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代“内镜精灵”

具有四大核心功能，一是

在胃镜中实时监测检查

盲 区 ，二 是 识 别 早 期 胃

癌，三是在肠镜中实时监

测操作质量，四是识别癌

前病变。此外，有关超声

内镜、放大内镜、内窥镜

逆行性胆管胰管造影术

等场景下的应用模块也

正在融合进现有的产品

当中。

◎本报记者 吴纯新 刘志伟
通 讯 员 杨 岑 宁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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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样颗粒（VLP）正确结

构的形成不仅基于基因序列的

正确，培养条件和细胞内微环

境也至关重要，因此 VLP 的表

达量和维持以及优化其结构正

确性的纯化工艺是生产 HPV疫

苗的技术门槛和主要挑战。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主任于红刚教授团队发表在《柳叶刀—胃肠病

学和肝病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人工智能（AI）辅助

的内镜检测系统——“内镜精灵”可在不增加检查

时长的前提下，将胃肿瘤漏检风险降低近八成，同

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活检。

消化道肿瘤发病率占中国癌症总发病率的

43.5%，仅在2020年，我国消化道肿瘤年发病人数就高

达136万，死亡人数达96万。而胃癌是导致居民死亡

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

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报告指出，胃癌在全球死亡率中位

列第4，在我国位列第3，且近年来呈现年轻化趋势。

内镜检查是早期发现消化道肿瘤的必要手

段，胃镜检查是临床上筛查和诊断胃癌的最有

效方法。自 1805 年消化内镜技术面世以来，行

业飞速发展，全球消化内镜年诊疗量已超过 1

亿例。

不过，该领域的发展状况仍不容乐观。一方

面，内镜检查设备性能不够好，往往导致患者漏

诊；另一方面，由于内镜医师检查水平参差不齐、

高水平内镜医师稀缺，中国部分地区和世界部分

地区早期胃癌的诊断率仍偏低。数据显示，有

20%—40%的早期胃癌患者被漏诊，而结肠腺瘤被

漏诊的概率也高达 22%。

于红刚认为，癌前病变、早期癌、进展期癌

是消化道癌演变的“三部曲”，若能在癌前病变

和早期癌阶段筛查出病灶，并进行干预，将大大

提高患者生存几率。然而，检测胃部肿瘤的关

键一线工具——白光内镜，对早期胃癌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并不高。

于红刚介绍，使用“内镜精灵”辅助医生胃镜

操作，当视野中出现异常病灶时，“内镜精灵”会用

蓝框标记，提示医生；若为没有癌变倾向的低风险

病灶，屏幕左侧会提示“非肿瘤”；若为有癌变倾向

的高风险病灶，标记框则变为红色，屏幕左侧提示

“肿瘤”。“内镜精灵”屏幕可额外提示胃镜检查盲

区、异常病灶，同时进行胃镜操作计时和质量评

分，保证医生高质量完成胃镜检查。

该研究是一项基于 1812名无痛胃镜检查患者

的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对照、双臂平行的串联胃

镜试验，是世界上首例评价人工智能系统改善胃

镜下肿瘤筛查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

人工智能实时监测胃镜检查盲区

2016 年，AlphaGo 击败世界围棋冠军的新闻

轰动一时。彼时，各国正以举国之力抢占人工智

能技术的制高点，而同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国

也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受此启发，于红刚产生了让 AlphaGo 学习消

化内镜的想法雏形，提出利用 AI 实时监测胃镜

百万图片助力“村姑”变“昭君”

◎本报记者 华 凌

◎本报记者 陈 曦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智能手机与血糖仪“碰一碰”，会发

生什么？8 月 9 日，记者从长沙高新区获悉，园区三诺生物联合华

为自主研发的新型血糖测试系统，日前上线启动众测。

随着人们生活富足程度的提升，以及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

“吃得好、动得少”，让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为代表的慢性疾病的患

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这类慢性病，通常需通过监测血糖、血脂等

相关指标的数值变化，来记录疾病进程，启动科学管控。不过，这

些记录指标变化的仪器在智能、易用上都存在一定问题，使得患者

很难坚持对疾病的监测和记录，也影响了慢性疾病患者数目的整

体管控。

此次，三诺生物和华为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将血糖测量“植

入”手机 App，通过“华为智选 三诺血糖测试系统”，实现手机与血

糖测试仪的快速蓝牙连接，并可智能上传数据至运动健康 App，为

患者精细化管理血糖提供重要参考数据。助力患者轻松准确监测

和管理血糖，也有效提升了患者自我血糖监测的“黏性”。

同时，该系统还可基于数据，给出合理的饮食优化建议和运动

分析建议。不仅为医师帮助患者调整治疗策略提供了依据，也为

患者自我管理、改变生活方式、降低低血糖和晚期并发症风险等方

面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支撑。

智能手机联袂血糖仪

打造线上血糖管理新模式

自上世纪艾滋病被发现以来，人类与这一疾病的战斗始终未

曾停止。

“艾滋病虽无有效疫苗进行预防，也无法被治愈，但抗病毒药

物的出现大大抑制了患者体内的艾滋病病毒（HIV）。如今 HIV疗

法也迈入整合酶复方单片制剂时代，艾滋病已成为可防可控、可长

期管理的慢性疾病。”日前，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艾滋病学组委

员、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二科主任马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艾滋病的最终治疗目标是延长患者生命，提高其生活

质量。

采用“鸡尾酒疗法”患者依从性低

HIV是一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它把人体免疫系统

中最重要的 CD4 淋巴细胞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大量破坏该细胞，

使人丧失免疫功能，易于感染各种疾病，并可发生恶性肿瘤，病死

率较高。

“HIV主要攻击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如果患者能长期抑制病

毒，其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将与常人无异。”马萍介绍，国际共识指

出，选择适当药物并进行规范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能持续并有效地

抑制 HIV，如病毒载量持续保持低水平，理论上是不会将 HIV传染

给性伴侣的，即“U=U”（持续检测不到=不具传染性）。

然而，HIV 容易突变，单一药物无法很好的控制病毒复制增

殖，因而多种机理不同的药物联合使用，可以最大限度的抑制病毒

复制。“目前最有效的治疗艾滋病的方案就是这种‘鸡尾酒疗法’。”

马萍表示，不过“鸡尾酒疗法”需要患者遵医嘱服用多种药物，而且

有头晕、恶心等副反应，使得患者的治疗依从性降低。

由于艾滋病治疗需要患者终身服药，依从性对于治疗效果和

疾病控制尤为重要，但在临床上，艾滋病患者服药依从性达到

90%—100%的仅占 67.51%，且用药频率越高、依从性越差。

为此，一天一片、体积更小、服药更简便、副作用更小的单一片

剂成为 HIV 治疗新趋势，在提高依从性的同时，将大大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

我国抗艾创新药物疗法与国际接轨

随着科技的进步，治疗 HIV的单片复方制剂被广泛使用，HIV

治疗迎来以 FTC/TAF为核心的整合酶复方单片制剂时代。

据介绍，从全球首个用于 HIV 感染完整治疗方案的口服单

一片剂药物在 2006 年问世起，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发展速度令

人欣喜。“创新药在高效抑制病毒的基础上，药物的有效性、安全

性和耐药性获得不断突破，为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更多选

择和更适当的方案。”马萍说。

为实现“到 2030 年终结艾滋病流行”的目标，我国不断扩大

HIV 创新抗病毒药物的可及性,采纳全球同步先进的治疗理念，将

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作为艾滋病防治的重要目标之一。

马萍指出，目前我国可用的抗艾创新药物疗法与国际接轨得

越来越快。比如艾考恩丙替片于 2018年在我国获批上市，成为我

国首个批准的用于治疗 HIV 的单片复方制剂，它能够快速、强效、

持久抑制病毒，安全性高，使患者有望摆脱以往一天服用多片药物

的繁琐，大大提高了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长期以来，国家医保部门高度关注艾滋病患者的用药需求和

治疗目标。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将抗艾药艾考恩丙

替片作为唯一一个 HIV 单片复方制剂治疗药物，纳入了 2019国家

医保目录，用于 HIV-1感染的成年和青少年。

随着创新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药物被陆续引入中国并纳入医

保，将有更多艾滋病患者能够获得更规范、更高依从性和个体化的

治疗方案，并有可能重享高质量的生活。

艾滋病治疗进入

整合酶复方单片制剂时代

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大多数

宫颈癌是由 HPV病毒感染所致。

近日，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神州细胞）公开发布其研发的全球首个

14 价 HPV 疫苗进入临床，这款疫苗能够快速覆盖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部 12 个高危致癌 HPV 病

毒型和 2个最主要导致尖锐湿疣的 HPV病毒型。

比起进口 9 价疫苗，研发这款 14 价 HPV 疫苗

有何难点？与进口疫苗相比，14 价 HPV 疫苗有哪

些优势？科技日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有望成全球市场“同类最佳”

“疫苗的‘价数’代表疫苗可以预防病毒型的

种类，科学家早就发现 HPV 病毒感染或 HPV 疫苗

免疫后的交叉反应效率很低，比如 HPV16 感染或

HPV16-VLP 免疫对其他 HPV 亚型的感染没有保

护作用，因此才有了随时间日趋改善和优化的疫

苗。疫苗价数越高，则代表可预防的病毒类型越

多，对相关疾病的预防率也就相对提高。”神州细

胞董事、副总经理唐黎明介绍说。

目前欧美市场主要采用美国默克公司生产的

9价疫苗佳达修 9。佳达修 9所预防的病种包括由

HPV6、HPV11、HPV16、HPV18、HPV31、HPV33、

HPV45、HPV52 以及 HPV58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

外阴癌、阴道癌、肛门癌及外生殖器疣等。多个国

际企业和研发机构一直在尝试研制覆盖率更高的

HPV疫苗，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唐黎明介绍：“与进口疫苗佳达修 9相比，全球

首 个 14 价 HPV 疫 苗 新 增 了 对 5 个 高 危 致 癌 的

HPV 病毒型即 HPV35、HPV39、HPV51、HPV56 及

HPV59 的预防，将用于预防因感染 HPV 引起的宫

颈癌、尖锐湿疣等。”

记者从公开资料查询得知，14 价 HPV 疫苗在

中国女性中具有更优的预防宫颈癌作用。基于临

床前研究结果及分析，预测 14价 HPV 疫苗可将宫

颈癌的预防保护率从佳达修 9 的 90%提高到 96%，

对于个体来说，发病的可能性将进一步降低。

专家指出，14 价 HPV 疫苗的覆盖率更高，符

合 HPV 疫苗研发趋势，有望成为全球市场“同类

最佳”的 HPV 疫苗，有助于通过差异化竞争优势

获得更多的国内外市场份额。

跨越HPV疫苗生产技术门槛

唐黎明介绍说：“HPV疫苗研制采用基因工程

技术生产出不含病毒基因的 HPV 病毒样颗粒

（HPV-VLP），因不含病毒基因，HPV-VLP不具有

复制功能，故不会对人体造成 HPV 病毒感染的风

险，但 HPV-VLP外壳与 HPV 病毒外壳非常相似，

具有相同的免疫原性。因此，采用 HPV-VLP 为

疫苗抗原，对动物或人体实施免疫后，可产生类似

于 HPV 病毒感染所产生的免疫反应，可以使得疫

苗接种者获得免疫力，降低疫苗接种者持续性感

染 HPV病毒的风险和因此导致的癌症风险。”

据了解，目前上市的和在研的 HPV 疫苗都是

基 于 重 组 HPV 的 L1 蛋 白 形 成 的 病 毒 样 颗 粒

（VLP）技术，只有与天然病毒一样结构的 VLP 方

可诱发预防 HPV 感染所致疾病的免疫原性。VLP

正确结构的形成不仅基于基因序列的正确，培养

条件和细胞内微环境也至关重要，因此 VLP 的表

达量和维持以及优化其结构正确性的纯化工艺是

生产 HPV疫苗的技术门槛和主要挑战。

神州细胞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研发的 14 价

HPV疫苗依托其自主研发的昆虫细胞杆状病毒生

产工艺技术、纯化工艺技术、病毒样颗粒拆组技术

等一系列产业化技术，对病毒样颗粒生产工艺全过

程参数进行了系统优化，突破了多个 HPV 型病毒

样颗粒难表达、表达量低、颗粒组装不完善、稳定性

差等技术难题和技术瓶颈，建立起全部14个重要病

毒型病毒样颗粒高效和高度类似的生产工艺技

术。工艺的可靠性、高产能和亚型间的工艺步骤高

度相似，大大增加了14价HPV疫苗的竞争力。

公开资料显示，经过十多年的临床前研究，神

州细胞建立了真核细胞生产高质量 HPV-VLP 的

多项关键生产工艺技术，通过该技术的应用，提高

了其 14价 HPV 疫苗研制的可行性和竞争力，将有

利提升适龄人群对 HPV 疫苗的使用率，降低宫颈

癌等癌症的患病风险。

据了解，目前神州细胞在建的预计用作疫苗

生产的生产线，具有工艺优化和放大方面的领先

优势，其生产的 14价 HPV 疫苗有望成为全球性价

比最高的 HPV疫苗。

为加速消除宫颈癌贡献力量

专家预计，14价 HPV疫苗上市后，有望为我国

适龄女性提供覆盖率最高的HPV疫苗。按目前我国

每年新增近10万例宫颈癌病例估算，大面积接种14

价HPV疫苗后，预计未来每年新增宫颈癌病例可降

低至不超过4000例，具有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神州细胞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HPV 疫苗已

成为我国最受欢迎的二类疫苗市场药品之一，随

着更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到这个疫苗行业，市场不

仅将获得更多的疫苗供应，而且随着国民对 HPV

疫苗的认知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日趋改善，很快会

有更多适龄女性人口倾向更高保护率的更多价

HPV疫苗。

唐黎明说：“适龄人群通过接种单一药品即可

获得更高的 HPV 病毒预防保护率，将有助于扩大

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和用药选择、增加适龄人

群的接种意愿、提升适龄人群对 HPV 疫苗的使用

率，降低宫颈癌等癌症的患病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启动的《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

战略》称，到 2030年实现 90%的女孩在 15岁之前完

成 HPV 疫苗接种；70%的妇女在 35 岁和 45 岁之前

接受高效检测方法筛查；90%确诊宫颈疾病的妇女

得到治疗。

未来，神州细胞 14价 HPV 疫苗的量产将会为

推进此战略的实施贡献不容小觑的力量。

全球首个14价HPV疫苗研发难在哪？

于红刚团队是全球最早开始开发消化内镜人

工智能的团队之一，团队前期部分研究成果发表

于国际医学顶尖杂志、《中华消化内镜》杂志等，累

计影响因子居世界第一，已申请了 30项发明专利，

6项已授权，获批 3项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3项欧

洲 CE认证，并于 2021年 1月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

械审批绿色通道，是国内外首个集内镜质控与病

灶诊断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医疗产品，具有实时动

态、贴合临床的特点。

目前，课题组正在启动一项覆盖全国各地区

的大样本、多中心研究，进一步评价该系统提高

胃肿瘤检出率乃至早癌检出率的有效性和稳定

性，探索和验证 AI 在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的临

床价值。

“内镜精灵”一路发展，一路成长，从最初由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一家医院使用，逐渐发展到全

国 28 家三甲医院使用，再全面辐射到全国 350 多

家不同级别医院，协助医师发现 2794 例消化道早

期癌症患者及癌前病变患者，节省治疗费用约

8.382 亿元。在巴东县人民医院、黄梅县人民医

院等 12 家县医院，“内镜精灵”已开始大展拳脚，

目前“内镜精灵”已进入云南省剑川县医院开展

健康宣教及扶贫试点工作，将其早癌检出率从 0

提高至 63.64%，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地患者不用

辗转省城大医院，也不必苦等“专家号”，就可获

得最客观和权威的内镜检查。

启动大样本、多中心研究

全方位全方位、、无死角无死角、、无遗漏锁定病灶无遗漏锁定病灶

““内镜精灵内镜精灵””为胃肿瘤检测开启为胃肿瘤检测开启““第三只眼第三只眼””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师吴练练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师吴练练在““内镜精灵内镜精灵””的辅的辅
助下助下，，为患者进行胃镜检查为患者进行胃镜检查。。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检查盲区的大方向，实现全方位、无死角、无遗漏

锁定病灶，最大限度确保检查质量，保障患者生

命安全。

从全球范围来看，消化内镜人工智能技术的

研究多处于少数病种的理论研究阶段。不同于

其他医学影像，消化内镜影像多为非标准化动态

图像，影响因素多，图像差异大，这导致消化内镜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难度相对较大。国内外目

前尚无利用人工智能监控消化内镜检查质量的

应用研究。

消化内镜 AI 系统也面临着如何健全标准评

价体系、如何标准化内镜影像数据等技术难点。

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太多的国际经验可以仿效，需

要将“跟跑”思维转变为“领跑”思维，从临床实际

需求出发，自行分析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形成一套

自主的消化内镜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机制。

于红刚与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合作攻

关，倾力研发集内镜质控与病灶诊断于一体的人

工智能医疗器械产品。很快，“内镜精灵”雏形产

品在实验室环境测试通过。然而因产品与传统内

镜兼容障碍，首次临床试用后结果不如人意。于

红刚和 AI工程师团队反复测试，迭代了近 50个版

本，终于研发出第一代不干扰传统内镜设备运行

的独立 AI系统“村姑”。

“村姑”肚子里货少，只有几千张图片，只能实

现比较简单的功能，错误率也较高。而后团队一

路加大数据、优化功能、开发早癌识别、息肉识别

等新技术，到 4年后的今天，“内镜精灵”已历经“村

姑”“贵妃”“飞燕”“昭君”四代跃迁，“肚子”里存货

近百万张，监测错误率大大降低。

第四代“内镜精灵”具有四大核心功能，一

是在胃镜中实时监测检查盲区，二是识别早期

胃癌，三是在肠镜中实时监测操作质量，四是识

别癌前病变。此外，有关超声内镜、放大内镜、

内窥镜逆行性胆管胰管造影术等场景下的应用

模块也正在融合进现有的产品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