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界

论道健康 LUN DAO JIAN KANG
6 新闻热线：010—58884063

■责编 段 佳 2020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一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星）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全

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消化道癌（主要为结直肠癌、胃癌、食管癌）

位列高发癌症前十位，且死亡率较高。

如果能够实现居家早筛，将极大地将癌症早发现的关口前

移。日前，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等机构联

合发布了《中国体检人群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白皮书》（以下简称

《白皮书》）。基于 7.5 万份体检报告形成的《白皮书》提示，如果利

用多靶点粪便 FIT-DNA 联合检测技术，癌症可实现居家早筛，将

肠癌高风险人群肠镜依从率提升至 29.38%，与既往的肠镜依从率

14%，提升了逾两倍。这也意味着可以让患者更愿意参与到癌症

早发现的“战斗”中。

以结直肠癌为例，结直肠癌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进行早筛的

癌症。“从肠上皮一个小小的增生到出现息肉，再发展成为癌症，至

少需要 10 年的时间，因此有充足的时间去发现、去治疗。”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助理宋震亚教授说。

以往，体检当中一般通过引入风险评估问卷、便隐血检查、肠

镜检查等方式进行结直肠癌筛查。随着早筛技术的发展成熟，居

家场景即可完成取样的结直肠癌早筛创新方法逐渐受到临床关

注。应用多靶点粪便 FIT-DNA 联合检测技术，通过分析粪便中

与肠癌发生有密切关系的三种分子指标综合判断肠癌风险，综合

了基因突变、甲基化和便隐血检测技术，在保证特异性的前提下，

大幅提高了灵敏度，在发现肠道息肉及进展期腺瘤方面优势显著。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徐忠法曾经为结直肠癌

早筛算过一笔经济账：一例早期结直肠癌，只需采用内镜黏膜下剥

离术（ESD）即可治疗，人均住院天数 5 天，花费 1.05 万元。但如果

是一例Ⅳ期结直肠癌，通常需要采取手术+放化疗+靶向用药等手

段治疗，人均住院天数 140天，花费至少 30万元。

宋震亚表示：“体检机构在结直肠癌筛查项目中采用多靶点粪

便 FIT-DNA联合检测技术，更具有临床价值与社会意义。”

将癌症发现关口前移

新技术可实现居家筛查肠癌

痒痒痒，头皮痒起来真要命。生活中很多人

在出现头痒、头皮屑多的时候，大多数都会自行选

购去头皮屑的洗发水。可是琳琅满目的去头皮屑

洗发水，也有让人不省心的时候。

日前，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关于化

妆品抽样检验信息的通告》显示，标示生产企业为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的清扬去屑洗发露产品

不合格，原因在于其未检出标签标识的去屑剂：吡

罗克酮乙醇胺盐。

去屑洗发露为何需添加吡罗克酮乙醇胺盐？

它有何作用？“吡罗克酮乙醇胺盐是一种化学成

分，具有杀菌去屑止痒功能。”广东省中医院皮肤

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红毅表示，但并不提倡长期使

用含有这些成分的去头皮屑洗发水。

头皮屑多因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头皮屑是人体头部表皮细胞新陈代谢的产

物，它产生的根源在于头皮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李红毅介绍说。

健康的头皮生态环境主要由油脂、菌群、代谢

平衡三者共同维持。一旦头皮油脂分泌失衡，头

皮就会变得油腻；一旦头皮菌群环境失衡，有害菌

大量滋生，就会出现头痒现象；而头皮角质层代谢

过快，脱落就形成头皮屑。

“根据头皮屑产生的多少，可分

为生理性头屑和病理性头屑。”李红

毅进一步介绍说，生理性头屑与皮

脂分泌有一定的关系，通常见不到

明显的脱屑。病理性头屑则跟疾病

相关，比方说头部湿疹、脂溢性皮

炎、马拉色菌感染、细菌感染等，因

为微生物、真菌等超过应有的正常

量，以及皮脂腺活动能力增强，都会

导致头皮屑的增多。

头皮屑多，有可能是被哪种疾

病“盯上”呢？“首先是过敏性疾病，

如小儿的特异性皮炎，除了全身的

皮肤发红外，头皮也发红，炎症消退后头皮就会产

生鳞屑。脂溢性皮炎也是比较常见的。另外要注

意的是俗称‘牛皮癣’的银屑病，有些患者身上没

有明显症状，只表现在头皮上，称之为头部银屑

病。”因此，李红毅建议，一旦出现肉眼可见、较多

的头皮屑，应先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排除是否

是真菌感染，或者是身体相关疾病，以对症治疗。

没症状不用更不能长期用

目前市面上的去屑产品常用的抗菌物质有：

酮康唑、甘宝素、氯咪巴唑、吡啶硫酮锌、吡罗克酮

乙醇胺盐等，大多数的去屑功效是通过洗发水里

添加这些抗菌成分来实现的。

上述所提到的吡罗克酮乙醇胺盐能有效抑

菌、分解过氧化物，减少由过氧化产物给头皮带来

的刺激，抗氧化性能好。吡罗克酮乙醇胺盐从根

本上阻断了头屑产生的外部渠道，从而有效地根

治头屑头痒。它主要用于止痒去屑调理型洗发、

护发香波，也可用于抗菌香皂、沐浴露、药物牙膏、

嗽口液等。

但李红毅说，不提倡长期使用含有这类成分

的去头皮屑洗发水。“皮肤的表面有正常的菌群维

护生态环境，长期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洗发水，可

能杀掉了某种菌，但另外的菌却得以过度增长，从

而导致其他的疾病。”她说，“当出现头痒这些症状

时，可以使用去屑洗发水；没有症状的时候，暂时

不要用，更不要长期使用。”

头皮健康需要科学维护

“头皮屑属于皮肤病范畴，它同样需要科学、健

康的管理。只有头皮处于健康状态，头皮屑才能去

无踪，头发才不会油腻。”李红毅为如何拥有健康的

头皮支招，她说，要提高头皮护理意识，头痒、头皮

屑过多的时候，要及时查明是因为生理性还是病理

性引起的；同时，要科学地维护头皮健康。

最近几年，社会上兴起了一股手工制作纯中

药洗发水的热潮，不少手工达人都在用皂角、何

首乌、无患子等天然中草药熬制洗发水。对此，

李红毅表示，中药中确实有很多对头皮健康有益

的药物。

“很多中药都有广泛的头皮护理作用，比如金

银花、菊花，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同时现代研究

显示它们具有杀灭细菌、真菌的作用。因此，市场

上无论是手工制作的，还是商场里售卖的本草洗

头水，多多少少都增添了一些中药成分进去。”李

红毅表示，在洗发水的生产制作中，还有很多对去

头皮屑有用的中药可以挖掘并科学添加。

李红毅说，要保持头皮健康不生病，还需注

意调节自己的生活规律，避免长期熬夜、食用油

炸辛辣等食物，减少使用去头皮屑洗发水的频

率，从而保护头皮自身的平衡，抑制头皮微生物

的过度繁殖。

对付头上飘落的“雪花”
别只会用去屑洗发水这一招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宋莉萍

人乳头瘤病毒（以下简称 HPV）被广泛认为是

宫颈癌的最大致病因子，但你可知道，作为全球六

大高发癌症之一的头颈癌，也与 HPV 有着莫大的

联系。

据外媒报道，日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批准默克公司研制的HPV九价疫苗“加卫苗9”

（Gardasil 9）用于头颈癌的预防。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约有1.9万人罹患口

咽癌，其中1.35万与HPV相关。此前HPV九价疫苗

主要推荐用于预防宫颈癌、外阴癌等，并未涉及对头颈

癌，包括口咽癌、口腔癌和喉癌等的预防。

为何可将 HPV 九价疫苗用于预防头颈癌？

头颈癌与哪些型别的 HPV 有关联？就此，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了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吴婷教授。

头颈癌是个“大家族”，包括口腔、鼻、咽、喉部

位的癌症。

近年来，头颈癌的数量正在迅速上升。世界

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 2018年全球癌

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新发头颈癌 61944 例，占所

有癌症总数的 1.45%。

美国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教授莫拉·吉力森

（Maura Gillison）在 1999 年首先证实了 HPV 与头

颈癌之间的联系。当前，已有证据表明与 HPV 感

染相关的包括口腔癌、口咽癌（咽喉后部，包括舌

根和扁桃体）和喉癌。

研究显示，与 HPV 相关的头颈部癌症最可能

的解释，是口腔 HPV 感染未被清除，并发展为肿

瘤病变。“在头颈癌患者中可检出 HPV 多种型别，

而仅有 HPV 16 的致癌性证据是较为充分的，其

他型别的致癌性证据仍然有限。”吴婷说。

接种HPV疫苗是预防宫颈癌等HPV相关疾病

的有效手段。全球已上市的HPV疫苗有4种，包括

HPV二价、四价和九价。我国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厦门大学和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研制了其中一种HPV二价疫苗。这4种疫苗

预防范围都涵盖与头颈癌有莫大关系的HPV 16。

目前，已经鉴定出的 HPV 型别超过 200种，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组织各国专家，根据致癌性证据

的强弱对不同型别的 HPV 进行分类，将致癌和很

可能致癌的共 13 种型别定义为高危型 HPV，均与

宫颈癌发生相关。

HPV 九价疫苗与其他 HPV 疫苗有何不同？

“差异主要体现在疫苗的‘价’数上。”吴婷介绍说，

九价疫苗在四价疫苗的基础上增加了 5 种高危

HPV 型别，在我国约可保护 92%的宫颈癌，比二价

和四价 HPV疫苗的预防范围更广一些。

理论上，4 种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使人体

产生特异性抗体，并预防相应疫苗型别的 HPV 感

染，进而预防由相应 HPV 感染所致的癌症。但吴

婷也指出，疫苗的适应症还需临床试验对相关疾

病的保护性数据来支撑。

目前，两种二价疫苗、一种四价疫苗在我国都

只有预防宫颈癌的有效性临床试验数据，因此获

批的适应症仅有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除了宫颈

癌及其癌前病变之外，FDA 还基于全球多中心临

床试验数据，批准了 HPV 四价疫苗和九价疫苗应

用于预防外阴癌、阴道癌和肛门癌及其相关的癌

前病变，以及尖锐湿疣。

HPV是诱发头颈癌的“帮凶”

据了解，约 24.9%的口咽癌、7.4%的口腔癌和

5.7%的喉癌与 HPV 相关，当前 HPV 九价疫苗可

预防 HPV 相关的癌症中 95.1%的口咽癌、92.7%的

口腔癌和 77.8%的喉癌。但在美国，HPV 九价疫

新增适应症是有条件的提前批准

不久前，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

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夏宁邵、李少伟团队研制的

第三代宫颈癌疫苗取得新进展，该疫苗理论上可

涵盖目前鉴定的 200 多种 HPV，对宫颈癌、皮肤疣

的预防效能进一步向 100%迈进。第三代宫颈癌

疫苗，是否也将对头颈癌的预防有用？

吴婷指出，新型多价 HPV 疫苗对于更好地预

防 HPV 相关癌症，以及阻止 HPV 在人群中传播具

有重要意义，虽然理论上可预防几乎全部 HPV 导

致的头颈癌，但目前该疫苗还处在临床前研究阶

段，对相关感染及癌症的预防保护作用还有待临

床数据的支持。

“我国目前尚未批准可预防头颈癌的疫苗。

但在我国获准上市的 4 种 HPV 疫苗，理论上都很

有可能预防大多数的 HPV相关头颈癌。”吴婷说。

除了 HPV 感染，当前诱发头颈癌的重要风

险也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其中，酒精和烟草是

头颈癌的主要危险因素；头颈部放射治疗增加唾

液腺癌风险；槟榔与口腔癌密切相关，而不良的

口腔卫生和牙齿缺失也可能是口腔癌的微弱危

险因素。

有关数据显示，在美国，男性口咽癌的发病率

远高于女性，是女性的 5 倍，40 岁后口咽癌发病率

快速上升，60—64岁达到高峰。其中，多数病例是

感染 HPV数十年的中年男性。

“这些肿瘤的最终发生，通常需要多种因素的

共同作用，而并非仅仅是 HPV 的感染。”吴婷解释

说，HPV感染后多数会自然清除，只在少数人中可

能持续存在，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其他一些

危险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有可能最终发生癌症。

男性相对女性病例更多，可能与男性的其他危险

因素如吸烟、喝酒、遗传易感性、性行为习惯等与

女性不同有关。

“ 接 种 疫 苗 并 不 能‘ 一 劳 永 逸 ’，定 期 筛 查

HPV 感染情况仍必不可少。”吴婷建议说，预防头

颈癌，更要杜绝不良嗜好，特别是对于中老年男

性，要尽量戒除吸烟饮酒的习惯；避免生活中二

氧化硫、铬、砷等化学致癌物刺激；对于声带白

斑、喉乳头状瘤等癌前病变，以及咽喉部出现的

不适感都要引起重视。

接种疫苗后仍需定期筛查

宫颈癌与头颈癌宫颈癌与头颈癌““同宗同源同宗同源””
HPVHPV九价疫苗能否九价疫苗能否““身兼多职身兼多职””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欧阳桂莲 苗对口咽癌以及其他头颈癌的保护效果尚未得

到验证，那为何会获得批准？

根据 FDA 批准信和说明书上的描述，此次

HPV 九价疫苗新增口咽癌和其他头颈癌的适应

症，是基于该疫苗在预防 HPV 相关肛门生殖器疾

病中的有效性而加速批准的。

“简单来说，对于口腔头颈癌适应症的批准，

是有条件的暂时性批准。”吴婷指出，虽然对相关

头颈癌的保护效果尚未得到验证，但 FDA 基于现

有知识的合理推测，提前批准了该适应症，而对于

后续是否继续批准该适应症，取决于企业在后续

临床试验中能否直接证明该疫苗预防口腔 HPV

持续性感染的有效性。

在 美 国 ，HPV 二 价 、四 价 疫 苗 自 2006 年 起

应 用 ，九 价 疫 苗 自 2015 年 起 应 用 。 疫 苗 上 市

后 的 真 实 世 界 流 行 病 学 研 究 结 果 提 示 ，HPV

疫苗接种可有效预防口腔 HPV 感染。相关研

究 指 出 ，2011—2014 年 ，美 国 18—33 岁 成 人

中，HPV 疫苗接种减少了 88%HPV 相关型别的

口腔感染。

此外，还有研究人员发现，2009—2016 年，未

接种 HPV疫苗男性中，HPV疫苗所对应的 HPV型

别口腔感染率也下降了 37%，表明 HPV 疫苗接种

具有群体保护效果。

吴婷认为，由于 HPV 感染到癌症发生需要数

十年的时间，虽然目前尚未直接观察到 HPV 相关

口腔头颈癌症发病率的下降，但从现有生物学和

医学知识，以及 HPV 疫苗降低宫颈和肛门 HPV 相

关疾病发病率尤其是癌前病变发病率的临床试验

证据推测，HPV 感染率的下降很可能性会带来

HPV相关肿瘤发病率的下降。

莫拉·吉力森认为，FDA 的批准决定，可能是

因为过去 10 年 HPV 疫苗应用后，口咽 HPV 感染

的流行病学数据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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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4种已上市

的人乳头瘤病毒（HPV）

疫苗均可使人体产生特

异性抗体，并预防相应

疫苗型别的 HPV感染，

进而预防由相应HPV感

染 所 致 的 癌 症 。 约

24.9%的口咽癌、7.4%

的口腔癌和 5.7%的喉

癌与HPV相关。

新华社讯 （记者谭元斌）中国科研人员利用单颗粒力示踪等

技术，实时揭示了单个埃博拉病毒入侵细胞的动态过程和动力学

机制。相关发现对于深入理解埃博拉病毒的感染机理具有重要意

义，也为开发抗病毒途径提供了重要参考。

埃博拉病毒是对人类最致命的病原体之一，病毒感染引起严

重出血热，致死率可达 90%。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崔宗强

研究员与长春工业大学单玉萍教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施兴华研

究员合作开展了单个埃博拉病毒入侵细胞相关研究。

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丝状埃博拉病毒样颗粒并对其进行荧光

标记。该丝状埃博拉病毒样颗粒和野生型埃博拉病毒具有同样的

入侵能力，但其内部没有病毒核酸，不能复制。利用单颗粒力示

踪、动力学模拟和单颗粒荧光示踪等技术，研究人员示踪了单个埃

博拉病毒样颗粒入侵细胞动态过程，并解析了其动态机制。

该研究揭示了丝状埃博拉病毒样颗粒以水平或垂直两种模式

进入细胞，以及对应的时空、能量、与受体作用方式、入侵途径等精

细机制，可视化地证实了丝状埃博拉病毒样颗粒以巨胞饮途径入

侵细胞。

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化学

会·纳米》。

我科研人员“看清”

埃博拉病毒入侵细胞动态过程

新华社讯 （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未来 12 个月

将需要 313 亿美元用于开发和交付新冠药物、检测工具及疫苗，

包括到 2021 年底采购 20 亿剂疫苗，其中 10 亿剂用于中、低收入

国家。

世卫组织当天更新了其领导的“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

器”国际合作倡议的投资需求。世卫组织称，该倡议将围绕诊断、

疗法、疫苗以及卫生系统和社区网络连接这四个支柱展开，预计未

来 12 个月所需投资将达 313 亿美元，其中 34 亿美元已获认捐，剩

余 279亿美元资金缺口中有 137亿美元需求迫切。

此外，世卫组织计划到 2021年中，向中低收入国家交付 5亿件

新冠检测工具和 2.45亿个疗程的治疗药物，并到 2021年底向全球

提供 20亿剂新冠疫苗，其中 10亿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控制新

冠疫情、拯救生命，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提供有效的疫

苗、诊断工具及疗法；所有人都存在感染新冠的风险，因此所有人

都应获得预防、发现和治疗新冠的工具，而不仅仅只是那些负担得

起的人。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国际合作倡议于 4 月启动，

旨在集合多个组织、公私部门等的联合力量，以更快速度和更大规

模开展新冠相关的研发、生产等工作。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6 日 10 时

（北京时间 26 日 16 时），全球范围内，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177012 例，达到 9473214 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5116 例，达到

484249例。

世卫组织计划明年底前

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