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反复去看

病，却一直无法确定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好不容易

诊断出疾病，却被告知无法治愈或暂无针对性治

疗药物……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患有极为少见疾病的

群体人数占全球总人口的 0.65‰—1‰。而他们

患有的罕见病，由于疾病种类多、发病率极低、临

床研究少、缺乏有效诊断和治疗手段，成为全人类

共同面临的重大医学问题。

近年来，我国通过制定罕见病目录、建立全国

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加强区域协作和远程支持，探

索出破解罕见病防治难题的“中国模式”，为许多

罕见病患者打开了希望之门。

让罕见病被“看见”

不久前，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

万晓群主任医师联合多学科专家，抽丝剥茧，终于

为一名受病痛折磨多年的患者确诊其患有淀粉样

变心肌病。这是一种罕见的心肌病，由机体器官

和组织中异常沉积的淀粉样蛋白引起。

“这种罕见心肌病的一般表现和普通冠心病

症状相似，很难被诊断出来，这位患者很幸运，确

诊后得到了对症治疗，目前已经出院。”万晓群说，

多数罕见病发病机制不清晰，涉及学科体系复杂，

误诊率非常高，治疗时机常被延误导致预后不良，

因此尽早对罕见病确诊对患者来说相当关键。

在万晓群看来，这次能在短时间内对罕见病做

出诊断得益于 2019年国家卫健委建立的全国罕见

病诊疗协作网。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全国其

他 323家医院一同被纳入其中，成员医院之间可以

对罕见病患者进行相对集中的诊疗和双向转诊，通

过病例、诊疗方案的共享，实现罕见病在全国各个

地区早发现、早诊断、能治疗、能管理的目标。

由于罕见病多由基因异常引起，因此在儿童及

青少年阶段发病率较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儿科副主任医师许珊珊博士指出：“罕见病大多数

隐藏在常见的儿科疾病背后，又因较少遇到，不少

医生的诊断能力相对欠缺，使得部分罕见病很难在

第一时间被诊断出来，患者长期辗转于各大医院，

在诊断不明确的情况下接受着并不对症的治疗。”

“加入协作网之后，国家级和省级牵头医院为

成员医院开展医务人员培训，重点就是提高临床

医生识别、诊断、治疗罕见病的能力。同时罕见病

药品供应目录衔接、药品院际调剂等机制都极大

方便了罕见病患者就近治疗取药。”许珊珊说。

重新界定罕见病

2018年，国家卫健委、科技部、工信部等五部门联

合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白化病、血友病、苯丙

酮尿症等121种疾病列入其中。这是我国首次官方定

义罕见病，这一创新之举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在罕见病领域采用疾病目录管理方式的国家。

在此指导之下，近年来，我国罕见病研究逐步

深入、相关数据不断积累、临床医生识别、诊断、治

疗罕见病的能力不断提升，罕见病在预防和诊疗

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尽管如此，我国罕见病的防控工作依然存在

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罕见病药物以及诊断仪器

设备主要依赖进口，自主研发较少等。此外，有关

罕见病的调研报告显示，罕见病具有区域性，其临

床路径、诊断标准和指南都需要结合我国具体情

况开展自主科技创新。

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困难有望得到进一步解

决。《中国罕见病定义研究报告 2021》近日在上海

发布，报告中对我国罕见病进行了重新界定。由

此前“患病率小于 1/50 万或新生儿发病率小于 1/

万被列入罕见病”调整为“新生儿发病率小于 1/

万、患病率小于 1/万、患病人数小于 14 万的疾病

被列入罕见病”。全国罕见病学术团体主委联席

会议秘书长王琳教授在解读报告时说，以前的定

义是用数据方法将一大批患病率、发病率很少的

疾病从普通常见病里剥离出来，具有阶段性积极

意义；而此次更新定义，对罕见病确立了三个维

度，覆盖了患者全生命周期，有助于更加精确地统

计患病人群、满足绝大多数患者利益。

王琳表示，随着医学进步和社会对罕见病认知

的不断提高，中国罕见病定义需要修订，仅用罕见

病目录方式推动罕见病防治与保障工作，已不能满

足罕见病医学发展和政策制定等需求，中国罕见病

事业未来需要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

有专家认为，对罕见病重新界定后，也为孤儿

药定义提供了参考，有助于促进我国罕见病药物

研发，推动医药领域科技创新。

“中国模式”破解罕见病防治难题

◎本报记者 叶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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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家卫健委、科技

部、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

《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白化病、

血友病、苯丙酮尿症等 121种疾

病列入其中。这是我国首次官

方定义罕见病，这一创新之举也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罕

见病领域采用疾病目录管理方

式的国家。

◎本报记者 符晓波

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犹如棉纱，薄薄的一层

却是神经外科手术常用的止血耗材，然而由于其生

产技术壁垒较高，目前临床主要以进口品牌为主。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迈普医学）历时 8年研制出了国产首款可吸收

再生氧化纤维素止血产品“吉速亭®”，并于不久前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未来有望打

破我国神经外科高性能可吸收止血耗材领域被国

际品牌垄断的局面。

能否成功控制颅内出血是关系神经外科手术

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由于脑组织血运丰富、微

神经网络结构复杂，且有些手术部位深，视野狭

窄、操作不便，传统的结扎及电凝操作可能会破坏

微神经网络，一旦术中失血过多或止血不彻底，就

会大大增加患者的手术风险。因此，神经外科手

术对止血的要求极高，其止血手段是所有外科中

最丰富也是最复杂的。

目前神经外科手术常用的止血方法有手术体

位止血、器械止血、药物止血和止血材料止血等。

随着手术不断向精细、精准及微创化方向发展，加

之快速康复理念的推行及神经网络外科研究的方

兴未艾，神经外科对高性能可吸收植入性耗材的

需求也不断攀升。

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属于临床上非常经

典的用于神经外科手术的植入性可吸收止血耗

材。“再生氧化纤维素是一种纤维素的衍生物，再

生纤维素经过氧化处理后成为薄纱状或棉布状

的可吸收止血材料。”据迈普医学研发工程师李

广耀介绍，这种止血材料外观上看起来像棉纱，

却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和无毒

性等特点，柔软且薄，易于在术中进行包裹、填塞

等操作。

它可以将创面血液中的血小板聚集在网眼

纱布上，迅速形成凝胶状黑色物质，凝结血块，从

而达到止血的目的。“产品质地柔软的独特特性

使它可以被修剪成任何形状，更易与出血部位充

分接触，可助形成血栓达到快速止血效果。”李广

耀说。

目前，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临床应用广泛，

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 2018

年发布的《神经外科围术期出血防治专家共识》、

2021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医疗机构止血材料管

理专家共识》，以及 2021 年出台的《出凝血功能障

碍相关性脑出血中国多学科诊治指南》中均得到

认可和推荐。

神经外科手术经典的止血耗材

“这款国产新品选用木质纤维作为原材料，

经物理再生工艺形成质地均匀的纤维丝，再经

选择性氧化，最后经无纺成型工艺制成无纺多

层结构。在手术中既可快速止血又可吸收，没

有残留。”李广耀表示，这款国产创新产品同时

拥有在性能上的优势，该产品制备工艺相比传

统工艺更加环保，且氧化可控，保证了产品质量

的 稳 定 性 ；加 之 其 纤 维 更 细 更 长 ，比 表 面 积 更

大，从而获得可比肩国际金标准的止血性能及

安全性。

此外，该产品可分层及易塑形的特点能够高

度契合临床手术的应用需求，提升术者体验感，并

可缩短手术时间。

目前，该自主研发的国产可吸收再生氧化纤

维素已在国际上进入临床使用，进入全球近 20 个

国家和地区。随着该产品在国内获批，将有望打

破我国神经外科高性能可吸收止血耗材领域被国

际品牌垄断的局面。

有望打破国际品牌垄断局面

突破技术壁垒突破技术壁垒
国产国产““棉纱棉纱””进军神外手术止血材料蓝海进军神外手术止血材料蓝海

然而，因为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的技术壁

垒较高，目前国内神经外科手术使用的高端止血

产品基本被进口产品所垄断。

“目前，有不少国内厂家在进行可吸收再生氧

化纤维素止血产品的国产化，但由于产业化的技

术难度较大，尚未有大规模应用的国内产品出

现。”迈普医学神经外科市场部负责人介绍，国际

上，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在临床上的应用已超

过 50年，但进入国内只有 10多年时间。

这是一个“蓝海市场”。据全球统计数据，以

出厂价格计算，2020 年全球止血材料的销售规模

为 27.61 亿美元，2015—2020 年的复合增长速度为

6.20%。

在国内市场，根据中商产业研究中心的统计

数据，2019 年可吸收止血纱的销售规模为 9.03 亿

元，预计 2024年将达到 9.85亿元的销售规模。

国产首款高性能止血产品诞生

在此背景下，8 年前，迈普医学围绕可吸收再

生氧化纤维素开展自主研发。“工艺和设备研发是

挑战最大的。因为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我们只

能完全靠自己，不断摸索、总结、开发。”李广耀说。

再生纤维素的氧化要在固—液两相中进行，

其制备工艺并不简单。“传统的氧化方法能源消耗

大，我们希望能寻找到更环保的方法。”李广耀介

绍，为了实现快速氧化及氧化均匀，研发团队筛选

评估了多种氧化体系，并攻克了适应该氧化体系

的反应装置技术壁垒，开发出多点位三维加料系

统，最终实现了产品的质量稳定。

此外，再生纤维素的纤维比头发丝还要细，

氧化改性后原来的纤维会变脆。研发团队围绕

最大限度降低纤维损伤这一目标，提高成网效

果，开发防缠绕模块、自调匀整模块以及除短纤

模块，开发出适合加工脆性纤维的微纤维网成型

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微纤维网成型过程中纤

维的损伤，顺利实现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的产

业化。

该产品于 2017 年 9 月完成首例临床入组，于

2020 年 5 月取得欧盟 CE 证书，2021 年 8 月首次获

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晔）基因组水平的改变是肿瘤发生、发展

的重要始动因素，对此，南通大学医学院本科生团队近日自主研发

了一款高效的 DNA 调控元件及超增强子筛选平台——SPACE，

有助于发现新的 DNA 调控元件，进而调控肿瘤的分子机制，为肿

瘤的精准诊疗提供潜在的新方法。该成果近期发表在《中国免疫

学杂志》（英文版）上。

研究发现，肿瘤在基因组层面的改变大部分发生在非编码

DNA。揭示非编码 DNA 在肿瘤中的作用，有助于理解肿瘤的发

生、发展规律，进而研制出诊断和治疗肿瘤的有效策略。但是，因

为非编码 DNA 不编码蛋白质，尽管其数量在基因组中占 98%以

上，却曾一度被认为是“垃圾”DNA，其功能也被忽视。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非编码 DNA 并非“垃圾”，而是蕴含着大量

的 DNA 调控元件。但对非编码 DNA 在肿瘤中的认识不足，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非编码 DNA 在肿瘤诊断、治疗和预防中的应用。

如何系统、高效地理解这些非编码 DNA在肿瘤中的功能？这是目

前肿瘤研究领域中的难点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点，南通大学医学院本科生团队通过分析整合

23种肿瘤的404个病人的ATAC测序数据、基因表达数据及肿瘤病

人的临床数据，自主开发了一款高效的 DNA调控元件及超增强子

筛选平台——SPACE。该平台将DNA调控元件的功能状态和肿瘤

的基因表达谱及预后等临床数据进行关联，使研究者能够快速地挖

掘潜在的重要 DNA调控元件。该平台包含了 562709个 DNA调控

元件，可快速准确地获取候选 DNA调控元件与基因表达及病人预

后等参数的相关性，并可鉴别重要的 DNA调控元件。借助该平台

进行筛选，可发现大量可以预测肿瘤病人预后的DNA调控元件。

SPACE平台不仅有助于发现新的 DNA调控元件，进行多种下

游的调控机制分析，而且有助于阐述重要非编码 DNA的功能及其

调控肿瘤的分子机制，为深入理解基因的精准调控及肿瘤内关键基

因的异常活化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肿瘤的精准诊疗提供了新方法。

南通大学研发高效筛选平台

助力肿瘤精准诊疗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 通讯员张华）在流行病学上，牙周炎

是世界范围内流行最广泛的慢性病之一，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

加。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吴水林教授团队设计了一种二

维卟啉金属有机框架复合纳米片，并通过掺入聚乙二醇基质得到

一种可注射软膏黏附于病灶处，利用光动力加离子疗法治疗牙周

炎，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化学会会刊》上。

据介绍，慢性牙周炎往往会导致组织逐渐受损和牙齿脱落，严

重的甚至会造成全身性疾病。然而传统的手术干预和抗生素治

疗，对多种口腔病原体引起的慢性牙周炎效果不佳。

而光动力抗菌治疗由于具有快速高效杀菌的特点有望成为牙周

炎临床治疗的潜在替代方案。该研究以光动力抗菌治疗思路为基础，

选取可降解的二维卟啉金属有机框架作为光敏剂，并通过在材料表面

修饰超薄三氧化二铁增强了其光催化活性，在特定波长（660纳米）光

照射下，可以产生更多的活性氧分子，进而提高了其抗菌性能。

“该材料遇水可缓慢释放出金属铜离子，铜离子可以促进血管

的生成，因而具有很好的组织修复功效。”吴水林介绍，在活性氧分

子与释放铜离子的协同作用下，该材料对多种口腔病原体如牙龈

卟啉单胞菌、具核梭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都表现出了广谱抗菌

活性。其用于牙周炎治疗具有快速抗菌、减轻炎症反应和促进血

管生成 3 种功效。研究表明，该纳米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体内和

体外生物安全性。

作为一种快速根除口腔病原体并有效加速牙周组织修复的治

疗策略，本研究有望为临床牙周炎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材料设计

思路。另外，其相关催化机制也为分子结构和催化设计研究提供

了新的研究视角。

治疗慢性牙周炎

又添“抗菌新武器”

“您有一例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

人民医院的[冰冻]会诊。”近日，正在休年假的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远程病理中心副主任胡忠良的手机

上，收到了一例术中会诊申请短信。

看到信息，胡忠良迅速登陆“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远程病理会诊平台”（以下简称“云病理”），对这

一术中冰冻病例进行病理诊断。不到 5 分钟的时

间，他便将一份附有自己电子签名的远程病理专家

咨询报告发送了过去。

术中病理会诊，即在手术进行中的一种病理

诊断，是临床医师在实施手术过程中，就手术方案

有关疾病诊断问题，向病理医师发出的快速紧急

会诊请求。术中病理诊断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关

乎手术进展的质量。

现在，诸如此类的术中病理诊断，都可以通过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云病理”平台，进行远程诊断。

病理学诊断，被誉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

然而我国病理医生人才缺乏，机构间病理诊

断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5

年率先探索‘云病理’会诊平台，用以满足基层医

院疑难病理会诊，以及术中快速会诊的需求，助力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党委副书记胡建中说。

据了解，该会诊平台系统可支持标准化报告

审核制度，同时，还配置了系统内咨询功能等。

“远程病理不仅能帮助基层医院的病理科走

上快车道，而且还能带动医院医疗水准的提升。

有些基层医院以前不敢做或不能做的手术，现在

也渐渐开展起来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病理科主

任周建华说。

此外，通过该平台，会诊患者通常有望在 24小

时内就能获得权威病理专家的诊断。而以往的借

片会诊，则至少需要花费 5个工作日的时间。

2020 年 11 月，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农民何奶

奶，因反复性咳嗽，存在周围型肺癌并肺内、右侧

胸膜多发转移可能，住进了当地县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科。就在家人四处筹钱想去长沙诊治之

时，“云病理”平台已经对何奶奶的病理切片做出

了及时准确的诊断。据此，当地医院立刻给何奶

奶制定了详细可行的治疗方案，经过一段时间治

疗，其病情得到明显控制。

江华瑶族自治县，也是中南大学的对口帮扶

对象。湘雅医院病理科与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

院病理科、蓝山县人民医院病理科等签订协议，帮

助他们实现了远程病理会诊，有效地缓解了当地

病理诊断跟不上临床需要的矛盾。

周建华称，“云病理”的出现，是湘雅医院对“数

字化+人工智能”远程病理新模式的一种积极探

索。为从源头上提升远程会诊结果的准确性和后

续分子病理检测质量，该院病理科为基层医院技术

员和医生提供了院内学习机会，并定期派专家教授

和优秀技术员下乡指导，以此有力推动当地医院病

理学科建设发展，这样的模式也成为了“病理专科

医联体”的一个成功典范。而未来，医院还拟着力

建设“全方位数字化病理科”和创新的“人工智能云

病理”，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把疑难重症解决。

有了“云病理”，患者或一日内得到权威诊断
◎本报记者 俞慧友 通讯员 邓 磊

新华社讯（徐鹏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印发《“十四五”

国家临床专科能力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实施临

床重点专科“百千万工程”。在国家层面，累计支持各省建设不少

于 750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在省级层面，31 个省份累

计支持不少于 5000 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在市（县）级

层面，31 个省份累计支持至少 10000 个地市级和县级临床专科能

力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建设，形成网格化临床专科服务体系。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此次规划旨在进一步加强临

床专科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临床专科能力建设对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导各地做好“十四五”临床专科能力建设工作。

据介绍，规划明确提出，相关建设项目应当向非省会城市适当

倾斜，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逐步减少患者异地就医需求，使医

疗资源分布与区域医疗需求更加适配。

规划提出，提升医疗技术应用能力，推动技术创新转化；优化

医疗服务模式，积极吸纳先进的诊疗理念，积极推动智慧医疗体系

建设；提高医疗质量安全水平，将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融入专科

能力建设工作；加强专科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人才培养机制。

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年）》，明确四个重点建设

行动和四个能力提升行动，分别为建设高水平公立医院网络、建设

临床重点专科群、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三位一体”智慧医

院、实施医疗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患者体验提升行动、实施医院管

理提升行动、实施临床科研提升行动。

“十四五”期间将形成

网格化临床专科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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