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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肝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据估

计，全国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正受到包括乙肝、肝

硬化、肝癌等肝脏疾病的困扰。但早期肝硬化诊

断手段的缺乏，一直是临床上的痛点。如今，基于

瞬时弹性成像技术的肝纤维化无创检测的出现，

正在改变这一现状。

这种肝纤维化无创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在临

床上有何优势？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

相关专家。

肝硬化的现代定义是各种慢性肝病所导致的

重度弥漫性肝纤维化、伴再生结节形成，导致肝小

叶结构包括微血管结构发生扭曲变形。临床上，

各种原因的慢性肝病都可以导致肝纤维化，而肝

纤维化的末期就是肝硬化。

长期以来，肝穿刺活检被认为是评估肝纤维

化的“金标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医师王东表示，肝穿刺活检就是通过穿刺技术，利

用 B 超、CT 的定位和引导获取肝脏标本，然后通

过病理组织学、免疫组化等染色检查来了解组织

的病理变化。

“但肝穿刺活检是一项有创检查，可能造成邻

近脏器损伤、大出血、感染等并发症的风险，检查

成本较高且可重复性差。另外，肝穿病理结果判

读易受病理学医师主观影响，所以，肝穿刺活检术

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受限，基层的医院可能没有完

成肝穿刺活检的能力及条件。”北京友谊医院肝病

中心主任医师欧晓娟表示。

临床医生尝试通过血清标志物和血清学指标

的模型实现肝纤维化的无创诊断，但实践中发现

这些检测方法缺乏特异性，不能直接反映肝纤维

化和肝硬化。B 超这一传统影像检查方法主要用

于评估重度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并依赖医师的主

观判断，在诊断早期肝纤维化方面的临床实用性

不佳。

如何实现早期肝纤维化的无创、准确及快速

诊断，成为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

迫切。

为实现慢性肝病的早诊断，国内外学者和研

发机构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以期早日替代肝穿

刺活检、血清检测等存在较明显弊端的传统诊断

方法。

弹性成像技术加速了这一步伐。美国德克

萨斯大学医学院教授乔纳森·奥菲尔在全球率先

提出弹性成像技术理念，以此为指导，瞬时弹性

成像技术被研发并应用于肝脏弹性值的无创定

量检测。

“正常人的肝是柔软的，如果发生肝纤维化、

肝硬化，肝脏就会产生纤维组织，随着疾病进展，

纤维组织增多，肝脏组织也会变得很硬。”欧晓娟

瞬时弹性成像技术被引入肝纤维化诊断
由北京友谊医院、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等联合研发的“基于弹性检测设备的健康状况分析

方法及系统”近日获得北京市发明专利奖二等奖。

除了这一系统外，2012年，海斯凯尔医学技术

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研发的影像引导的肝纤维

化无创检测系统 FibroTouch 系列产品，也获得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填补了我国在

瞬时弹性成像技术和肝纤维化无创检测设备领域

的空白。

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邵

金华博士介绍，FibroTouch 通过二维影像引导，

能使检测探头避开大血管、囊肿和结节，选择最

佳的肝脏组织部位检测，定位精准。同时，它采

用动态宽频探头，有效降低了皮下脂肪导致的

信号衰减。此外，它在使用中无需更换探头，适

用于儿童、普通人群和肥胖人群等不同类型的

患者。

2014 年 4 月，亚太肝病协会主席、北京友谊医

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团队将 FibroTouch和法国

Echosens 公司研发的 FibroScan 进行了对比研究，

比较二者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纤维化评估效果

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二者检测肝脏纤维化程度

的一致性较好，并且国产技术检测成功率略高于

后者。

肝纤维化无创检测技术的临床应用节省了患

者住院时间和医疗费用。欧晓娟解释：“如果是做

肝穿刺活检，患者需要住院，检查时需要局部麻

醉，肝脏病理报告通常一个星期才能拿到检查结

果，而肝脏弹性检测的结果便捷高效，测完后即可

得到结果。”

与肝穿刺活检的有创检查相比，基于瞬时弹

性成像技术的肝纤维化诊断属于无创检测，更容

易得到患者认可，也降低了基层医院使用该技术

的门槛，提高了我国早期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筛查

率。据邵金华介绍，FibroTouch 系列产品中有大

约一半的产品被应用于基层医院，在价格优惠性、

产品可及性等方面较为优越。

围绕临床需求不断更新，拓展了国产肝纤维

无创检测系统的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欧晓娟

介绍，国内一些大型体检机构已把肝脏弹性检测

项目纳入体检项目，甚至有些医院的传染病科、

内分泌科也引入了相关设备。据邵金华透露，目

前，国产肝纤维化无创检测系统在全国市场上占

有率约为 70%。

国产设备占国内市场份额约70%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 FibroTouch 在内的基于

瞬时弹性成像技术的肝纤维化无创检测系统不能

完全替代肝穿刺活检。

欧晓娟告诉记者，肝穿刺活检能帮助医生直

接“看到”肝脏组织纤维化及肝硬化的改变，同时

也能反映肝细胞的损伤及炎症程度。对肝功能异

常原因不明的患者，以及慢性肝炎的分级、肝脏肉

芽肿病、结核等疾病的诊断仍然需要使用肝穿刺

活检。

专家表示，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的肝纤维

化无创检测系统还需继续优化，才能在未来使肝

脏问题的无创检测得到真正普及。

欧晓娟称，基于弹性检测设备的健康状况分

析方法及系统将与远程医疗和大数据密切结合。

“不管患者身处何方，只要使用这项系统做肝脏检

查，相关数据都将上传至同一个云端，医生可通过

这些数据对患者的病情、疗效做出基本评估并提

供相应指导意见。”

目前，北京、贵州、天津等地多家医疗机构已

经使用了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的肝纤维化无创

检测系统。同时，专家以理论授课、操作演示相结

合的方式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了医护人员

对肝纤维化无创检测的认知度和知晓率，提高了

慢性肝病肝纤维化的规范化诊治。

无创检测还需改进才能真正普及

◎实习记者 代小佩

◎新华社记者 陈席元 徐鹏航

与肝穿刺活检的有创检查相比，基于瞬时弹性成像

技术的肝纤维化诊断属于无创检测，更容易得到患者认

可，也降低了基层医院使用该技术的门槛，提高了我国早

期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筛查率。

邵金华
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通讯员 姜 晨 本报记者 金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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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一步提升原料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怎样推动国内领

先、国际一流的生命健康科创高地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中国药科大学进行了探索，近日共同发

起成立了浙江省原料药安全研究中心。

据悉，浙江省原料药安全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提升原料药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破解原料药“卡脖子”环节，开展原料药政策研

究、产业分析、杂质检测、标准制定、技术创新、项目合作等，助力原

料药回归、上下游产业链合作、质量标准提升、科技和产业创新等。

原料药是生产各类制剂的原始物料，是制剂中的有效成分。

原料药制造是保障药品供应、满足人民用药需求的基础。

据权威机构统计，2018 年全球原料药市场规模为 1657 亿美

元，2024年将达到 2367亿美元。

德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指出，浙江是我国

医药大省、原料药生产出口强省。然而，总体来看，原料药创新体

系还不完善，产品多以技术含量较低的大宗产品为主，高附加值原

料药的生产能力不强，部分高端原料药甚至依赖进口。

“从世界大变局看，中国不可能放弃原料药，并且必须要进一

步发展。药物攸关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基本技术和产品必须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里。百年变局之下，原料药企业唯有提升竞争力，创

新、创新再创新，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同质价

廉’，才能在国际市场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通过建设高水平、

综合性的研究中心，可实现技术、政策、人才等资源与产业的深度

融合，支撑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茂德表示。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润龙表示，成立原料

药安全研究中心既是助力生命健康产业强链补链的重要举措，又

是补齐原料药产业发展短板的现实要求，更是深耕国际竞争优势

的迫切需求。

“我们将进一步拓宽合作范围和研究领域，逐步邀请其他高

校、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园区等参与原料药安全研究中心建设，

集政策研究、产业分析、基础研究、应用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培育

等多要素于一体，合作共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高效，建设

实验大楼，构建生命健康高端创新载体和新型实验室体系，力争在

2025 年建成国家级原料药安全研究中心，成为我国加快原料药

（制剂）研发、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科学监管、推动产业

集聚的重要技术服务支撑平台。”中国药科大学(杭州)创新药物研

究院副院长柳文媛说。

破解原料药“卡脖子”

这个研究中心迎难而上

“左心耳封堵能降低心房颤动患者 80%脑卒中风险，有效解决

我国房颤患者脑卒中预防难题。”5 月 10 日，中国房颤中心联盟左

心耳封堵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律失常中心

主任黄鹤教授强调，长期口服抗凝药物是预防房颤患者脑卒中的

传统方法，可有效降低房颤患者的脑卒中风险，但对于有出血倾向

或合并出血性疾病的患者则不适用。此外，因需长期抗凝，患者顺

应性较差，我国房颤患者实际接受规范抗凝治疗者不足 25%，探索

新的脑卒中预防策略尤为必要。

数据显示，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发生率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80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 30%以上。我国

房颤患病人数超 1000万，发病率约 0.05%，但我国房颤患者的知晓

率仅为 40%，抗凝率不足 25%，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房颤导致脑卒中风险的显著增加是不争的事实：房颤患者脑

卒中总体发生风险是无房颤患者的 5 倍；房颤导致的脑卒中一年

致残率超过 50%，一年内死亡率和复发率超过 1/3。每年全国由房

颤导致的脑卒中患者数量约 52.5 万例，占我国所有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的 7.5%。每年因房颤导致脑卒中的治疗成本高达 50 亿元以

上，房颤所引发脑卒中而导致的高致残率，给社会、患者及其家庭

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黄鹤介绍，心脏左心耳是房颤患者血栓形成的重要部位。非

瓣膜性房颤患者 90%以上的血栓源于左心耳，心脏左心耳封堵已

被证明是预防房颤引发脑卒中风险的有效治疗手段。中国多个房

颤中心的汇总数据显示，射频消融+左心耳封堵的“一站式”手术，

解决了房颤患者的三大难题：一是消除临床症状；二是在降低脑卒

中发生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出血发生率；三是降低了患者术后服用

抗凝药物的比例。

2013 年开始，黄鹤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左心耳封堵预防房颤

患者脑卒中，并牵头组织开展我国第一个左心耳封堵预防房颤患

者脑卒中的前瞻性、多中心临床试验，建立了我国首个标准化左心

耳封堵动物培训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左心耳封堵手术能够降低

房颤患者 80%脑卒中风险。经过近 8 年的蓬勃发展，我国开展左

心耳封堵手术的医院、术者和病例数逐年增多，目前已开展逾 2万

例手术。临床实践证明，左心耳封堵治疗可安全、有效地预防我国

房颤患者脑卒中事件。

左心耳封堵能降低

房颤患者80%脑卒中风险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杨 岑

当前，疫苗接种有序推进，截至 5月 6日，全国

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9773.4 万剂次。随

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平稳，经济持续复苏，各地人

员流动频繁，部分民众面临跨地区接种新冠疫苗

的问题。接种第一针后，可以异地接种第二针

吗？跨地区接种疫苗如何稳妥“交棒”？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做好新冠病毒疫苗跨地区

接种工作的通知》，作出相关部署。

建议使用同一疫苗产品
完成接种

通知明确，现阶段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

接种。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时，可采用

其他企业生产的相同种类疫苗产品完成接种。如

果无法提供相同种类疫苗，导致不能完成续种，要

在具备条件后，尽早完成相应剂次的补种。

记者了解到，通常，灭活疫苗需多次接种才能

达到较好的免疫效果。根据临床试验数据，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第 1 剂次接种后可刺激机体产生部

分免疫应答，第 2剂次接种后能够产生较好的免疫

效果。

根 据《新 冠 病 毒 疫 苗 接 种 技 术 指 南（第 一

版）》，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2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

大于等于 3 周，第 2 剂在 8 周内尽早完成接种。重

组新冠病毒疫苗（CHO 细胞）需接种 3 剂，相邻 2

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大于等于 4周，第 2剂尽量

在接种第 1 剂次后 8 周内完成，第 3 剂尽量在接种

第 1剂次后 6个月内完成。

保障跨地区接种 杜绝户
籍“一刀切”

接种第一针后，如何跨地区进行后续接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通知中要求，负责首

剂接种的接种单位要及时记录群众的接种相关信

息，并在接种完成后为群众提供预防接种凭证，确

保相关信息记录完整。群众需要跨地区接种的，

根据受种者提供的纸质或健康码等接种凭证，续

种相同种类的疫苗，并在接种凭证上登记相应剂

次的接种信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强调，要进一步提高管

理水平，坚决杜绝接种服务按照户籍“一刀切”的

情况。

据了解，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印发预防接

种凭证参考格式，供各省区市使用。

尽快研究将接种信息纳
入健康码管理

打通信息“屏障”，才能确保跨地区接种稳妥

“交棒”。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要尽快研究将接

种信息纳入健康码管理，力争实现新冠病毒疫苗

跨省份和省内跨地市接种的全程信息互联互通。

各地应当充分利用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和

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确保如实记录并及时准确地

向疫苗电子追溯平台和国家免疫规划信息系统报

告疫苗流通、接种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等相

关信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通知中表示，各地要

认真抓好新冠病毒疫苗跨区域接种，积极协调辖

区内接种单位。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为辖

区内居民接种或续种新冠病毒疫苗，切实提高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跨地区接种疫苗如何稳妥“交棒”

打通信息“屏障”，才能

确 保 跨 地 区 接 种 稳 妥“ 交

棒”。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要求，要尽快研究将接种信

息纳入健康码管理，力争实

现新冠病毒疫苗跨省份和省

内跨地市接种的全程信息互

联互通。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肝脏的硬度与肝弹性值相

关，肝脏越硬，弹性值越高。所以，测量肝脏弹性

值可以用于诊断肝纤维化、肝硬化。瞬时弹性成

像技术就是基于这样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