

准引导措施，逐步实现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的仿制药与原研药按相同标准支付。

在全面推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地区以及已

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的地区，允许公立医

院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联合带量、带

预算采购。（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负

责，地方结合实际实施）  

（七）加强反垄断执法。持续加大原料药

领域垄断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举报和发现

的线索积极开展执法活动，对实施原料药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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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企业，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形成有效

威慑；公开曝光原料药垄断典型案例，加强

宣传，引导原料药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高

度关注药品领域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

争行为，对涉嫌垄断的及时立案调查，对构

成垄断的加大处罚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二、加强组织实施  

（一）建立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在国务院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

及时掌握仿制药政策落地工作进展情况，梳

理阶段性工作，协商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  

（二）强化工作责任。各有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推进仿制药供应保障和使用政策落地工

作，将责任压实。科技部要积极推动将鼓励

仿制的重点药品技术研究列入国家科技计

划。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抓紧制定有关“重大

仿制药物”的支持方案及行动计划。国家药

监局要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国家医保局要通过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试点工作和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促进

仿制药替代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要切实推

动临床合理用药，提高药物供应保障能力。

各部门、各地区要建立推进仿制药各项任务

落实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

层层分解任务，强化责任追究，确保按照时

间表、路线图推进各项工作。  

（三）加强督查落实。建立督促检查、考

核问责机制，适时组织开展仿制药政策落实

情况的专项督查。对于推进仿制药改革任务

完成情况较好的部门和地区，予以表扬；对

于未按要求完成任务的部门和地区，予以通

报并责令整改。  

（四）加强宣传解读。国家卫生健康委要

会同相关部门大力宣传和解读政策措施，加

大对支持、鼓励仿制药政策的宣传力度，合

理引导社会舆论和群众预期，营造推进高质

量仿制药替代使用的良好氛围。各有关部门

要密切跟踪工作进展，及时总结经验，研究

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成熟的改革经

验，要加快推广。 

 

 

国家药监局关于加强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期间                     

药品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药监药管〔2018〕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福祉，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和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各项工作

要求，切实保证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期

间中标药品的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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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认识试点工作重要意义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

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各地要从

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本次试点工作

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要以

人民利益为中心，全力配合医改大局，全面

落实药品监管“四个最严”要求，以监督检

查和产品抽检为抓手，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二、加强药品生产监管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日常监管，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

加大对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特别是中

标药品生产企业的现场检查力度，重点检查

企业风险隐患排查责任落实情况、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实施情况、数据真实可靠情况，严

格落实原辅料质量控制，严控源头质量风险

情况，严格按照批准的处方工艺组织生产情

况，涉及委托生产的，落实委托生产质量管

理情况。要对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告的通

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建立台账，对通

过日常监管发现应整改项目要逐项整改、逐

一销账，确保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质量安全。要督促企业落实产品供应保障责

任，严格执行药品停产报告工作要求，实事

求是做好产能预估和各地投标工作。对存在

质量安全隐患的药品，应当按规定及时召回。 

三、加强药品流通使用监管 

各市县负责药品监管的部门要切实加强

流通、使用环节监管工作，督促中标药品的

配送单位严格执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督促医疗机构持续合规，确保中标药品

在流通使用环节的质量安全。要积极推进中

标品种生产企业按照《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

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药监药

管〔2018〕35 号）要求，加快信息化追溯体

系建设，确保在 2020 年底前实现中标品种全

过程可追溯。 

四、加强药品抽检和不良反应监测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科学合理制定本

省药品抽检计划，对行政区域内通过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品种以及中标药品生产环节开展

全品种覆盖抽检。各市县负责药品监管的部

门对流通和使用环节可能存在问题的产品要

及时组织抽检，对抽检不合格药品要依法严

肃查处。要加强对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

种特别是中标药品的不良反应监测力度，对

监测中发现的异常风险信号、聚集性信号及

时组织处置。中标企业要按照国家药监局《关

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

宜的公告》（2018 第 66 号）要求，做好不良

反应监测、报告和分析评价工作，全面落实

企业药品安全主体责任。 

五、加快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 

进一步加大服务指导力度。建立绿色

通道，对一致性评价申请随到随审，加快

审评进度。企业在研究过程中遇到重大技

术问题的，可以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审

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与药

品审评机构进行沟通交流。严格一致性评

价审评审批工作，坚持仿制药与原研药质



中国医药技术与市场                                                                                 Vol.19No.1 

9 

量和疗效一致的审评原则，坚持标准不降

低，按照现已发布的相关药物研发技术指

导原则开展技术审评。 

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药品

高质量发展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紧紧围绕药品高

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推进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

42 号）政策，加快落实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

政策，鼓励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创新，

支持创新型企业创新能力建设。鼓励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支持药品生产企业兼并重组、

联合发展，逐步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

现代药品企业集团。鼓励药品生产企业延伸

产业链，促进药品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鼓励具备药品现代物流条件的企业整合药品

仓储和运输资源。 

七、工作要求 

（一）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级地方

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药品安全管理责任，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完善体制机制

保障，坚守集中采购试点的药品质量安全底

线。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和市县负责药品监

管的部门要依法行政、履职尽责，加强日常

监管工作，加强对中标品种生产、流通、使

用全周期的质量监管，加大违法违规企业的

处罚力度，要督促中标生产企业建立企业库

存和停产报告制度，通过协议规范配送行为，

保证药品供应。 

（二）全面加强部门协调和信息沟通。各

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药品质量问题

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妥善处置热点问题，加

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

加强与试点工作有关部门信息沟通，及时通

报药品监管工作信息情况，保证试点工作平

稳有序推进。要积极推进中标品种生产企业

按照国药监药管〔2018〕35 号文件要求，加

快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确保在 2020 年底前

实现中标品种全过程可追溯；积极推动药品

追溯信息与医疗、医保等相关机构互联互通，

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对药品生

产企业停产、产品质量问题等信息要及时向

当地政府报告。要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

及时公开监管执法信息，及时曝光违法行为，

不断提高监管透明度。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鼓励投诉举报，形成共治合力。 

（三）全面严惩药品违法行为。试点工作

期间，各级地方药品监管部门要强化突出问

题整治，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行为，查处

违反药品管理法及药品质量管理规范的行

为，对问题企业和药品依法采取责令停止生

产经营、召回等措施，要依法落实行政处罚

到人各项要求，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要对违法违规行为追根溯

源，一查到底，形成有力震慑。 

试点期间遇到的问题和建议及时向国家

药监局报告。国家药监局适时会同国家药品集

中采购试点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对各省落实试

点期间药品监管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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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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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的意见》解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

有力破解“一院一卡、重复发卡、互不通用”

就医堵点问题，有效建立互联网时代居民健

康统一身份凭证，完善居民享受“互联网+医

疗健康”线上线下便民惠民服务统一入口，

实现跨机构、跨区域健康服务“一卡通”，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印

发了《关于加快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现解读如下。  

一、什么是电子健康卡（码）？ 

电子健康卡是卫生健康部门依据居民身

份证及其他法定证件为城乡居民办理的统一

标准、全国通用的就诊服务卡，旨在消除“一

院一卡、互不通用”堵点问题，便于居民获

取连续医疗服务和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动态掌握个人全生命周期电子健康档案，方

便群众就医与健康管理。居民可在医院服务

窗口、自助机或通过各类互联网医疗健康服

务应用随时申领使用。  

二、电子健康卡（码）与居民健康卡的

关系  

2012 年，原卫生部启动了居民健康卡建

设工作。2017年，为顺应“互联网+医疗健康”

新业态新趋势，满足居民通过智能终端便捷

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新需要，国家卫生健康

委启动电子健康卡应用试点工作。电子健康

卡是居民健康卡的线上应用新形态，实现了

由“单一线下实体”向“线上线下一体化”

创新发展，共同构成居民健康卡“虚实结合”

服务网络，为不同适用人群与适用业务提供

形式多样的便捷就医服务。  

三、电子健康卡（码）主要有哪些业务

应用场景？ 

居民通过电子健康卡这个入口，将能顺

畅连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预约挂号分时就

医、电子健康档案授权调阅、互联网诊疗等

各类医疗健康服务。同时，电子健康卡全面

支持金融行业支付二维码标准，基于“多码

聚合”创新机制实现健康二维码、医保结算

码、支付二维码等多码融合应用，方便居民

享受医院就诊、医保结算、移动支付等“一

站式”便捷就医服务。  

四、普及应用电子健康卡（码）的意义  

普及电子健康卡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破解“多卡互不通用”堵点

问题，推动实名制就医。电子健康卡采用国

密算法和安全二维码等国产自主可控技术，

建立居民健康标识主索引及统一身份认证体

系，结合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应用，可以

实现跨机构跨地域健康服务“一卡通”和实

名制就医，助力解决各地医疗机构“一院一

卡、重复发卡、互不通用”问题。  

二是有利于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便

民惠民服务。患者凭电子健康卡可在任一医

疗机构挂号就诊、检查检验、信息查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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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区域内医疗机构就诊“一卡通”。通过电

子健康卡可打通医疗、医保、银行等服务通

道，实现多卡融合应用，促进实现患者自费

和医保基金报销便捷支付，实现结算支付服

务更便利。  

三是有利于健康医疗大数据汇聚集成和

开放共享。通过健康卡跨域主索引标识和授

权安全机制，可以有效汇聚形成居民全生命

周期电子健康记录，促进跨部门、跨机构、

跨区域的数据资源整合，有助于电子健康档

案向居民个人开放使用。  

五、电子健康卡（码）与医院就诊卡的

关系  

电子健康卡是以居民健康跨域主索引为

核心的居民健康统一身份认证体系，电子健

康卡的应用可以实现对医院院内患者主索引

在区域范围与健康全程两个层面的延伸扩

展，在更高层次上创新实现对医院就诊卡、

妇幼保健卡、计划免疫卡以及身份证、社保

卡、银医卡等各类居民就医服务介质的“兼

容使用”和“关联注册”。电子健康卡脱离了

与其他医疗服务卡“竞争使用”的局面，有

效解决了多卡难以集成统一的现实问题。  

六、《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方面？ 

《意见》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强调要提高对普及应用电子健康

卡重要性的认识。电子健康卡不仅有利于破

解就医堵点问题，还能支撑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互联互通、健康医疗大数据动态汇聚与安

全利用，促进三医联动和三医协同监管，提

升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

惠民作用。  

二是提出加快推进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

工作的重点任务。主要包括加快建设电子健

康卡应用基础支撑环境、加强居民健康标识

统一注册和实名制就医管理、积极开展电子

健康卡便民惠民服务、积极推动健康金融一

体化融合创新服务应用、着力加强电子健康

卡应用安全建设与管理等五大方面。  

三是要求建立健全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

保障机制。要求紧密结合“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规划，将电子健康卡纳入全民健康信息

化建设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核心内

容和考评指标。推进电子健康卡与其他卡融

合应用，丰富便民服务内容。遵循电子健康

卡技术规范要求，做到“标准统一、安全可

靠、互认共享、全国通行”。 

 

 

国家药监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有关事项的公告》政策解读  

一、为什么要坚持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 

答：随着医药科技不断进步，药品审评

标准在不断提高，过去的药品审评标准没有

强制要求仿制药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所以有些药品在疗效上与原研药存在一定差

距，需要改进提高。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保障仿制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一致，

在临床上实现与原研药相互替代，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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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医疗费用，也有助于提升我国仿制药质

量和制药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保证公众用

药安全有效。 

二、一致性评价工作的进展如何？ 

答：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已完成 112

个品种的评价，其中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2年版）》289个基药相关品种的有 90

个。这些品种包括审评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

原研地产化列为参比制剂品种，改规格、改

剂型、改盐基品种中原型已通过一致性评价

品种等情形。 

三、如何进一步推进基本药物品种的评价？ 

答：国家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基本药物品

种的评价工作。药监部门将根据基本药物品

种的具体情况，继续发布可豁免或简化人体

生物等效性试验品种目录、存在特殊情形品

种评价要求等，进一步加大服务指导力度，

对重点品种、重点企业组织现场调研和沟通，

帮助企业解决难点问题，对一致性评价申请

建立绿色通道、随到随审。企业在研究过程

中遇到重大技术问题的，可以按照《药物研

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与药品审评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四、如何保障一致性评价审评标准不降低？ 

答：国家药监局将坚持按照与原研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开展审评审批，按照现

已发布的相关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开展技

术审评，督促企业持续提高药学研究及人体

生物等效性研究质量。 

五、如何加强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的监

管，避免一致性评价成为“一次性评价”？ 

答：药品监管部门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品种加强监管，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将纳入下一年度国家药品抽检计划，对相关

企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国家药监局正在组织制定有关规定，规

范药品制剂原料药、药用辅料、药包材的变

更管理。 

六、目前一致性评价不能按照《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规定时限

完成，国家药监局对工作时限进行调整的原

因是什么？ 

答：一是对基本药物品种的一致性评价

工作与基本药物目录动态调整工作联动推

进。《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已于

2018 年 11月 1日施行，对旧版目录品种作了

较大调整，基本药物目录已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优先纳入目录，

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将逐步调出目录。 

二是一致性评价工作在我国全面推进过

程中，面临着提升科学认知，以及参比制剂

选择、评价方法确定、临床试验资源不足等

诸多挑战。其中所发现的技术问题需要加以

科学评估，逐步研究解决。基本药物是一致

性评价工作的重点，对于保障公众用药具有

重要意义。在基药品种中，约有 180 余个品

种为低价药，例如氨苯砜片、地塞米松片、

巯嘌呤片等，其中部分品种为临床必需、市

场短缺用药。保障基本药物可及性，事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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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临床用药基本需求，需要一致性评价政策

的积极配合，并作出相应调整。 

监管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充分听取和

征求了医药企业、行业协会、医学药学专家，

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医保局等部门的意见。各界一致认为，要

坚定不移科学推进一致性评价，从实际出发，

对一致性评价工作的要求作适当调整和进一

步明确。 

七、基本药物品种的评价时限如何调整？ 

答：《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

已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

种优先纳入目录，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将逐步调出目录。基本药物品种的一致性评

价工作已经与基本药物目录动态调整工作联

动推进，因此不再对基本药物品种单独设置

评价时限要求。 

八、仿制药评价时限如何调整？ 

答：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

市的含基本药物品种在内的仿制药，自首家

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

的相同品种原则上应在 3年内完成评价。 

考虑到药品临床需求存在地域性和时效

性等特点，为确保市场供应和人民群众用药

可及性，企业未能按上述要求完成评价的，

经评估认为属于临床必需、市场短缺的品种，

可向所在地省级药监部门提出延期评价申

请，说明理由并提供评估报告，省级药监部

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研究论证，经研究

认定为临床必需、市场短缺品种的，可适当

予以延期，原则上不超过 5 年。同时，对同

意延期的品种，省级药监部门会同相关部门

要继续指导、监督并支持企业开展评价工作。

届时仍未完成的，药监部门不予批准其药品

再注册申请。 

九、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

的含基本药物品种在内的仿制药包括哪些？ 

答：上述仿制药是指已上市化学药品中

未按照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原则审评

审批的仿制药。 

十、如药品生产企业未能按公告要求按

期完成一致性评价工作，如何申请延期？ 

答：申请人应自行评价是否属于临床必

需、市场短缺品种，向所在地省局提交自评

估报告，所在地省级药监部门会同卫生行政

部门组织专家 60日内完成认定，将认定结果

告知申请人，并抄报国家药监局。 

十一、未按期完成一致性评价且未申请

延期的包括基本药物在内的仿制药，后续如

何处理？ 

答：对此类品种，不予再注册，批准文

号将予注销。 

十二、通过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品种，是

否继续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答：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药品监管

部门允许其在说明书和标签上予以标注，并

将其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相关部门

也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

8 号）的要求给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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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探讨 
 

 

经典名方濒临失传                                                

中药炮制技艺面临传承困境  

如果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那么

中药炮制技艺就是中医药宝库不可取代的组

成部分。经过烘、炮、炒、洗、泡、漂、蒸、

煮等流程，种子、根茎、矿石、动物骨骼等

各类原材料化变为疗效可靠的灵丹妙药。然

而记者调查发现，这门古老的技艺正面临着

传承困境，其中一些已濒临灭绝。 

这种困境从研发到消费市场都能体现：

使用炮制技艺的经典名方淡出市场，懂得正

确使用炮制品的中医凤毛麟角，而学习炮制

多年的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对口工作。 

“中医药的生存发展需要靠疗效，而中药

炮制技艺失传会给中医药带来毁灭性的打

击。如果中药出了问题，相当于拿了一把很

好的枪，但是关键时刻没有了子弹。一旦失

传，恢复起来会非常困难。”中药炮制技艺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胡昌江说。 

2/3 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转行 

作为国家级传承人和成都中医药大学教

授，胡昌江曾经带过几十个炮制方向硕、博

士，但其中最终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毕业生

不到 1/3。学生普遍反映，现有的炮制工作知

识含量低、工资低、劳动强度大。 

不少传统炮制工艺极为复杂。例如，川

帮特色的九转南星按照传统工艺生产需要 9

年的时间。把天南星打成细粉，拌入胆汁装

进牛胆，第一年埋地下，称阴转，第二年再

拌好放地上，称阳转。如此反复，再挂在屋

檐底下晾干，9 年才成。而用于治疗儿童感冒

和消化不良的王氏保赤丸同样工序复杂：药

丸需要经过 66 次层层上粉，最后一步还要覆

上一层金箔。 

业内的说法是，按过去传统、培养出一

个合格的炮制师需要 10 年时间。 

然而，尽管培养不易，一旦走出校门，

毕业生就会立刻感受到这个行业的阵阵寒

意。胡昌江说，几十种经典名方已经处于接

近“灭绝”的状态，在市场上正宗配方和正

宗炮制的成药较少。这些的成药包括号称“温

病三宝”的安宫牛黄丸、紫雪丹和至宝丹，

犀角地黄丸，乌梅丸等等。 

市场的不景气反映了人们对于炮制品认

知的不足，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医生群体。

成都中医药大学一项针对四川境内市、区、

县医院的医（药）问卷调查显示，八成医（药）

师对中药饮片生品、炙品（即炮制品）异用

的传统理论和现代研究仅有部分了解。在临

床上，如果不能正确区别使用生品、炙品，

就会造成疗效减弱和不良反应。 

价值未能充分体现 

记者调查发现，中药炮制技艺日趋衰落

的根源是缺乏变现的途径。 

首先，现行药物管理制度严重限制了医

疗机构进行炮制加工。“中医药人才最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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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是医院，但现行政策限制了医院进行炮

制加工的做法。”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产

业处处长徐涛说。 

据了解，过去并不是这样。一直到近代，

中医（药）师能够根据患者需要、灵活的择药

炮制。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药

品管理制度收紧，医（药）师几乎不可能在临

床中应用炮制技艺。徐涛指出，虽然医院可以

申请“院内制剂”来生产市场上没有、临床中

急需的药物，但现有审批流程繁琐、时间长，

且多数医院制剂须进行稳定性实验、经动物试

验、人体临床试验研究等。再加上现有的诊疗

体系重西医、轻中医的倾向，医务人员往往不

愿承担随方炮制带来的风险。 

其二，现有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使得

中医和中药两个学科严重割裂，“医不懂药、

药不识医”，炮制技艺缺少了传承的关键主

体。胡昌江说，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千百

年来，中医在培养过程中都需要接触大量的

炮制技艺，很多医生能考虑到患者的个体差

异、亲手炮制药物。而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

过分强调了专业化分工，医学系炮制课程在

本科阶段只是选修课程，从而造成毕业生的

炮制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医生不懂炮制，开

药时选择范围就会大大受限，这就导致需求

减少、一些有临床价值的药方无人问津。 

其三，中药的质量安全问题削弱了医务

人员和患者使用中药炮制品的信心，这是中

药炮制技艺被束之高阁的另一因素。受访的

药企、学者和干部表示，虽然近年国家出台

了相关政策加强中药质量安全管理，但中药

的原料种植和加工环节仍然存在问题。四川

辅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继林说，仅

为了找到一款主打产品的合格原料，企业就

花费了数年时间，因为市场上“植物的种是

错的、采摘的时间是错的、加工的方法是错

的”。以苍耳为例，这种植物的叶和子均可入

药。但很多种植户为了逐利，并没有遵循传

统、趁结子以前采摘苍耳草。等结了子，苍

耳草就丧失了药用价值。 

胡昌江说，虽然很多经典名方都离不开

附子，但他现在尽可能避免开这味药，因为

“如果炮制的工艺不到位，毒性太大，用药出

了人命怎么办？” 

需鼓励炮制技艺的成果转化 

受访企业和专家认为，除了继续支持中

医药炮制技艺传承基地建设，国家更应鼓励

炮制技艺运用到工业化生产中，实现生产性

传承。 

应加快中药药材质量规范的完善，把溯

源的做法延伸到药材种植。目前，溯源的做

法止步于生产企业，溯源也没有实现强制。

孙继林建议，可先从重点药材入手逐步铺开

溯源机制，医保采购可优先考虑率先实现全

面溯源的药材。鼓励企业到中药主产区定制

药源，指导农民种植，从源头上保证中药药

材质量。 

对于实现传统炮制技艺转化和应用于工

业化生产的企业予以鼓励和扶持。传承并不意

味着简单重复固有的一套传统流程，更意味着

工业化生产的中药最终能在药效上接近、趋同

于传统的手工炮制品。业内人士指出，现有的

药品采购政策还不能完全体现“优质优价”的

要求，实践中往往是“合格条件下低价中标”。

而实际上，国家药典标准是最低的标准。在此

基础上的检测手段并不能真实反应中药的质

量，因为目前还无法精确指出特定中药药方的

何种成分起作用。需要调整药品采购政策，防

止“劣币驱除良币”现象。 

支持药企提升质量标准。从长远来说，

提升产品质量标准不但有利企业更有利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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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国家应在项目申报流程环节对于企业

提升质量标准的申请予以便利，并适时参考

企业标准提升团体标准和国家标准。 

需对从事炮制技艺传承的专业人士予以

补助和激励。炮制属于基础服务性学科，专

业知识变现的空间有限，常常接触有毒有害

物质，炮制人才的培养更需要长达十年时间。

考虑到这些因素，对于有志学习和传承中药

炮制技艺的年轻一代应择优给予合理补助。 

（选自《经济参考报》） 

 

 

扁鹊学派著述研究站上更高平台 

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近日在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立。该研究院是四川乃至

全国唯一的涉医出土文献文物研究中心，其

成立将为全国出土医学文献文物研究提供高

水平的研究平台，为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提供新动力。 

该研究院的成立，源于 2013 年四川省成

都市天回镇汉墓出土了大量医简和一尊制作

精良的人体经穴漆人。经过考证，这批医简

是古代神医扁鹊医派的失传医书，也是迄今

为止数量最大、最能反映秦汉时期中医学原

始面貌的出土文献，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前，由成都中医药大学数十位中医

和古籍文献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通过 5 年

钻研，已经完成了对天回医简文字的识读、

注释，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从描述疾

病到诊断疾病、治疗疾病，天回医简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中医临床诊治体系，与我们

今天的中医理论是完全相符的。”成都中医

药大学教授李继明说，这批成书于战国晚

期的扁鹊及其弟子的著作，是中医诊治体

系的源头性文献，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9 部医书各有所长 

一窥扁鹊学派临床体系 

“天回医简是大量的单片医简，没有明确

的书名，也没有标明作者。这批医简抄写于

西汉时期，但通过里面记载的人名、地名等

内容和书写风格，初步推测其成书于战国晚

期。”李继明说，天回医简中多处出现“敝昔

曰”等字，“敝昔”即“扁鹊”的通假，天回

医简应是失传的扁鹊医派的著述。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传黄

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

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专家指出，

扁鹊医学最突出的标志是五色脉诊。在天回

医简中，有关脉诊、五色诊病、经脉和针刺

的内容十分丰富，且多处提及石法，可与《史

记》记载相互印证，说明这些医书与扁鹊其

人密切相关。 

天回医简文字大约两万字，长短、宽窄

有别，书写风格多异。专家根据简文内容将

全部 920 余支简（包括残简）总结为 9 部人

体医书和 1 部兽医书：《敝昔诊法》讲五色脉，

论述五色脉与脏腑和疾病的关系；《诊治论》

讲脉象与疾病以及死亡的关系；《六十病方》

有药方 60 条，所涉病名包括了内科、外科、

妇科、皮肤科、五官科、伤科等科室的疾病；

《诸病一》《诸病二》共 268 支简，所涉及的

药方和医病理论数量相当大；《十二脉（附相

脉之过）》与《别脉》论述经脉；《刺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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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刺法和针方；《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涉及

病理学。《医马书》则讲授治疗马病。 

“天回医简全部是临床医书，是用来治病

的。它从诊断开始，对人体进行描述，是迄

今发现最早的诊断专书。”李继明说，9 部医

书分别从诊法、病症、病方、经脉等角度进

行规律总结，是有理论支撑的临床治病之书，

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临床诊治体系。其中，

《敝昔诊法》《诊治论》《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

三书分别从肝脏、脉象、气色三个角度总结

诊断方式，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通过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

及病位，体现了人与自然相通的原理，丰富

了中医的脏象、病机等内容。 

《六十病方》是天回医简的“药方集锦”，

在药物配剂、病症名称、治疗方法及禁忌等

方面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临床医家对于病症

的认识和治疗方法及临床经验。60 多种病症、

近百个方剂、8 种剂型、近 200 种药物……丰

富的内容和自然的取材表明了此书在医方论

述方面的成熟与完整。 

“天回医简以五脏为中心，脏象和经络理

论比较完整，分类分科，内容相对成熟。”李

继明告诉记者，9 部人体医书涉及病机、治疗、

针灸、脉象等多方面内容，和此前出土的医

简相比，此简药方药味数量增加，药品丰富，

治病内容多，体系完整，很可能改写对古代

中医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漆人完好精致 

针灸理论再溯新起源 

与天回医简一同出土的人体经穴漆人漆

色光亮如新，各部比例适宜，人像的五官、

肢体刻画准确，经络线条清晰完整。在这个

14 厘米高的漆人像上，119 个穴位点清晰可

见，22 条红色经脉与 29 条白色经脉相互交

织，不同位置刻画着“心”“肺”“肾”“盆”

等字。 

据介绍，天回人体经穴漆人是迄今为止

我国发现的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它

的出土为研究古代经络腧穴的起源与发展提

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经脉腧穴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针灸学术和临床实践的核心

理论。腧穴最早的记载形式为文字，而后

有绘图，最后才有模型。目前已知有关经

脉的记载最早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

书，但仅有文字资料，缺少直观形象的人

体经穴图或实物作为研究参照物，一些经

脉的具体走向和腧穴的准确位置难以明

确。1993 年，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的

针灸漆人，打破了实物资料缺乏的困境，

但该人像仅有经脉循行，并无腧穴标识，

且保存不完整，可考证的信息相对不全。

“天回医简”及经穴漆人像的出土，再次为

早期经脉腧穴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文

字资料和形象的医学模型。 

“漆人模型上的经脉路线与出土的医简

内容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它的创制起着承

上启下的作用，它的制作时间大致在马王堆

帛书之后与《黄帝内经》之前，对梳理先秦

至汉代的针灸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

意义。”李继明说，马王堆帛书为十一经脉

系统，而绵阳双包山漆人仅绘有十条经脉，

均与相对成熟的《黄帝内经》十二经脉系统

存在较大差异，但又体现出一定的传承关

系。将这些古代不同时期相关医学典籍进行

比较，进而深入研究天回的出土文物文献，

对探寻针灸学术流派的特点和发展脉络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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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回医简中，有 40 支竹简记载了 40

首针方，这部被命名为《刺方》的医简是我

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针刺方书。书中涵盖

了痛症、神志、脏腑、皮肤、五官等各科病

症，30 个明确穴位，10 个“因所在”的病位

描述反映了扁鹊医学针刺疗法对“因病而所

刺”的强调。《刺方》关于单侧和双侧穴位的

明确与漆人的经穴刻画体现了针刺处方的辨

证思维。 

“天回医简载有灸法、石法、熨法、刺法，

《刺方》所描述的刺法反映了当时针灸临床选

穴、配穴、处方、刺激量化等水平都已达到

了一定的高度，这对探讨刺法与砭法、犮法

有着重要意义。”李继明说，人体经穴漆人像

与天回医简对针灸的描述为揭示先秦时期四

川针灸学派面貌提供了新的可能，显示了巴

蜀医学的悠久历史和浓厚的文化蕴藏。 

内容呈现源头性特点 

揭示中医药发展脉络 

“天回医简分类分科，风、瘕、瘅等都有

所提及，‘瘅’病达 13 种，有‘黄瘅’‘骨瘅’

等因为病状、病位而起的名。”李继明说。天

回医简将病分为若干大类，大类下结合病因、

病位、病状分成若干小类，在众多病名中体

现出执简驭繁的缜密思想，从引起疾病的主

要因素和病变产生的病理机转去认识和把握

疾病，体现了对症下药的特点。 

在《六十病方》中，“蜀椒”“川防风”

等药材多次出现，证明了四川中药入病方之

早。天回医简将药物疗法、灸刺疗法以及濒

临失传的砭、犮等方法加以概括，总结规律，

体现了扁鹊医学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科学的治

疗依据。李继明说，再看天回医简对病症的

描述与治疗方法的描述，其完全符合现代对

中医的认知，两千多年前按疗程施治的理念

在今天仍然适用。 

同时，医简灵活运用了脏腑辨证、病因

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例如“肠瘅，食多，

善饥而少气，得之饥”就强调了病因与脏腑

的辨证关系，体现出明显的辨证思维。天回

医简创制时期是中医辨证体系的创始时期，

其中所涉及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和病因辨

证是中医最为核心和重要的辨证方法，为后

世辨证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天回医简是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等中

医经典理论体系的源头，它的出现说明至少

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中医临床

诊治体系，比以《伤寒论》为代表的临床体

系早了许多年。”李继明说，扁鹊医书与黄帝

之医书是一脉相承的，出土于天回的医简用

更为清晰的医学解说创造了中医治病之临床

体系，为中医治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源头

论说。 

“医简是比较成熟的抄写本，体现了古人

的讲究。”李继明告诉记者，“精装版”的敝

昔医书是医家传承之书，它所展现的中医理

论与临床体系揭示了古人对世界的认知及中

医药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 

（选自《光明日报》） 

 

 

黄芪甲苷保护肾脏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黄芪甲苷（astragalosideIV，AS-IV）是黄

芪中含量最高、活性较为广泛的有效成分。

国内外研究证实黄芪具有保护肾脏、治疗慢

性肾脏病的作用[1-3]，故 AS-IV 也被广泛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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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疾病的治疗。慢性肾脏疾病以蛋白

尿产生、足细胞缺失、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

维化为特征，蛋白尿通过诱导炎症反应、肾

小管细胞凋亡和间质纤维化引起肾损伤

[4-5]。慢性肾病的常规治疗包括给予激素、

免疫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类药

物，但并没有显示出防止足细胞和肾小管细

胞凋亡、抑制肾脏纤维化的优势。故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开始寻求中药治疗方案，以弥补

肾病常规治疗的不足。诸多研究证实 AS-IV 具

有抗炎[6-7]、抗凋亡[8-10]、抑制纤维化[11-14]

等作用，在肾病治疗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本文通过综述 AS-IV 保护肾脏的分子机制，为

该药临床研究及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保护足细胞 

所有肾小球疾病的共同最终途径是足细

胞消失、肾小球硬化[15]。足细胞是终末分化

的细胞，不能依赖于新细胞的补充，其凋亡

是导致数量减少的主要因素[16-18]。足细胞

的凋亡和缺失导致滤过屏障结构的破坏，从

而引起蛋白尿的发生。研究表明足细胞损伤

和丢失是肾小球疾病包括局灶阶段性肾小球

硬化、糖尿病肾病（DN）、微小病变和膜性肾

小球病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19]。保护足细

胞，抑制其凋亡可能为治疗慢性肾病提供新

的方向。 

1.1 上调整合素α3β1。 

在蛋白尿肾病中，足细胞足突消失，进

一步的损伤会造成足细胞从肾小球基底膜

（GBM）脱落甚至凋亡[20]。整联蛋白和整联

蛋白连接激酶（ILK）参与足细胞从 GBM 脱落

过程，整联蛋白是细胞表面蛋白家族，介导

细胞与细胞、细胞与细胞外基质（ECM）的

黏附。整联蛋白异二聚体由α 和β 亚基组成，

足细胞通过整合素α 3β 1 与 GBM 连接，高糖

（HG）可诱导足细胞整合素α 3β 1 的减少，

并伴有足细胞对 GBM 的黏附性降低。实验证

明 AS-IV 能够改善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

DN 大鼠系膜基质扩张、肾小球硬化和间质纤

维化，并以剂量依赖方式减少足细胞足突消

失[21]。AS-IV 通过抑制 ILK，上调整合素α 3

β 1 的表达，恢复足细胞的细胞-基质黏附，

减少足细胞脱落。类似的研究也证实 AS-IV 通

过上调 DN 大鼠肾组织整合素β 1 表达，抑制

ILK 和α -辅肌动蛋白-4 的表达，改善足细胞黏

附功能[22]。 

1.2 调节线粒体质量控制。 

线粒体是一种动态细胞器，在能量代谢、

信号转导及细胞分化、增殖和凋亡的调节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3]。肾脏是一种高度需氧

器官，富含线粒体，而线粒体稳态通过线粒

体质量控制维持，包括线粒体生物合成、线

粒体融合/分裂及线粒体自噬[24]。研究显示

AS-IV 可显著抑制 db/db 糖尿病小鼠肾脏中线

粒体裂变主要调节因子动力相关蛋白 1

（Drp-1）、裂变蛋白 1（Fis-1）和线粒体分裂

因子（MFF）的上调，抑制线粒体分裂[25]。

PTEN 诱导假定激酶 1（PINK1）/Parkin 介导的

线粒体自噬是最著名的线粒体自噬途径。线

粒体自噬能够促进线粒体更新并防止功能失

调线粒体的积累，起到保护细胞的作用，但

也可能导致细胞损伤[26]。研究观察到 db/db

小鼠肾脏线粒体中 PINK1 表达水平上调，其

蛋白量的积累进一步将 Parkin 从细胞质募集

到线粒体且活性增加，并在丝氨酸 65（Ser65）

处磷酸化 [p-Parkin （Ser65）]。而 AS-IV 下

调了 PINK1、Parkin 和 p-Parkin （Ser65） 的

异常表达[25]。提示 AS-IV 干预了线粒体自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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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融合蛋白 1/2（Mfn-1/2）和视神经萎缩

蛋白 1（OPA-1）分别负责外部和内部线粒体

膜融合。在该项研究中 AS-IV 并没有改变

Mfn-1/2 和 OPA-1 的蛋白表达量，并且对线粒

体生物合成的主要调节因子过氧化物酶体增

殖物激活受体γ 共激活因子-1α （PGC-1α ）

及其下游信号核呼吸因子-1（NRF-1）的蛋白

也没有显著改变[25]。表明 AS-IV 没有干预

db/db 小鼠肾脏线粒体的融合和生物合成。以

上研究表明 AS-IV 可以通过干预线粒体分裂

和自噬恢复线粒体质量控制的失调，进而保

护肾脏。 

1.3 上调肌浆/内质网（ER）Ca2+-ATP酶。 

ER 在新合成蛋白质的折叠和加工中起重

要作用，各种可以扰乱内质网稳态，导致内

质网腔内未折叠或错误折叠蛋白堆积的物质

或细胞因子，都会引起内质网应激（ERS）。

ERS 时从内质网到细胞核的一系列信号传导

即为未折叠蛋白反应（UPR），UPR 包括 3 种

信号途径：活化转录因子 6（ATF6）途径[27]、

蛋白激酶样内质网激酶（PERK）-真核翻译起

始因子 2α（eIF2α ）-活化转录因子 4（ATF4）

[28]和内质网跨膜蛋白肌醇酶 1α （IRE1α ）

-X 盒结合蛋白 1（XBP1）途径[27,29]。ER 是

细胞内 Ca2+的主要储存位点，并依赖腔内

Ca2+浓度维持其功能。体内 Ca2+平衡失调可

引发 ERS 和 UPR 的激活。肌浆/ER Ca2+-ATP

酶（SERCA）的功能是将 Ca2+从细胞质泵入

ER，维持 ER 内 Ca2+稳态，SERCA 功能障碍导

致细胞质 Ca2+升高并引发 ERS[30]。SERCA2

是 SERCA 家族成员之一，在代谢综合征中其

活性和/或表达减少，进而导致 ERS 和 ERS 诱

导的细胞凋亡 [30]，其中 SERCA2 亚型 b

（SERCA2b）在肾脏和条件永生化小鼠足细胞

中最常见。研究显示 db/db 糖尿病小鼠肾脏

中 ERS 反应时 UPR 的 3 种信号途径被激活，

ATF6、PERK、IRE1α 及其下游靶标 eIF2α 、ATF4

和 XBP1 被激活，并且诱导下游凋亡介质

C/EBP 同源蛋白（CHOP）、c-Jun-N-末端激酶

（JNK）和半胱氨酸天门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2

（caspase-12）来诱导足细胞凋亡。而 AS-IV 显

著消除了 db/db 糖尿病小鼠肾脏中的 ERS 及

其诱导的细胞凋亡，表现为对上述 ERS、UPR

反应分子的强烈抑制[8]。ERS 对 Ca2+稳态的

干扰也引起线粒体介导的细胞凋亡，在 db/db

糖尿病小鼠肾皮质表现为促凋亡蛋白 Bax、细

胞色素 C、凋亡蛋白酶激活因子 1（APAF1）、

凋亡诱导因子（AIF）水平升高及抗凋亡蛋白

Bcl-2 表达降低，这与棕榈酸引起的体外培养

的足细胞溶质 Ca2+水平升高和线粒体凋亡途

径一致[8]，而 AS-IV 则以剂量依赖性方式恢复

基础细胞溶质 Ca2+水平，同时显著抑制细胞

色素 C、APAF1、AIF 蛋白的表达，提示 AS-IV

能抑制线粒体介导的足细胞凋亡途径[8]。以

上研究表明 AS-IV 通过 ERS 和线粒体 2 个信号

途 径 抑 制 足 细 胞 凋 亡 ， 即

SERCA-Ca2+-ERS-UPR 和 SERCA-Ca2+-ERS-线粒

体途径，其能作用于这 2 种途径的最上游靶

点，通过恢复 SERCA2 表达避免下游一系列级

联反应的发生，但也不排除其作用于下游信

号途径的某个或多个靶点。相似的研究显示

AS-IV 通过上调 SERCA2b 和 AMP 活化蛋白激

酶α （AMPKα ）表达，减弱因 SERCA2b 表达

不足引起的 ERS，以及减弱由 ERS 和 AMPKα

促进的自噬来减少足细胞凋亡[31]。另有研究

证实 AS-IV 在 STZ 诱导的 DN 大鼠和依霉素诱

导的体外足细胞中，通过抑制 ERS-PERK- eIF2

α -JNK 信号途径来抑制足细胞凋亡[9]；以及

AS-IV 通过下调 PERK-ATF4-CHOP 信号通路抑

制 ERS 诱导的 DN 大鼠足细胞凋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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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抑制TRPC6/Ca2+/CaN/NFAT信号途径。 

瞬时受体电位（TRP）通道属于阳离子通

道的异质超家族，参与许多生物功能调节，

其中包括调节 Ca2+稳态。TRP 通道的刺激诱

导 Ca2+流入细胞并随后激活蛋白激酶[32]。

瞬时受体电位通道 6（TRPC6）是足细胞中主

要的 Ca2+内流通路[33]。TRPC6 的下游信号传

导包括 2 种钙依赖性转录因子的激活，活化 T

细胞核因子（NFAT）和 cAMP 反应元件结合

蛋白[32]。NFAT 是钙调神经磷酸酶（CaN）的

底物，属于 Ca2+依赖性转录因子。灭活细胞

中 NFAT 高度磷酸化并位于细胞质，在去磷酸

化后转移到细胞核，并在细胞核刺激基因转

录。已有研究证实 TRPC6/Ca2+/CaN/NFATc1 信

号通路参与足细胞损伤[34]。研究显示 AS-IV

通过抑制 HG 刺激的足细胞中 TRPC6 的上调，

降低了细胞内 Ca2+流入水平。在 HG 诱导的

足细胞中活化 T 细胞核因子 2（NFAT2，TRPC6

信号传导途径的下游蛋白）上调，并在细胞

核部位积累，即 NFAT2 出现核转位。AS-IV 可

抑制这一现象，降低 NFAT2 表达，具体表现

为上调细胞质 NFAT2 mRNA，下调细胞核

NFAT2 mRNA[35]。另外 AS-IV 还抑制了足细胞

Bax（细胞凋亡的指标）表达。证实 AS-IV 通

过抑制 TRPC6- Ca2+-CaN-NFAT2-Bax 信号途径

阻止 HG 诱导的足细胞凋亡[35]。 

1.5 调节 miR-378/TRAF5 和 TUG1/TRAF5

信号途径。 

研究表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TNFR）相

关因子 5（TRAF5）介导核转录因子-κ B（NF-

κ B）的激活，诱导小鼠足细胞凋亡[36]。微

小 RNA（miRs）是转录后调节基因表达的小

的非编码 RNA，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 miR-378

通过抑制 TRAF5 的 3’-UTR 活性下调 TRAF5

表达[37]。STZ 诱导的 DN 大鼠及 HG 诱导的小

鼠足细胞培养实验显示 HG 抑制了足细胞中

miR-378 的表达，并促进 TRAF5 mRNA 和蛋白

的表达以及足细胞凋亡。AS-IV 干预后上调

miR-378 的表达，抑制 TRAF5 表达，减少了足

细胞凋亡 [37]，提示 AS-IV 可能通过调节

miR-378/TRAF5 信号途径抑制 DN 大鼠足细胞

凋亡。另有研究显示牛磺酸上调基因 1

（TUG1）表达水平在 DN 小鼠肾小球中持续降

低，而 TUG1 在足细胞的特异性过表达改善了

DN 小鼠生化及病理学表现[38]。TUG1 与

TRAF5 相互作用，TUG1 过表达促进 TRAF5 蛋

白的降解。AS-IV 能够上调 TUG1、下调 TRAF5

的表达水平，减少 STZ 诱导的 DN 大鼠足细胞

凋亡[39]。 

2.抑制肾脏纤维化 

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和肾小管萎缩在慢性

肾病的发病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也是以持续

性或复发性蛋白尿为特征的原发性或继发性

肾病进展的主要决定因素[40-42]。蛋白尿不

仅是肾小球疾病严重程度的标志，而且是肾

小球和肾小管间质进一步损伤的因素。持续

暴露于大量白蛋白中的近端小管由于蛋白超

负荷而导致其上皮细胞凋亡，并可能导致细

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和血管活性分

子的释放增加及补体激活，诱导间质炎症细

胞浸润。管状细胞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随

后出现间质纤维化，并进一步引发肾单位丢

失和肾功能恶化[43]。 

2.1 抑制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MAPK）

/NF-κB信号通路。 

肾间质纤维化是由慢性炎症引起的肾间

质成纤维细胞增生和 ECM 的过度积累。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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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蛋白多糖和纤维蛋白如胶原蛋白、纤连

蛋白和层黏连蛋白组成的动态结构。转化生

长因子-β （TGF-β ）通过上调基质蛋白合成

和抑制基质降解在组织纤维化中发挥重要作

用[44]。TGF-β 信号转导涉及经典的 Smad 依

赖途径[45]和非经典信号途径，TGF-β 通过非

经典途径激活 MAPK 家族，包括细胞外信号

调节激酶（ERK）、p38MAPK 和 c-Jun-N 末端

激酶（JNK）[46]。研究显示 AS-IV 以剂量依赖

性方式抑制 TGF-β 1 诱导的大鼠肾成纤维细

胞活性增加，表现在下调细胞增殖标志物增

殖细胞核抗原（PCNA）的表达；并以剂量依

赖性方式抑制 TGF-β 1 诱导的α 平滑肌肌动

蛋白（α -SMA）增多，进而抑制成纤维细胞

的分化[47]。另外，AS-IV 还可以通过抑制胶

原蛋白Ⅰ和纤连蛋白生成抑制 ECM合成[47]。

进一步研究显示 AS-IV 能抑制 TGF-β 1 诱导的

肾成纤维细胞中 ERK1/2、p38MAPK 和 JNK 的

活化，并且抑制 TGF-β 1 诱导的磷酸化 Iκ B

α 上调和 NF-κ B p65 亚基的核转位[47]。Iκ B

α 和 NF-κ B p65 来自 IKK/I-κ B/ NF-κ B 信号

途径[48-49]，Iκ Bα 是 Iκ B 的家族成员，是

调控 NF-κ B 的上游关键分子；而 NF-κ B p65

是 NF-κ B 的 5 个成员之一，对调控靶基因转

录具有关键性作用[47]。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AS-IV 是通过调节 MAPK 和 NF-κ B 信号传导

途径的活性抑制肾成纤维细胞分化和 ECM 形

成，并且通过 p38MAPK 途径抑制胶原蛋白、

纤连蛋白、α -SMA 合成进而发挥抗纤维化作

用[11-12]。 

2.2 抑制 TGF-β/Smad 信号通路。 

TGF-β 受体是丝氨酸/苏氨酸激酶跨膜异

型Ⅰ型和Ⅱ型受体复合物，其经受体活化后

通过 Smad 依赖性和非 Smad 依赖性传递信号

[50]。Smad 信号传导途径包括 Smad2/3 等分

子[51]，肾脏的纤维化与 Smad2/3 明显升高有

关。DN 中肾小管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EMT）

为成纤维细胞，是肾纤维化过程中细胞外基

质的主要来源。TGF-β /Smad 信号通路激活使

α -SMA 蛋白表达增加[52]，α -SMA 是参与肾

小管上皮细胞 EMT 过程的间充质细胞标记

物，其水平可反映肾纤维化程度。AS-IV 可降

低 DN 小鼠肾中 TGF-β 1、Smad2/3 和α -SMA

蛋白表达[13,52]，表明其通过抑制 TGF-β

/Smad 信号通路抑制肾脏纤维化和肾小管上

皮细胞 EMT。 

2.3 抑制 TLR4/NF-кB途径。 

当肾脏受到损伤时，几乎所有肾脏细胞包

括成纤维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周细胞、内

皮细胞及足细胞都会参与肾脏修复和 ECM 生

成[53]。同时，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和其

他炎症细胞通过不同途径参与肾纤维化的异

常修复，表现为炎症细胞浸润、成纤维细胞活

化和增殖、ECM 积聚。NF-κ B 是调节促炎介

质产生的关键转录因子，用于确定炎症反应；

促炎介质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白细胞

介素-1β （IL-1β ）和 IL-6 等可诱导前馈炎症

反应[54]。研究显示 AS-IV 能显著减低单侧输

尿管梗阻（UUO）肾纤维化模型小鼠纤连蛋白

和胶原蛋白Ⅰ，抑制炎性细胞浸润和炎症细胞

因子分泌，表现为减少了浸润性巨噬细胞和淋

巴细胞数量及炎症细胞因子 TNF-α 和 IL-1β  

mRNA 水平[55]。体外研究显示 AS-IV 抑制了脂

多糖（LPS）刺激的人肾小管近段上皮细胞

（HK-2 细胞）中炎症细胞因子 TNF-α 和 IL-1β  

mRNA 水平[55]。TLR 是 LPS 的受体之一，TLR4

是 TLR 家族的重要成员，能诱导炎性细胞因子

表达，并作为信号通路的启动子激活 NF-κ B，

刺激促炎反应[56]。体内、体外研究显示 AS-IV

抑制了 UUO 小鼠 TLR4、NF-κ B 表达，上调 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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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B抑制剂 Iκ Bβ 表达，与TLR4抑制剂TAK-242

有相似效果[55]。以上结果表明 AS-IV 可通过

TLR4/NF-к B 途径减少肾脏纤维化过程中的炎

症反应，改善肾纤维化。AS-IV 通过抑制

TLR4/NF-κ B 信号通路减弱炎症反应已在其他

研究中得到证实[57]。 

3.保护肾小管细胞 

过量白蛋白通过近端小管细胞再摄取并

激活一系列信号通路引起肾小管间质炎症、

氧化应激、纤维化和肾小管细胞损伤和死亡

[58]。因此，肾小管上皮细胞在协调蛋白尿诱

导的肾损伤和纤维化进展中起重要作用。另

外，肾小管细胞凋亡可能导致肾小管形态学

改变，进一步导致肾小管萎缩[59]。 

AS-IV 可以改善顺铂诱导的 HK-2 细胞的

毒性，改善小鼠肾小管结构损伤[60]，减少跨

膜蛋白肾损伤分子-1（KIM-1）的表达。其作

用机制是通过抑制 NF-κ B途径抑制炎症反应

及通过激活 Nrf2/HO-1 途径抑制氧化应激，进

而保护肾小管细胞。NF-κ B 调节并促进参与

炎症过程的众多炎症介质的释放[61]。Nrf2 是

一种核转录因子，激活后可转位于细胞核内，

诱导抗氧化蛋白类基因、抗氧化防御因子和

抗炎因子类等表达，增强组织抗氧化、抗炎

及抗凋亡能力[62]。HO-1 是广泛存在的抗氧

化防御酶，可被 Nrf2 调节[60]。Nrf2/HO-1 途

径通过诱导氧化应激参与肾小管细胞损伤并

导致肾毒性[63]。而关于 AS-IV 的抗氧化作用

以及依赖于 Nrf2 信号传导的激活发挥抗氧化

作用在既往研究[63-64]中已经证实。 

4.抑制肾小球系膜细胞活化 

系膜细胞（MC）活化在许多肾纤维化相

关的肾小球疾病中多有发生，MC 被激活后增

加α -SMA 蛋白表达，进而增殖合成过量的

EMC[65]，促进肾脏纤维化。AS-Ⅳ可以通过

调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1（SIRT1）/NF-κ B 途

径、增强自噬来抑制 MC 活化[66]。SIRT1 的

功能是去除蛋白质上的乙酰基团，研究表明

其通过介导 Smad7 去乙酰化抑制 TGF-β 1 诱

导的 MC 凋亡[67]。NF-κ B 可通过 SIRT1 去乙

酰化调节自噬[68]。AS-Ⅳ能以剂量依赖方式

降低α -SMA、纤连蛋白和胶原蛋白Ⅳ（Col 

Ⅳ）表达水平，通过促进 SIRT1 介导的 NF-κ

Bp65 亚基去乙酰化抑制 NF-κ B 信号传导，增

强 MC 自噬进而抑制其增殖[66]。 

结语与展望 

大多数慢性肾脏疾病是进行性的，原发

性肾病及糖尿病、高血压、感染、自身免疫

性疾病等引起的继发性肾病中都存在足细胞

凋亡、肾间质纤维化和肾小管萎缩。AS-Ⅳ能

保护足细胞防止其凋亡，抑制肾间质纤维化，

但是关于其能防止肾小管细胞凋亡的证据则

很少，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AS-Ⅳ在慢性肾脏疾病的治疗中得到广

泛应用，更多的分子机制将有待研究证实。

明确 AS-Ⅳ治疗肾脏疾病的靶标和途径能够

为其在肾脏系统或其他系统疾病中的应用提

供依据。另外，已有研究表明 AS-Ⅳ以剂量依

赖方式防止足细胞凋亡和抑制肾脏纤维化

[8,21,66]，因此有必要就其剂量和安全性问

题做进一步探索。 

（选自《中草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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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 
 

 

2018 新药研发红黑榜 

又到年底盘点期。从多个角度看，2018

年都是制药史上重要的一年。 

截止到 2018 年底，FDA 已经批准 55 个新

分子药物，打破了 PDUFA制度实行第一年 1996

年的 53 个新药记录、远高于历史平均值。 

同样创纪录的是资本进入力度，目前为

止，2018 年已有 300 多个健康领域 IPO/增发，

融资总值超过 400 亿美元。其中生物技术 IPO 

70 家、总融资 82 亿美元，ALLO 和 MRNA 先

后以融资 3.2 亿、6.1 亿美元两破记录。 

以 PD-1 为核心的抗肿瘤药、以 GLP 为代

表的降糖药令顽疾节节败退，多个罕见病新

药进展激动人心。 

另一方面，一将成名万骨枯，每个成功

新药后面都有无数失败。 

红榜单：创纪录的丰收年。 

2018 年最突出的事件无疑是 FDA 批准了

创纪录数量的 NCE（New Chemical Entity，新

化合物）。 

其中，高度创新的两类几十年一遇的未

来药物都在这一年上市非同寻常——首款基

因疗法 Luxturna，以及首款 RNAi 药物也是首

款 hATTR 神经损伤疗法 Onpattro。 

FDA 批准了第一个按泛组织药物开发的

TRK 抑制剂 Vitrakvi，EMA 则批准了首款纳米

抗体也是首款 aTTP 药物 Cablivi。 

此外，来自大麻的 Epidiolex2018 年成功

上市；而竞争激烈的 3 个 CGRP 抗体几乎同时

撞线，偏头痛患者有了预防药物。 

除了新药开发技术日益成熟外，疾病治

疗的精准化、靶点为中心的发现模式的普及、

药监部门的友好态度和高效率，也是新药数

量增加的驱动力。 

明星抗癌药、降糖药再攀高峰。 

以 PD-1 率领的抗癌大军继续收复失地。 

KN042、KN407 等试验的成功令 Keytruda

彻底获得了Ⅴ期肺癌一线治疗这个最主要市

场的控制权。虽然罗氏的 ABCP 组合也获得批

准，但难以撼动 PD-L1 高表达患者使用单方 K

药、低表达使用 K 药加化疗的新标准疗法。 

Imfinzi 虽因 PACIFIC试验成功占领Ⅳ期肺

癌，但与 CLTA4 抗体组合在四期肺癌的 Mystic

彻底失败。施贵宝的类似组合也前景不妙，

根据 TMB 分层的阳性结果不知能否被药监和

支付部门认同。 

Tecentriq 在一线 SCLC 与化疗组合降低

30%死亡风险、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

作为一线药物也显著降低进展和死亡风险，

成为20多年来第一个延长这两类患者寿命的

新机理药物。 

辉瑞和德国默克的 Bavencio/VEGF 抑制

剂 Inlyta 组合在一线肾癌三期临床中击败老

牌标准疗法 Sutent，显著延长 PFS。 

血液肿瘤的老大难 AML 经历几十年没有

新药的窘境后，近两年迎来了 8 种新药，包

括针对肿瘤代谢的 IDH 抑制剂这样高度创新

药物。 

另一个主要疾病进展是以 GLP 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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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减肥药物。这类药物不仅降糖、减

肥效果明显，而且显示可降低心血管事件。

注射剂型可以每周一次，口服剂型也有望近

期上市，依从性不输于老药。风头最强劲的

是诺和诺德的索马鲁肽，2018 年公布的多个

PIONEER 系列Ⅲ期临床击败同类和其它主要

机理糖尿病药物。礼来的 GIP/GLP 双激动剂

LY3298176 在一个Ⅱ期临床中降糖、减肥双双

击败自己的 GLP 激动剂 Trulicity。 

糖尿病虽然药物众多但疗效和依从性都

有待提高，为鼓励更多资本进入这个当今最

大慢性病治疗领域，FDA 2018 年考虑取消对

心血管安全性试验的要求。 

多个新机理药物接近终点。 

最出人意料的惊喜是 Amarin 鱼油制剂

EPA。该药物在 LDL 控制良好但 TG 偏高的患

者比安慰剂降低 25%心血管事件、降低 20%

死亡风险，显示他汀水平疗效、优于 SGLT2

抑制剂和 GLP 激动剂。 

此外，JAK1 抑制剂 filgotinib 在一个风湿

性关节炎Ⅱ期临床达到所有终点。TYK2 抑制

剂BMS-986165银屑病Ⅱ期临床有75%患者达

到 PASI75（75%缓解）。辉瑞小分子 ATTR 药物

tafamidis 的Ⅲ期临床比安慰剂降低 30%死亡

率，显示与 RNA 药物相似疗效。诺华斥资 21

亿美元收购 Endocyte 获得其小分子前列腺癌

药物 177Lu-PSMA-617，联手镥 177 偶联药物

Lutathera 巩固其靶向放疗领域霸主地位。 

确证机理药“返老还童” 

诺华的 PI3K 抑制剂 alpelisib 与氟维司群

组合在 PIK3CA 变异、HR 阳性、HER2 阴性晚

期乳腺癌患者比单独使用氟维司群降低 35%

进展风险，成为第一个显示实体瘤活性的

PI3K 抑制剂。 

Clovis的 PARP抑制剂 Rubraca在 TRITON2

的二线前列腺癌试验中产生 44%应答率，有

望扩大 PARP 抑制剂的使用范围。 

“O 药+Y 药”组合在Ⅲ期恶黑患者手术前

显示较高应答率，IO 进入肿瘤治疗最前沿。 

多个来自毒品的药物上市或显示上市潜

力。FDA 批准了大麻二醇（CBD）液体制剂

Epidiolex 用 于 治 疗 两 个 罕 见 癫 痫 病

Lennox-Gastaut 和 Dravet 综合征。杨森制药的

右旋氯胺酮鼻腔给药制剂 2 个Ⅲ期临床达到

终点，有望近期上市。Zogenix 的低剂量氟苯

丙胺制剂 ZX008 在第二个 Dravet 氏综合征症

Ⅲ期临床比安慰剂多降低 54.7%每月痉挛次

数，达到试验一级终点。迷幻蘑菇有效成分

塞拉西滨开始抗抑郁Ⅱ期临床。 

此外，中枢蕈毒胆碱受体 M1/M4 双激动

剂 xanomeline+外周胆碱受体拮抗剂曲司氯

铵的组合开始 AD 和精神分裂Ⅱ期临床。高牛

磺酸前药 ALZ-801 将开始 ADⅡ期。注射辣椒

素制剂 CNTX-4975 则开始 2 个骨关节炎Ⅲ期

临床。 

新技术路上拼搏。 

Sarepta 的 DMD 基因疗法早期临床令患

者肌营养蛋白水平达到正常值的 38%。 

CAR-T 设计越来越复杂，各类刹车装置、

多共激信号、多抗原识别等设计（如

1928z-41BBL、4SCAR2.0 等）扩大了治疗窗口，

有望解决耐药难题。 

MicroED 技术可在数分钟内解析极微量

样品混合物高分辨化学结构。 

此外，表观转录组学（epitranscriptomics，

即调控 RNA 的化学修饰）、光敏 ADC、单碱基

修复基因编辑、诱导蛋白降解技术如 PROTAC

和干扰蛋白稳定性技术，均获得强力早期资

本支持。 

产品/技术流动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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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大型收购不多，但仍然相对健康。 

武田 620 亿美元收购沙尔为最大收购，

赛 诺 菲 116 亿 美 元 收 购 血 友 病 厂 家

Bioverativ、新基 90 亿美元收购 CAR-T 药物厂

家 Juno 紧随其后。 

葛兰素 51 亿收购 Tesaro（TSRO）遭到投

资者质疑，当天损失近 3 个 TSRO。 

赛诺菲48亿美元收购比利时生物技术公

司 Ablynx，上市了首款纳米抗体药 Cablivi。 

BI 以 2.44 亿美元收购只有临床前资产的

溶瘤病毒开发企业 Viratherapeutics，以 3700

万美元首付、总值可达 13.5 亿美元价格收购

OSE 的临床前 SIRP-alpha（CD47 受体）抗体

OSE-172。 

默沙东则以 3.94 亿美元收购了溶瘤病毒

厂家 Viralytics。 

取长补短的合作开发越来越主流。 

辉瑞与诺华共同开发 NASH 组合疗法，并

出资 1.2 亿美元首付、3.05 亿美元里程金牵手

BioNTech 开发 mRNA 流感疫苗。 

强生与 RNA 药物公司 Arrowhead 达成总

值可达 37 亿美元的合作意向。 

SQZ 生物技术将与罗氏达成总值可达 10

亿美元的合作，利用其物理递送技术开发新

型 APC 细胞疗法。 

百健以总值10亿美元雇佣反义核酸企业

Ionis 为其寻找神经内科药物。 

Kite 核心成员 A 轮融资 3 亿美元成立了

Allogene，接管辉瑞与 Cellectis 合作开发异体

CAR-T 的产品线，包括已经上临床的 UCART19、

UCART123 和另外 16 个临床前靶点。 

阿斯列康以 1 亿美元首付获得 Innate 

Pharma SA 的 NKG2A 抗体 monalizumab。 

黑榜单：IO 也有不少失败者 

PD-1 之后的新型免疫疗法药物开发不尽

人意。 

2018 年最大失败当属 IDO 抑制剂

epacadostat/K药组合ECH-O301/KN252试验因

无效被提前终止，后来 Incyte宣布epacadostat

与默沙东、施贵宝、阿斯列康 PD-1/PD-L1 药

物的多个晚期临床试验将停止招募病人。施

贵宝也停止了他们从 Flexus 以 12.5 亿美元收

购的 IDO 抑制剂 BMS-986205 的几个与 PD-1

组合临床试验。 

另外，STING 激动剂和 TIGIT 抗体早期临

床都几乎没有单方应答；默沙东的 Lag3 抗体

单方也只有 6%应答率。以前公布的 4-1BB、

GITR、CSF1R、A2AR、OX40 等靶点的数据也

未能达到期望值。 

失望的“细胞因子年” 

2018 年被称作细胞因子之年，但后半年

数据令人失望。 

施贵宝以 10 亿美元首付、8.5 亿美元股

权、总值 36.3 亿美元天价获得 Nektar 的 IL2

衍生物 NKTR214 的 35%权益，但后来公布的

两批数据远不如去年的早期数据。 

礼 来 16 亿 美 元 现 金 收 购 Armo 

BioSciences获得的Peg-IL10制剂pegilodecakin

疗效不如预期。 

ONCS 的 IL12 制剂与 PD-1 联用也只产生

22%应答。 

慢病药打击接二连三 

在AD领域，礼来和阿斯列康终止其 BACE

抑制剂 lanabecestat。vTv 的 RAGE 受体拮抗剂

Azeliragon 在一个Ⅲ期临床不敌安慰剂。百健

和卫材的 BAN2401Ⅱ期临床试验 Study201 宣

布达到终点，但后来发现分组严重不均，基

本还是一个失败试验。 

止痛药方面，百键的 Nav1.7 离子通道阻

断剂 vixotrigine 在一个坐骨神经痛Ⅱ期临床

试验中未能达到终点，将终止该产品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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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的开发，罗氏也终止了同类产品的开

发。止痛药的最大希望 Tanezumab 虽然两个

Ⅲ期达到所有终点，但与安慰剂比改善较小。

再生元的同类药物 fasinumab 因为 OA 恶化停

止了高剂量组，此前也有几个类似药物因治

疗窗口太小或难以确定而退出了这个领域。

Trevena 的注射吗啡类似物、偏爱型阿片受体

激动剂 oliceridine 被 FDA 专家组以 7 票赞成、

8 票反对击落。 

此外，ALKS 的两个复方药物组合在抗抑

郁、抗精分先后遭到重创。Ironwood 将痛风

药物来辛奴拉（Lesinurad）和其与别嘌呤醇

的固定剂量组合 Duzallo 退还给阿斯列康。诺

华终止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早期研发。减

肥药公司 Orexigen 申请破产保护。 

孤儿药遇若干路障 

Akcea 的主打产品之一、家族性乳糜微粒

血症（FCS）药物 Waylivra，因诱发不可预测

严重血小板降低上市申请被拒。 

首款体内基因编辑疗法、Sangamo 的

Hunter 氏症体内基因编辑疗法 SB-913，在早

期试验患者外周血中未能检测到该基因表达

的酶（IDS）。 

辉瑞的 DMD 药物、肌肉生长抑制素抗体

domagrozumab 的一个Ⅱ期临床未能达到终

点而终止开发。 

血友病基因疗法 SPK8011 部分患者产生

免疫反应令 FⅧ因子水平降低到 5%以下，其

余患者平均 FⅧ因子为正常值的 30%。 

Bellicum 的 T 细胞疗法 BPX-501 在临床试

验中造成 3 例脑损伤，其所有美国临床试验

被叫停。 

小  结 

2018 年，来之不易的成就的同时，伴随

着新药投资回报下滑趋势。新药数量虽然破

纪录，但多数是小病种新药，疾病负担最重

的中枢神经、老年退行性疾病和实体肿瘤治

疗，仍然缺少颠覆性新机理药物。 

资本大量进入生物制药对行业来说总体

是好事，但也鼓励了冒险行为。这些进展是以

高成本、市场碎片化为代价，而边际递减效应

不允许无限制冒险。有些机理开采价值有限，

有开采价值的领域也吸引了过多竞争者。 

为保护投资者的高度热情，业界需要加

深对新药根本原则的理解，以科学为核心竞

争力，而避免轻浮的赌博式研发活动。运气

不能作为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依赖每个

细节、每个步骤的深度科学支持，业界对生

物过程的复杂性需心存敬畏。 

（选自《医药经济报》） 

 

 

2018 肿瘤新药获批上市全景 

根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共 16 个肿瘤

新药在美国、中国、日本获批。涉及的靶点

包括 PD-1、MEK、HER、VEGFR、FGFR、PI3K、

PARP、SMO、FLT3、CD22、IDH1、SMO 等。

在企业方面，老牌外资巨头的实力依然不容

小觑，辉瑞共有 4 个新药获批；阿斯利康、

诺华、强生、赛诺菲各有一个肿瘤新药获批；

而中国药企的肿瘤新药研发能力也越来越强

大，恒瑞医药的吡咯替尼、和记黄埔的呋喹

替尼及正大天晴的安罗替尼相继获批。 

Larotrectinib 

2018 年 11 月 26 日，FDA 批准由 Bayer

（拜耳）和 Loxo Oncology 共同研发的泛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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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药 Larotrectinib 上市，用于治疗无已知耐

药突变的，广泛转移或局部手术治疗效果不

好的，现有治疗方案进展或无可替代治疗方

案的，NTRK 基因融合的成人和儿童实体瘤患

者。 

Larotrectinib 是美国 FDA 首个批准的“与

肿瘤类型无关”的抗肿瘤化学药物。在治疗

TRK 基 因 融 合 患 者 的 临 床 实 验 中 ，

Larotrectinib 的总体缓解率（ORR）为 75%

（N=55）（95%：61，85%），其中 22%的患者

可以达到完全缓解（CR）。 

不过，在安全数据库中，拜耳方面也坦

诚，包括有 NTRK 基因融合和没有 NTRK 基因

融合的患者，报告在大于或等于 10%的患者

中的大多数不良事件（小称 AE）是 1 或 2 级。

超过 20%的患者的 AE 分级包括 ALT（谷丙转

氨酶）升高（45%）、AST（谷草转氨酶）升高

（45%）、贫血（42%）、疲劳（37%）、恶心（29%）、

头晕（28%）、咳嗽（26%）、呕吐（26%）、便

秘（23%）和腹泻（22%）。 

Glasdegib 

2018 年 11 月 21 日，FDA 批准由辉瑞公

司研发的 Glasdegib 上市，用于治疗新诊断的

年龄≥75 岁或者由于存在共病而不能接受高

强度化疗的急性髓性白血病（AML）患者。 

Glasdegib 是一种新型口服 Smoothened

蛋白（SMO）抑制剂，联合低剂量阿糖胞苷

（LDAC）用于治疗 AML。 

一项涉及 111 名新诊断 AML 患者的临床

试验，患者随机分配接受 glasdegib 联合 LDAC

或单独 LDAC 治疗。结果显示，接受 glasdegib

联合 LDAC 治疗的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 8.3

个月，而接受单独 LDAC 治疗的患者的中位总

生存期为 4.3 个月，两组患者的总体生存期相

差 4 个月，统计学意义显著。 

FDA 报告的 Glasdegib 的常见不良反应包

括贫血，疲劳，出血，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

少，肌肉疼痛，恶心，水肿，血小板减少，

呼吸困难，食欲下降，消化不良，粘膜炎，

便秘和皮疹等。 

Talazoparib 

2018 年 10 月 16 日，FDA 批准辉瑞公司

的 Talazoparib 上市，用于治疗 BRCA 突变

/HER-2 阴性转移性乳腺癌，成为 FDA 批准的

第四个 PARP 抑制剂。 

Talazoparib 获批，是基于Ⅲ期临床研究

EMBRACA（NCT01945775）的数据。该研究

在 431 例 gBRCAm、HER2 阴性局部晚期或转

移性乳腺癌患者中开展，评估了 Talazoparib

相对于医生选择的标准单药化疗方案（初始

化疗[PCT]：卡培他滨，艾日布林，吉西他滨

或长春瑞滨）的疗效和安全性。 

研究中，Talazoparib 治疗组发生率≥10%

的 3 级及以上不良反应包括贫血（35%）、中

性粒细胞减少症（17%）、血小板减少症

（17%）。 

Cemiplimab 

2018 年 9 月 28 日，FDA 批准赛诺菲的

Cemiplimab 上市，用于治疗转移性皮肤鳞状

细胞癌（CSCC）或不能接受治愈性手术或放

疗的局部晚期 CSCC 患者。这是 FDA 批准的第

一款针对晚期 CSCC 的疗法。 

Cemiplimab 的获批是基于一项开放标签

的、多中心的、非随机的临床Ⅱ期试验

（EMPOWER-CSCC-1、NCT02760498）以及一项

开放标签的，非随机的临床一期扩展队列试验

（NCT02383212）。试验中，共有 108 名患者（75

名患有转移性疾病，33 名患有局部晚期疾病）。

结果显示，使用 Cemiplimab 治疗的所有患者

中有 47%的患者肿瘤缩小或消失。 

Cemiplimab 的常见副作用包括疲劳、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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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和腹泻。与其他免疫疗法一样，该药物可

引起严重或危及生命的反应，包括免疫介导

的不良反应风险，以及包括肺炎、结肠炎、

肝炎和内分泌病以及皮肤病和肾脏问题。 

Dacomitinib 

2018 年 9 月 27 日，FDA 批准辉瑞的

Dacomitinib 上市，用于治疗携带 EGFR 基因外

显子19缺失或外显子21 L858R置换突变的转

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Dacomitinib 获 批 是 基 于 一 项 名 为

ARCHER1050 的随机的、多中心的、国际性的、

开放标签的临床Ⅲ期试验的结果。总计 452

名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接受 Dacomitinib 或

者活性对照的治疗。研究数据显示，采用双

盲独立中央审查（BICR），与 gefitinib 治疗组

相比，Dacomitinib 治疗组无进展生存期（PFS）

实现了统计学显著和临床意义的延长（14.7

个月 vs 9.2 个月）、死亡或疾病进展风险显著

降低了 41%（HR=0.59[95%CI=0.47-0.74]，p＜

0.0001），达到了研究的主要终点。 

Dacomitinib 治疗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

为：腹泻（87%）、指甲变化（62%）、皮疹或

痤疮性皮炎（49%）、口腔溃疡（44%）。最常

见的 3 级不良事件为：皮疹（14%）、腹泻（8%），

4 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发生 2 例 5 级事

件（1 例为 5 级腹泻，1 例为 5 级肝病）。 

Duvelisib 

2018 年 9 月 24 日，FDA 批准武田的

Duvelisib 上市，用于治疗至少两次既往治疗

后复发或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

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和至少两次既往

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FL）。 

在一项名为 DUO 的Ⅲ期临床试验中，该

试验招募了患有复发性或难治性慢性淋巴性

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的患者，并使用

Duvelisib 进行单药治疗。研究表明，与使用

ofatumumab 的对照组相比，接受 Duvelisib

治疗的患者，其无进展生存期（PFS）有着统

计意义上的显著延长（治疗组中位 PFS：13.3

个月，对照组中位 PFS：9.9 个月；HR=0.52；

p<0.0001），患者疾病出现进展或死亡的风险

降低了 48%。 

在另一项名为 DYNAMO 的Ⅱ期临床试验

里，研究人员们也分析了 Duvelisib 对于惰性

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效果。在该研究中，

接受治疗的患者均对 rituximab 以及化疗/放

射性免疫疗法产生了双重耐药。在这些缺乏

治疗选择的患者中，Duvelisib 达到了 46%

（p<0.0001）的客观缓解率（ORR），达到了主

要临床终点。而在双重耐药的滤泡性淋巴瘤

患者亚群里，Duvelisib 的 ORR 也达到了 41%。 

Gilteritinib fumarate 

Gilteritinib 是由安斯泰来研发的一种

FLT3/AXL 抑制剂，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获日本

PMDA 批准上市，后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获

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 FLT3 突变阳性

的复发或难治性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Gilteritinib获批是基于一项入组 138名患

者的临床Ⅲ期试验（NCT02421939）的中期结

果的 CR/CRh2 分析。该研究在比较 Gilteritinib

与挽救性化疗作为有 FLT3 突变并已复发的或

难治性成人 AML 患者一线治疗疗法的疗效。

结果显示：21%接受治疗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

或者完全缓解加血液学部分恢复。在接受

Xospata 治疗前，106 名患者需要接受输入血

红细胞或者血小板，接受治疗后，这些患者

中 31%至少 56 天内不再需要输血。 

Lorlatinib 

Lorlatinib 是 辉 瑞 研 发 的 一 种 靶 向

ALK/ROS1 的双靶点抑制剂，于 2018 年 9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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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获日本 PMDA 批准上市，后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获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 ALK 融合基因

阳性无法切除的复发性非小细胞肺癌。 

Lorlatinib 的批准是基于一项Ⅱ期临床试

验，该试验招募了 227 名 ALK 和 47 名 ROS1

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结果显示，对于

30 位初治的 ALK 阳性患者来说，一线直接使

用 Lorlatinib 治疗：27 位患者肿瘤明显缩小，

有效率 90%；2 位患者肿瘤稳定不进展，疾病

控制率 97%；只有一位患者无效。 

对于59位使用过克唑替尼或者克唑替尼

+化疗的患者来说，Lorlatinib 作为二线或者三

线药物使用，有效率依然高达 69%。对于使

用过 2-3 种 ALK 抑制剂外加化疗的患者，

Lorlatinib 作为三线甚至五线药物使用，有效

率依然有 39%。 

Lorlatinib 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为

高胆固醇血症（69%）和外周性水肿（37%）。

最常见的治疗相关的 3 级以上不良事件为高

胆固醇血症（11%）。未见患者因为治疗相关

不良事件而终止治疗。 

Moxetumomab pasudotox 

2018 年 9 月 13 日，FDA 批准阿斯利康研

发的 Moxetumomab 上市，用于治疗毛细胞白

血病（HCL）。 

Moxetumomab 获批是基于一项单臂的

开放性的临床Ⅲ期试验，该试验对 80 名至少

两次接受过 HCL 治疗的患者进行了全身治

疗。试验的主要终点是持久的完全反应，试

验中 30%的患者达到持久 CR，总体反应率（对

治疗有部分或完全反应的患者数）为 75%。

血液学缓解率为 80%。 

Fruquintinib 

2018 年 9 月 4 日，和记黄埔和礼来的

Fruquintinib 获得 NMPA（原 CFDA）批准上市，

用于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 

获批是基于一项 FRESCO 研究，该研究纳

入二线或以上标准化疗失败的转移性结直肠

癌患者，以 2：1 随机入组，最终试验组和对

照组分别有 278 例、138 例患者。该研究达到

主要终点和所有次要终点，呋喹替尼组患者

数据均显著优于安慰剂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主要研究终点mOS为 9.30 vs 6.57个月，

P<0.001，次要终点 PFS 为 3.71 vs 1.84 个月，

P<0.001，ORR 为 4.7% vs 0，P=0.012,DCR 为

62.2% vs 12.3%，P<0.001，且前者死亡风险降

低 35%（HR 为 0.65）。 

Pyrotinib Maleate 

2018 年 8 月 12 日，NMPA（原 CFDA）有

条件批准恒瑞医药公司的 Pyrotinib Maleate

（吡咯替尼）上市，该药经核准的适应症为：

联合卡培他滨，适用于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 2（HER2）阳性、既往未接受或接受过曲

妥珠单抗的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吡咯替尼申报上市所依据的Ⅱ期临床针

对转移性乳腺癌的二线治疗，效果显着优于

拉帕替尼。在针对经蒽环类和紫杉类药物治

疗失败、且复发/转移后化疗不超过二线的乳

腺癌患者，吡咯替尼+卡培他滨（吡咯替尼组）

的客观缓解率为 78.5%，拉帕替尼+卡培他滨

（拉帕替尼组）的客观缓解率为 57.1%，吡咯

替尼组与拉帕替尼组相比，客观缓解率提升

了约 21 个 pp；吡咯替尼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mPFS）18.1 个月，拉帕替尼组 7.0 个月。 

吡咯替尼联合卡培他滨用于复发或转移

性乳腺癌治疗中最常见（≥20%）的不良反应

包括胃肠道反应（腹泻、呕吐、恶心、口腔

黏膜炎）、皮肤反应（手足综合征）、代谢及

营养类疾病（食欲下降、低钾血症）、肝胆系

统疾病（血胆红素升高、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升高、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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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身反应（乏力）、血液系统疾病（血

红蛋白降低、白细胞计数降低、嗜中性粒细

胞计数降低）。发生率>2%的 3 级及以上不良

反应包括手足综合征、腹泻、白细胞降低、

中性粒细胞降低、血红蛋白降低、呕吐、皮

疹、高甘油三酯血症和 AST 升高。导致中断

或停止吡咯替尼治疗的不良反应包括腹泻、

呕吐、ALT 升高和皮疹。 

Ivosidenib 

2018 年 7 月 20 日，FDA 批准 Agios 

Pharmaceuticals 公司的 Ivosidenib 上市，用于

治疗患有复发性或难治性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R/R AML）的成人患者。 

此次 FDA 的批准是基于一项开放标签、

单臂、多中心、剂量递增和扩增试验

AG120-C-001 的临床数据。试验纳入了 174 名

患者，以每日 500 毫克 TIBSOVO 的起始剂量

口服给药，直至疾病进展、发生不可接受的

毒性或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的主

要终点是联合的完全缓解（CR）和有部分血

液学改善的完全缓解（Crh）率。结果显示，

在平均随访 8.3 个月时，32.8%的患者经历 CR

或平均持续 8.2 个月的 Crh。研究起始阶段，

在 110 名 AML 而需要血液或血小板输注的患

者中，至少有 37%的患者在经由 Tibsovo 治疗

后 56 天不需要 RBC 和血小板输注。 

Ivosidenib 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疲劳、

白细胞升高、关节痛、腹泻、呼吸急促，手臂

或腿部肿胀、恶心、口腔或咽喉疼痛，心律不

齐（QT 延长），皮疹，发烧，咳嗽和便秘。 

Binimetinib 

2018 年 6 月 27 日，FDA 批准 Array 

Biopharma 公司的 Binimetinib 上市，联合

Encorafenib 用于 BRAF V600E/不可切除或转

移性黑色素瘤患者。 

该组合方案的获批，是基于Ⅲ期临床研

究 COLUMBUS 的结果。数据显示，与罗氏的

晚期黑色素瘤特效药 Zelboraf（Vemurafenib，

威罗菲尼）相比，Binimetinib+Encorafenib 组

合方案无进展生存期延长了一倍（中位 PFS：

14.9 个 月  Vs 7.3 个 月 ， HR=0.54 ，

95%CI:0.41-0.71，P＜0.0001）。该研究中，

Binimetinib+Encorafenib 方案组仅有 5%的患

者因不良反应停止治疗。 

Binimetinib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25%）

与 Encorafenib 联合使用，包括疲劳，恶心，

腹泻，呕吐和腹痛。 

Encorafenib 

2018 年 6 月 27 日，FDA 批准诺华、皮尔

法伯和Array Biopharma公司的 Encorafenib上

市，联合 Binimetinib 用于 BRAF V600E/不可切

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 

Encorafenib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25%）

与 Binimetinib 联合使用，包括疲劳，恶心，

腹泻，呕吐和腹痛。 

Anlotinib Hydrochloride 

2018 年 5 月 8 日，NMPA（原 CFDA）批

准正大天晴公司的 Anlotinib Hydrochloride

（盐酸安罗替尼）上市，适用于既往至少接受

过 2 种系统化疗后出现进展或复发的局部晚

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 

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Ⅱ期临床研

究显示，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是 4.83 个

月，大于安慰剂组的 1.23 个月，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01），疾病控制率（DCR）达到

83.3%，客观缓解率（ORR）为 10.00%，且安

全耐受性良好。基于以上数据，随后开展了

Ⅲ期临床研究，其结果已在 2017 ASCO 公布，

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安罗替尼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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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OS 显著延长（9.63 月  vs. 6.30 月，

p=0.0018）。同时，PFS 也显著延长达 3.97 个

月（5.37 月 vs 1.40 月，p<0.0001）。与安慰剂

对比，安罗替尼治疗的 ORR 和 DCR 也均得

到了显著提高，ORR 分别为 9.18% vs 0.7%，

p<0.0001；DCR 分别为 80.95% vs 37.06%，

p<0.0001。 

盐酸安罗替尼最常见不良反应（≥20%）

为高血压，乏力，手足皮肤反应，胃肠道反

应，肝功能异常，甲状腺功能异常，高血脂

和蛋白尿等。 

Apalutamide 

2018 年 2 月 14 日，FDA 批准强生公司的

Apalutamide 上市，用于治疗非转移性（前列

腺癌细胞未扩散）去势抵抗（激素治疗后疾病

仍进展）的前列腺癌。是第一个获 FDA 批准用

于非转移性去势抗性前列腺癌的治疗药物。 

Apalutamide 的安全性及疗效在涉及

1207 例非转移性去势抵抗前列腺癌的随机研

究中得到证实。患者随机给予 Apalutamide 或

安慰剂，并接受内分泌治疗，包括接受促性

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类似物，或者手术

去势（切除双侧睾丸）以降低体内雄激素水

平。结果显示，Apalutamide 治疗组无转移生

存期相比安慰剂组显著延长（40.5 Vs 16.2 个

月）超过了两年。 

Apalutamide 的常见不良反应包括疲劳、

高血压、皮疹、腹泻、恶心、体重减轻、关

节痛、潮热、食欲不振、骨折、外周性水肿。 

（选自《医药经济报》） 

 

 

2018 医药电商三大变化 

2018 年大健康产业值得关注的话题有不

少，超级医保局成立、4+7 带量采购落地、零

售业兼并重组、《我不是药神》热映……但这

一年医药电商能被人记住的事情并不多，它

没有 2017 年 ABC 证取消的话题那么有吸引

力，没有2016年第三平台试点终止阿里健康、

京东开启自营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 2015 年

乌镇互联网医院开业那么有话题性，然而“此

处无声胜有声”，医药电商在行业大调整的背

景下看似归于平淡，实则已如水一般融入行

业营运的方方面面，并留下自己独特的身影。 

互联网医疗与医药电商边界日益模糊 

与往年热热闹闹时有饱受关注的相关政

策发布相比，2018 年医药电商政策面显得比

较安静。2018 年与医药电商相关最受关注的

政策是 2 月 9 日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个意见稿和 2017

年 11 月 4 日发布的《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除了标题文字顺序略有不

同外，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两个意见稿都提

到的“禁止网站展示处方药”引发了行业激

烈讨论，对于处方药销售几乎占据一半的医

药电商公司来说，如果禁止网站展示处方药，

那么，处方药销售业绩要拦腰斩断，医药电

商何去何从引发担忧，一时间尽快拿到互联

网医院牌照成为从业企业规避政策风险的头

等大事。 

意见稿发布后的每个月坊间都有传言正

式稿很快就要落地，直到 4 月 28 日，《关于

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的出

台，释放了一系列利好互联网医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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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药电商最直接相关的是在“完善‘互联

网+’药品供应保障服务”节里提到要“促进

药品网络销售和医疗物流配送等规范发展”，

给依赖处方药销售的医药电商解除了警报。 

之后 9 月 14 日，卫健委连续印发了《互

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

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

行）》3 个政策。其中，在《互联网诊疗管理

办法（试行）》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

行）》中落实了以实体医院为主体开展线上部

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的复诊，并进一步说

明了处方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委

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这实际上是

一种基于互联网医院或者医疗的医药电商，

与医药电商平台上对接互联网医院服务开出

处方后在电商平台购药行为非常类似。医药

电商与互联网医疗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二者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医药电商需要对接互

联网医疗的服务与电子处方，互联网医疗需

要医药电商完成药物的配送以及自身商业模

式的变现。 

此外，政府推动医药分开的决心非常明

显，由此带动的处方外流持续搅动产业。6

月广东省发布《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要推广处

方流转平台，支持医院、药品生产流通企业、

药店、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处方

流转。12 月重庆市发布《加快“互联网+医疗

健康”A 站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更明

确提出到2020年要推行基于电子处方流转的

线上药品销售配送新模式。基层医疗、院边

店、DTP 药房、连锁药店等也将持续地受益

于处方外流带来的政策红利，进一步的医保

线上支付打通将为医药电商的发展带来新的

契机。 

2018 年监管方面最大的动作是 7 月底天

猫和京东平台接到监管要求一度屏蔽处方药

搜索，通过处方药商品名和通用名都无法搜

索到处方药内容，两大平台不久后又都恢复

了处方药搜索功能。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

息，医药电商在平静声中正不断发展壮大。 

资本向“头部”公司聚焦 

2018 年最值得医药电商产业关注的事必

然有 1 药网在纳斯达克上市。作为中国医药

电商独立上市第一股，1 药网在资本市场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9 月 12 日 1 药网母公司 111

集团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

111 集团的业务有三块，最大的就是聚焦 B2C

医药电商的 1 药网，再者就是面向药店等供

货的 B2B 电商以及互联网诊疗服务。从收入

上看，1 药网 2016 年、2017 年以及 2018 年

上半年的 B2C 医药电商收入分别为 12.16 亿

元、13.59 亿元和 6.8 亿元，111 集团三块业

务总体赤字分别为 6.88亿元、9.44亿元、10.54

亿元。尽管亏损面不断扩大，但 111 的商业

故事成功征服了纳斯达克，不仅为 111 集团

融到了 1.3 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业务发展，上

市成功更给 111 集团无形的品牌增值，为业

务拓展特别是面向品牌工业企业合作添加了

便利。 

另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上市的平安好医

生。平安好医生被认为是全球互联网医疗上

市的第一股，不过从其招股说明书可以看到，

2017 年头 9 个月收入有 3.53 亿元收入来自于

医药电商，占其整体收入的 34.8%，这也印证

了上文所述互联网医疗与医药电商焦不离孟

孟不离焦的关系。平安好医生 IPO 市值一度

超过 600 亿港币，医药电商业绩贡献功不可

没，如果延展开观察各家尚存活的互联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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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公司商业模式，不少已经转型开启了医药

电商服务。 

尽管是资本寒冬，医药电商头部企业依

然在资本市场受到追捧，除了 1 药网外，8

月七乐康获得融资（具体金额未公开），9 月

健客网也宣布获得了1.3亿美元的B轮融资并

同时公布了赴美上市计划。自此，垂直医药

电商领域排在头四名的企业除康爱多早早纳

入上市医药公司太安堂外，1 药网、七乐康、

健客网在资本市场均有斩获。此外，主打 O2O

的医药电商公司叮当快药也在 2018 年 1 月获

得了软银中国 3 亿元投资，主打单体药店、

诊所 B2B 电商平台的药师帮一连拿下两轮融

资，6 月 C 轮融资 4.2 亿，11 月 D 轮融资 1.33

亿美元。尽管资本寒冬，有价值的企业、获

得市场认可的企业融资之路依然通畅。 

总的来说，自 2014 年《互联网食品药品

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探求允许处

方药网售点燃资本市场热情以来，B2C、O2O、

B2B 等几个领域涌现出不少创新企业赢得资

本市场追捧，不过在中美贸易战、资本面缩

紧、互联网红利消退的 2018 年，资本市场已

明显向各领域头部公司聚焦。 

医药电商三大转变 

往年我们谈医药电商时，常指的是各家

垂直医药电商公司或者阿里、京东这样的大

平台，要总结 2018 年的医药电商需要加上更

多的维度，譬如前面所说的互联网医疗、互

联网医院，譬如拼多多这样的跨界电商，再

譬如厂家、商业公司、零售终端乃至村医、

诊所等第三终端。如果带上这些视角来观察，

我们会发现医药电商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的新

常态，其已开始渗透到行业的方方面面。 

变化一：医美、口腔、植发等新型商品

增加。 

首先，电商平台销售的内容以往是商品，

如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计生情趣用品、

眼镜用品等，而今新型商品越来越多，如医

美、口腔、植发等相关的商品。2018 天猫双

十一就爆出买玻尿酸的用户剧增，例如艾尔

建玻尿酸产品在双“十一开”售 3 个小时就

完成了1000万元销售，全天达到1866.6万元。

另外，医药电商平台上销售服务的越来越多，

典型如体检、医美、口腔、基因检测、植发、

试管婴儿等。据美团数据当日线上购买医美

整形等服务金额突破 2 亿元，排名第一位的

艺星整形线上成交额突破千万。而根据天猫

数据，体检类的爱康国宾当日成交 5075万元，

口腔类的拜博成交 4041 万元，植发类的科发

源成交 1141 万元。 

还要留意的是，从几家积极参与医药电

商公司的上市年报里可以看到电商对于品牌

企业的重要性，典型例子如汤臣倍健和鱼跃

医疗。这两家公司很早就开始了医药电商试

点，鱼跃医疗曾经连续几年蝉联天猫医药馆

“双十一”销量冠军，汤臣倍健是 2018 年天

猫“双十一”的亚军，和保健品厂商 Swisse

还有眼镜厂商博士伦占据冠亚季军，销售额

当日均破亿。从汤臣倍健和鱼跃医疗这两家

公司半年报来看，电商渠道收入均已经超过

公司整体营收的 20%。汤臣倍健公司的核心

战略中有两点与电商直接相关：一是跨境保

健品电商，另一个是电商品牌化。汤臣倍健

开启了电商渠道专供产品策略，通过区隔定

价以支撑电商业务发展。鱼跃的电商事业部

直接向总裁汇报，其家用医疗器械在电商上

的营收增长同比超过 50%，已经成为鱼跃家

用医疗器械增长的主要引擎。另外，雅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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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瞬感无创检测血糖仪2018年全年业绩超

过 1/3 贡献自电商渠道。对于这些公司来说，

医药电商不仅是一个创造销售的渠道，更是

一个能与消费者直接展开互动的渠道，其中

积累的数据洞察将为企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

最直接的决策依据。 

总的来说，从面上看，医药电商覆盖的

商品、服务的反馈已经非常广泛并将不断渗

透到更多的大健康相关类目上；从深度上看，

汤臣倍健和鱼跃医疗这样较早参与医药电商

的品牌企业已经从电商获得实实在在的商业

利益，还有更多如艾尔建、雅培、爱康国宾

等这样开始尝到电商甜头的企业正在不断加

入。对于今天的厂家来说，医药电商已不是

一个加入不加入的问题，而是怎么加入。 

变化二：商业企业电商渠道价值凸显。 

其次，对于商业企业来说，电商的渠道

价值也在变得凸显，康爱多从广州医药、广

州九州通、国药控股 3 家公司进货占到其总

采购比例近 35%，其他几家如 1 药网、七乐

康还有阿里健康自营药房、京东自营药房数

据也类似，商业公司是 B2C 电商最重要的进

货来源，反之 B2C 电商也在成为商业公司的

重要终端分销渠道。此外，如药师帮这样的

B2B 平台，每个月数亿 GMV 里主要的供应方

也是各家商业公司。B2C+B2B 电商两种渠道

每年帮助商业公司分销药品的体量在百亿元

规模，逐渐成为商业公司重要的渠道。此外，

中大型商业公司都选择了布局电商来拓展自

己的终端连接与服务能力，如国药在线、上

药云健康等。对于中小型商业公司，不少也

选择将电商作为增值服务提供给下游的连锁

药店等第三终端合作伙伴，通过提供电商的

技术与运营服务来增加对下游的粘性。 

变化三：消费需求驱动零售拓展电商业务。 

再者，从零售企业来说，抛开电商是否

赚钱不谈，到 2018 年稍微有点规模的连锁

企业几乎没有不涉足医药电商的。四大上市

公司一心堂、老百姓、益丰和大参林，再加

上国大药房、桐君阁、同仁堂等无不开通了

自己的微信商城，同时还在天猫、京东等平

台开展第三方电商业务。在几大互联网公司

推动下，不少连锁企业都参与到了与阿里、

京东、饿了么、美团等开展 O2O 电商合作，

通过各大平台线上接单，线下快递到店取

药，往线下药店导流。其中阿里更选择了资

本入股零售企业来推动 O2O 电商等合作，其

以 4.54 亿元入股漱玉平民大药房，以 8.26

亿元入股贵州一树大药房。阿里健康的资本

举措揭示了行业线上零售与线下零售的边

界正日益模糊，线上需要线下来承载消费者

诉求，线下需要线上来赋能。中小连锁企业

开通网上商城也成为趋势，不少中小连锁企

业老板都反馈希望有线上渠道能为会员提

供服务。对于零售企业来说，与消费者离得

最近，消费者的需求直接驱动了零售企业开

展电商业务。 

结  语 

产业本就无需那么多的热热闹闹，平平

淡淡做生意，踏踏实实做事情才是真。外行

看的是热闹，往往拿资本关不关注、近期有

没有利好政策、媒体有多唱好之类的信息来

判断行业好或者坏。内行看的是门道，在医

药电商新常态下，泛医药电商已然拥有了发

展的坚实基础，医药电商人当沉静下来聚焦

做好医药电商该做的事，产业的明天一定会

更美好。 

（选自《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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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引起关注的药物 

在 2018 年，用于罕见病症（如β -地中

海贫血症和淀粉样变性）的药物进入主流药

物（癌症治疗药物等常见疾病治疗药）审批

舞台。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逐渐进入治疗领

域，而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的研发仍步履蹒跚，

前路漫漫。 

绿灯药物 

1.Onpattro。 

Onpattro（patisiran）是第一个获得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 RNA 干扰药物。

该药物通过作用于导致罕见病（遗传性转甲状

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的基因起作用，其中转

甲状腺素蛋白的突变形式积聚在身体，可能会

引起心脏和神经功能的问题。该药由马萨诸塞

州 Alnylam 公司研发，仅被批准用于治疗与该

疾病相关的神经损伤。Tegsedi（inotersen）是

另一种用于相同病症的药物，由 Akcea 制药公

司生产，在 Onpattro 于 8 月批准后两个月才被

FDA 批准。第三种药物 tafamidis 在临床试验中

显示在减少相同情况下，无论由遗传因素还是

其他因素引起的死亡和心血管事件方面有效。

在包含 441 名患者的研究中，接受 tafamidis

治疗的 264 名患者中有 78 名死亡，而接受安

慰剂的 177 名患者中有 76 名死亡（N. Engl.J. 

Med.379,1007-1016,2018）。Tafamidis 的研发公

司辉瑞公司已经通过相关项目渠道提供药物。 

2.Typbar TCV。 

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了一种名为 Typbar 

TCV 的伤寒疫苗。这是唯一可从 6 个月大的

婴儿开始接种，并足够安全的疫苗。该疫苗

由总部位于印度海得拉巴的 Bharat 生物技术

公司生产，是第一种结合疫苗，即弱抗原与

强抗原结合引发抗体反应。该疫苗可预防每

年影响多达2000万人的细菌性疾病——伤寒

症。该疫苗的获批基于一项临床试验，在试

验中志愿者接种引起伤寒的细菌——伤寒沙

门氏菌。试验发现，疫苗组中有 87%的受试

者 获 得 保 护 免 受 疾 病 影 响 （ Lancet 

390,2472-2480,2017）。 

3.Aimovig。 

2018 年安进公司用于偏头痛的预防药物

Aimovig（erenumab-aooe）获得批准。该治疗

药物是一种新的作用类别，通过阻断降钙素

基因相关肽（CGRP）的活性起作用，已知 CGRP

在一些偏头痛发作之前水平增加。美国有近

4000 万成年人患有偏头痛，其中大约 75%是

女性。Aimovig 的获批基于 3 项试验。在每项

研究中，接受 Aimovig 治疗的患者与服用安慰

剂的患者相比，每月偏头痛减少 1 至 3 次。 

4.Lucemyra。 

2018 年，Lucemyra（盐酸洛非西定）成

为第一个获得 FDA 批准治疗阿片类药物戒断

症状的非阿片类药物治疗药物。阿片类药物

戒断症状包括焦虑，恶心和睡眠问题，经常

发生在停止服用阿片类药物（无论是处方药

物还是非处方药物）的人群中。Lucemyra 可

以减轻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但不能完全阻

止，并且该药物一次最多只能使用两周。

Lucemyra 通过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起作

用，去甲肾上腺素是一种被认为影响阿片类

药物戒断的神经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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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pidiolex。 

Epidiolex（cannabidiol）成为第一个获得

FDA 批准的大麻衍生药物。该药由 GW 研究

有限公司生产，被批准用于治疗由两岁及以

上儿童中的罕见疾病 Lennox-Gastaut 综合征

和 Dravet 综合征引起的癫痫发作。Epidiolex

也是第一个批准用于治疗 Dravet 综合征的药

物。2018 年 9 月，FDA 宣布已将 Epidiolex 列

入 美 国 受 控 物 质 法 案 （ US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附表五。附表五是所有类别

中限制最少的。 

6.Orilissa。 

Orilissa（elagolix）成为 10 多年内第一个

获得 FDA 批准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口服治疗药

物，也是首个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口

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拮抗剂。

Orilissa 用于减少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严

重至中度疼痛，其他同适应症药物通常是口

服避孕药、非甾体抗炎药或阿片类药物，并

且之前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GnRH 拮抗剂

均需要注射。由艾伯维公司销售的 Orilissa 通

过减少体内产生的雌激素和孕酮的量来起作

用，并且还可减少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

一些疼痛。 

7.CD19 CAR疗法。 

长期随访研究发现，使用 CD19 抗原的嵌

合抗原受体（CAR）治疗后，B 细胞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ALL）患者具有良好的缓解和存

活率，CD19 CAR 治疗显示出其益处。从以往

数据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的

缓解率为 18-45%，但是在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癌症中心的一项后续研究中发现，

接受 CD19 CAR T 细胞输注的患者两年半后缓

解率为 83%（N.Engl.J.Med.378,449-459,2018）。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的中位生存

时间通常不到 9 个月，但在这项研究中虽然

患者的疾病负担较低，但中位存活时间超过

20 个月。 

8.Biktarvy。 

2018年吉利德公司的抗HIV新药Biktarvy

获得 FDA 批准，该药物联合了新的整合酶链

转移抑制剂（INSTI）bictegravir 与 2016 年 FDA

批准的复方药 Descovy（恩曲他滨和替诺福韦

艾拉酚胺）。HIV 用整合酶将自身插入宿主的

DNA 中，INSTI 可阻断整合酶。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向 Biktarvy 发出黑框警告，HIV 和乙

肝病毒共感染的患者服药后可导致乙肝加剧

的风险升高。 

9.CustomFlex人工虹膜。 

CustomFlex 人工虹膜是第一个获得 FDA

批准的独立假体虹膜。该装置通过外科手术

植入由于罕见遗传病“无虹膜畸形”或者由

于受伤而导致虹膜受损的成人或儿童患者。

该装置使用硅胶材料，可根据患者需要的尺

寸和颜色定制。该装置的获批是基于一项近

400 名患者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所有患者的

眼睛都植入了假体。光敏感性是虹膜损伤患

者的常见症状，超过 70%的患者报告手术后

对光的敏感性有所改善。 

BRCA 1/BRCA2（特定突变）遗传健康风

险报告。DNA 测序公司 23andMe 获得 FDA

批准，可直接向消费者推销乳腺癌风险报

告，作为其基因测试组合的一部分。BRCA1

和 BRCA2 基因与癌症风险增加相关，在

BRCA1 和 BRCA2 基因 1000 多种遗传变异中，

该基因检测项目检测出了 3 种突变。根据该

公司的说法，这些突变最常见于德系犹太人

后裔，该公司也明确表示该测试不是为了诊

断癌症。 

10.Brainsway Deep 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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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批准用于经颅磁刺激（TMS）治疗的

最新适应症是强迫症。TMS 使用磁场刺激大

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此前在 2008 年批

准 TMS 用于治疗抑郁症，在 2013 年批准 TMS

用于治疗偏头痛。至少有 7 个 FDA 认可的装置

使用 TMS 治疗各种神经心理疾病，但本次批

准是治疗强迫症的第一个非入侵式治疗方法。 

11.Xtandi。 

FDA 将 Xtandi（恩杂鲁胺）的适应症范围

扩大至所有类型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早

期形式的前列腺癌雄激素水平较高，但当癌

症停止对一线治疗（包括降低雄激素水平）

的反应时，尽管激素水平降低，癌症仍会进

展到更晚期。此前，Xtandi 仅被批准用于转

移性疾病。在一项比较无转移生存期的试验

中，接受 Xtandi 治疗的患者一般在治疗后存

活约 3 年，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位生存

时间略低于 15 个月（N. Engl.J。Med。 

378,2465-2474,2018）。 Xtandi 由安斯泰来制

药公司和辉瑞公司开发。 

12.Emgality。 

Emgality（galcanezumab）2018 年获得 FDA

批准用于容易患偏头痛的人。该药物是一种

单克隆抗体，通过阻止 CGRP 与其受体结合起

作用。已知 CGRP 水平在偏头痛开始时增加并

在结束时消退。 Emgality 通过阻止 CGRP 水

平的上升来预防偏头痛的发作。生产 Emgality

的礼来公司也宣布，拥有商业保险的患者将

有资格免费获得长达一年的药物。 

黄灯药物 

1.避孕 app Natural Cycles。 

避孕 app Natural Cycles2018 年年初获得

FDA 批准，此前曾于 2017 年获得欧盟批准。

2018 年 1 月，公司向瑞典药品监管机构

（EMA）报告，有 35 份使用该应用的女性意

外怀孕报告。EMA 在 2018 年 9 月初结束了对

该公司的调查，结果发现 Natural Cycles2018 

app用户在1至6月期间报告的意外怀孕总数

超过 660 例，在该公司报告约 7%的失败率之

内。本 app 的功能依据是，根据用户在应用

程序中输入的基础体温计算。排卵后的因素

如压力和感染会影响女性的基础体温，因此

单靠温度可能会影响排卵的结论。 

2.Apple Watch。 

Apple Watch因其新的心率跟踪器而获得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这是苹果公

司 2018 年 9 月推出的一项功能。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将该手表作为Ⅱ类医疗设备，这

意味着该设备旨在帮助诊断或治疗，同时对

用户造成的风险最小。医生说，这种装置可

以帮助那些未确诊病情的人，意识到潜在的

问题，比如心律不齐。另一方面，一些心脏

病专家担心该装置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就诊并

引发焦虑，特别是因为被认为是“正常”心

率的范围差异很大。 

3.噬菌体疗法。 

FDA 批准 Intralytix 公司进行针对炎症性

肠病（IBD）的噬菌体疗法的 1/2 期试验。噬

菌体治疗的思路是使用相关病毒靶向和感染

目标细菌，从而达到治疗目的。试验中目标

细菌是克罗恩病患者体内常见菌大肠杆菌细

菌。噬菌体治疗中使用的病毒被认为对人类

宿主不构成影响，但目前尚无噬菌体疗法获

得 FDA 批准。Intralytix 公司正在与 Ferring 制

药公司一起开发噬菌体，并将在纽约西奈山

医院进行试验。 

4.MGL-3196。 

用于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

的口服药物 MGL-3196，在 NASH 患者中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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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试验证实可降低肝脏脂肪水平。MGL-3196

由宾夕法尼亚州的 Madrigal 制药公司开发，

是一种甲状腺激素受体β -选择性激动剂，通

过降低胆固醇水平起作用。在最新的试验中，

39%的治疗组患者完全缓解，而安慰剂组则为

6%。同样，治疗组患者肝脏脂肪减少 37%，

而安慰剂组减少约 9%。目前，Madrigal 制药

公司正计划进行该药物的Ⅲ期试验。 

5.β-地中海贫血药物。 

2018 年，两种不同的治疗药物可以预防

全世界大约十万分之一患病率的β -地中海贫

血症。luspatercept 的制造商 Celgene 公司和

Acceleron 制药公司宣布，在两项不同的试验

中，一项针对输血依赖性β -地中海贫血患者

的Ⅲ期试验已经达到了主要终点。在一项名

为 MEDALIST 的试验中，与安慰剂相比，应用

luspatercept 的患者在治疗的前半年至少可以

达到 2 个月不需要红细胞输血的终点。在另

一项试验中，与安慰剂相比，接受 luspatercept

治疗的患者在治疗的前 3 个月需要的输血量

较少，并且在治疗的后 3 个月内每次输血的

血液更少。 

2018 年显示出前景的第二种疗法

betathalassemia 是 CRISPR 制药公司和 Vertex

制药公司研发的 CTX001。在德国开展了 1/2

期试验，以测试基于 CRISPR 的治疗，使该试

验成为美国公司首次试验基于基因编辑技术

的治疗方法。两家公司还计划启动一项试验，

以测试该疗法在镰状细胞贫血患者的效果。

然而，在 2018 年 4 月宣布这样的计划之后，

FDA 在 5 月份要求该研究暂停，以便对公司

提交的申请提出更多问题并得到答案。 

6.BAN2401。 

日本卫材公司和 Bioge 公司公布了单克隆

抗体 BAN2401 的阳性结果，该抗体通过在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发现淀粉样蛋白β

原纤维起作用。一项针对近 900 名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的Ⅱ期研究发现，BAN2401 在 5 种不同

剂量下，每一种剂量给药时均可减少淀粉样蛋

白斑块，在 Centiloid 量表（可帮助阿尔茨海默

氏症的研究人员在脑部扫描时追踪淀粉样蛋

白斑块）测量的中值减少 70 单位。该研究发

现，当认知能力下降减慢时，结果看似矛盾：

一项研究发现与安慰剂相比，在 BAN2401 最

高剂量下，淀粉样蛋白斑块值下降了近 30%，

而另一项研究未能证明与安慰剂相比具有统

计学显着的益处。然而，虽然 BAN2401 总体

结果表现较好，但其他淀粉样蛋白-β 靶向药

物均以失败告终，因此仍然不清楚使用该肽作

为药物靶标是否是富有成效的。 

7.SPK8011。 

Spark 制药公司的血友病 A 药物 SPK8011

在一项 1/2 期试验中遭受了挫折，试验中两名

患者遭受意外的免疫反应。12 名患者中的两

名患者血液凝血因子水平降低，使他们面临

严重出血的风险。两名患者均接受了甾体治

疗，但对其中一名患者的治疗没有立即见效，

需要住院治疗。试验中的其他 5 名患者也需

要进行甾体治疗以稳定其病情。然而，在所

有 12 名参与者中，该公司报告他们每年出血

事件数量减少了 97%。 

红灯药物 

1.西地那非。 

荷兰停止了一项在孕妇中使用西地那非

（非专利药伟哥和 Revatio）的试验，因为此前

该试验造成 11 名婴儿死亡。该试验正在测试

给予孕妇西地那非时能否改善有可能出生严

重不发达的婴儿的命运。超过 180 名母亲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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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接受治疗，11 名婴儿死于肺部高血压。

90 人对照组中的 3 个婴儿也有这种情况，但

他们都没有死亡。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类似试

验发现，对婴儿没有任何有害影响，但该试

验也未能显示给予该药物的益处。 

2.Zinbryta。 

在服用药物的患者出现严重的神经炎症

状态后，Biogen 公司和艾伯维公司决定从市

场 上 撤 回 多 发 性 硬 化 症 药 物 Zinbryta

（daclizumab）。德国和西班牙的患者出现了

12 起脑炎和脑膜脑炎等严重的神经炎症案例

后，公司决定停止全球营销。该药物根据需

要提供给个别患者，直至 2018 年 4 月。 

3.BACE抑制剂。 

BACE 是β 位点淀粉样蛋白前体蛋白切割

酶的缩写，2018 年 3 种不同的 BACE 抑制剂

未能在试验中显示功效，再次遭受严重挫折。

2018 年 2 月，默克公司披露了一项评估 BACE

抑制剂在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试

验情况，认为该药物无法获得任何益处之后。

同样，杨森公司结束了其 BACE 抑制剂

atabecestat 用于迟发型潜伏期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的开发，因为在两项 600 多人的试验中，

发现了该药肝毒性证据。最后，礼来公司和

阿 斯 利 康 公 司 宣 布 他 们 将 结 束 分 子

lanabecestat 的两个 3 期试验，因为显示该药

物可能无法满足其疗效终点。 

（编译作者：王欣伊） 

 

 

2019 年第一季度市场催化剂 

2019 年第一季度可能的市场催化剂包括

美国批准 iclaprim（由 Motif 生物技术公司开

发）用于急性细菌性皮肤感染和皮肤组织感

染（ABSSSI）的决定，以及预防呼吸道合胞体

病毒（RSV）的 ResVax（由 Novavax 公司开发）

和用于季节性流感的 NanoFlu（由 Novavax 开

发）的最终试验数据的公布。 

Motif 生物技术公司的产品 iclaprim 是一

种静脉注射的微生物二氢叶酸还原酶（DHFR）

抑制剂，针对革兰氏阳性菌，目前 FDA 正在

对急性细菌性皮肤感染和皮肤组织感染

（ABSSSI）适应症进行优先审查，预计批准日

期为 2019 年 2 月 13 日。iclaprim 是上市药品

甲氧苄氨嘧啶的优化类似物，iclaprim 的新药

申请（NDA）得到两个相同关键研究的结果

支持，即 REVIVE-1 和 REVIVE-2。在两项试验

中，在早期临床反应（开始给药后 48-72 小时）

和停药后 7-14 天的临床治愈效果方面，

iclaprim 达到了与万古霉素相比的非劣效性。

此外，在 REVIVE-1 和 REVIVE-2 研究中，接受

iclaprim 治疗的患者分别有 60.4%和 54.6%在

治疗结束时显示出炎症消退或接近消退的效

果，而接受万古霉素治疗的患者分别为 58.3%

和 55.4%。在获得合格传染病产品（QIDP）和

快速通道资格后，iclaprim 很可能被批准用于

ABSSSI，并将有助于满足对抗革兰氏阳性细菌

（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

新抗生素的未满足需求。 

Novavax 公司预计 2019 年第一季度

ResVax（一种重组纳米颗粒 RSV F 疫苗）Ⅲ期

准备试验的临时疗效分析数据将出炉。该试

验开创了一种免疫孕妇的策略，目的是保护

他们的孩子在生命的头几个月免受 RSV 的侵

害。2017 年 12 月，Novavax 公司在 1,3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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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中进行了一项有关预防 RSV 阳性呼吸道

感染的信息分析。该分析使得 Novavax 公司

得出结论，ResVax 疫苗在该亚组中的潜在观

察效果在 45-100%的范围内。随着关键的Ⅲ期

Resolve 试验在老年人中的数据表明，无佐剂

的 ResVax 配方不符合预先设定的首要或次要

疗效目标。Ⅲ期试验中使用明矾佐剂配方结

果最佳，对于突出 ResVax 的功效至关重要。

如果批准用于母体免疫接种，Novavax 公司将

进入一个巨大的 RSV 市场，因为目前没有可

用的 RSV 疫苗，FDA 对 ResVax 开辟的快速审

批通道证明了这一点。 

针对老年人的 NanoFlu Ⅱ期试验结果与

目前的标准治疗药物（Fluzone HD）效果的对

比在 2019 年第一季度值得期待。NanoFlu 是

一种基于纳米颗粒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含或

不含 Matrix M-1 佐剂。作为一种基于细胞的

重组疫苗，NanoFlu 具有优于目前老年人群标

准治疗药物的潜在优势，即基于鸡蛋的

Fluzone HD，因为制造过程中抗原突变的可能

性降低，可能导致疫苗保护功能受损。在老

年人的Ⅰ/Ⅱ期研究中，NanoFlu 针对疫苗同

源、正在流行的和曾经流行的流感病毒株的

HAI 抗体反应活性均显着高于 Fluzone HD。数

据表明 NanoFlu 可以在饱和的细分市场中保

持竞争优势。 

（编译作者：王欣伊） 

 

 

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                      

接入 WIPO 官网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官网消息，

世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WTMPD)于近日正

式接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网，并被纳入该

组织专业化专利信息查询(ASPI)计划，为该组

织158个成员国或地区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 

世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是由我国自主

研发，涉及各国传统药物专利，经过深度加

工标引的中英文双语种数据库，内含超过 43

万条传统药物的数据信息。这是中国首个也

是唯一一个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专业化

信息服务的专业化数据库，标志着中国知识

产权服务登上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舞台。 

世界传统药物专利数据库由北京东方灵盾

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建设。该公司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传统药物专利信息资源重点研究

室”依托单位。为适应世界医药领域的创新发

展，顺应传统药物的国际知识产权变化趋势，

东方灵盾自建立伊始就开始研发建设世界传统

药物专利数据库。目前，数据库已具备方剂和

方剂相似性检索、化学物质信息检索等专业化

的检索分析和数据挖掘等功能，并被国家知识

产权局政府采购，也在部分高校、研究机构和

医药企业得到有效应用。 

ASPI 计划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项合作

伙伴关系计划，其目的在于指导相关国家有

效利用专利信息解决本地区面临的技术问

题，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 

（选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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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回看“4+7”联采原研替代干得漂亮 

在 2018 年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的时候，

回看这一年的医药政策，震动行业最深并可

能对 2019 及以后产业生态带来巨大影响的，

可能非“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莫属。不过

回头来看这个让医药人感慨良多的政策推

进，其显示出的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大趋势和

将对我国医药市场带来的积极变化不可不深

入研究，尤其在被行业议论多年的进口原研

药高价格难以撼动的局面将彻底改变。 

医保控费重大利好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组

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工作顺利推进。2018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召开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试点启动部署会；同日，经过依法

合规、公开透明的程序，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的“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招标工作在上海

顺利完成。经公证确认了拟中选结果，正式

对外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25 个中标药品价

格平均降幅达 52%，降幅最大的达 96%，尽

管具体的集中招采预计到2019年2月才执行, 

但目前预报的降价信息无疑对降低百姓用药

负担，减少国家医保支出是重大利好,也标志

着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在新的政府机构改革后

相关工作已经顺利进入实施阶段。 

2018 年，药品集中采购的制度环境发生

了积极变化。一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取

得明显进展，部分仿制药达到和原研药质量

疗效一致水平，为公平竞争提供了质量基础。

二是按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理顺了药

品招标采购、价格管理和医保基金支付等的

管理体制。三是以抗癌药减税为契机实施降

价“组合拳”，形成了降低药价的政策环境和

舆论氛围，社会对使用价格适宜的优质仿制

药关注程度明显提高。这些变化为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

社会氛围。 

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本次试点采取“国家组织、联盟采购、

平台操作”的组织形式和总体思路是取得成

功的重要基础。由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等国家有关部门成立

国家试点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拟定基本政

策、范围和要求，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推

动试点城市形成联盟；以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

都、西安等 11 个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为集中

采购主体，组成采购联盟，各试点城市委派

代表组成联合采购办公室，集合需求和力量，

提高谈判议价能力；试点地区药品集中采购

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委托上海市医药集中招

标采购事务管理所及其阳光采购平台，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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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集中采购工作，提高集中采购的专业能

力和水平。 

正是在这种至上而下的周密组织和安

排下，此次国家联合采购试点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尤其在原研替代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用于治疗非小细胞

肺癌的一线分子靶向特特效药物吉非替尼

片降价 77%，每盒由招标前的 2358 元降到

547 元。至此，这款明星进口原研抗肿瘤药，

较最高时的 5000 元/盒已降价接近 90%。这

是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后第二次价格大幅

下调，2017 年，在齐鲁制药吉非替尼片首仿

上市前 6 个月，原研厂家产品选择通过参加

国家谈判进医保，价格从 5000 元/盒降至

2358 元/盒。 

纵观本次国家药品集中采购联合试点,从

政策出台前后的产业研究到针对具体品种的

精准组织，最终使得吉非替尼这样的明星药

品有了如此大的降价，这是党和政府不遗余

力推动的结果，同时离不开像齐鲁制药这样

的民族药企为振兴民族医药工业、艰苦卓绝

的努力付出。 

 在吉非替尼临床研究中发现，在亚组

分析中，因为人种差异等原因，该药体现出

对亚裔人群中女性、不吸烟、腺型、PS 评分

好、多发肺转移的患者治疗的疗效较好。这

一药品于2005年由一家美国公司在国内率先

上市，并保持国内市场独家垄断长达 11 年之

久，价格始终高达 5000 元/盒，全疗程费用

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给接受该药治疗

的患者带来沉重负担。 

早日打破国外药企对吉非替尼药物的独

家垄断，让国内肺癌患者用上低价吉非替尼，

为万众期待。 

2009 年，齐鲁制药迎难而上，承担起了

这一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投入重兵对吉非替

尼进行集中科研攻关，历经 7 年，终于在 2016

年年底成功研发上市国产吉非替尼，并将实

现国产的药品价格定为 1600 多元每盒，较进

口品降低超过 2/3。此外，就在齐鲁制药研发

的国产吉非替尼上市前夕，国家也通过药品

集中采购谈判，把进口吉非替尼的价格从

5000 元降低到 2358 元，降幅超过 50%。 

从市场反馈来看，国内外医药企业高度

重视此次城市联合集中采购试点，所有符合

条件的企业全部参与申报，反映了企业参与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工作的积极性。

最终，31 个试点通用名药品有 25 个集中采购

拟中选，成功率 81%。其中：通过一致性评

价的仿制药 22 个，占 88%，原研药 3 个，占

12%，仿制药替代效应显现。与试点城市 2017

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平均

降幅 52%，最高降幅 96%,降价效果明显。原

研药吉非替尼片降价 76%，福辛普利钠片降

价 68%，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低 25%以上，

“专利悬崖”显现。 

目前，在一些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新

发布文件中，对接 4+7 城市联合集中采购试

点的结果已经被列入招采政策，政策的全国

影响也将逐步推开，这对促进我国医药卫生

总费用的合理支出和民族制药产业的转型升

级，也将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 

（选自《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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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 FDA 同意中国 PD-1 开展国际                                      

多中心Ⅲ期临床挑战在哪 

恒瑞医药近日发布公告称，其自主研发

的 PD-1 抗体——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

帕替尼一线治疗肝癌的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

试验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进行

了沟通，FDA 同意该试验在美国、欧洲和中

国同步开展，这也是国内首个开展国际多中

心Ⅲ期临床试验的 PD-1 抗体。 

或获 FDA 加速审评 

据悉，FDA 肿瘤部门所带领的评审组与

恒瑞医药医学负责人通过沟通，就Ⅲ期临床

试验方案的总体设计、病人的选择、主要终

点、次要终点、疗效评价、统计分析方法及

相关细节的设定达成了一致意见，FDA 同意

即将开展的Ⅲ期临床试验，并在无进展生存

期期中分析结果达到预设的统计学标准时提

前申报生产，这意味着本次申请如果最终通

过，将获得 FDA 加速审评。 

有报道分析显示，按照美国药品注册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美国 FDA 自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未下发“暂停临床试验”或“暂停部

分临床试验”通知的，可获准进行临床试验。

由于临床试验检验、审评和审批周期长、环

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后续开展的Ⅲ期临床试验的无进展生存期期

中分析结果如果未达到预设的统计学标准将

无法提前申报生产。 

目前，用于癌症免疫治疗的多个 PD-1 抗

体在全球已上市，在中国，进口 PD-1 已有两

家获批，分别为美国百时美施贵宝的 Opdivo

（纳武利尤单抗）和德国默沙东的Keytruda（帕

博利珠单抗）。国内君实生物开发的特瑞普利

单抗注射液也于近期刚刚获批上市。百济神

州、信达生物等企业的相关药品正处于上市

申请审批阶段。卡瑞利珠单抗是恒瑞医药自

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PD-1 抗体，

可用于血液恶性肿瘤和实体瘤的治疗，已经

在国内申报生产。截至目前，该公司在相关

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 3.45 亿元。 

联合用药探索 

临床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其他药物

联合用药可扩大适应症及解决单抗耐药。资

料显示，国内百济神州、江苏恒瑞、康宁杰

瑞、君实生物、信达生物等在进行 PD-（L）1

的联合用药探索。国内 PD-1 联合用药不少是

联合化疗和放疗，另有一些企业则选择与公

司其他抗肿瘤产品进行联合布局。 

2017 年，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宣布，

公司自主研发的治疗广谱恶性肿瘤的抗

CTLA-4 和 PD-1 双特异性抗体新药 AK104 国际

多中心临床试验启动。用于广谱恶性肿瘤治

疗的抗双特异单克隆抗体新药 AK104 由康方

自主开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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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个（first-in-class）进入临床试验的同时

针对CTLA-4和PD-1这两个重要免疫治疗靶点

的双特异性抗体。目前已发现，CTLA-4 和 PD-1

联合用药效果比抗体单药效果更好。 

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火爆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一些技术、资本

雄厚的企业开始通过开发特色的 PD-1/PD-L1 抗

体，走向全球市场。火石研究院梳理指出，恒

瑞医药的 SHR-1316、康宁杰瑞/思路迪的 KN035、

百济神州的 BGB-A317、复宏汉霖的 HLX-10、丽

珠单抗的 LZM-009、君实生物的 JS001 和迈博斯

的 MSB2311 等已先后向 FDA 递交新药临床试

验。其中百济神州在国内开展了针对肝细胞癌

（Ⅲ期）、霍奇金淋巴瘤（Ⅱ期）、膀胱尿路上皮

癌（Ⅱ期）、食管鳞状细胞癌（Ⅲ期）、T 细胞和

NK 细胞肿瘤（Ⅱ期）等的 6 项国际多中心临床，

而君实生物也有一项针对复发性或转移性鼻咽

癌Ⅲ期国际多中心临床正在开展中。 

业内认为，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推动药品审评、检查、审批体系

与国际接轨，认可境外临床数据，促进国内制

药行业朝创新和高品质方向发展，有力激发了

国内制药企业在全球开展新药临床研究的热

情，也有利于加速民族制药国际化进程。 

仍具高度挑战性 

随着新药开发趋于全球化，国际多中心

临床试验（Multi-regionalclinicaltrual，MRCT）

已经被广泛应用，并成为新药注册临床试验

数据的主要来源，用于不同国家的新药申请。 

《医药经济报》此前的报道指出，作为新

药全球研发过程中临床试验的一种组织形

式，MRCT 在设计、实施、分析、管理等方面

比一般的临床试验更为复杂。在 MRCT 中，

药物治疗效果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往往是解

释 MRCT 结果最大的困难之一，也是药品审

评决策的难点。随着监管部门面对的新药申

请 MRCT 数据增多，设计、实施和评价 MRCT

仍具有高度挑战性。 

为此专家建议，MRCT 计划越早、越全面，

MRCT 的优势越有机会得到体现，但难度也较

大。可以着重在计划设计阶段事先确定，并

强调鼓励开展早期探索性研究，加强与相关

地区药品监管部门的沟通与咨询。其次，

MRCT 临床研究者和相关地区的专家要参与

试验计划和设计，使 MRCT 的设计符合相关

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医疗实践，满足监管部门

的要求，保证 GCP 合规和临床试验的可靠性

及数据质量。 

此外，从监管角度看，应用 MRCT 数据

支持注册需要从 3 个方面进行审评：一是可

接受性，试验设计方案不仅要合理，数据质

量也要较高，并符合伦理原则及 GCP 要求；

二是适用性，得到结果的疗效和安全性可用

于本地区的患者；三是一致性，药物效果各

地区间的一致性。 

专家指出，MRCT 试验最理想的情形是所

有地区及其监管部门就单一终点指标或指标

群达成共识，这样就可对该临床试验的成功

与否有明确无误的判断。对于在不同地区可

能有不同理解或测量方法的终点指标要给予

特别关注，如住院、量表。在无法达成共识

时，不同地区可以评估不同的主要终点指标，

同时在统计学分析时无须进行多样性调整。 

（选自《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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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方药业创新药 YPS345 获临床试验受理 

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近日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天方药业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Ⅰ类创新药

YPS345 的临床试验受理通知书。截止到公告

日，天方有限在该类药品研发项目上已累计

投入约 1,984 万元。 

YPS345 项目是天方药业与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共同开发的化学药品Ⅰ类

创新药，拟用于肿瘤患者胸部放射治疗引起

的肺炎、肺纤维化的治疗，目前市场尚无相

同产品。 

天方药业在开展 YPS345非临床试验研究

阶段，经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结果表明，作

为预防和治疗放射性炎症的药物，其对动物

模型上放化疗诱导的肺纤维化均有显著的缓

解作用，且安全性好。同时，根据已完成的

作用机制研究发现，YPS345 可通过抑制相关

炎症因子胞内转运及分泌的调控机制，从而

防治放射引起的肺损伤。这一新的调控机制

为干预和治疗炎症及其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

靶标和策略，为放射治疗引起的肺部等器官

损伤的防治，进而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存期和

改善生存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和措施。 

据近年的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显示，

目前肺癌在我国的癌症发病率中居首，且大

量患者需要接受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在胸部

肿瘤（包括肺癌、乳腺癌、食道癌等）治疗

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放射治疗后并发症发生

率较高，如放射性肺炎和肺纤维化。由于临

床上缺乏对放射性肺损伤有效的治疗药物，

当胸部放疗患者出现放射性肺炎时，通常使

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龙、地塞米

松等）进行对症处理，易造成广泛的免疫抑

制并引起患者感染；而停药后则会出现上呼

吸道感染，甚至出现肺部炎症复发，之后再

采取糖皮质激素控制的循环处理，易致二重

感染、消化性溃疡及股骨头坏死等严重副作

用，且糖皮质激素的长期应用会影响放射对

肿瘤的治疗效果。 

鉴于目前并无特定预防和治疗肿瘤放疗

引起的局部脏器炎症和组织纤维化的专一药

品，对该类药品的研发可弥补市场空白，进

一步提高中国医药的自主创新能力及丰富其

公司产品结构，并对社会和公司具有极大的

临床意义和经济意义。 

（选自《天方药业新药》） 

 

 

全国首个科研机构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领衔团

队研发的“定制式增材制造膝关节矫形器”

在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中心喜获第二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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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海启动医药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

以来，首个由科研型企业申请到的医工结合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体现了该注册人制度的

核心意义为创新“松绑”，加速科技成果产业

化转化。 

记者从上海市药监局获悉，该器械属于

临床主导、医工互动、通过定制式增材制造

工艺生产的无源非植入性患者匹配医疗器

械，由胫骨托、股骨托、连接器和绑带组成，

其中，胫骨托和股骨托是根据专业医师提供

的患者数据个性化设计生产，供提出需求的

医疗机构用于指定患者矫正轻中度膝关节畸

形。该技术涉及 3D 打印技术，将为患者提供

更具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戴尅戎院士、王金武教授在多年研发、

临床积累下转化的成果。戴尅戎院士和王金

武教授带领下的数字医学课题组多年致力于

3D 打印辅具标准、金属打印标准、生物打印

标准等方面的工作。 

上海市药监局认证审评中心自 2017 年

10 月 27 日起，派专员（审评员、检查员各 1

名）进入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昕健医疗技术

有限公司等组成的“定制式增材制造膝关节

矫形器”成果转化团队，指导开展注册申请

及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通过对产品标准、注册申报材料、质量

管理体系反复研究与探讨，该成果转化团队

最终决定由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该产品的注册申请人，上海昕健医疗技

术有限公司作为委托生产方，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正式提交医疗器械注册申请，2019 年 1

月 7 日通过技术审评，前后不到半年就获得

了产品注册证。 

下一步，注册人即可以启动委托生产的

相应程序，让该产品早日上市销售，服务临

床、服务病患。 

要知道，医疗器械人命关天，根据我国

相关规定，拿到注册证，并不意味着就此获

批上市，但前后不到半年就获得产品注册证，

进入委托生产环节，意味着距离产品最终获

批上市又进了一步，产、学、研、医这条产

业转化路无疑再获提速！ 

回顾这个过程，该产品的成功注册得益

于九院临床医学中心、交大的科研与创新转

化平台、市药监部门等前期介入、多方联动

的工作机制。这其中，“上海医疗器械注册人

制度试点”等监管制度创新是绕不开的重要

助推因素。 

2017 年 12 月 7 日，《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简称“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

由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实施。

2018 年 1 月 9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关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

展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的公告

（2018 年第 1 号）”。2018 年 9 月，该试点范

围扩大到上海全市。 

至此，按照全新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制

度”，上海市内的注册人如果不具备相应的生

产资质或能力的，可以委托上海市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生产产品，注册证和生产许可由此

“解绑”。 

作为国家医疗器械监管制度的重大突

破，它直击企业发展的“痛点”，研发个人、

科研机构、企业不用再背负生产设备、人员、

场地等资产运营压力，可以将资源和精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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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创新上，有利于加快创

新产品的推出和落地。从行业内部来看，这

也有利于企业结构调整，突破土地资源和环

境资源约束，推动医疗器械产业链上下游分

工与合作。 

上海的这一试点也有望为全国积累经

验，该突破有利于加快优质医疗器械上市，

满足大众的高品质健康服务需求，也有利于

进一步优化上海的创新环境。 

（选自《文汇网》） 

 

 

上海确定 50 项中医优势病种培育建设项目 

近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中医

药管理局发布通知，公布 2018 年度上海市中

医优势病种培育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提升项

目建设名单。 

通知指出，为进一步鼓励各级医疗机

构提高中医优势病种诊疗能力、推广发展

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根据《关于开展 2018

年度中医优势病种培育和中医特色诊疗技

术提升项目建设的通知》相关工作安排，

经专家遴选，确定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

华医院“浆细胞性乳腺炎”、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溃疡性结肠

炎”等 50 项中医优势病种培育建设项目，

以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杵针腰阳关八

阵穴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腰突症术后顽固

性腰痛的临床研究”等 50 项中医特色诊疗

技术提升建设项目。 

（选自《中国中医药报》）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公布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2018 年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获奖名单。此次教学成果奖包括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3 个大类，共 1355

项成果获奖，其中多个中医药成果获奖。 

由上海中医药大学房敏等人完成的“‘传

承与发展并重，特色与引领并举’——我国

推拿学教育体系的创立与改革实践”，由天津

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单位的张

伯礼、匡海学等人完成的“以标准引领全球

中医药教育——中医药教育标准的创建与实

践”获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此外，“大健康人文理念下创新医学院

校人文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等 11 个成果

获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二元六向七步’中医药职业教育文化

育人工程研究与实践”获 2018 年职业教育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为了奖励取得教学

成果的集体和个人，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

育教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而设

立的最高级别的奖励，每 4 年评选一次。 

（选自《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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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李晓明教授团队在《自然医学》发文                   

揭示大麻治疗抑郁症新机制 

浙江大学医学院李晓明教授团队在抑郁

症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1 月 14 日，国际

医学顶级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 

五年平均影响因子 33.409）刊发该团队最新

研究成果 “Cannabinoid CB1 receptors in the 

amygdalar cholecystokinin glutamatergic 

afferents to nucleus accumbens modulat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该研究发现了一条

参与抑郁症发病的新神经环路并揭示了大麻

治疗抑郁症的新机制。本课题主要由博士研

究生沈晨杰，郑迪，李可心等在李晓明教授

的指导下完成。2014 级博士研究生沈晨杰是

论文的第一作者，李晓明教授是论文的通讯

作者。该研究得到了浙江大学胡海岚教授、

段树民院士等的大力帮助。 

抑郁症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严重

困扰患者的生活和工作，给家庭和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目前我们对抑郁症的病理机制

仍然知之甚少。临床上对于抑郁症的诊断主

要通过患者自述，并且，临床针对抑郁症的

治疗药物主要是通过提高脑内化学递质的水

平来达到抗抑郁的效果，起效很慢，而且只

在 20-30%左右的病人中起效。因此，研究抑

郁症的发病机制对于其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

意义。 

首先，他们发现了参与抑郁症发病的一

条新的神经环路-杏仁核的胆囊收缩素阳性神

经元投射到伏隔核的抑制性神经元，进一步

发现在社会压力应激导致的抑郁动物模型

中，该环路的突触活动显著增强，利用光遗

传技术抑制这条神经环路的活动可以有效克

服抑郁症状。其次，他们发现大麻素受体在

这条环路特异性表达，并且在抑郁动物模型

中该环路上的大麻素受体表达显著降低。敲

降该环路上的大麻素受体也可以导致环路突

触活动增强和小鼠易感抑郁的表型。更重要

的是，他们发现外源性地给予人工合成的大

麻可以逆转社会压力导致的抑郁样行为。这

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大麻抗抑郁的分子和环路

机制，推进了人们关于抑郁症发病机理的认

识，并为抑郁症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

的分子靶点。 

大脑“恐惧中心”杏仁核存在两条 

感知“愉悦”和“厌恶”的神经环路。 

在长达 5 年的研究中， 浙江大学李晓明

教授团队主要关注一个叫做杏仁核的脑区。

杏仁核位于掌管情绪的边缘系统中，在大脑

深处，因形状酷似杏仁而得名。杏仁核在下

至爬行动物，上至人类的大脑都存在，传统

研究表明，杏仁核主要掌管我们的恐惧记忆。

但是近些年来研究认为，杏仁核可能参与情

绪的编码。 

他们首先利用原位杂交等技术分析了杏

仁核的基因图谱，意外地发现一种名为胆囊

收缩素的肽类在杏仁核高表达。为了研究这

类胆囊收缩素阳性神经元在情绪编码中的作

用，他们采用一种名为“实时位置条件偏好”

的行为范式，他们将小鼠放入一个可以自由

穿梭的两箱内，然后在一侧箱子给予光遗传

刺激（即用光控制神经元活动）激活小鼠脑

内杏仁核的胆囊收缩素肽类神经元。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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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小鼠行为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发现，小鼠一旦进入光刺激区域时，几

秒后就会快速逃回另一侧。久而久之，小鼠

就不愿到光刺激区域探索。这就说明，光激

活杏仁核的胆囊收缩素神经元带给了小鼠

“厌恶”的情绪体验。相反，课题组发现，如

果利用光遗传同样地激活杏仁核不表达胆囊

收缩素的神经元，小鼠会表现出对光照区域

的“喜爱”，这就说明这些杏仁核胆囊收缩素

阳性和阴性神经元编码了“厌恶”和“愉悦”

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体验。 

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两群杏仁核神经元除

了基因表达的差异，它们在神经环路投射上也

存在很大的区别。虽然这两群杏仁核神经元都

投射到一个叫做伏隔核的下游核团，但胆囊收

缩素阳性神经元主要和伏隔核表达多巴胺受

体Ⅱ型的抑制性神经元形成突触联系，相反，

胆囊收缩素阴性神经元主要和伏隔核表达多

巴胺受体Ⅰ型的抑制性神经元形成突触联系。

“这是首次同时从基因和环路的水平鉴定了杏

仁核表达愉悦和厌恶的候选基因及其相关的

神经环路。”，李晓明教授解释道。 

杏仁核相关的“厌恶”神经环路 

突触活动异常介导抑郁症状。 

临床抑郁症患者尸体解剖和影像学等证

据都表明“杏仁核”的体积在抑郁症患者中

增大，并且当抑郁症患者面对负性情绪刺激

时，他们的杏仁核也被显著被激活，这提示

杏仁核可能在抑郁症的发病过程中扮演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证实杏仁核这两条编码“愉悦”和

“厌恶”神经环路在抑郁症中的作用，他们用

了一种名为“社会应激挫败”的抑郁模型。

他们将实验小鼠放入攻击性强的 CD1 品系小

鼠的笼子里，一旦实验小鼠进入，CD1 小鼠

会立即追打和攻击实验小鼠，这个攻击过程

持续 10 分钟，连续 10 天。在第 11 天，这些

实验小鼠被放入一个社会交互的旷场中，将

CD1 小鼠放在旷场中央，一部分小鼠表现出

社会逃避，不愿意和 CD1 小鼠进行社会交流，

他们称这些小鼠是悲观型小鼠。课题组进一

步利用“悬尾实验”和“糖水偏好实验”发

现，这些悲观小鼠表现出“行为绝望”和“快

感缺失”，即当被倒立悬挂时，悲观小鼠更早

地表现出放弃挣扎的状态，并且它们对平时

喜欢的糖水奖励也无动于衷。相反，另外一

群小鼠在经历 10 天社会应激后，在第 11 天

仍然愿意与 CD1 小鼠进行交流，这些小鼠被

称为乐观型小鼠。“生活中，即使面对同样的

压力时，有部分人更容易消沉，甚至进入长

期的抑郁状态，这与他们大脑有关。”，该论

文的第一作者沈晨杰博士解释道。 

接着，他们利用离体脑片电生理记录等

技术发现，杏仁核相关“厌恶”神经环路的

活动在悲观型小鼠中异常活跃，如果人为地

光遗传学抑制杏仁核“厌恶”环路的神经元

活动，可以逆转悲观型小鼠的抑郁样症状，

表现为悲观型小鼠主动接近 CD1 小鼠与它交

流，并且掉入水中的求生欲和对糖水的喜好

都大大增强。相反，如果在正常小鼠中持续

激活脑内杏仁核的“厌恶”环路，这些正常

小鼠慢慢地表现出行为绝望和快感缺失的抑

郁样表型。“这就说明脑内杏仁核胆囊收缩素

相关的厌恶环路可以双向调节抑郁行为，这

为以后治疗抑郁症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策

略。”该论文的第二作者郑迪博士说。 

大麻素受体“刹车失灵”介导抑郁小 

鼠中“厌恶”环路突触活动的增强。 

为了进一步研究悲观小鼠杏仁核相关

“厌恶”环路活动增强的具体分子机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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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原位杂交技术发现，大麻素受体大量表

达在杏仁核胆囊收缩素肽类神经元阳性的

“厌恶”神经环路中。 

什么是大麻素受体？大麻素受体是人的

中枢神经系统中表达量最高的 G 蛋白偶联受

体之一。大麻素受体主要位于突触前膜，脑

内的大麻素受体不仅可以被令人上瘾的大麻

主要成分植物性大麻素 THC 所激活，也可以

被存在于神经系统突触后膜产生的内源性大

麻素 N-花生四烯酸氨基乙醇和 2-花生四烯酸

甘油所激活。当神经环路上的突触活动过强

时，突触后的神经元会产生内源性大麻素“逆

行”到突触前激动大麻素受体，被激活的大

麻素受体可以抑制突触前递质的释放，从而

起到反馈性的调节，“如果把神经环路的突触

活动比作为高速行驶的汽车，那脑内的大麻

素受体就是这辆汽车的刹车系统。”沈晨杰博

士说。 

小 鼠 脑内 杏仁 核区域 胆 囊收 缩 素

（ Cholecystokinin ， CCK ） 和 大 麻 素 受 体

（Cannabinoid receptors,CB1）共表达情况，这

些在杏仁核“厌恶”环路中高表达的大麻素

受体和抑郁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在悲观

小鼠的脑内发现，其大麻素受体的表达水平

较对照组小鼠和乐观小鼠明显降低，离体和

在体电生理证据表明，悲观小鼠脑内降低的

大麻素受体表达使得杏仁核表达‘厌恶’的

神经环路，其面对压力时的过度突触活动不

能被有效抑制。并且，如果利用病毒敲降正

常小鼠“厌恶”环路中的大麻素受体，这些

小鼠会表现出对压力的易感性，即当它们面

对社会应激压力时，更容易表现出抑郁样的

行为表型。 

“我们的结果证明大麻素受体对于杏仁

核“厌恶”情绪的表达至关重要，一旦其表

达或功能下降，都会导致杏仁核厌恶情绪的

过度表达，就好比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无法

刹车的汽车，最终酿成大祸。”沈晨杰博士解

释道。“并且，值得注意的是，2007 年一款一

度被推崇的新型减肥药，也就是大麻素受体

的拮抗剂利莫那班在全球市场被紧急撤回，

主要是因为它在减肥的同时还会导致抑郁，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麻素受体功能下调导致

抑郁症的神经环路解释。” 

医用大麻：抗抑郁治疗的新曙光 

早在千年之前传统医学的经典文献《皇

帝内经》中，就记载了古人医用大麻的案例。

大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止痛剂，同时对恶心、

呕吐也有较好的疗效。大麻的医用史可追溯

到 5000 年以前，可以用于疼痛、呕吐、癫

痫等。 

既然抑郁小鼠中杏仁核“厌恶”环路中

的大麻素受体表达下降，导致了突触活动增

强和厌恶情绪过度表达。那么如果人为给予

外源性大麻素，能否起到抗抑郁效果呢？他

们利用套管注射等方法，在抑郁小鼠脑内注

射了人工合成的大麻，发现可以有效地逆转

小鼠的抑郁样症状。“医用大麻用于抑郁症的

治疗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李晓明教授说，

“但是，我们的研究提示大麻素受体可以作为

一个抑郁症诊断的分子标记物，我们目前已

经成功设计并合成了针对大麻素受体的临床

用 PET 示踪剂，正在开展相关的临床研究。” 

据悉，《Nature Medicine》杂志评审专家

对这一研究给了很高的评价，“这项工作非常

新颖，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实验设计严谨，

利用多种技术从分子、细胞、环路和行为等

不同层面，在概念上更新了我们对重度抑郁

症发病机理，应激神经生物学和杏仁核环路

结构和功能的认识，并必将对这些领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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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响。”“实验设计巧妙，结果不仅有趣，

而且非常有实用价值，具有广泛的意义。”；

“这项工作提供了让人信服的数据，证明了杏

仁核胆囊收缩素阳性神经元到伏隔核环路中

的大麻素受体在调节抑郁样症状中的重要

性。”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和“情感和记忆的神经环路基础”重大计划

集成项目等的资助。 

李晓明简介：医学博士、浙江大学“求

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李晓明博士分别

于 1996 年和 2003 年从原第一军医大学获医

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浙江大学医

学院常务副院长、神经生物学系主任。李晓

明教授实验室长期研究情感和情感障碍的神

经环路机制，在突触和神经环路的结构和功

能调控领域，尤其在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

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方面取得重要研究

成果，代表性论文以通讯作者发表在国际著

名期刊如《 Nature Medicine 》、《 Nature 

Neuroscience》、《Neuron》等，并被国际同行

发表专文正面评述。 

（选自《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 

一种天然抗生素可抵抗耐药结核病 

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名为 kanglemycin A 的

天然抗生素可有效对抗结核分枝杆菌，即导

致结核病的细菌，即使在抗药性菌株中也是

如此。 

根据一个研究人员使用化学，分子生物

学，微生物学和 X 射线晶体学来展示如何使

用一种名为 kanglemycin A 的天然抗生素对结

核分枝杆菌有效，这种细菌甚至可以在抗药

性菌株中引起结核病。该化合物保持其活性。

描述该研究的论文发表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

的“分子细胞”杂志。 

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和分

子生物学教授 Katsuhiko Murakami 以及该项

目的领导者之一，这种化合物 kanglemycin A

与抗生素利福平有关。 “利福平已经成为用

于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混合物的一部分，但

许多引起结核病的细菌菌株已经对它产生了

抗药性，”村上说。 

“结核病是全球传染病死亡的主要原

因，”村上说。“结核分枝杆菌对利福平耐药

性的发展使得这种疾病的治疗非常困难，因

为它将结核病的治疗时间从 6 个月延长到 2

年。鉴定对抗利福平耐药细菌有效的新化合

物对公众健康非常重要。” 

研究人员从英国生物技术公司 Demuris 

Ltd.筛选了一种天然存在的化合物库，这些化

合物能够抑制细菌细胞的生长或阻止细菌中

所有生物体内 RNA 的产生。他们发现一种名

为 kanglemycin A 的化合物即使在耐利福平的

细菌中也能有效抑制 RNA 的产生。 

“康乐霉素 A 与利福平有关，利福平是一

种抗生素，通过与细菌 RNA 聚合酶结合起作

用，这种酶负责 RNA 的产生，并阻止其产生

更多的 RNA，”Murakami 说。“了解康乐霉素

A 如何保持其对利福平抗性 RNA 聚合酶的亲

和力并保持对耐药细菌的活性，将有助于加

速其对结核病患者的批准。” 

为了确定 kanglemycin A 对利福平抗性

RNA 聚合酶的作用机制，Murakami 组使用 X

射线晶体学来确定与细菌 RNA 聚合酶结合的

kanglemycin A 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知利福

平与 RNA 聚合酶分子中的凹槽结合，并且改

变 RNA 聚合酶的氨基酸序列的突变可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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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合，同时保持产生 RNA 的能力。 

Kanglemycin A 与同一个凹槽结合，但其结构

显示延伸部分也在凹槽外部结合，使其能够

抑制利福平抗性 RNA 聚合酶的活性。 

“X 射线结构实际上显示，与利福平相比，

康乐霉素 A 具有两种改善其功能的改良，”村

上说。“首先，其中一项修饰使其能够在利福

平结合口袋外部结合，增加其对利福平抗性

细菌中 RNA 聚合酶的亲和力。第二，另一种

修饰实际上允许康乐霉素 A 停止 RNA 的合

成，甚至比利福平”。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发现，”英国

纽卡斯尔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该项目的领

导者之一 Nikolay Zenkin 说。“康乐霉素 A 与

RNA 聚合酶的独特化学基团之前未知的相互

作用将指导抗生素对抗利福平的结核分枝杆

菌的发展。世界上大约 1/3 的人口已经感染结

核分枝杆菌，每年有 60 万人感染被诊断出患

有利福平的结核病。我们的工作是开发治疗

这些患者的新药的第一步。” 

该研究由 Zenkin 和 Murakami 领导，与

纽卡斯尔大学分拆公司 Demuris Ltd 密切合

作，该公司将承担新化合物的商业化。此外，

研究小组还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Vadim Molodtsov 和 Yeonoh Shin; Hamed 

Mosaei，Bernhard Kepplinger，John Harbottle，

Lucia Ceccaroni，Stephanie Morton-Laing，

Corinne Wills，William Clegg，Yulia Yuzenkova

和 Michael John Hall 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英

国国家感染局结核病研究小组的 Christopher 

William Moon，Rose Elizabeth Jeeves 和 Joanna 

Bacon；艾玛克莱尔路易斯马尔斯和约翰大卫

佩里在英国纽卡斯尔的弗里曼医院;和英国泰

恩河畔纽卡斯尔的 Demuris 有限公司的

Nicholas Allenby 和 Jeff Errington。 

该研究由 Zenkin 和 Murakami 领导，与

纽卡斯尔大学分拆公司 Demuris Ltd 密切合

作，该公司将承担新化合物的商业化。此外，

研究小组还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Vadim Molodtsov 和 Yeonoh Shin; Hamed 

Mosaei，Bernhard Kepplinger，John Harbottle，

Lucia Ceccaroni，Stephanie Morton-Laing，

Corinne Wills，William Clegg，Yulia Yuzenkova

和 Michael John Hall 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英

国国家感染局结核病研究小组的 Christopher 

William Moon，Rose Elizabeth Jeeves 和 Joanna 

Bacon；艾玛克莱尔路易斯马尔斯和约翰大卫

佩里在英国纽卡斯尔的弗里曼医院;和英国泰

恩河畔纽卡斯尔的 Demuris 有限公司的

Nicholas Allenby 和 Jeff Errington。 

该 研 究 得 到 了 Wellcome Trust ，

Leverhulme Trust，Innovate U.K.，皇家学会大

学研究奖学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

卫生部和 PHE 管道基金的支持。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9/180920160859.htm） 

隐形眼镜佩戴者的眼睛                         

感染可导致失明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隐形眼镜佩戴者已

经确定了一种新的罕见但可预防的眼部感

染，可能导致失明。该研究小组发现自 2011

年以来英格兰东南部的棘阿米巴角膜炎增加

了三倍。 

根据英国眼科杂志今天发表的研究结

果，患有眼部感染的可重复使用的隐形眼镜

佩戴者更可能使用无效的隐形眼镜解决方

案，用水污染他们的镜片或报告隐形眼镜卫

生不良。“这种感染仍然非常罕见，通常每年

影响英格兰东南部的 100,000 个隐形眼镜使

用者中的 2.5 个，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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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这种情况的增加凸显了隐形眼镜使用

者需要意识到风险，”该研究表示第一作者，

约翰达特教授（伦敦大学学院眼科学和摩尔

菲尔兹眼科医院 NHS 基金会信托基金会）。 

棘阿米巴角膜炎是一种眼部疾病，由于

棘阿米巴（一种形成囊肿的微生物）的感染，

导致眼睛的前表面即角膜变得疼痛和发炎。 

受影响最严重的患者（占总数的 1/4）视

力低于 25%或在疾病后失明并面临长期治

疗。总体而言，25%的受影响的人需要角膜移

植来治疗疾病或恢复视力。 

任何人都可能被感染，但由于隐形眼镜

磨损和镜片盒污染导致未完全确定的原因导

致感染易感性增加，因此隐形眼镜使用者面

临最高风险。 

研究人员从 1985 年至 2016 年收集了

Moorfields 眼科医院的发病率数据。他们发

现，从 2000 至 2003 年，每年有 8 至 10 例病

例，过去几年每年增加 36-65 例病例。由于

Moorfields 在英国治疗超过 1/3 的疾病，研究

人员预计他们的研究结果将更广泛地与英国

相关。 

除了这些发现外，他们还对每天佩戴可

重复使用隐形眼镜的人进行病例对照研究

（虽然这种疾病也与一次性镜片有关），将那

些诊断为棘阿米巴角膜炎的患者与那些进入

隐形眼镜的患者进行比较。Moorfields A＆E

出于任何其他原因，从 2011 至 2014 年。 

病例对照研究包括63名患有棘阿米巴角

膜炎的患者和 213 名没有棘阿米巴角膜炎的

患者。他们都完成了一份调查问卷，研究人

员从调查问卷中发现，在隐形眼镜卫生条件

差的人群中，患病的风险是他们的 3 倍以上，

在使用镜片之前并不总是洗手和擦干的人，

使用过的人含有 Oxipol 的镜片消毒剂产品

（现已由制造商淘汰），适用于在游泳池或热

水浴缸中穿着接触者的人。戴隐形眼镜时淋

浴和洗脸也可能是危险因素。 

棘阿米巴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更常

见，可能是由于国内（而不是主要）供水

水平较高，因此英国特别关注隐形眼镜的

水污染问题。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的爆发不太可能是

由于任何一个孤立的风险因素。 

“戴可重复使用隐形眼镜的人需要确保

在处理隐形眼镜前彻底清洗和擦干双手，并

避免在游泳，洗脸或洗澡时戴上它们。每日

一次性镜片，无需隐形眼镜盒或解决方案，

可能更安全，我们目前正在分析我们的数据，

以确定这些数据的风险因素，“达特教授说。 

“我们现在需要尽可能广泛地与临床医

生，隐形眼镜从业者和隐形眼镜佩戴者分享

这些信息，这一策略在过去已被证明有效降

低这种严重眼部感染的发生率和负担，”共同

作者 Dr 博士说 Nicole Carnt，在搬到新南威

尔士大学之前完成了 Moorfields 的研究。 这

项研究证实了我们这些受棘阿米巴角膜炎影

响的人已经怀疑了一段时间：这种可怕的，

改变生活的感染的发病率正在增加，并且应

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防止人们对棘阿米巴角

膜炎的视力丧失“Irenie Ekkeshis 说，他是英

国 Acanthamoeba 角膜炎病人支持小组的成

员。“监管机构和光学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认

真对待这些研究结果，并使用这些建议立即

采取紧急措施进行预防。隐形眼镜是医疗设

备，应提供有关安全使用的警告。”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9/180921082952.htm） 

在卵巢癌患者中发现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可以预测对治疗的反应 

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一种独立的预后因

子，即癌症/睾丸抗原 45，这与晚期卵巢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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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无病生存期延长有关。肿瘤中 CT45 水平

高的患者的寿命是缺乏足够 CT45 的患者的 7

倍多。 

尽管有数月的积极治疗涉及手术和化

疗，但大约 85%的高级别广泛性卵巢癌患者

会再次发病。这导致进一步治疗，但从未治

愈。然而，大约 15%的患者没有复发。这些

妇女大多数多年来一直没有疾病。 

在 2018 年 9 月 20 日的生物医学期刊

Cell，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小组;德国慕尼黑

Martinsried 的 Max Plank 生物化学研究所;丹

麦哥本哈根诺和诺德基金会蛋白质研究中心

确定了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 - 癌症/睾丸抗

原 45 - 并开始阐明它的作用。 

CT45 与晚期卵巢癌女性的无病生存期延

长有关。医生和科学家团队发现，肿瘤中 CT45

水平高的患者比缺乏足够CT45的患者寿命长

7 倍。来自长期幸存者的数据平均为 2,754 天

（7.5 年），而 CT45 很少或没有 CT45 的患者仅

为 366 天。 

研究作者将他们的发现归因于多层次癌

症蛋白质组学的新兴领域。研究人员依赖于

从芝加哥大学卵巢癌组织库获得的微小组织

片，该组织已经跟踪了 20 年的患者结果。 

他们使用这些样品的碎片来分离，鉴定

和表征数千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中最有趣

的是 CT45。他们确定该生物标志物的更高水

平与治疗成功和优秀的患者结果密切相关。 

“我们相信这是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学

的第一个例子，导致发现预后和功能重要的

癌症生物标志物，”共同主要作者，医学博士，

卵巢癌专家和系主任芝加哥大学妇产科。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可靠的生物标志物

来预测治疗反应，“该研究的共同主要作者马

克西斯·曼（Maxth Planck Institute）主席马

蒂亚斯·曼（Matthias Mann）博士表示。该

团队对超过 9,000 种蛋白质进行了量化并”将

CT45 鉴定为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独立

预后因素。” 

“使用质谱法，我们可以首次识别患者肿

瘤组织中的几乎所有蛋白质，”Mann 说。“我

们高度敏感的方法现在使我们能够同时分析

数千种蛋白质，使我们能够通过比较组织样

本来搜索对疾病至关重要的蛋白质。” 

卵巢癌始于卵巢或输卵管。在早期阶段

通常很难检测到。癌症很快就会产生对化疗

的抵抗力，并且通常是致命的。 

因此，研究小组在卵巢癌患者组织中找

到第一个重要的生物标志物是令人鼓舞的，

这些患者对铂类化疗有反应。“CT45，”Lengyel

说，“直到那时才完全不知道。” 

为了验证他们的初步发现，研究人员研

究了来自芝加哥大学 200 多名患者的组织。

他们在 82 例患者样本中均未发现 CT45，但他

们发现 42 例患者中存在高水平，所有患者的

无病生存期均更长。 

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使用来自癌症基

因组图谱的序列数据，证实了他们的初步结

果，得出他们的结论“CT45 表达是晚期高级

别浆液性卵巢癌的新型预后指标”。 

由于对CT45在细胞功能中的作用知之甚

少，研究作者试图了解改善化疗反应的分子

机制。他们发现卵巢癌，卡铂的标准化疗引

起 DNA 损伤，特别是在表达高水平 CT45 的

肿瘤细胞中。这导致组织培养中的细胞死亡

和处理小鼠中的肿瘤减少。 

“我们怀疑 CT45 在肿瘤对卡铂的反应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我们希望未来在肿瘤

中激活CT45表达的策略可以使其对卡铂治疗

更敏感，”博士后学者 Marion Curtis 博士说。

在 Lengyel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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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发现了两种来自CT45阳性卵巢癌

细胞的肽，这些肽刺激了针对癌症的固体免

疫应答。从患有高级别卵巢癌的 CT45 阳性患

者收集的 T 细胞能够“以剂量依赖性方式”

体外杀死癌细胞。 

Lengyel 补充说：“我们有证据表明 CT45

的肿瘤特异性表达刺激患者免疫系统对抗癌

症，病毒或细菌感染细胞也是如此。”“我们

的长期目标是根据这些激动人心的见解找到

改善患者治疗效果的新方法。” 

作者指出，这项研究的临床意义“可能

很重要”。对于患有晚期卵巢癌的患者，CT45

的表达改善了基于铂的化学疗法和潜在的免

疫疗法的功效。“CT45 可能与长期生存特别相

关，”他们补充说。 

“这项研究，”他们总结说，“也强调了临

床癌症蛋白质组学的力量，以确定化学和免

疫疗法的目标，确定其机制，并有助于开发

有效的癌症疗法。” 

该研究由国家癌症研究所，哈里斯家庭

基金会，柯尔伯基金会，马克斯 - 普朗克科

学促进会，诺和诺德基金会，丹麦癌症协会

和卵巢癌研究基金联盟资助。 

其他作者包括芝加哥大学的 Anthony 

Montag，Diane Yamada，Alyssa Johnson，

Jaikumar Duraiswamy，Bradley Ashcroft 和

Kristen Wroblewski; Max Planck 生物化学研究

所的 Michal Bassani-Sternberg 和 Michael 

Wierer;以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诺和诺德基金

会蛋白质研究中心的 BlancaLópez-Méndez，

Jakob Nilsson 和 Andreas Mund。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9/180920161025.htm） 

通用流感疫苗的临床前                       

成功为第三代方法带来了希望 

牛津大学动物学系的研究人员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中证明

了通用流感疫苗的临床前成功。 

流感被认为是一种高度可变的病毒，由

于其在前几季的流通，能够突变和逃避在人

群中积累的免疫力。然而，流感季节倾向于

由有限数量的抗原性和遗传上不同的流感病

毒主导。这造成了一个悖论，因为流感被认

为是高度可变的，而实际上流感季节只有少

数菌株占主导地位。 

过去 20 年来，牛津大学 Sunetra Gupta

教授小组制作的数学模型试图找到这个悖论

的答案。最后，通过跨多个部门的协作方法，

该小组认为他们有答案。 

Craig Thompson 博士说：“我们应用于流

感的疫苗设计的综合方法有可能应用于其他

先前难治的病原体，并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开

发疫苗的方式。” 

Sunetra Gupta 教授说：“我认为这项工作

是进化模型如何产生转化影响的一个很好的

例子。我们已经从数学模型的预测变成了通

用流感疫苗的蓝图。由汤普森博士协调的杰

出团队合作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研究小组推测，免疫系统靶向的部分病

毒实际上在变异性方面受到限制，并且对病

毒的进化起到了限制作用。 Gupta 教授小组

的 Craig Thompson 博士现在确定了这些区域

的变异性有限。他已经证明这些地点是免疫

系统自然靶向的，并且通过疫苗接种研究表

明，2006 年和 1977 年流行的流感病毒区域能

够保护免受 1934 年流行的流感病毒的感染。 

用研究中鉴定的表位接种 30 只小鼠。用对

照疫苗接种 12 只小鼠（不含研究中鉴定的表位

的疫苗，但基本上与含有鉴定的表位的疫苗相

同）。12 只小鼠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模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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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仅接种不含疫苗的 PBS /佐剂）。六只小鼠

用作正常对照，未以任何方式接种疫苗。 

研究人员通过将流感病毒的历史变异映

射到免疫系统的主要目标 - 一种叫做“血凝

素”的流感蛋白，确定了病毒区域的变异性。

这使他们能够识别蛋白质的几个区域，这些区

域之前被认为是高度可变的，因为变异性有

限。进一步的计算分析表明，其中一个区域在

1918 年到现在之间循环了许多不同的状态。

研究人员随后表明，6 至 12 岁儿童的血清与他

们可能无法体验的历史菌株交叉反应。在我们

的生物信息学/计算分析中从一个状态到另一

个状态中鉴定的一个区域的诱变消除了这种

交叉反应性。研究小组随后用该区域的各个版

本对小鼠进行疫苗接种，这些区域诱导了对小

鼠历史菌株的周期性交叉反应 - 用其中一个

版本的小鼠接种疫苗正好再现了儿童血清产

生的交叉反应性。然后他们表明，我们在 1977

年和 2006 年分发的分析和血清学工作确定的

这个区域的版本能够保护老鼠免受 1934 年流

行的流感病毒的致命攻击。 

利用大量对照的这种实验装置使研究人

员能够准确地确定他们鉴定的表位是研究人

员在研究中观察到的交叉反应性的原因。 

这些研究的结果可用于创造一种新型的

“通用”或广泛保护性流感疫苗，一旦接种，

将提供终身的流感预防。该团队还希望将这

种方法应用于其他病毒，如 HIV 和 HCV，并

相信他们可以使用它来生产预防感冒的疫

苗 。 疫 苗 设 计 的 新 方 法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的论文中有所概述。此

外，这种疫苗应该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生产，

使得诸如 NHS 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能够节省资

金，这与许多新的疫苗和药物进入市场不同。 

这项研究还提出了第一个例子，其中传

染病的进化动力学的数学模型导致了新型疫

苗靶标的实验鉴定。这种新颖的方法在 2016

年获得了 MRC 信心概念奖，2017 年获得了皇

家学会转化奖，2018 年获得了 ERC 概念证书。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流感每年导致

260,000-650,000 人死亡，导致 3-5 百万例

严重疾病。这种负担通常落在老人和幼儿

身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预防流感的

最佳方法是通过疫苗接种，但问题在于目

前的流感疫苗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并且效

果各不相同。 

研究人员为具有适应性修复功能的                  

智能座垫申请专利技术 

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获得了一项智

能座垫专利，该座垫采用气压变化来重新分

配体重，并有助于防止长时间坐在轮椅上引

起的疼痛性溃疡。 

可以使用相同的技术来制造假体衬垫，

其适应其形状以适应白天体积的变化并保持

假体的舒适贴合。 假体贴合会导致皮肤损伤

并在穿着者的残肢中产生疮。 

“长时间坐位而不会缓解尾骨等骨骼区

域的压力引起的压力性溃疡经常出现在轮椅

上花费大量时间的人身上。对于假肢使用者

来说，假体的不合适会导致压力受伤截肢者

可能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UTA 研究所

或 UTARI 的技术和首席研究科学家的联合发

明人 Muthu Wijesundara 说。 

“我们的技术通过包括实时压力监测和

自动压力调节功能来改进现有解决方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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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对抗压力性溃疡或溃疡的形成。” 

研究人员最近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于 2018

年 8 月 26 日至 29 日举行的 ASME 2018 国际

设计工程技术会议和计算机信息工程会议上

介绍了他们对全尺寸座垫原型的研究结果。 

当一个人坐在垫子上时，传感器网络生

成压力图并识别需要减压的易受攻击区域。

自动压力调制使用此数据重新配置座垫表面

以卸载并重新分配来自敏感区域的压力。另

外，座垫周期性地改变压力分布以消除随时

间的压力累积。 

研究人员使用不同体重的健康志愿者证

明了该技术的有效性，这些志愿者具有不同

的位置：向前，向后，向左或向右倾斜。在

所有情况下，座垫立即测量压力并自动执行

有效的压力重新分配以从敏感区域卸载压

力。 “这项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着广泛的

应用，”Wijesundara 说。 “我们真的觉得它

在帮助患者及其护理人员避免压力性溃疡和

溃疡疼痛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希望。” 

UTARI主任Mickey McCabe对UTA团队最

近的专利问题表示祝贺。 

“UTA研究所的使命是将实验带出实验室

并使其对社会有用，”McCabe 说。“这项专利

技术将做到这一点，帮助患者避免额外的创

伤，减少与医疗保健系统溃疡和溃疡相关的

成本负担。这是各方真正的双赢。”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9/180920115523.htm） 

在 3D 表面喷涂有触觉传感器                        

用于机器人皮肤 

科学家通过使用基于溶液的全过程报告

了一种可伸缩的压力不敏感应变传感器。基

于溶液的工艺可轻松扩展以适应大面积，并

可通过喷涂在三维不规则形状的物体上涂覆

薄膜。 

如果能够给予触觉感应能力，机器人将

能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以及人类。 

KAIST 研究小组通过使用基于溶液的全过

程报告了一种可伸缩的压力不敏感应变传感

器。基于溶液的工艺可轻松扩展以适应大面

积，并可通过喷涂在三维不规则形状的物体上

涂覆薄膜。这些条件使其加工技术独特，非常

适用于机器人电子皮肤或可穿戴电子应用。 

制作电子皮肤以模仿人体皮肤的触觉传

感特性是可穿戴电子学，机器人和假肢等各

种应用的研究活跃领域。电子皮肤研究的主

要挑战之一是区分各种外部刺激，特别是应

变和压力之间的刺激。另一个问题是在三维

不规则形状的物体上均匀地沉积电皮。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由材料科学与工程

系的 Steve Park教授和机械工程系的 Jung Kim

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开发了可以均匀涂覆在

三维表面上并区分机械刺激的电子皮肤。新

的电子皮肤还可以区分类似于人体皮肤的机

械刺激。 

电子皮肤的结构设计为在施加的压力和

应变下作出不同的响应。在施加的应变下，

传导途径经历显着的构象变化，显着改变抗

性。另一方面，在施加的压力下，导电通路

中的构象变化可忽略不计;因此，e-skin 对压

力无反应。该研究小组目前正在研究应变不

敏感压力传感器，以便与开发的应变传感器

配合使用。 

该研究小组还在空间上绘制了局部应变

图，而没有使用利用电阻抗断层成像（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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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化电极阵列。通过使用 EIT，可以最小

化电极数量，增加耐用性，并且可以在三维

表面上轻松制造。 

Park 教授说：“我们的电子皮可以低成本

批量生产，并且可以很容易地涂在复杂的三

维表面上。这是一项关键技术，可以使我们

更接近电子皮肤的商业化，适用于近处的各

种应用未来。”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9/180921092430.htm） 

TINY 癌症检测设备                              

在乌干达测试中证明是有效的 

只 午 餐 盒 大 小 的 一 半 左 右 ， Tiny 

Isothermal Nucleic acid quantication sYstem

（或 TINY）作为卡波西肉瘤相关疱疹病毒

（KSHV）的护理点检测器在资源有限的环境如

撒哈拉以南地区显示出前景。非洲早期测试

已经与传统方法达成了约 94%的协议，结果

只需数小时而不是数周。 

由 Sibley College 机械工程教授 David 

Erickson 和威尔康奈尔医学病理学和实验室医

学教授 Ethel Cesarman 领导的团队开发，TINY

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第一轮资助中实现了目

标。该团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进行扩展测试。 

该团队于2017年在乌干达对该设备进行

现场测试的结果详见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在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上发表的文章

“由阳光，火焰或电力驱动的核酸定量的便携

式设备”。埃里克森实验室的博士生 Ryan 

Snodgrass 和威尔康奈尔医学研究员技术员

Andrea Gardner 是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 

卡波西肉瘤（KS）是一种在淋巴或血管

中发展的癌症，通常表现为皮肤，口腔内或

内部的病变。这种疾病有四种类型;流行病或

艾滋病相关，KS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常

见的，并且是艾滋病的定义。这意味着当患

有 HIV 病毒的人被诊断出患有 KS 时，他们正

式患有艾滋病。 

早期检测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但在发

展中国家并不总是这样，病理检测可能需要

一到两周的时间。 “在那里能够诊断它是一

个问题，”埃里克森说。 “许多事情看起来

像 KS ......传统诊断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这

使得它变得艰难。” 

TINY 已经证明能够在大约 2 个半小时内

产生结果。 

现在，在其第三代中，TINY 进行环介导

的等温扩增（LAMP）用于核酸定量。这需要

将样品加热到 154 度，这需要电源。 

TINY 的主要优点之一：可以收集和储存

由电，太阳甚至本生灯产生的热量，甚至在

临时停电期间也会发挥作用，其中 3 次发生

在乌干达测试期间。 TINY 的电力灵活性非常

重要，因为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医

疗保健机构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 

在这项研究中，Erickson 的研究小组收集

了来自乌干达 71 名疑似患有 KS 的患者的活

检样本，并用 TINY 和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qPCR）进行了测试，这是目前的核酸定量标

准。 TINY 和 qPCR 之间的协议为 94%（71 个

中的 67 个），团队表明所有分歧都源于测定

限制而非 TINY 能力。 

TINY 不仅可以运送到远程位置进行医疗

点使用，而且在电力不可靠的诊所和医院中

也很有价值。“这两个应用程序都可以使核酸

诊断能够覆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更

多人口，”该组织在其报告中总结道。 

“作为一名病理学家，他知道诊断 KS 有

时会有多困难，”Cesarman 说，“与工程师合

作发明一种出色的新设备非常令人兴奋，因

为它可以很容易地支持或丢弃 KS 的诊断。从

活检开始的三个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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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关于 TINY 的工作将包括将测试扩展

到非洲，南美和美国的更多地点，以及制定

商业化计划。该集团已通过康奈尔的技术许

可中心申请专利保护。 

大约 5 年前，Erickson 和 Cesarman 开始

研究这种设备。“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埃

里克森说，“超出了我在编写提案时可以设想

的最佳情况。” 

曾经去过乌干达两次测试 TINY 的斯诺德

格拉斯说，“建立一个设备，把它带到真正的

患者身上并将它用于真正的病人身上是非常

有益的。”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在康奈尔纳米尺度

科学和技术设施完成的，该设施得到了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支持还来自 NIH，国

家癌症研究所和NSF研究生研究奖学金计划。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9/180920161059.htm） 

从二维视频创建                        

三维打印的“运动雕塑”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

智能实验室（CSAIL）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

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对复杂运动的理解。 

新系统使用的算法可以拍摄二维视频并

将其转换为三维打印的“运动雕塑”，展示人

体如何在空间中移动。除了作为形状和时间

的有趣美学可视化之外，该团队还设想他们

的“MoSculp”系统可以为专业运动员，舞者

或任何想要提高他们的身体技能的人提供更

详细的运动研究。 

“想象一下，你有一个关于 Roger Federer

在网球比赛中投球的视频，以及一个自己学习

网球的视频，”博士生 Xiuming Zhang 说，他是

一篇关于该系统的新论文的第一作者。 “然

后你可以建立两种情景的动作雕塑来比较它

们，并更全面地研究你需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运动雕塑是三维的，所以用户可以

使用计算机界面在结构周围导航并从不同的

视点看到它们，从而揭示从原始视点无法访

问的与运动相关的信息。 

张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William Freeman

和 Stefanie Mueller，博士生 Jijun Wu，Google

研究员 Qiurui He 和 Tali Dekel，以及 U.C.一起

撰写了这篇论文。伯克利博士后和前 CSAIL

博士 Andrew Owens。 

长期以来，艺术家和科学家一直在努力

获得更好的运动洞察力，受到他们自己的相

机镜头及其可提供的限制。 

以前的工作大多使用所谓的“频闪”摄

影技术，这看起来很像拼接在一起的翻书中

的图像。由于这些照片只显示了运动的快照，

例如，当他们击中高尔夫球时，你将无法看

到一个人手臂的轨迹。 

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还需要费力的预

拍设置，例如使用干净的背景和专业的深度

照相机和照明设备。所有 MoSculp 需求都是

视频序列。 

给定输入视频，系统首先自动检测对象

身体上的 2-D 关键点，例如芭蕾舞女演员的

臀部，膝盖和脚踝，同时她正在进行复杂的

舞蹈序列。然后，它将这些点的最佳姿势转

化为三维“骨架”。 

将这些骨架拼接在一起后，系统会生成

一个可以 3D 打印的运动雕塑，显示主体追踪

的平滑，连续的运动路径。用户可以自定义

他们的数字，以专注于不同的身体部位，分

配不同的材料，以区分不同的部分，甚至自

定义照明。 

在用户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超过 75%

的受试者认为 MoSculp 提供了比标准摄影技

术更详细的运动学习可视化。 

“舞蹈和高技能的运动动作通常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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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移动雕塑'，但它们只会创造短暂而短暂的

形状，”Adobe的传播负责人 Courtney Brigham

说。“这项工作展示了如何采取动作并将其转

化为具有客观运动可视化的真实雕塑，为运

动员提供了一种分析他们的训练动作的方

式，不需要比移动摄像机更多的设备和一些

计算时间。” 

该系统最适合较大的动作，例如在舞蹈

序列中投球或进行一次飞跃。它也适用于可

能阻碍或复杂运动的情况，例如穿着宽松衣

服或携带物品的人。 

目前，该系统仅使用单人场景，但团队

很快希望扩展到多人。这可以开辟研究社会

障碍，人际交往和团队动力等方面的潜力。 

该团队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用户界面软

件和技术（UIST）会议上向系统展示他们的

论文。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9/180919083329.htm） 

新的微平台揭示了癌细胞的自然行为 

由北海道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易于生产

的平台提供了癌细胞微量附着位点，这些位

点可以引发与癌症临床特性高度相关的前所

未见的行为。对这些行为的观察揭示了胰腺

癌众所周知的特征背后的机制，胰腺癌是最

致命的恶性肿瘤之一，并可能导致新的治疗

目标的鉴定。 

“到目前为止，癌症研究要么使用细胞培

养物，其中癌细胞不一定表现自然，要么组

织样本不允许进行实时观察。因此，我们对

癌细胞实际行为的了解存在很大差距，”助理

说。 Yukiko Miyatake 教授，领导该研究并专

注于癌症发展机制。为了弥补这一差距，她

与专门研究微纳米级生物工程的副教授 Kaori 

Kuribayashi-Shigetomi 合作。 

他们一起用涂层玻璃载玻片制作了一种

新的细胞培养基质，其具有直径为 30μ m 的

蚀刻岛。对于健康的细胞，这只是一个或两

个附着的足够空间。但是，当研究人员用胰

腺癌细胞接种它们时（尽管他们也尝试了其

他具有相似结果的癌细胞）并将它们孵育过

夜，这些细胞自组织成可以协同运动的微肿

瘤，就好像它是一个生物体一样。前体发现

是乳头状结构，通过细胞内入侵容纳 4 个或

更多细胞。这个称为 entosis 的过程迄今仅被

认为是细胞降解的一个步骤。在这里，掺入

的细胞仍然存活，并且令他们惊讶的是，掺

入是可逆的。 

当他们用广泛使用的抗癌剂诺考达唑治

疗微肿瘤时，微肿瘤就会崩解，但现在已经

分离的细胞存活下来了。此外，研究人员观

察到微型肿瘤“捕获”周围死细胞并摄取它

们，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典型的死细胞化学标

记物。这些标记物终止于癌细胞的表面，可

能会掩盖它们并使它们能够逃避免疫系统的

杀伤细胞。 

Miyatake 说：“我希望这种简单而低成本

的技术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如果在这些首

次观察中发现的这些发现是生理上或病理上

相关的现象，那么可能会收集更多新的提示。

开发更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09/180919100952.htm） 

结核病的铜弹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化学家报告了一种

新的抗生素，可以发现并杀死隐藏在其中的

结核菌。 

结核病是一种偷偷摸摸的疾病。细菌隐

藏在非常免疫细胞内的抗生素中，这些细胞

应该杀死它们，使治疗变得漫长而艰难。但

在 11 月份的“ACS 传染病”杂志中，康涅狄

格大学的化学家们报告了一种新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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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并杀死隐藏在其中的结核菌。 

结核病是全世界传染病死亡的头号原

因。地球上约有 25%的人目前受到感染。大

多数这些感染将保持休眠状态，但 1/10 的感

染将变得活跃，具有传染性，如果不治疗则

往往致命。 

结核病是由一种叫做结核分枝杆菌的

细菌引起的。由于分枝杆菌的独特生活方

式，它们允许自己被巨噬细胞免疫细胞吃

掉，然后在它们内部生长，它们很难治疗。

感染结核病的人通常必须勤奋地服用抗生

素混合物数月，因为细菌只有在它们出生的

巨噬细胞突破时才会对这些药物敏感，并寻

找新的入侵者。 

康涅狄格大学化学家 Alfredo Angeles-Boza

和他的研究生Daben Libardo以及印度科学研究

所，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

事决定制造一种可以进入巨噬细胞并进入分枝

杆菌的抗生素。他们藏在哪里 Angeles-Boza 和

Libardo 之前使用过鱼类，海鞘和其他海洋生物

产生的抗生素。许多这些海洋生物制造抗生素

肽 - 小块蛋白质类物质 - 具有特殊的化学天

赋：当它们与铜原子结合时，它们使铜能够将

电荷从+2 转移到+3 并返回。具有这种能力的铜

变得具有侵略性，将电子从一些分子中剥离并

将其添加到其他分子，特别是含氧分子。含氧

分子成为自由基，危害化学物质，攻击他们遇

到的任何物质，包括分枝杆菌。 

感染分枝杆菌的人类巨噬细胞也使用铜

来攻击细菌，但它们以不太复杂的方式进行。

它们将细菌捕获在气泡中，然后将铜+1 离子 

- 即带有加一电荷（Cu +）的普通铜原子 - 注

入气泡中。但分枝杆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他们来说，泡沫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而

Cu +离子只是烦恼。细菌可以从 Cu +中窃取额

外的电子，使其成为 Cu2 +。铜变得不起作用

并且安全。当足够的 Cu2 +围绕分枝杆菌时，

其他更危险的铜类也无法接近。 

（来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10/181004100012.htm） 

新的 ReFRAME 药物再利用系列                                  

为治疗重大疾病提供了希望 

每年，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患有可能致命

的传染病，这些传染病往往使幸存者面临一

生相关的健康问题。但如果已经存在针对此

类疾病的药物却没有人知道呢？ 

Scripps Research 的非营利性药物发现部

门 Calibr 的科学家正在利用他们用几乎所有

现有的小分子药物建立的广泛的库来探索这

个问题，这些药物被证明适合直接用于人类。 

Calibr 的科学家们正在使用这个名为

ReFRAME 的系列来识别有效治疗重大疾病的

现有药物。作为 ReFRAME 倡议的结果，两种

FDA 批准的药物已经在临床试验中进行测

试 ，一种用于治疗结核病，另一种用于寄生

虫隐孢子虫属，是严重腹泻的主要原因。仅

在短短的时间内多年的 Calibr 科学家发现了

它们的实用性。这与通常阻碍新药开发的更

长时间线形成对比。 

现在，在项目的另一个早期成功和证明

其快速找到急需的新疗法的能力，Calibr 研究

人员使用 ReFRAME 识别两个额外的化合物，

在初步测试中似乎有效对抗 Cryptosporidium 

spp。本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报道了新

的隐孢子虫研究结果。 

“ReFRAME 采用通过将现有药物重新利

用到一个新水平来加速对患者的影响的概

念，为更快速和更具成本效益地找到急需的

疗法提供了巨大潜力，”Scripps Research and 

Calibr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ete Schultz 博士说。

谁是 ReFRAME 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我

们在 ReFRAME 中组装的药物已经在人体中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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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安全性，使其成为解决紧急未满足的医

疗需求领域，特别是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的宝

贵资源。” 

为了构建 ReFRAME，Calibr 研究人员通过

结合 3 个广泛使用的商业药物数据库

（Clarivate Integrity，GVK Excelra GoStar 和

Citeline Pharmaprojects）收集了超过 12,000

种小分子药物的数据，这些数据库通常被制

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用于评估竞争和指导药物

研发。 Calibr 的研究人员还开辟了药物候选

药物的专利申请，这些药物候选药物尚未进

入这些数据库，但可能具有作为原始治疗适

应症之外的疾病治疗的潜力。有了这些数据，

Calibr 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以获得所有化合

物的物理样品，包括购买约 7,000 种化合物和

从头化学合成约 5,000 种化合物，该项目涉及

约 18 个月内约 500 名化学家。无论是在

Calibr，Scripps Research 还是全球的合作伙伴

组织，都会产生足够的数量来实现未来几年

的数百次实验室测试。 

“ReFRAME 是全球健康药物发现界的一

个独特新资源，是目前规模最大，最全面的

再利用产品系列，”Calibr 药物化学副总裁兼

该项目首席研究员 Arnab Chatterjee 博士说。 

“除了合并来自多个现有产品系列的化合物

外，我们还合成了大约 5,000 种无法商业化的

分子，我们从中鉴定了两种新的针对

Cryptosporidium 的产品。” 

之前已在人体中进行安全性测试的药物

提供了优于新化合物的主要优势，因为在动

物中进行临床前试验和人类早期试验的时间

和成本是将新药物带入临床的主要障碍。重

新利用现有药物可以克服这些障碍，显着降

低开发预防或治疗疾病的新方法所需的成本

和时间。 

然而，重新利用药物并不像听起来那么

简单。在 ReFRAME 之前，有关现有药物的信

息分布在多个数据库中。同样，没有单一，

全面的实际药物化合物样本来源，因此收集

数千种化合物以测试任何特定疾病是一项重

大的后勤挑战。Calibr 团队还合成了许多已知

药物的密切衍生物，并将其纳入该系列，为

筛选多种分子类似物用于治疗应用提供了重

要资源。 

“通过结合3种不同的商业数据集和重要

的专利情报，我们发现了许多从未在一个地

方收集过的独特化合物，”Calibr 的首席研究

员，该论文的共同作者 Jeff Janes 博士说。 

使用 ReFRAME 鉴定可能再利用的前两种

药物是麻风药物氯法齐明和关节炎药物金诺

芬。Calibr 正与华盛顿大学合作，该大学正在

赞助马拉维的 2A 期临床试验，以及比尔和梅

林达盖茨基金会，研究氯法齐明治疗 HIV 阳

性患者隐孢子虫病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

动力学和疗效。在南非进行的一项临床试验

中，金诺芬目前正在作为结核病的可能治疗

方法进行测试。作在他们的新研究中，Calibr

科学家利用该研究所的高通量筛选设施测试

所有 12,000 种化合物对抗隐孢子虫，一种单

细胞寄生虫，它进入小肠，进入肠壁导致严

重腹泻。 

目前，批准的隐孢子虫感染的治疗选择

仅限于一种药物硝唑尼特，其具有适度的效

力并且对免疫系统受损的患者无效。重新利

用现有药物特别有吸引力，因为针对寄生虫

的药物发现研究很少，缺乏开发针对病原体

的药物的商业利益。 

在他们的研究中，Calibr 科学家将寄生虫

放入数千个小室中，然后给它们加上药物样

本，以确定哪些化合物杀死了它们。然后将

在室中杀死隐孢子虫的药物给予感染寄生虫

的小鼠，并且证明两种药物 VB-201（CI-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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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SP-7962 在治疗动物感染方面是有效的。

研究人员能够在大约两个月内从鉴定化合物

转向动物研究，从药物发现研究的一个阶段

到另一个阶段的研究非常迅速。 

“这两种化合物有望为靶向寄生虫提供

治疗，而不仅仅是症状，”Calibr 的首席研究

员，该论文的合着者 Case McNamara 博士说。 

“如果它们证明在人类治疗这种疾病方面有

效，它可能会影响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 

Calibr 的研究人员计划继续在 ReFRAME

中添加其他化合物，并希望在该系列中找到

可以重新用作治疗的药物，以治疗发展中国

家普遍存在的其他传染病。他们还开发了一

个开放获取数据门户，与其他研究人员分享

他们的 ReFRAME 筛查实验结果，以鼓励进一

步跟进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筛查收集的影响。 

（来源：https://www.news-medical.net） 

新的 DNA 工具显示出                    

对严重疾病评估的希望 

密歇根州立大学创建的新 DNA 工具可以

准确预测人们的身高，更重要的是，可以评估

他们患严重疾病（如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 

这个工具或算法第一次构建了人类特征

的预测因子，例如身高，骨密度甚至是一个

人可能达到的教育水平，纯粹基于一个人的

基因组。但应用程序可能并不止于此。 

“虽然我们已经为这3种结果验证了这一

工具，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这种方法来预测

与心脏病，糖尿病和乳腺癌等健康风险相关

的其他复杂特征，”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兼副

总裁 Stephen Hsu 说。在 MSU 进行研究和研

究生学习。“这仅仅是个开始。” 

进一步的应用有可能大大推进精准健康

的实践，使医生能够尽早干预患者护理，预

防或延缓疾病。 

这项研究发表在 10 月份的“遗传学”杂

志上，利用机器学习分析了英国近 500,000

名成年人的完整基因组成，计算机从数据中

学习。 

在验证测试中，计算机准确地预测每个

人的身高大约一英寸。虽然骨密度和教育程

度预测因素并不精确，但它们的准确性足以

识别出与骨质疏松症相关的骨密度非常低或

有在学校挣扎风险的外围个体。 

传统的基因检测通常会寻找一个人的基

因或染色体的特定变化，这些变化可能表明

乳腺癌等疾病的风险更高。Hsu 的模型考虑了

许多基因组差异，并根据成千上万的变异构

建了一个预测器。 

使用来自英国生物银行的数据，这是一

个国际健康信息资源，Hsu 和他的团队将算法

运用，评估每个参与者的 DNA 并教导计算机

消除这些明显的差异。 

“该算法着眼于每个人的遗传构成和身

高，”Hsu 说。“计算机从每个人那里学习，并

最终产生一个预测器，可以确定它们与基因

组的高度。” 

Hsu 的团队将继续改进算法，同时利用更

大，更多样化的数据集。这样做将进一步验

证这些技术并继续帮助绘制出这些重要特征

和疾病风险的遗传结构。 

Hsu 补充说，凭借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降

低 DNA 测序成本，曾经被认为是 5 到 10 年

的时间，现在距离这类工作更近了。 

“我们的团队认为这是医学的未来，”他

说。“对于患者来说，基因组测试可以像面颊

拭子一样简单，成本约为 50 美元。一旦我们

计算出基因疾病的预测因子，早期干预可以

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治疗费用”。 

（来源：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8/10/1810041438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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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关于组团赴法国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医药健康信息学大会            

和第三届世界医药健康信息学华语论坛的通知 

第十七届世界医药健康信息学大会

（MedInfo 2019）将于 2019 年 8 月 26 至 30

日在法国里昂隆重召开。CMIA（国际医药信

息学会中国理事会）和 CPDE（全国医药技术

市场协会）将组团赴法国参加此次大会，并

组织参观考察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及欧

盟等国的医药健康项目。 

第三届世界医药健康信息学华语论坛

（WCHIS2019）将作为世界医药健康信息学的经

典活动与 MedInfo 2019 同期举办。在 CMIA 的

积极努力下，在巴西圣保罗和中国杭州成功举

办的世界医药健康信息学华语论坛基础上，此

次 WCHIS 将吸引世界各国更多医学信息学领域

的专家学者展开交流。参加论坛交流的相关内

容将会收录在 MedInfo 2019 的大会程序册中。 

经与大会协商，MedInfo 2019 大会组委

会特为参加华语论坛的参会者设立团体注册

的方式，并授权 CMIA 完成团体注册。参与团

体注册的成员可以享受优惠注册费，并参加

大会安排的其他相应活动。 

为方便参会人员的出行以及会议期间的

食宿安排，CMIA 拟采用组团的方式前往参

会，届时将由专门人员组织接机及食宿的安

排。请有意组团参加会议的各专委会、中心

及办事处等尽快填写参会人员回执表并发送

至秘书处，相关信息请到协会网站下载

（http://www.cpde.org.cn），以便论坛组委会

与会议主办方协商，统一发送大会出具的正

式邀请函以及协助办理签证等事宜。 

（秘书处供稿）

 

聚焦核心电子病历 拓展新型诊疗模式                             

第十二届中国电子病历·人工智能·互联网医疗博览会                  

2019 年元月在京顺利召开  

2019 年 1 月 11-12 日，由国际医药信息

学会中国理事会（CMIA）和全国医药技术市

场协会（CPDE）主办，CMIA 电子病历与健康

档案专业委员会和 CPDE 电子病历技术专业

委员会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电子病历·人

工智能·互联网医疗博览”在北京西郊宾馆

举行。35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卫生行政部门

领导、医疗机构管理者、信息中心负责人、

医政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 HIT 厂商

代表齐聚京城，围绕电子病历这个主题，展

开全方位的交流与探讨，共商电子病历发展

路径，探索新型医疗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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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大咖云集，中国工程院院士、

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我国著名消化病

学专家樊代明，国际医药信息学会中国理事

会会长、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执行会长黄

永勤，北京市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琚文胜，

CMIA 电子病历与电子健康档案专业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大会主席、清华长庚医院信

息管理处处长刘海一，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

大学终身教授、国际著名人工智能专家黄智

生教授，大会执行主席、CMIA 电子病历与健

康档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金雄教授等近

20 多位领导及专家学者应邀出席大会并在大

会上作精彩报告。 

大会开幕式由陈金雄教授主持，琚文胜

主任、黄永勤会长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次大会特邀樊代明院士围绕 “互联互

通、 资源共享、助力智慧医院发展”作主旨

演讲，樊代明院士独特的思维方式、缜密的

逻辑性和风趣幽默的演讲异常精彩，全场掌

声不断。 

会议围绕电子病历这个核心主题进行深

入探讨，刘海一处长“提升电子病历系统数

据质量”的报告让人茅塞顿开，对开展电子

病历有了清晰的思路；黄智生教授的“人工

智能时代的电子病历技术”、丁宝芬教授的

“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智慧医院”和陈金雄教

授的“电子病历与新一代医院信息系统”等

报告对电子病历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特别

是围绕语义电子病历、电子病历与人工智能、

电子病历与智慧医院以及电子病历与新一代

医院信息系统的关系作了深入论述，对未来

电子病历发展有了新的期待。 

电子病历是核心和基础，应用才是关

键。围绕电子病历的深入应用，各位专家学

者都有真知灼见。琚文胜主任的“电子健康

记录在互联网诊疗中的作用”与北大国际医

院李黎主任的“健康数据库对互联网医疗的

支撑”的报告重点阐述了电子病历与电子健

康档案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的应用；世纪坛医

院闫勇副院长的一句名言“医院建大楼不如

建信息系统”火爆 HIT 圈，此次会议闫院长

带来的报告“电子病历与现代医院管理模

式”全面阐述电子病历条件下医院新型管理

模式，内容非常丰富，让 HIT 从业人员大开

眼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信息

中心周奕主任的“电子病历的科研应用”报

告把电子病历在科研方面的应用作了很好

的分享。 

人工智能自然是离不开的话题，解放军

总医院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薛万国主任的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的挑战”、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信息中心梁志刚主任的“基于电子

病历的临床辅助决策支持”以及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信息管理中心计虹主任的“电子病历

智能化应用”等报告全面论述了医学人工智

能与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在医院的应用，薛万

国主任还从技术、数据、应用和法规等四个

方面提出了医学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 

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次大会

在这方面进行精心安排，邀请公安部网络安

全保卫局祝国邦处长作了“从实战出发，采

取有效措施，维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大数

据安全”的专题报告，对做好电子病历信息

安全工作提供清晰的思路和方法。 

 “电子病历与医疗质量管理”、“电子病

历专科应用”两个专题论坛，邀请了来自全

国各医疗机构及院校一线的实战专家进行演

讲，内容精彩，观点新颖，论坛会场人气爆

棚，专家及各位代表讨论热烈，使大家对电

子病历专科应用、医疗质量管理有了更深一

步的认识。   

（陈金雄、江向东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