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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本报记者 付丽丽

1969年
1月21日

中医研究院接受研发
抗疟中草药任务后交由所
属的中药研究所来完成，
并任命屠呦呦为中药抗疟
课题组组长

大事记

1971年
9月

屠呦呦课题组高强度
地筛选了 100余个中药的
水提取物和醇提取物 200
余种。反复研读文献过程
中，葛洪《肘后备急方》中
治疗寒热诸疟的描述，给
了屠呦呦新的启迪

药物研究序号为191
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
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
100%

1971年
10月4日

鼠疟试验发现，当年
11月 8日用硅胶柱分离得
到的 II号结晶有显效，首次
以药效证实了从青蒿中获
得了具有抗疟活性的单一
化合物。1972 年 11 月 8
日被定为青蒿素诞生日

1972年
12月初

屠呦呦在抗疟药研究
“523”内部会议上，报告了
青蒿及其乙醚中性提取物
对鼠疟、猴疟具有良好抗
疟作用的发现

1972年
3月8日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付丽丽

这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更是中药现代化的

生动实践。

疟疾，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曾

经，人们谈“疟”色变，有数字显示，此前全世界每年约

有 4亿人次感染疟疾，至少有 100万人死于此病。

自 20世纪 70年代青蒿素问世以来，所治愈的疟疾

患者不计其数。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疟疾肆虐地区

的救命药。

背后的艰辛，唯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屠呦呦，作

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

研究中心主任，其感受更深、付出更多。

青蒿素的发现，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

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7 年，获得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 年，获得“共和国勋章”。

在抗疟药物研发道路上，默默耕耘了 40 多个春秋，是

她，让“小草”青蒿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神草”。

然而，她却总说：“在全球疟疾防治的战场上，个体

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有组织有目标的大团队作战才

能逐步战胜疟疾。”

确实，青蒿素是举国体制的结果。40 多年来，青

蒿素、双氢青蒿素、复方蒿甲醚、青蒿素哌喹片……青

蒿素和它的衍生物在抗疟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并走

出国门，最终影响了世界。

历尽艰辛 发现青蒿抗疟有
效组分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16岁那年，因为患上肺结

核，不得不中断学业两年。这次来势汹汹的病情，也让她

萌生了“治病救人”的朴素愿望：医药的作用很神奇，如果

我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人。

1951 年考大学前夕，屠呦呦填报了北京大学医学

院药学系。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中药

研究所。1959 年，她参加了原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

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在两年半的脱产

学习中，屠呦呦不仅掌握了理论知识，还参加了临床学

习，深入药材公司，学习中药鉴别和炮制技术。这些经

历为她后来在中医药中寻得青蒿素灵感埋下伏笔。

1969 年 1 月底，39 岁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实习研

究员屠呦呦，忽然接到一项秘密任务——“523”任务：

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研发抗疟疾的中草药。正是上

述经历，显露了她扎实的科研功力，被委以重任。

接手任务后，屠呦呦翻阅古籍，寻找方药，拜访老中

医，对能获得的中药信息，逐字逐句地抄录。在汇集了包

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个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

课题组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

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

到 1971 年 9 月初，课题组筛选了 100 余种中药的

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 200余个，但结果令人失望。

“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错了，但我不想放

弃。”屠呦呦说，只好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

从《神 农 本 草 经》到《圣 济 总 录》再 到《温 病 条

辨》……终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抗疟的

记载，给黑暗中摸索的课题组一抹亮光——“青蒿一

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为什么古人用“绞汁”？是不是加热破坏了青蒿里的有

效成分？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来提取青

蒿。“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

到编号191号提取物，才真正发现了有效组分。”屠呦呦说。

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1971 年 10 月 4 日，191 号

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动物抗疟实验最后出炉——对

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 100%。

科研人员以身试药 青蒿素
终问世

1972年 3月，屠呦呦在“523”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

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

鼠疟、猴疟抑制率达 100%的结果。

“523”办公室要求，当年必须到海南临床，看一看

效果到底如何。

而 191 号提取物在临床前试验时，个别动物的病

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到底是动物本身存在

问题，还是药物所致？搞毒理、药理实验的同事坚持：

只有进行后续动物试验、确保安全后才能上临床。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为不错过当年

的临床观察季节，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

告。1972 年 7 月，屠呦呦等 3 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北

京东直门医院，经过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

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

带着青蒿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屠呦呦等人去往海

南昌江地区进行临床验证。结果显示，该药品对当地、

低疟区、外来人口的间日疟和恶性疟均有一定的效果，

尤其是对 11例间日疟患者，有效率达 100%。

随后，课题组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找到青蒿乙醚中

性提取物中的有效成分。1972年 11月，在团队成员倪

慕云的色谱柱前处理的基础上，钟裕蓉采用硅胶柱分

离，用石油醚和乙酸乙酯—石油醚洗脱，最终获得具有

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青蒿素。青蒿素就此诞生。

“获得有效成分只是第一步，要应用还必须先进行

临床试验，这就需要大量的青蒿素。”课题组成员姜廷

良回忆，课题组“土法上马”：用 7口老百姓用的水缸作

为实验室的常规提取容器，里面装满乙醚，把青蒿浸泡

在里面进行提取。

设备简陋，没有排风系统，更没有防护用品，科研

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鼻子流血、皮肤过敏等症

状，屠呦呦也出现了中毒性肝炎。

然而，她们并没有止步于青蒿素。1973 年，课题

组还首次发现了疗效更好的青蒿素衍生物——双氢青

蒿素。这是屠呦呦及其课题组对中国乃至世界作出的

又一重要贡献。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举国体制的成果、集体主义的

结晶，也是自主创新的杰作。屠呦呦常强调，荣誉，属

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走过近半个世纪 青蒿素研
究继续前行

如今，发现青蒿素已经近半个世纪了，青蒿素和它

的衍生物已走向国际抗疟临床，成为全球抗疟的一线

药物。

毋庸讳言，青蒿素对全球疟疾防治功不可没，但其

治疗疟疾的深层机制仍模糊不清。尤其是青蒿素的抗

药性，是屠呦呦一直关心的问题，也是全球抗疟面临的

最大挑战。

欣喜的是，2019年6月17日，屠呦呦团队对外公布，

其青蒿素抗药性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屠呦呦团队成

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刚，采

用化学生物学方法，研究血红素激活青蒿素的过程，发

现激活的青蒿素可与疟原虫的 100多种蛋白以共价键

结合并使之烷基化，破坏疟原虫的诸多生命过程，从而

杀死疟原虫。这个血红素激活的多靶点学说已得到国

际抗疟学界的认同，对揭示青蒿素抗疟的深层机理、耐

药现象并促进更有效的临床用药等意义重大。

王继刚介绍，根据研究，青蒿素在人体内半衰期很

短，仅 1 至 2 小时，而临床推荐采用的青蒿素联合疗法

疗程为 3天，青蒿素真正高效的杀虫窗口只有有限的 4

至 8小时。而现有的耐药虫株充分利用青蒿素半衰期

短的特性，改变生活周期或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以规避

敏感杀虫期。同时，疟原虫对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

助药物“抗疟配方药”也可产生明显的抗药性，使青蒿

素联合疗法出现“失效”。

针对此，团队提出了新的应对治疗方案：一是适当

延长用药时间，由 3 天疗法增至 5 天或 7 天疗法；二是

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在

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合理和战略性地应用青蒿素联合

疗法（ACT）是应对治疗失败的最佳解决方案，也可能

是唯一解决方案。”王继刚强调。

除了青蒿素抗疟研究之外，团队还十分关注青蒿素的

抗癌等功效。青蒿素的抗癌机制与抗疟机制有异曲同工之

处，即相比于正常体细胞，肿瘤细胞中血红素的合成更加旺

盛，从而激活了青蒿素或其衍生物，随后激活的青蒿素以多

靶点方式杀灭肿瘤细胞。但团队成员表示，青蒿素的抗癌

功效目前还处于基础研究阶段，有效不等于可以成药。青

蒿素能否成为抗癌药，还需要大量的后续研究工作。

再就是备受关注的有关青蒿素类药物治疗红斑狼

疮问题。双氢青蒿素对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

效果独特。目前已开展二期临床试验。试验表明，青

蒿素对治疗红斑狼疮存在有效性趋势。对此，团队成

员也表示，关于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作用机理，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青蒿素：“中国神草”炼就全球抗疟良药

“青蒿素的发现带给科技工作者的启示是：科研工

作要面向大需求——国家需求和人类需求。具体到医

学领域，科研工作要围绕临床重大问题去攻关，维护健

康, 提高治愈率，减少死亡率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屠呦呦的同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

福龙说。

健康作为每个人的生活保障与每个社会的必备基

础，其重要性自不必说。在人类维护健康的历史中，疟

疾是最为凶险的传染病之一，也是人类的大敌。20 世

纪 60 年代，疟疾对于药物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人们

谈疟疾而色变。每年全球感染疟疾人数达数亿，死亡

人数约百万。

“青蒿素的发现，体现的不仅仅是中国医药在国际

医疗健康领域中的一项原创，更折射出一代中国科研

人员的精神风貌，那就是他们对于国家任务的责任与

担当。”廖福龙说，现在这种精神已经被总结成“青蒿素

精神”：胸怀祖国、敢于担当，团结协作、传承创新，情系

苍生、淡泊名利，增强自信、勇攀高峰。

让廖福龙印象深刻的是，屠呦呦常说，历史的机缘

让她有幸参与了抗疟药物的研发，青蒿素的发现是人类

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也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人类

的一份礼物。“研究过程中的艰辛无须多说，更值得一提

的是当年‘523’团队对于国家使命的责任与担当。正是

这一精神力量，才有了奋斗与奉献，才有了团结与协作，

才有了创新与发

展，才使得青蒿

素联合疗法挽救

了众多疟疾患者

的生命。”廖福龙

强调。

如 今 看 来 ，

青蒿素作为中国

人的原创发明，

是自主创新的结

晶，是举国体制

的科研成果。自

问世以来，青蒿

素已陆续挽救了

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青蒿素联

合疗法已成为世卫组织推荐的最佳抗疟疗法。

廖福龙介绍，近几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

中心在屠呦呦主任的领导下，秉承这种精神风貌，在青

蒿素抗疟机制、抗药性问题和扩大青蒿素适应证方面

进行深度研究与发掘，在具有高度影响的国际期刊《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药理科学发展趋势》《德国

应用化学》《美国科学会会刊》等杂志发表了青蒿素抗

疟的导向性建议和最新研究进展。

“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形势下，我们深感重大

传染病会给人类带来多么严重的伤害和困扰。同时，我

们也见证了传统中医药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的独特功

效。我们仍然面临着重大的卫生安全挑战，我们会进一

步关注新冠肺炎和疟疾等重大传染病的挑战，青蒿素研

究中心愿意为此作出不断的努力和贡献。”廖福龙说。

廖福龙：

青蒿素研究折射中国科研人精神风貌
获青蒿素、青蒿素栓

剂新药证书，这是我国实
施药品管理法以来，第一
个批准上市的新药

1986年
10月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
所开始研究将青蒿素制成
栓剂

1976年

青蒿琥酯原料药及其
注射剂获新药证书；1988
年再获片剂新药证书

1987年
4月

我国创制的青蒿素、
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
蒿素的原料药及其制剂被
列入 WHO《国际药典》第
3版

2003年

扫一扫
感受青蒿素
40余年研发历程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2015年
10月

2021 年 6 月 1 日，
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
中铁世界博览城，一位
参展商在展示青蒿素药
品制剂。

视觉中国供图

激活的青蒿素可与疟原虫的

100多种蛋白以共价键结合并使

之烷基化，破坏疟原虫的诸多生

命过程，从而杀死疟原虫。

100 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