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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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 段 佳 2020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一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鸡尾酒疗法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艾滋病，

日前又一杯意义非凡的“鸡尾酒”被“调”出来——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一种三抗

体“鸡尾酒”，用于治疗成人和儿童的埃博拉病毒感

染，该产品还被批准用于埃博拉病毒检测呈阳性的

母亲所生的新生儿。

埃博拉病毒病是一种罕见且致命的疾病，通

常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暴发疫情。这种病的早

期症状包括发热、疼痛、严重头痛、腹痛、虚弱、腹

泻和呕吐，然后发展为大出血、出血或淤青。目前

埃博拉病毒病的平均致死率约为 50%。在不经药

物干预的情况下，存活率更是低至 10%。可以说，

这款全球首个埃博拉病毒治疗方法，为治愈这种

疾病带来了希望。

“鸡尾酒疗法是一种用了很多年的治疗方式，

原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最早于 1996 年由

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通过三种或三种以

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全国青

联委员、南开大学副教授郭宇介绍，鸡尾酒疗法是

多种药物协同治疗的形象化称呼，其治疗策略就

是把很多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作为一个组合

来对患者进行治疗。就像鸡尾酒一样，由几种药

物混合调配而成。

之所以出现这种策略，是因为细菌、病毒太狡

猾、善变了。“病毒作为传染性病原体，其变异速度非

常快。当病毒被一种药物‘攻击’后，它们会在进化

选择压力下，快速选择出具有耐药性的毒株，这也是

为什么在长期用药后，病毒可能会产生耐药性。”郭

宇介绍，病毒在产生子代病毒的过程中，亲代基因的

转录复制过程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突变，从而可能对

某种药物产生耐药性，如果某种病毒对A药物出现

耐药的概率是1/10-5，对另一种B药物出现耐药的概

率是1/10-4，那么两种药物一起服用，产生耐药的概

率是两者相乘，其结果是耐药概率大幅度下降。

以艾滋病为例，艾滋病的治疗之所以困难，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艾滋病病毒并非一成不变，

在传播和繁殖的过程中它常常发生一些结构和功

能的变化，使得原先可能很有效的药，变得不管用

了，病毒因而可以继续在体内大量繁殖。

通过对艾滋病病毒研究发现，艾滋病病毒属

于逆转录病毒，病毒表面有 gp120 和 gp41 两个表

面蛋白，在病毒感染正常细胞的过程中，是通过两

个表面蛋白把病毒介导进入人体细胞。随后通过

逆转录酶将病毒的核糖核酸（RNA）转录为脱氧

核糖核酸（DNA），完成遗传物质向细胞的传递。

“通过病毒复制的过程，可以看出，抑制病毒在人

体复制的蛋白酶和逆转录酶是抗艾滋病病毒治疗

的两个关键环节。”郭宇说。

但单一用药会导致大量的病毒一边被清除一

边又产生，而且新病毒在复制过程中会产生很多

可以逃避药物治疗的变异株。“针对艾滋病病毒感

染人体的这两个关键的不同环节，设计出的治疗

艾滋病的‘鸡尾酒’就是由两个逆转录酶抑制剂，

加上一个蛋白酶抑制剂或者一个整合酶的抑制剂

组成。”郭宇说，通过联合用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

果，由于鸡尾酒疗法的应用，现在艾滋病已经从几

十年前的不治之症，变成了一个可以通过长期服

药来控制的慢性疾病。

多种药物协同制服狡猾病毒

调一杯调一杯““鸡尾酒鸡尾酒””
对抗善变的埃博拉病毒对抗善变的埃博拉病毒

本报记者 陈 曦

此次 FDA批准的再生元制药公司研制的三抗

体“鸡尾酒”主要针对埃博拉病毒。此前这个公司

还研制了针对新冠病毒的“鸡尾酒”。

“埃博拉病毒和新冠病毒表面都长有刺突

蛋白等表面糖蛋白，它负责帮助病毒识别细胞

表面的受体，与细胞表面受体融合后，帮助病毒

进入宿主细胞内部。”郭宇介绍，病毒表面的刺

突蛋白就像钥匙一样，人体表面细胞的受体就

像是锁眼，用钥匙打开细胞上的锁，病毒才能进

入细胞内部。当外来细菌或病毒侵入人体时，

免 疫 细 胞 会 产 生 一 种 叫 抗 体 的 蛋 白 质 进 行 反

击。抗体可以像橡皮泥一样结合在钥匙的各个

位置，钥匙就无法插入锁眼了，也就无法感染正

常人体细胞了。

此次三抗体“鸡尾酒”所选择的三种抗体虽然

具有相似的结构，但它们可以与埃博拉病毒糖蛋

“鸡尾酒”也不可乱“调”

“相对于 DNA 病毒而言，由于 RNA 不太稳

定，同时 RNA 病毒基因转录复制的机器保真性也

较低，因此 RNA 病毒变异更快，适应环境的能力

也更强，因此使用鸡尾酒疗法治疗 RNA 的病毒，

效果和必要性都会更高一些。可以通过组合的方

式，极大地降低病毒产生耐药突变的概率。”郭宇

进一步解释，因为耐药突变是天然存在的，一个病

毒会产生千千万万个子代病毒。在这个过程中，

子代和亲代在某些基因上会有非常微小的区别，

就像生孩子一样，每个孩子都不会和父母完全一

样，但整体的性质是比较一致的。某个子代病毒

的基因序列就决定了它对某种药物具有了耐药

性。当使用特定药物的时候，就会把其他病毒都

杀死，只有耐药性的子代病毒会继续复制，可以产

生更多的子代病毒，对药物就有了更好的耐药性。

“目前已经应用鸡尾酒治疗的几种病毒基本都

属于 RNA 病毒，比如新冠病毒是正链 RNA 病毒，

埃博拉病毒属于负链 RNA 病毒，艾滋病病毒稍微

有些复杂，属于以 DNA 为中间体的 RNA 病毒，但

总体来讲还是和RNA病毒比较相似。”郭宇介绍。

“与单一药物治疗一样，鸡尾酒疗法也需要关

注联合用药的副作用。”郭宇认为，单一用药会有的

副作用，鸡尾酒疗法也可能会有。几种药物一起使

用，会不会出现副作用叠加的问题，是制药企业在

临床试验阶段密切关注的，并且会及时进行解决。

虽说鸡尾酒疗法优点很多，但是目前能应用

这种疗法的疾病寥寥无几。对此郭宇解释说：“要

想‘调’出一杯好的‘鸡尾酒’，就必须研制出很多

种‘酒’。比如目前治疗艾滋病的小分子药物就有

二三十种，需要从其中选择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

进行组合，否则就会产生相似的耐药性。研究新

药的成本非常高，想找到多个适合彼此配对组成

‘鸡尾酒’的不同作用机制药物，成本就更高了，因

此目前应用鸡尾酒疗法的疾病并不多。”

能应用这种疗法的疾病寥寥无几

今年的 10 月 28 日，是中国第 21 个男性健康日。全国 12 家权

威男科专业学术组织联合发起了以“护佑男性健康，共筑健康中

国”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为什么要设立“男性健康日”？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副主

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男科主任毕焕洲教授介绍，世界

卫生组织发布的男性不育症诊断标准中的精液正常参考值，近 20

年来一降再降。精液参考值的走低，标志着调查样本生殖能力普

遍下降。护佑男性健康，尤其是护佑男性生殖健康迫在眉睫。毕

焕洲指出，现代生活方式与环境变化是男性的生殖能力严重“打

折”的重要因素。毕焕洲认为，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积极面对现

代环境变化，对男性健康至关重要。

现代人对电子产品过度依赖，而电子产品的不正确使用会

使电磁波过度暴露。毕焕洲指出，电磁辐射已成为现代社会新

的隐形杀手，成为继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后的第四大污

染。而对于人体，电磁辐射最易攻击的“靶子”是睾丸。流行病

学研究显示，电磁辐射的职业和生活暴露，可严重影响男性生殖

功能。毕焕洲强调说，持续而过量的电磁辐射易伤及睾丸，引发

男性性功能与生殖功能障碍。移动电话的微波辐射可对使用者

精子的 DNA 造成过氧化损伤，加速精子凋亡。微波不仅降低精

子活率，破坏生殖能力，还能诱发癌症。电磁辐射还会使男性雄

激素水平每况愈下，扰乱男性性功能，带来与雄激素相关重要器

官的疾病，甚至折损寿命。

与此同时，疲劳、虚弱、困顿与心理压力，对男性性与生殖健康

的冲击不可小觑。毕焕洲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当今青年男性血睾

酮水平普遍偏低，性功能障碍发病率在增高。

还有一个严峻的现实必须给予重视，那就是餐食的外卖。毕

焕洲认为，外卖的食品本身没毛病，症结在于包装材料——塑料的

过度应用，塑料中环境雌激素污染了餐食，伤害了健康。

毕焕洲指出，环境雌激素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已

经发现的至少有 300余种。对于人体，环境雌激素最易攻击的“靶

子”是精子。环境雌激素加速内分泌系统失调，进而干扰生殖和发

育。环境雌激素正在使雄性的精子减少，雄性退化，乃至使雄性不

育高发。如果雄性胎儿长期暴露在环境雌激素之中，到成年后，其

精子形成就会受到削弱；出生后发育期雄性长期暴露在环境雌激

素中，生殖系统也会出现异常；成年雄性长期暴露在环境雌激素

中，不仅自身生殖功能受波及，而且还增加了后代对环境雌激素的

敏感性，出现了跨代和多代效应。

男性生殖能力“打折”

生活方式与环境变化是主因

通讯员 衣晓峰 本报记者 李丽云

10 月下旬，一名中年男性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

诊，他白天常常感到很累，总是想睡觉，记忆力也越来越差，怀疑自

己得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妻子也很疑惑，丈夫明明晚上睡得很

香，打鼾像打雷一样，为什么白天还总是想睡觉？门诊医生为患者

进行睡眠呼吸监测检查后发现，其患有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

10月 30日，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段立晖向记

者介绍，OSAHS 是一种以睡眠打鼾并伴有呼吸暂停、低通气和日

间思睡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睡眠呼吸疾病。目前，医生诊断 OSAHS

主要依靠多导睡眠监测和便携式睡眠呼吸监测仪，评估呼吸暂停

低通气指数等指标，并且可以对 OSAHS 的严重程度进行区分。

OSAHS 并不少见，每 100 人中平均有 3 至 7 人患有 OSAHS。尽管

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肥胖、年龄、上气道解剖异常、吸烟史、家

族患病史已被证实是引起 OSAHS的主要危险因素。

段立晖表示，OSAHS 对人体的危害有很多，可能引起全身多

系统、多器官损害。在心血管系统方面, OSAHS长期发展可能引

起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在呼吸系统方面, 可能会导致呼吸

衰竭，并且加重哮喘的症状；在神经系统方面，OSAHS可能会损害

认知功能，并引发脑血管疾病等；在内分泌系统方面，可能引起血

糖、脂质代谢紊乱、代谢综合征；在泌尿生殖系统方面，OSAHS 则

可能导致遗尿、夜尿次数增多等表现。

“总而言之，OSAHS 是一个病因复杂、危害多样的疾病，不容

忽视，人们应该对打鼾、呼吸暂停等现象保持足够的警惕。”段立晖

说，如果患者患有上述症状，需要及时就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对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进行多方面干预，实施多学科、个体化的联

合 治 疗 ，包 括 病 因 治 疗 、减 重 、侧 卧 位 呼 吸 等,对 部 分 中 重 度

OSAHS或症状明显的患者可采用无创气道正压通气的治疗方法。

白日思睡夜晚鼾声如雷

这是种病且危害不小

通讯员 陈 聪 史兆春 陆 瑶 本报记者 金 凤

白上位置不同的、不重叠的抗原结合。它们可通

过招募其他免疫细胞以感染细胞为目标来中和病

毒，使病毒无法产生危害。

郭宇解释说，“鸡尾酒”可不能乱“调”，这三种

抗体的组合应该是非竞争关系，否则就是单一效

果。就像三块橡皮泥分别粘在钥匙的 A 点、B 点、

C 点，那么就形成“三保险”阻止钥匙开锁。但如

果三块橡皮泥都去竞争一个点，那么实际上就只

有一个点发挥了阻止钥匙开锁的作用。

“我们使用鸡尾酒疗法就是要发挥 1+1>2 的

作用，如果不同抗体都结合在同一位点，那就失去

了这种效果。”郭宇说。

鸡尾酒疗法是多种药物协同治疗的形象化称

呼，其治疗策略就是把很多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

作为一个组合来对患者进行治疗。就像鸡尾酒一

样，由几种药物混合调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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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冻症、“玻璃人（血友病）”“木偶人（多发性

硬化）”……罕见病由于临床上病例少、经验少，导

致高误诊、高漏诊、用药难等问题，往往被称为“医

学的孤儿”。世界卫生组织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

人数占总人口 0.065%到 0.1%之间的疾病或病变。

目前国际确认的罕见病约有 7000 种，我国有 2000

多万罕见病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超 20万。

罕见病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是否能够探索出

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在日前举行的 2020年中国

罕见病大会上，有关专家给出了答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隋宾艳介绍，罕见病中约有 80%是遗传缺陷所

导致的。每个人身上约有 5 至 10 个基因缺陷，一

旦父母双方拥有了相同的基因缺陷，就可能生下

罹患罕见病的孩子。虽然这种概率只有万分之一

甚至更低，但是对于遇到的家庭和患者来说，这就

是 100%的概率。

“与此同时，罕见病普遍具有遗传性、儿童期

起病、病情严重等特点，流行病学数据缺乏，诊断

治疗手段有限，从确诊到治疗难度大，误诊漏诊率

高。”隋宾艳说，罕见病离你我并不遥远，只要有生

命的传承就有罕见病发病的可能，关注罕见病就

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如何推进罕见病防治工作、提升罕见病患者

的生存质量？隋宾艳说，我们对推进罕见病防治

有 4 个方面的倡议：早诊早治、社会支持、激励研

发、医疗保障。

隋宾艳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是罕见病防治

的最佳途径。此外，罕见病给患者及家庭造成的

身心痛苦巨大，急需社会给予生活、医疗、心理等

方面的支持，为罕见病患者入学、就业等提供帮

助。

在药物研发和医疗保障方面，隋宾艳说，社会

应支持政府制定特殊的罕见病药物激励政策，来

促进更多的罕见病患者获得有效治疗方法。同时

业界和有关方面也应形成合力，使罕见病患者获

得可持续性的医疗保障。

2019 年建立的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为我

国罕见病诊疗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北京协和医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抒扬说，全国罕见病诊疗协

作网使罕见病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制度得以落地，

多个病种在全国形成了协作组、研究队列，同时构

建了中文的罕见病知识库和辅助开发工具，让更

多患者实现早期诊断，也让更多医生有范本可读、

有指南可遵循。

目前，在众多罕见病中，只有不到 10%的疾病

有治疗药物，如戈谢病、庞贝病等,大多数罕见病

都处于无药可医的状态。隋宾艳指出，单从药物

研发角度来讲，罕见病患者基数少、市场容量小、

商业投资回报低，导致医药企业在罕见病药物研

发方面动力不足。

2019 年 2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加

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事关亿万群众福

祉。

推进罕见病防治，有关部委在行动。国家卫

健委主任马晓伟说，国家卫健委会同相关部门印

发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明确了我国罕见病的概

念和病种范围，划定了管理范畴；组建全国罕见病

诊疗协作网，建立了协作网内罕见病双向转诊、远

程会诊制度；开展罕见病病例直报、发布罕见病诊

疗指南并持续开展培训，为提升我国罕见病诊疗

能力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措施保障。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介绍，在通过

政策引导企业研发罕见病药物方面，有关部门印

发了蛋白类等生物药物与疫苗重大创新发展工程

实施方案和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均将罕见病

药物列为重点支持对象。此外，还将罕见病药物

列为重点监测和保障供应对象，将罕见病药物产

业化项目纳入产业转型和技术改造专项支持范

围，将临床急需的罕见病药品纳入工程化攻关重

点任务。下一步，工信部将在调动科研机构和生

产企业开发罕见病药物的积极性，以及与多方联

动研究制定罕见病药物的激励政策等方面开展更

多工作。

超九成罕见病无药可治

“医学的孤儿”呼唤全方位医疗措施
新华社记者 陈 聪 赵丹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9 月 2 日发布第二届罕

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名单。相比首届名

单，这一届国家级罕见病专委会规模扩大近一倍，

专家诊疗力量更加强大，罕见病防治工作将有望

得到进一步推进。

专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中国医院协会副

会长李林康说，专委会将在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下，

研究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罕见病定义和罕见病目

录调整建议，组织制定更新罕见病防治有关技术规

范和临床路径，对罕见病的预防、筛查、诊疗、用药、

康复及保障等工作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抒扬说，推

进罕见病防治工作，需要从完善保障制度、织密诊

疗协作网、提高罕见病认知等多个方面着手，用实

际行动关爱罕见病患者。

记者了解到，第二届专委会共 40人，涵盖的专

业领域更广：包括罕见病诊疗领域 20人，药品经济

和药品保障领域 6 人，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领域 7

人，医学伦理和医学遗传领域 3 人，以及卫生政策

和卫生经济学领域 4人。李林康表示，专家专业领

域涵盖从罕见病防治前端的医学遗传到后端的社

会保障，及医学伦理等各方面，标志着我国罕见病

防治体系不断向纵深拓展。

“更多专家的加入对于推动罕见病的多学科

会诊和远程会诊、双向转诊有很大作用。”李林康

说，专委会的新变化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罕见病防

治的管理工作，提升罕见病定义、诊疗和用药的规

范化，完善对罕见病群体的保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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