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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利用骨钙素敲除

基因模型、GPR37基因敲除动物

模型，验证了骨钙素能够通过

GPR37 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少突

胶质细胞分化和髓鞘化的作用，

这为以骨钙素作为外周潜在靶

点治疗中枢髓鞘病变提供了实

验依据。

新的放射治疗技术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一方面它

可以提高肿瘤照射剂量，提

高肿瘤局部控制率和患者生

存率；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正

常组织照射剂量，减少对正

常组织的毒副作用，扩大放

射治疗技术的应用范围。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射治
疗科主任

◎本报记者 刘传书

科技日报讯（记者符晓波）记者近日从厦门大学获悉，由厦门

大学和养生堂万泰生物旗下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

研制的宫颈癌疫苗日前通过世界卫生组织 PQ 认证，成为中国第

一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 PQ认证的宫颈癌疫苗。

PQ 认证是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的针对抗艾滋病类药物、抗疟

药、抗结核药、生殖保健药品、锌剂、流感类药品、抗病毒类药物、抗

菌药物、原料药（API）、疫苗和检测试剂（RDT）等产品的评审程

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 PQ 认证，意味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宫颈癌

疫苗获得国际认可，可参与联合国大宗公立采购，有望凭借“质优

价廉”的特点，推广到更多国家和地区，惠及全球尤其是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女性。

这款宫颈癌疫苗对相关宫颈癌癌前病变的保护率达到 100%，

对临床及病毒感染的关键保护性数据均高于或者等于两个进口疫

苗，具有安全、有效、低成本、高产量等优点，也是国内唯一获批对

于 9—14岁女性仅需接种两针的宫颈癌疫苗。

厦门大学有关负责人介绍，厦门大学在宫颈癌系列疫苗研制

方面拥有坚实基础和过硬能力。2002 年启动研制的第一代宫颈

癌疫苗（二价）已于 2019年 12月在国内上市，是首个国产宫颈癌疫

苗，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备宫颈癌

疫苗自主供应能力的国家。这款疫苗上市以来在国内广受欢迎，

供不应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济南市等多个地区已将国产宫

颈癌疫苗纳入了适龄女孩免费接种计划，并有更多省份和城市正

在拟定国产宫颈癌疫苗免费接种方案。

据厦门大学透露，目前该校研制的第二代宫颈癌疫苗（九价）

正在开展三期临床试验；全球首个第三代宫颈癌疫苗（二十价）已

取得关键技术突破。

我宫颈癌疫苗

获世卫组织认证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严丽 曹璇绚）老龄化问题

如何科技化应对？近日，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家老年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湘雅医院）提供技术支持的“5G 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新模式，启动试点。同时，湖南省长沙县也率先启动了全国首个

省级医养结合智能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医养平台）。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比重为 13.5%，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人群处于“带病生存”状态，

医疗和养老需求日益增加。

2018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头，联合北京 301医院等五家单

位，共同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专

项中的“医养结合支持解决方案研究”项目。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党委副书记、项目首席科学家胡建中介绍，

该平台是国内首个打通“医—健—药—康—护—检—养—教”全链

条全流程的“互联网+医养”信息平台，可提供老年人客户端、儿女

亲情端、专业服务端、服务管理端、平台监管端等系列应用，同时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还联手长沙县探索打造了赋能基层医疗机构的

“5G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新模式，为基层居家社区的老年人特别是

高龄、空巢、失能等重点群体，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提供上门巡诊、

精神慰藉、家庭病床等服务，解决医养“最后一公里”难题。

截至目前，医养平台已接入 35种常见症状的智能化病史采集

和预诊，25 种常见疾病和传染病的社区居家移动快速检查检验，

以及包含中医护理在内的十大类 47 种专科护理等数字化基层健

康医养和健康教育服务。

解决医养最后一公里难题

首个省级智能服务平台成立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骨骼只是一种具有支撑

和保护作用的器官，然而近 20 年来，逐渐有研究

发现，骨骼还能作为一种分泌器官，通过分泌不

同的骨源因子，对骨以外的各类器官产生影响，

对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能量代谢等方面具

有调控功能。

10 月 22 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李翔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发表于《科学》子刊《科学进展》上。该研究团队历

时 4年，发现了骨钙素对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少突胶

质细胞的关键调节作用，并首次界定了介导骨钙

素这一新中枢功能的全新受体——G 蛋白偶联受

体（GPR37）。

骨钙素对髓鞘主要构成
成分有重要影响

如果将神经元的轴突比喻为天线，那么髓鞘

就是天线外层的绝缘层，对神经元的信号传导起

着保护作用。在大脑中，除了有数以亿计的神经

元细胞外，还存在众多胶质细胞，起着连接和支持

各种神经成分、分配营养物质、参与修复和吞噬的

作用，而少突胶质细胞是形成中枢神经系统髓鞘

的关键细胞。

作为形成中枢神经系统髓鞘的关键细胞，少

突胶质细胞对维持神经元正常功能，形成绝缘的

髓鞘结构、协助生物电信号的跳跃式高效传递具

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少突胶质细胞的功能异常则

可能使髓鞘结构受损，造成髓鞘病变和神经元损

伤并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引发一系列神经系

统或精神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等。

在研究初期，研究团队利用敲除了骨钙素基

因的小鼠，通过免疫染色、蛋白杂交、电镜分析的

方式发现，当小鼠被敲除骨钙素基因后，其神经元

细胞的髓鞘厚度增加，科研人员由此确认了骨钙

素对髓鞘的主要构成成分——少突胶质细胞有重

要影响，并进一步发现，骨钙素的缺失，会影响少

突胶质细胞分化以及髓鞘化的功能。

“髓鞘随着人体的发育而逐渐成熟，髓鞘太

厚或太薄都是发育不良的表现，容易导致运动障

碍，姿势异常，感知、沟通及行为障碍，智力发育

落后等各类疾病。当人体在进行直立、行走、坐

下、跑步等动作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骨头分

泌骨钙素，进而影响髓鞘中少突胶质细胞的分化

功能，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一定的调控作用。”李

翔表示。

找到骨钙素调控中枢神
经的“信号接收器”

究竟是什么接收了骨钙素信号，并在中枢

神经系统中发挥作用？为进一步探索骨钙素究

竟与何种受体结合进而影响少突胶质细胞，研

究团队利用 RNA 基因测序对比了骨钙素基因

敲除小鼠与野生小鼠胼胝体区域的 RNA 表达，

首次确定了 GPR37 为骨钙素在中枢神经系统中

的新受体。

漫长的人类科学史中，众多科学家不懈努力

建立起了人类基因组库，这其中有一类“孤儿受

体”，它们是被科学家发现，但又无法界定其作用

和匹配物质的受体。这其中就包括 GPR37。

在验证实验中，研究团队利用骨钙素敲除基

因模型、GPR37基因敲除动物模型，通过整合电镜

分析、免疫染色、行为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手段，验

证了骨钙素能够通过 GPR37 调节中枢神经系统

少突胶质细胞分化和髓鞘化的作用，这为以骨钙

素作为外周潜在靶点治疗中枢髓鞘病变提供了实

验依据。

“我们利用各种基因敲除动物模型，并采用不

同的研究手段，包括关键的电镜分析、免疫染色、

RNA 测序等，通过与中国科学生物物理所、蔡司

中国、华大基因合作，在不同技术手段下，相互验

证了本研究的重要成果。”李翔表示。

一直以来，科学家们不懈探索着骨钙素对中

枢神经系统的影响。如 2013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弗兰克·欧利等人的研究发现，骨钙素能够通过

血脑屏障作用于神经元，调控中枢神经系统，对大

脑认知记忆功能产生影响。然而，目前对骨源性

因子调节骨外器官,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

具体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研究团队首次界定了骨钙素在中枢神经系统

功能调节中的新受体。通过深入探究骨钙素在中

枢神经系统中的内在调控机制，从寻找“外周—中

枢”关键调控分子出发，为从调节骨功能及骨源性

因子角度探索维持神经系统功能新措施提供了理

论依据，为相关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干预新策略

和新靶点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科学家发现骨钙素对少突胶质细胞的调节作用

不仅提供支撑保护，骨骼还能调控神经

日前，一场特殊的手术让放射治疗技术引发

媒体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院长董家鸿团队联合相关专家在海南博鳌超级医

院为一位晚期肝癌患者实施了钇[90Y]树脂微球治

疗。这是国内首次引入钇[90Y]放射性微球治疗，

意味着我国实现了首个放射性微球药械组合的资

质审批和特许准入。

“近 30 年，中国的放射治疗快速发展，但各个

地区发展不平衡，而且用于放射治疗的加速器配

置严重短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用于放射

治疗的加速器配置是 2—4 台/百万人口。而中国

的现状是，2019 年只有 1.5 台/百万人口。”10 月 23

日，在第四届华夏肿瘤高峰论坛上，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李晔雄谈及我国放射

治疗发展现状时如是说。

谈及放射治疗，大众并不陌生，它已有 120 多

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放射治疗技术是

近二三十年的产物。”李晔雄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冯晓彬

介绍，目前在临床上应用的放射治疗技术可分为

远距离照射和近距离照射，或者说体外放射和体

内放射两种类型。

现阶段，体外放射技术包括质子治疗、中子治

疗、光子治疗等。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还

出现了调强适形、断层治疗、TOMO、弧形照射、立

体定向放射治疗、伽马刀、陀螺刀、射波刀等。体

内放射技术包括腔内放疗、术中置管放疗以及组

织间插植放疗、粒子植入照射、血管内介入放疗、

放射性核素敷贴等。

体内放射治疗与体外放射治疗有何区别？冯

晓彬表示，相比于体外放疗，体内放疗的放射剂量

更高，放射源与靶区的距离更短使得放射精度更

高。此外，体内放疗在实现以最大的照射剂量杀

伤肿瘤组织的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周围组织

及器官的损伤。进行体内放疗时，放射源释放的

能量大部分由靶区组织吸收，而进行体外放疗时

放射源释放的能量大部分都被准直器和限束器吸

收；进行体内放疗时，放射源通过物理手段或生物

方式识别靶区，无需像传统体外放疗那样穿越体

表正常组织，可以减少正常组织的暴露。

上述钇[90Y]树脂微球治疗就属于体内放射治

疗手段。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副院长蔡建强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称：“钇[90Y]是一种特殊的放射源，放射能量较

高，最高能量可达 2.27 兆电子伏，但放射距离较

短，平均仅约 2.5毫米，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对

周围正常细胞或组织的损伤极小。钇[90Y]树脂微

球治疗技术更加精准，属于更高层次的放射治疗，

是晚期肝癌治疗的重要手段。”

放射治疗技术分为体外和体内两种

“体内放疗和体外放疗在临床上的应用前景

都很广阔，在疾病治疗中该如何选择取决于患者

的病情、肿瘤的大小和范围等因素。”冯晓彬称。

目前，体外放疗可用于多种肿瘤的治疗，如宫

颈癌、肺癌、乳腺癌和肝癌等。

体内放疗在临床上同样具有丰富的应用。“例

如，以 177Lu为首的 RDC 类靶向放射性药品可用于

神经内分泌瘤、前列腺癌和肾癌的治疗；166Ho 和
90Y 放射栓塞可用于治疗原发性或转移性肝癌；131I

可用于甲状腺癌或甲亢等甲状腺疾病的治疗；

新放射治疗技术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近 30 年，中国放射治疗快速发展。李晔雄介

绍，中国放射治疗中心已经从 1986 年的 364 家增

长到 2019 年的 1463 家，放射治疗相关从业人员数

量也在快速增长。此外，在计算机技术和影像技

术发展的推动下，我国放射治疗技术快速发展，重

离子治疗、MRI 模拟定位、MRI 加速器等逐渐得

到应用。

“整体上来说，我国放射治疗技术无论是设备

还是技术都与国际水平接轨。”冯晓彬表示。

专家介绍，从放射治疗的设备方面来看，我国

放射治疗设备快速普及，不少县级医院都已具备

较为先进的放射治疗设备。“北京、上海、广州等国

内发达城市部分医院放射治疗科的相关设备甚至

比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放射治疗设备更先进。”冯晓

彬表示。

从技术层面来讲，国内很多大型医院的放射

治疗水平也已与国际水平接轨甚至领先国际水

平，比如，我国鼻咽癌放射治疗技术就在国际上遥

遥领先。

从理念方面来看，我国放射治疗领域也已经

形成精准放疗的理念。

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放射治疗水平在各个

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医院的放射治疗水平

参差不齐。

另外，我国用于放射治疗的加速器配置严

重短缺，尤其是自主研发的加速器不足。蔡建

强表示：“我国放射治疗水平在整体上与国际没

有太大区别。但目前我国 80%—90%的放射治

疗加速器还是来自国外，这限制了我国先进放

射治疗手段的使用。虽然我国自主研发的加速

器设备已逐渐投入应用中，但还没有达到市场

推广的程度，所以要加大医用加速器的自主研

发力度。”

李晔雄认为，放射治疗新技术的应用也面临

着很大挑战。“使用新的放射治疗技术需要有合格

的医生能够精确掌握靶区的界定和剂量，还要有

合格的物理师来保障治疗计划顺利进行并做好放

射治疗的质量控制，然而医院放射治疗科的人才

比较缺乏。”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肿瘤患者对放射治疗存

在一定认知偏差。”冯晓彬表示，口耳相传中，公众

对放射治疗的印象偏负面。

冯晓彬认为，推动我国放射治疗技术的发

展，需要将基础人才培养及医院分科模式改革相

结合。“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从学校教育开始，增设

介入放疗专业，招收更多医学物理和肿瘤学专业

的学生，同时鼓励学生去海外学习先进设备的使

用等。”冯晓彬说。

新技术普及还需爬坡过坎

新技术让放疗告别新技术让放疗告别““模糊扫射模糊扫射””时代时代
223Ra可抑制前列腺癌骨转移，减少肿瘤复发；125I粒

子植入可对多种实体瘤发挥作用，如肺癌、前列腺

癌和肝癌等。”冯晓彬介绍。

“不过，传统的体外照射技术由于照射野形状

与肿瘤在三维方向的形状上不完全相符，因此也

会照射到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对正常组织造成

损害。”冯晓彬坦言。

为了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新的体外

放疗技术不断出现。例如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

术、三维适形放射治疗技术、图像引导放射治疗技

术等。

李晔雄也表示，新的放射治疗技术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一方面它可以提高肿瘤照射剂量，

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和患者生存率；另一方面可

以降低正常组织照射剂量，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毒

副作用，扩大放射治疗技术的应用范围。”

“比如，调强适形放射治疗可以提高头颈部

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减少正常组织畸形和长期副

反应，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提高患者长期生存率；

应用螺旋断层与径照放射治疗系统可以显著降

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质子放射治疗技术可以显著

降低第二原发性肿瘤风险；在前列腺癌治疗中，

重离子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第二原发肿瘤风险。”

李晔雄说。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杜巍巍 杨岑）10 月 25

日 ，记 者 从 武 汉 大 学 人 民 医 院 获 悉 ，最 新 一 期 国 际 心 血 管 领

域 顶 级 期 刊《美 国 心 脏 病 学 会 杂 志》发 表 了 该 院 心 血 管 内 科

胡丹教授课题组心律失常的最新研究进展：编码心脏钠离子

通道的 SCN5A，是可导致心源性猝死的早期复极综合征的主

要致病基因。

这项研究对于早期发现和预防早期复极综合征导致的心源性

猝死，具有重大临床意义。

据估计，心源性猝死人数占猝死总人数的 80%以上。胡丹介

绍，J波综合征是以心电图 J波为特征的合并致命性心律失常的临

床症候群。J波综合征与心源性猝死关系密切，有 J波综合征的人

群发生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增加 3至 10倍，而心源性猝死的人群中 J

波综合征出现的比例比正常人群高出 3到 20倍。

胡丹表示，J 波综合征主要包含 Brugada 综合征和早期复极

综合征。二者首发临床表现均可表现为猝死，严重威胁患者生

命安全。

胡丹教授课题组发现，编码心脏钠离子通道的 SCN5A是早期

复极综合征的主要致病基因；携带多个 SCN5A 致病突变的 J波综

合征患者，发生恶性事件的风险，显著高于携带单个 SCN5A 突变

的患者。

该研究团队还发现了第一例由发热诱发的早期复极综合征患

者，并鉴定出该患者的致病性突变。此突变导致钠离子通道功能

完全丧失，使钠离子通道蛋白结构不稳定，并显示出负显性作用，

且在发热状态时加重。

上述研究成果，为临床早期精准识别心源性猝死提供了新的

方法，或可改变相关临床指南和诊疗决策。胡丹表示，心血管内科

医生通过筛查患者是否存在 SCN5A基因，能积极有效地从人群中

筛选出早期复极综合征高危人群，进而可有效地防治早期复极综

合征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发生。

心源性猝死

重要致病基因被发现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麒麟刀麒麟刀””精准放疗设备精准放疗设备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