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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紫外线消毒杀菌是一种古老而又行之有

效的方法。早在 1877 年就有对太阳光辐射可以杀

灭培养基中细菌特性的报道，日常生活中，在太阳

下晒被子就是利用紫外线除螨杀菌的典型应用。

作为一种广谱类杀菌消毒方式，紫外线在血

液制品消毒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近期，美

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人员等

利用紫外线与核黄素，对 9 种血浆和 3 种全血制品

进行处理，结果表明处理后的血液样本中检测不

到原有病毒，紫外线对血液制品的消毒效果值得

肯定。日前，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

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

科技日报记者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到，献血人

的全血中可以分离出红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等成

分。其中，红细胞可以用于大量失血的患者，危急

时刻挽救生命；血小板可用于血小板减少症患者；

血浆里提取的免疫球蛋白能用于免疫缺陷综合征

患者、免疫相关血液疾病，还可提供被动免疫及有

效调节免疫缺陷患者的免疫应答，是现在广泛使

用的生物制剂。

由此可见，血液制剂的输注与患者生命安全

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目前已知很多病原体都可

通过血液传播，如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丙肝病

毒等。如果血液中存有病原体，对受血者来说将

后患无穷，甚至威胁生命。

现阶段，减少经输血感染的方法主要包括精

密筛选献血者、血液中病毒标志物检测及采用安

全可靠的技术对血液成分进行病原体灭活等。紫

外线就是在输血安全链条的病原体灭活一环中

“发光发热”。

“光化学法灭活血液制品是近年来的研究热

点。紫外线可使核酸突变，阻碍其复制、转录及蛋

白质的合成，同时产生的自由基可引起氨基酸光

电离，导致细菌和病毒的死亡。”中国生化与分子

生物学会工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会副秘书

长、山东大学药学院研究员臧恒昌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紫外线可根据波长分为长波紫外线（UVA）、

中波紫外线（UVB）、短波紫外线（UVC）三类。其

中，UVC 吸引了很多学者的目光，其用于血液制

品灭活的相关研究频见报道。

“总体来说，UVC 对绝大部分病毒，尤其是无

短波紫外线，无包膜病毒消杀利器
虽然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紫外线就曾用于血

液制品净化，但其灭活血液制品病原体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

研究发现，紫外线照射会使血液中的蛋白质

形成聚合体或裂解成小的蛋白碎片，进而引起其

活性和功能的改变。因此，紫外线灭活相关研究

曾一度停滞。

后来，研究人员尝试在试验前加入蛋白质保

护剂，使血液中的有用蛋白质免受紫外照射，以保

证血液制品品质。目前这种联合方法的研究进行

得如火如荼。

前文提及的最新科学研究就是使用了核黄素

联合紫外线的灭活方法。核黄素还有一个为人熟

知的名字——维生素 B2。以往研究数据显示，二

者联合可以通过不可逆地改变核酸来灭活大部分

的病原体，包括有包膜和无包膜病毒，以及与临床

相关的污染菌。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处理血液制

品后对蛋白质、凝血因子等物质的活性影响很小。

臧恒昌补充道，也有研究发现，在充分优化辐

射剂量和暴露时间的基础上，即使在不加光保护

剂的情况下，利用 UVC 灭活病毒，对血浆蛋白损

伤也不大。

例如，将紫外线灯设计成螺旋形，再令血浆从

紫外线灯外流过。这种特殊的形状设计能够使血

浆样本在压力泵的推动下形成涡流，所受紫外线辐

射均匀，堪称“360 度无死角”，暴露时间也短，无需

添加蛋白质保护剂，既能较好地灭活指定病毒，对

血液成分中的生物活性物质破坏也较小，且消除了

添加剂导致的产品输注后副反应的发生风险。

除了紫外线，血液制品的病毒灭活方法还有

很多，主要有物理法和化学法。臧恒昌告诉记者，

物理法中常用的热处理法有湿热法、干热法、蒸汽

加热法、纳米膜过滤等；化学法中较常用的有低

pH 孵育法、有机溶剂/表面活性剂法（S/D 法）等。

这些方法各有优劣，需要根据不同的血液制品和

临床需求进行选择。

蛋白质保护剂，与紫外线结伴“杀敌”

除了血液制品灭活外，紫外线还广泛用于日

常室内空气、物体表面、水等液体的消毒，就连新

冠病毒也无法逃脱紫外线的“制裁”。《诊疗方案》

显示，新冠病毒对紫外线敏感。

那么，紫外线能够通过直接照射皮肤的方式

进行消毒吗？

“由于紫外线能够穿透细胞使其死亡，因此用

紫外线消毒时要注意不能直接照射到人的皮肤，

尤其是人的眼睛，紫外线杀菌灯点亮时切不可直

视灯管。”臧恒昌表示。

武汉市第四医院眼科医生杨蕾蕾也提示，紫

外线消毒易造成眼角膜上皮坏死脱落。人们即便

不直视紫外线灯源，在开着紫外线灯的房间待久

了，同样有可能“中招”。因此，在使用紫外线灯对

物体进行消毒时，人应当离开现场，使用结束后，

先通风一段时间，再进入房间。

皮肤科医师一直强调防晒的重要性，主要就

是防止阳光中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多位皮肤科

医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皮肤长久

暴露在阳光下，易起皱、老化、红肿、掉皮，甚至会

引发皮肤癌。由此可知，以消毒为目的，使用强度

更高的人工紫外线产品直接照射身体，将会带来

更大危害。

当然，如果科学掌控紫外线的波段和剂量，使

用专门设备，也可让紫外线“摇身一变”，成为治疗

皮肤病的帮手。专家表示，经过多年研究发展，现

今紫外线已逐渐应用于银屑病、白癜风、特应性皮

炎、多形性日光疹等皮肤病的治疗中。未来在科研

人员的探索下，相信紫外线还能进一步扬长避短，

在消毒杀菌、治病救人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直接照射人体消毒？不可行

实习记者 于紫月

联手维生素联手维生素，，紫外线让血液更安全紫外线让血液更安全

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胆管癌，尤其是肝门部

胆管癌，是目前全球消化系统肿瘤研究的热点和难

点。近期，天津医科大学南开临床学院（以下简称

南开医院）王西墨团队，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

医学研究所黄波团队首创的“载药囊泡治疗胆管癌

技术”，为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胆管癌患者提供了

一种新的解决方案。该项目成果刊载在最新一期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医学工程》上。

病 死 率 和 手 术 复 发 率 达
到 50%—70%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胆管癌在消化道肿瘤占

比约 3%，属于罕见病的一种，发病率相对不高，但

恶性程度仅次于胰腺癌，病死率和手术复发率达

到 50%—70%，被视为消化道“癌王”。中国是世界

上胆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且发病率逐年

上升。

但针对胆管癌的治疗难度大、手段有限，治疗

方法对患者危害大，使胆管癌成为临床上难以攻

克的疾病。

在生物学表现上，胆管位于胆汁引流和肝功

能正常运转的关键位置，因为解剖位置特殊和胆

管癌肿瘤组织的“外壳”坚硬，胆管癌尤其是肝门

部胆管癌患者对放化疗均不敏感，一旦失去根治

性手术机会，患者基本面临“无药可医”的局面，从

而导致消瘦、乏力、营养不良、胃肠道梗阻等问题，

生存质量差、生存周期短。而现在癌性胆道梗阻

发病率明显增加，这类病人一旦出现感染，病情更

加凶险。

“临床上目前只能用胰腺癌或消化道肿瘤的

化疗方案对其进行治疗，且疗效不佳，故无法成为

公认的标准治疗方案。”论文第一作者、南开医院

张晖主任介绍，现有专家共识推荐的首选治疗方

案为手术切除，但胆管癌前期症状不明显，当出现

症状就诊时，胆管癌大都进展到中晚期，此时仅有

不到 20%的患者有根治性手术的机会。

新 技 术 调 动“ 免 疫 大 军 ”
杀灭癌细胞

载药囊泡治疗肿瘤技术来源于肿瘤细胞的囊

泡，与微量的化疗药物结合后，将化疗药物富集于

囊泡内，并激活免疫反应，用于恶性肿瘤的治疗。

载药囊泡能够使得胆管癌细胞像吹气球一

样，不断胀大直至爆裂，这种炎症性细胞死亡形

式，被称为细胞焦亡。当载药囊泡到达胆管癌瘤

体上方的胆管腔时，大量的中性粒细胞被募集过

来，进而对胆管癌细胞周围的基质进行破坏，裸露

出一个个的癌细胞。这些癌细胞能够与载药囊泡

接触，进而被杀灭即焦亡。胆管癌细胞的焦亡，还

进一步刺激中性粒细胞，使得后者也对癌细胞进

行攻击，也就是免疫细胞杀伤肿瘤细胞。另外，胆

管癌细胞焦亡时，释放的致炎因子，亦能有效吸引

中性粒细胞。通过多种途径招募的中性粒细胞，

实施了对胆管癌细胞的二次杀伤。

这是一项集生物化疗和免疫治疗为一体的新

型抗肿瘤技术，由于载药囊泡独特的作用机制，即

既有化疗药物的部分作用，又有生物载体的特性，

更动员了机体免疫大军中性粒细胞，并巧妙利用

胆管癌部位极为狭小的空间，最终对梗阻性胆管

癌产生不寻常的疗效。

该技术主要研究者之一王西墨教授表示，随

着后续样本量的扩大和方案的逐步优化升级，未

来有望成为一线的胆管癌治疗方案，改变当前胆

管癌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临床格局。

胆管癌只是载药囊泡治疗肿瘤技术的适应症

之一，据介绍，该技术的产品管线已涵盖恶性胸腔

积液、恶性腹水、肺癌、食管癌等实体瘤及其并发

症。同时，载药囊泡治疗肿瘤技术临床转化进展

迅速，目前已在湖北、河北、安徽、湖南、山东、深

圳、天津等 7 省市获批上市。

阻击胆管癌，载药囊泡将肿瘤细胞“吹爆”
本报记者 陈 曦

包膜病毒具有较好的灭活效果，填补了血液制品

病毒灭活工艺的空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臧

恒昌说。

他举例，当 UVC 照射剂量达到一定数值时，

能有效降低无包膜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数量和

毒力，而要想 UVB 达到相同的效果，则需要将照

射剂量提高 4 倍。

“但是，验证最终灭活效果要看制品是否传播

病毒，需进行临床流行病学的长期观察。”臧恒昌

表示，对灭活效果的考察还应包括灭活工艺的可

靠性、稳定性、易放大性及经济性等，这些尚有待

进一步研究。

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矮小症发病率却呈上升趋势。

在 8 月 18 日儿童生长发育健康日即将来临之际，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小儿内分泌科专家对外透露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矮小症的发

病率高达 3%。

矮小症是指儿童的身高低于同性别、同年龄、同种族儿童平均

身高的 2 个标准差，比如儿童的生长速度 3 岁前小于 7 厘米/年；3

岁到青春期小于 5 厘米/年，青春期小于 6 厘米/年。

专家表示，儿童发育迟缓将导致体格、智力发育迟缓、心血管

疾病等慢性疾病发生率增加，导致未来劳动力损失，给社会和家庭

带来巨大负担。据了解，目前我国 4 岁—15 岁的人群矮小症发病

有 700 万人，但就诊人数只有不到 30 万人。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及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组

长罗小平教授此前向媒体介绍，在矮小症患者中接受正规治疗的

人数只有 3 万人。目前许多家长还缺少对矮小症的正确认识，导

致患儿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儿科内分泌专家许瑞英教授表示，关于孩

子长高的问题，不少家长存在一些错误观念。

经常有人说：“父母高，孩子未来一定高。”对此，许瑞英解释，儿童

身高发育的影响因素中，虽然父母的遗传因素占到 60%—70%，但除

了遗传之外，还有疾病因素，教育因素，生活中的营养、运动、睡眠、心

理以及环境因素，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身高也会存在差异。所以，

父母高，孩子未来不一定高，需要做好身高监测。

有的家长认为：“孩子现在矮，是晚长，二十三还蹿一蹿呢。”许

瑞英说，这种说法不科学。“晚长”，医学上是指体质性青春期发育

延迟，如果青春期前孩子身高落后较大，是否晚长应由专业医生作

出判断，切不可只是等待。

还有家长说：“孩子长得快，现在高，将来一定没问题。”许瑞英

认为，如果通过检查确认孩子骨龄较年龄超前，身高、体重过早地

快速增长，可能就是性早熟的早期表现。早熟的孩子体格提前发

育，儿童期缩短，青春期进程加速，骨骺闭合也会提前。因此，要关

注孩子第二性征的发育情况，看是否出现性早熟。

许瑞英说，科学表明，一般情况下，人的骨骺在十四五岁的时

候就会基本闭合，一旦骨骺闭合，就不可能再长高了。所以，不能

再盲目等待孩子晚长甚至是期待“二十三蹿一蹿”，孩子的生长发

育是不能等的，这是在与骨骺线“抢”身高。

孩子现在高将来一定不矮？

关于身高的这些观念都不对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谢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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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癌是指源于肝外胆管包括肝门区至胆总管
下端的胆管的恶性肿瘤。其病因可能与胆管结石、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疾病有关。临床可采用手术
治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等方法，但预后较差。

胆管癌的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以下因素
有关：

——胆管结石。约1/3的胆管癌患者合并胆
管结石，而5%—10%的胆管结石患者将会发生胆
管癌，说明胆管长时间受结石刺激，上皮发生增
生性改变，可能与胆管癌发生有关。

——华支睾吸虫。在东南亚，吃生鱼感染肝
吸虫者导致胆道感染、胆汁淤滞、胆管周围纤维化
和胆管增生，是导致胆管癌发生的因素之一。

——胆管囊性扩张症。少数胆管囊性扩张
症患者发生癌变。囊肿内结石形成、细菌感染，
特别是由于汇合部发育异常导致胰液反流，是导
致癌变发生的主要原因。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有报道认为原
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是胆管癌癌前病变。

胆管癌病因尚不清楚

相关链接

表皮

真皮

皮下组织

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对人体
皮肤造成伤害。中波紫外线
（UVB）大部分被皮肤表皮吸收，
不能渗入皮肤内部，但会对皮
肤产生强烈的光损伤。被照射
部位皮肤可出现红肿、水泡等
症状，长久照射皮肤会出现红
斑、炎症、皮肤老化，严重者可
引 起 皮 肤 癌 。 长 波 紫 外 线
（UVA）穿透性强，可达到真皮深
处，虽不会引起皮肤急性炎症，
但是导致皮肤老化和严重损害
的原因之一。

视觉中国供图

新华社讯 （记者王秉阳）国家卫健委近日公开发布了《关于全

面推进社区医院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强住院病房建设，合理

设置床位，主要以老年、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为主。

文件提到，社区医院要提高门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

康复等服务，鼓励结合群众需求建设特色科室，有条件的可设立心

理咨询门诊；加强住院病房建设，合理设置床位，主要以老年、康

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为主，鼓励有条件的设置内科、外科、妇科、

儿科等床位，并结合实际开设家庭病床等。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约 2.5 亿，占总

人口的 17.9%。我国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失能率高，患有慢性

病的老年人接近 1.8 亿，失能和部分失能的老年人口超过 4000

万。但长期以来我国社区开展医养结合的依托能力不足。

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军曾经表示，

要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

王建军表示，居家和社区养老问题是最主要的。国家政策支

持和财政投入重点向居家和社区倾斜，在医疗卫生方面，也是重点

发挥城乡医疗卫生机构作用，将医疗卫生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

这次发布的文件要求，一是进一步完善房屋、设备、床位、人员

等资源配备，加强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提档升级。二是

突出重点，提高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康复能力，加强住院

病房建设，强化医疗质量管理，切实保障患者安全。三是加强防治

结合，按要求做好传染病早发现、早报告工作，加强重点人员健康

管理，做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强化传染病防控能力。

文件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社区医院后，仍然承担基本

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其防治结合的功能定位和公益性

质不变，已有的财政补偿水平和优惠政策不降低。

国家卫健委提出

加强社区医院住院病房建设

新华社讯 （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启动一项新倡

议，以帮助全球 13 亿烟民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戒烟。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一倡议将

帮助人们不受限制地获得戒烟所需的资源，如尼古丁替代疗法、来

自数字卫生工作者的建议等。

据世卫组织数据，吸烟每年导致全球 800 万人死亡；有证据显

示，吸烟者比非吸烟者更容易发展成新冠重症病例。谭德塞说，如

果吸烟者需要更多动力来戒掉吸烟这一习惯，目前的新冠大流行

正好提供了合适的动力。

谭德塞表示，世卫组织正处于为该倡议增加更多合作伙伴的

最后阶段，并鼓励制药和科技公司加入这一行动。他表示，世卫组

织将首先在约旦启动该倡议，然后未来几个月在全球推广。

据介绍，这一倡议由世卫组织与联合国非传染性疾病问题机

构间工作组共同领导，旨在将技术产业、制药企业，以及像“卫生适

宜技术组织”和“获取非传染性疾病药物和产品联盟”这样的非政

府组织聚集在一起。

世卫组织启动新倡议

帮助全球烟民戒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