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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中国的 ECMO 尽快走

向市场，需要“死磕”离心泵、膜

肺氧合器等关键核心部件的结

构设计和材料研发，培育市场

和科研人才，而救治团队的能

力和经验，也需与之匹配。

自闭症的发生可能是在

基因易感的基础上，在人

1—3 岁免疫建立的关键时

期，由环境因素引起免疫紊

乱和肠道微生态失衡，改变

了胃肠道和血脑屏障的通透

性，导致慢性的中枢神经系

统炎症，从而影响神经形成、

迁移及突触的建造。

尤欣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

现代医疗技术的助攻，正让生命变得越来越

顽强。

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俗称“人工肺”

的 ECMO 替代人的心肺功能，在体外进行呼吸循

环支持，为患者赢得救治时间，被称作“救命神器”。

ECMO 是一种医疗急救设备，是目前心肺功

能衰竭患者最核心的支持手段，它通过将人体内

的静脉血引出体外，经过特殊材质的人工心肺旁

路氧合后，再注入病人动脉或静脉系统，为重症心

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氧气供应，同时排出

废气，以维持患者生命。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ECMO 屡建奇

功，成为重症肺炎患者的“救命稻草”。

2020 年 1 月 22 日，武汉中南大学启用 ECMO

成功救治了湖北首例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同一

天，国家卫健委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三版），正式将 ECMO 纳入其中，

同时它还出现在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推荐的疫情防

治所需设备清单里。

不过，目前 ECMO 在国内的使用例数并不

多，费用昂贵、使用门槛高等原因，将患者挡在了

门外。根据华西证券的报告显示，国内 ECMO 的

均价为 165 万元/台，而移动 ECMO 则需要约 300

万元/台。

更高的门槛是对医疗团队能力的要求。“抢救

一个患者，至少需要 4 人默契合作，其中 2 个医生

为患者插管，建立其与 ECMO 的连接。还有一个

体外循环师，要将 ECMO 的管道预充好，另一个

护士要及时递送医疗器械，配合医生抢救。如果

患者出现并发症或者感染，还需要多科室的医生

合作，例如感染科、外科、麻醉科、胸外科、脑外科、

肾脏外科等，所以对医院的综合实力是一个考

验。”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教授陈旭

锋说。他是驰援武汉并坚守到最后的国家专家

督导组成员之一，曾带领团队在武汉用 ECMO

先后救治了近 10 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在前不久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发展高端医疗设备，促进临床急需境

外已上市新药和医疗器械尽快在境内上市，成为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ECMO 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这一年来，国内多家科研团队正

在尝试对 ECMO 关键核心部件进行攻关，我们

也在申请参与 ECMO 的临床验证，希望能尽快

实现 ECMO 的国产化。”陈旭锋说。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屡建奇功

ECMO 的基本结构包括血管内插管、连接管、

离心泵、膜肺氧合器、供氧管、监测系统等。

多位专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要让中国的 ECMO 尽快走向市场，需要“死磕”离

心泵、膜肺氧合器等关键核心部件的结构设计和

材料研发，培育市场和科研人才，而救治团队的能

力和经验，也需与之匹配。

对于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山东省磁

国产ECMO开启“破冰”之旅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企业对国

产 ECMO 的研发进程。江苏一家国产医疗器械

公司的工程负责人苏谨（化名）介绍：“目前国内在

ECMO 设备的小型化设计中做得比较成功，但从

系统角度看很多部件都面临不少技术难点，例如

离心泵的叶轮形状、驱动方式等；又如氧合器的结

构设计既需要确保氧合与变温的效率，又要避免

过大的压力损失等，如果效率不够，血液便不能得

到充分的氧合。”

苏谨表示，ECMO 等高端医疗设备所需的部

分芯片，目前全球只有个别国外公司可以生产，它

们的产品可以将生理测量值精准地转化成数值，

如果想达到它们的技术实力，远非一朝一夕。

“要研发临床高端医疗器械，需要花足够多的

钱，用足够长的时间，有足够大的市场去培育行业

企业和人才。”苏谨认为，鼓励国产高端医疗设备

的原始创新，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政策支持，同时

应该鼓励国内医疗机构积极试用国产创新产品，

使产品在迭代中不断完善性能。

让更多的人才在 ECMO 国产化过程中成长，

是陈旭锋团队正在尝试的路径。新冠肺炎疫情平

稳后，江苏省人民医院面向医务人员开设的 EC-

MO 全国培训班场场爆满，两个月后的场次也早

被提前预定，班级人数不得不扩容。“疫情平稳后，

很多医院都想开展 ECMO 治疗，但 ECMO 现在还

难以普及，国外也只是在大型医院投入使用。我

们培训的目的，一是希望能让有条件的医院开展

ECMO 治疗，必要时我们可以提供远程技术支

持。二是医疗条件难以支撑全程救治的医院，可

以在危急时，先为患者使用 ECMO，再将其转运到

大医院，这样能让患者有机会使用最顶尖的技术，

让他们获得更多救治机会。”陈旭锋说。

鼓励高端医疗设备的原始创新

悬浮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ECMO 项目团

队负责人刘淑琴来说，国产 ECMO 的“破冰”之

旅，从离心泵开始。

去年 3月，刘淑琴的团队宣布研发出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磁悬浮离心泵。7个月之后，他们与齐

鲁医院的医生合作，将团队研发的 ECMO 应用在

一只心脏停跳了两三分钟的羊身上，约 5 分钟后，

心电图显示，羊的心脏重新恢复跳动。

“离心泵以前多为机械轴承驱动，而磁悬浮

技术可以减少血细胞的损坏，让血液在 ECMO

中流动起来，减少血栓。”刘淑琴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他们已先后完成了原理样机、试验样机的研

制，目前正与公司合作，尝试将试验样机组装成

整机设备。

刘淑琴介绍，其团队设计的整机设备特别是

控制部分，包括压力流量、机器转速的调节以及报

警功能，能够提高设备的智能化水平，使设计更人

性化且便于操作。

近年来与 ECMO 的“死磕”，也让刘淑琴逐渐

触摸到 ECMO的技术壁垒。

“ECMO 中膜肺氧合器的寿命取决于原材料，

目前主流的材料是 3M 公司生产的长效氧压膜。

但即使是使用最尖端的材料，由于加工工艺不同、

结构设计不同，制造出来的膜肺氧合器，使用寿命

也不同，例如迈柯唯的膜肺氧合器使用 30 天也没

有问题，但有的品牌的膜肺氧合器使用寿命却只

有 3天。去年开始，我们也尝试研发膜肺氧合器。”

刘淑琴介绍，膜肺氧合器结构复杂，要同时让血

液、氧气、温水协调流动，各自运行不相互折损，这

涉及材料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机械电子等多

学科的交叉融合。

而作为应用于急救的高端医疗设备，ECMO

力求的精准、稳定，也为研发设计带来不小挑战，

“例如体外循环时，不能让血液中混入气泡，一旦

有气泡，监测的传感器需要及时报警，但目前国内

还很难生产出这类精密的传感器。”刘淑琴说。

人工肺加速国产化人工肺加速国产化
让让““救命稻草救命稻草””不再是不再是““奢侈品奢侈品””

◎本报记者 金 凤

关注人工器官发展②

《美国自闭症 2020 年报告》显示，根据 2016

年的数据，每 54 名美国儿童中就会有一人患有

自闭症。

中国自闭症群体多达 1100 万人，其中自闭症

儿童有 200多万，而倒退型自闭症是其中一种特殊

的儿童自闭症。

一类特殊的儿童自闭症

相比先天性的自闭症患儿，倒退型自闭症患

儿出生时一切正常，但在 3—4 岁（最晚不会超过

10 岁）时，这些孩子会突然出现交流障碍、情绪焦

躁等问题。目前，倒退型自闭症的病因尚不清楚，

但发病率却越来越高。

研究发现，倒退型自闭症的发作大多是突然

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孩子们的语言交流、玩耍运

动和情绪发展并没有什么异常。

最典型的现象是，孩子开始还能够用两三个

单词交流，后来可能会完全停止说话。同时，还有

可能出现社交和情感问题，比如以前很高兴被拥

抱，而现在则厌恶身体接触，甚至还有一些孩子会

产生幻觉。

小宇就是一名倒退型自闭症患儿，他的母亲告

诉记者，孩子出生后头两年基本正常，能说会唱，但

是到了3岁时“一天比一天不爱说话，后来就什么话

也不说，还会咬人、敲脑袋，情绪特别不好。”

病因或为免疫因子影响神经系统

专家认为，自闭症不只是一种心理问题，更是

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自闭症至今病因不明，而

倒退型自闭症患儿发病前后判若两人，更是让临

床医生感到十分棘手。

目前，科学家对倒退型自闭症的成因，大多倾向

于后天因素，即孩子受出生后所生存的环境影响。

人脑拥有上千亿个神经元，这些不断发出电

信号的神经元组成密密麻麻的网络。大脑神经元

之间的信号传递主要靠突触连接。许多自闭症孩

子的神经突触异常，造成他们听觉、触觉、嗅觉以

及情感、认知障碍。“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是大脑

和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由于患儿免疫系统

紊乱，参与神经发育的大脑免疫细胞也易于出现

紊乱，从而影响到神经系统发育，造成突触连接异

常。”南京医科大学教授高原青说。

其实，这种异常不仅可能源自患儿本身，也有

可能来自母体。一项在丹麦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自闭症的发生与孕期感染有关: 当孕妇在

孕期感染风疹，影响到免疫系统，最终就会导致

8%—13%的婴儿在出生后患上自闭症。

新发病机制假说有助干预治疗

“2006 年，我在临床中发现，伴有哮喘的自闭

症孩子在治疗哮喘的同时，自闭症也有所好转，有

不少孩子已经能够正常地上学了。”中日友好医院

儿科主任医师许鹏飞认为，食物过敏、哮喘和自闭

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尤欣介绍，大

多数自闭症患儿（有研究报道称高达 90%）并发消

化道症状。对此，尤欣提出一个新的自闭症发病

机制假说：自闭症的发生可能是在基因易感的基

础上，在人 1—3岁免疫建立的关键时期，由环境因

素引起免疫紊乱和肠道微生态失衡，改变了胃肠

道和血脑屏障（它就像一层紧密的薄膜，可以阻止

许多血液中的危险因子进入大脑）的通透性，从而

导致慢性的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影响了神经的形

成、迁移及突触的建造。

东南大学副教授周东蕊通过动物实验发现，

改善肠道微生物环境，对免疫系统影响极大。肠

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肠黏膜中有许多免

疫细胞，比如 B 细胞、T 细胞、DC 细胞等。“它们常

常需要在肠道微生物或其代谢物的激活下，才会

正常工作。”周东蕊说，肠道微生态发生失衡后，多

种免疫细胞可能得不到刺激，这将导致机体免疫

失衡。

在研究中周东蕊发现，环境清洁度对肠道微

生态有较大影响。为了进一步研究是哪些环境因

素影响了肠道微生物，她将环境中大量的微生物

分离出来，对小鼠进行干预。结果发现，单纯的增

加环境微生物对小鼠肠道微生态影响较小，而喂

食灭菌土的小鼠免疫力明显高于对照组。

“所以我们认为，土壤是多种益生菌赖以生存

的物质基础。”周东蕊说。她带领研究小组与许鹏

飞合作，用传统中药“伏龙肝”（灶心土）与其他中

药配伍，近 3年对 1000多例病人进行干预，对倒退

型自闭症、过敏性鼻炎、哮喘、湿疹、荨麻疹都取得

较好的临床效果。

自闭症代表了一大类特殊疾病，对它的深入

研究开启了“肠脑轴”的医学新时代。周东蕊表

示，目前的工作还在不断的探索中，但是她坚信，

倒退型自闭症是可以干预的。

孩子三四岁前还好好的，但突然就不会说话了

这种特殊的自闭症到底病根在哪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技大学获悉，该校微

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和生医部教授吴缅、刘连新和哈尔滨

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教授张清媛合作，在肿瘤细胞调控糖酵解和线

粒体呼吸代谢平衡机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3 月 27 日，国际著名

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发表了他们的研究论文。

无氧糖酵解和有氧线粒体呼吸是细胞中提供能量的两大主要

方式，早年的研究发现: 肿瘤细胞即使在有氧环境下也倾向于利

用糖酵解来获得能量，这一现象被称之为“瓦博格效应”。肿瘤细

胞利用糖酵解，一方面通过从微环境中摄取大量葡萄糖来满足其

快速增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由线粒体呼吸产生有害物质

活性氧类（ROS）。由于肿瘤细胞对谷氨酰胺需求量大,肿瘤环境

中常常呈现谷氨酰胺缺失,为了保证肿瘤自身的存活,肿瘤会对自

身的代谢进行所谓的重编程。在缺乏谷氨酰胺的条件下，细胞质

中糖酵解和线粒体中呼吸链代谢如何调整和取得平衡的机制和过

程迄今仍不十分清楚。

而吴缅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谷氨酰胺缺失的应激条件下，

GCN2-ATF4轴转录上调内质网应激蛋白 DDIT3，而 DDIT3会进

入细胞核作为转录因子负调控果糖-2,6-二磷酸酶（TIGAR），从

而促进糖酵解，以保证在谷氨酰胺缺失时，提供足够的三磷酸腺苷

（ATP）使肿瘤很好地存活；另一方面，DDIT3 通过进入线粒体而

借助线粒体中的水解酶 LONP1 降解电子传递链蛋白 COQ9 及

COX4，抑制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减少产生过多的 ROS 对细胞造

成损伤。DDIT3 通过这样的双重机制既保证了由糖酵解产生足

够的能量，又避免了过多的由线粒体呼吸产生的 ROS，确保肿瘤

有效地克服了谷氨酰胺缺失给细胞带来的不利影响。裸鼠成瘤实

验表明，在谷氨酰胺缺失饲料喂养下, DDIT3 敲除的荷瘤生长能

够被明显地抑制，提示 DDIT3具有促癌功能。

我科学家揭示肿瘤细胞

对两大供能方式的调控机制

记者 4月 5日从宁夏科技厅获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手足踝

外科团队联手宁夏医学 3D 打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应用 3D 打印

技术为一名脚掌被机器锯断并面临截肢的年轻人重塑新足跟，成

功为他保住了右脚。

这名 23 岁的患者在一家工厂工作，2020 年 7 月 16 日，他在维

修设备时机器突然失灵，毫无防备中右脚被机器锯断，半只脚完全

离断。当地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是从小腿处截肢。他来到宁夏医

科大学总医院手足踝外科咨询后得知，断肢再植必须伤后 6—8个

小时内完成，但他已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不过仔细询问后他得

知，虽然无法断足再植，但可以通过 3D打印技术进行手术，不但不

用截肢，还可以恢复脚的外观和正常行走功能。

该院手足踝外科主任陆志东带领团队决定分两次手术保留患

者肢体。第一次手术的重点是重建皮肤，用骨水泥技术暂时重建

足跟外形，形成一个占位器；第二次手术则是把用于占位的骨水泥

取出来，换成患者自己的骨头，即从小腿处和胯部分别取一小部分

带血管的腓骨和髂骨移植到足部缺损的地方，重建足跟。

为了保证手术的精准和高效，该院手足踝外科联合宁夏医学

3D 打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起设计攻关。该中心获取了患者的

CT 影像数据，在电脑上重建了患者的三维骨结构模型，还设计出

3D 打印导板，让手术中的截骨和血管吻合等操作更加精准，缩短

手术时间。目前，患者右脚外形已经恢复，预计半年到一年后就能

下地走路。

据悉，宁夏医学 3D打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宁夏科技厅 2020

年5月正式批复成立的自治区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宁夏医科

大学总医院建设，利用计算机数字技术辅助手术规划，将3D打印技

术应用到临床中，以实现更加精准的诊断和治疗。目前，3D打印技

术除了应用于骨科，在肝胆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心血管外科、

口腔外科、干细胞研究等多个医学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而成立于今年1月1日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手足踝外科，自成

立3个月来已完成各类手术近400台，为宁夏及周边患者带来福音。

3D打印助力手术精准高效

新华社讯（记者吴晓颖 袁秋岳）记者4月2日从在成都召开的全

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暨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现场会上获

悉，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全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由2018年的53.6%下降到2019年底的50.2%。

针对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近视低龄化等问题，为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2018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为应对疫情影响，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教育部研制

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2021—2025 年）工作方案（征

求意见稿）》，提出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强

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落实视力健康监

测、改善学生视觉环境、提升专业指导和矫正质量、加强视力健康

教育等 8项措施。

比如在落实视力健康监测方面，要求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

康监测数据库，每年开展全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动态监测，努力实现

县（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监测全覆盖。做到早监测、早发现、早预

警，0-6 岁儿童每年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 90%以上。认真

开展中小学生视力筛查，对视力异常或可疑眼病的，提供个性化、

针对性强的防控方案。

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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