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痰液就能检测出人是否患有肺癌，在很

多人看来这是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是近日，南通

大学医学院一个大学生团队通过集成创新复合纳

米微球富集肺癌细胞技术以及单细胞分离技术，

将 AI技术和病理诊断相结合，研发出了通过痰液

筛查肺癌的诊断方式。

不久前，该团队的项目“慧眼识癌——肺癌细

胞病理诊断赛道的领跑者”，获得第七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银奖。

识别癌细胞无异于大海捞针

近半个世纪以来，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都

处于迅速上升的趋势。早发现、早治疗是提高肺

癌患者生存率最有效的方法，然而目前尚无性价

比高的普查手段。

该团队负责人、南通大学医学院学生陈怡洋

说，肺癌确诊的金标准是细胞病理诊断，但对病理

科医生来说，将细胞制片并准确找出肺癌细胞是

一项十分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

陈怡洋从大二开始，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

组成团队，申请了“AI 辅助肺癌细胞病理诊断”的

大学生创新项目，探索如何解决痰液制片难、肺癌

细胞寻找难、病理确诊难等肺癌诊断方面的问题。

在肺癌细胞病理涂片图像中，肺癌细胞数量

很少且常常与其他大量良性细胞夹杂在一起，识

别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发现肺癌细胞无异于

大海捞针。不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需要长

期的经验积累。

团队成员们发现，利用纳米微球技术富集肺

癌细胞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因为良恶性细胞的性

质不同，我们希望能找出一种特殊的蛋白能对癌

细胞表面受体有特异性的吸附力。”团队成员、南

通大学医学院学生席珺婷说。经过很长时间的研

究和探索，团队成功研发出被覆特殊复合蛋白的

Fe3O4（四氧化三铁）磁性纳米颗粒，它能很好解决

痰液中肺癌细胞收集难的问题。实验数据表明，

用这种磁性纳米颗粒做成的微球可以很好地在患

者痰液中吸附肺癌细胞，能将确诊阳性率提升

30%以上。

将AI技术运用到癌细胞诊断中

在解决好如何富集癌细胞的问题之后，该团

队又运用“互联网+”思维，把 AI 技术运用到肿瘤

细胞诊断上。

“同学们的想法看似简单，但十分前卫，真正

做起来并不容易。”团队指导老师、南通大学医学

院副教授吴辉群说，类似于 CT 影像上的肺结节，

显微镜拍摄到的肺癌细胞病理图像中很多细胞都

是成团成簇的。另外，不同的医院制片的差异也

会影响到病理图像的显示，这些都增加了标注和

机器学习的难度。

陈怡洋和团队成员们首先从细胞分离做起，

但国内没有现成的分离液可以使用。在医学院季

菊玲教授的指导下，团队最终研制出适合肺癌细

胞的分离液，可以使制片出来的复杂癌细胞簇不

会重叠在一起，这样通过 AI技术就能实现精准识

别标注，从而提升诊断的效率。

要想让 AI 实现精准识别，还需要收集大量

的肺癌细胞病理图像和专家的标注来训练 AI 算

法。在学院老师以及校友专家的帮助下，团队

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胸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以及该校附

属医院等大型医院病理科开展了合作，积累多

中心的肺癌细胞病理资源，建立肺癌细胞病理

标注数据库，最终开发出“慧眼识癌”远程病理

诊断系统原型，实现了“云端”对肺癌细胞的识

别诊断。

“‘云端’诊断相比以前坐在显微镜前一遍一

遍地观察来说要轻松得多！遇到拿不准的病理图

像还能请专家远程会诊，省去了患者去大医院就

诊的宝贵时间和往返费用！”在部分临床试用中，

该系统受到了许多医生的赞扬。他们表示，“慧眼

识癌”远程病理诊断系统为病理医生带来了很多

便利，不仅节约了诊断时间，还提高了效率，给患

者也带来了实惠。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

长樊嘉评价：“该项目与临床样本检测的符合率很

高，是‘互联网+精准医学诊断’的一个成功范例，

未来互联网+AI 精准诊断和治疗大有可为，应用

会越来越宽广。”

目前，该团队已经与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达成

了合作，将推动痰液早筛成为国家肺癌筛查的推

荐项目，帮助患者进行无创诊断，使得病理医生能

更简便、更准确地实现筛查工作，让肺癌细胞尽早

现形。

“慧眼识癌”系统：仅靠痰液检测就能筛出肺癌

“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等，

累计为1252.5万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服务。在诸多高

科技辅具中，通过采集、处理人体肌电神经电信号，帮助

佩戴者重获双手功能的智能仿生手，正为越来越多的肢

残人士带去福音。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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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功研发出被覆特

殊复合蛋白的 Fe3O4（四氧化

三铁）磁性纳米颗粒，它能很

好解决痰液中肺癌细胞收集

难的问题。实验数据表明，用

这种磁性纳米颗粒做成的微

球可以很好地在患者痰液中

吸附肺癌细胞，能将确诊阳性

率提升30%以上。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范 苏

握笔、沾墨、下笔一气呵成……12 月 8 日，在

浙江杭州人工智能小镇内，有着 4年智能仿生手佩

戴经历的倪敏成向科技日报记者展示书法。他介

绍，自己可以用意念精准控制仿生手的每根手

指。这对机械臂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传统的功能性义肢需要通过物理按键或摇晃

等方式，才可以实现简单的手势切换。近年来，脑

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发展，在残障人

士辅助器具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实施精准康复服务

行动等，累计为 1252.5 万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服

务 ，2020 年 残 疾 人 基 本 辅 助 器 具 适 配 率 超 过

80%。在诸多高科技辅具中，通过采集、处理人体

肌电神经电信号，帮助佩戴者重获双手功能的智

能仿生手，正为越来越多的肢残人士带去福音。

一只完整的手拥有 27块骨头，由 34块肌肉牵

引完成动作，被 48条神经控制……多年来，国内外

研究人员致力于研制出形状性能与人手一致的义

肢。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部分高校院所就开

始着手相关工作，研制出了若干具有一定灵活度

的多指仿生手，并积极尝试完善其功能。

自 1924 年，德国医生贝格尔在人类历史上

首次记录到人脑脑电波活动现象，脑机结合研

究的纪元就已开启。1999 年，人类首次实验证

明大脑皮层神经元群可以直接控制机械手臂，

这一发现极大地促进了脑机接口技术用于义肢

研发。

人的动作意图由大脑发出，经由脊髓传递到

外周神经，支配肌肉运动。这一过程中，肌肉内还

伴随可观测的肌电信号。以往，国外肌电仿生手

产品主要靠感应手臂两侧屈肌和伸肌肌电信号，

映射至机械臂完成动作，对大脑行动想法的呈现

和执行依然有限。

“不妨将大脑发出动作指令到肢体动作完成

的过程理解为拨电话，残肢则是被切断的电话线，

信号汇集在那，只是暂时无法输出。”哈佛大学脑

科学中心博士、强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韩璧丞认为，智能仿生手的变革之处在于应用脑

机接口技术，将“电话线”切断处的神经信号更精

细化处理后再传递出去。

据了解，脑机接口技术可分为侵入式与非侵

入式两大类。前者采用在脑部植入电极的方式，

后者则是在头皮上涂抹导电膏、佩戴采集设备获

取脑电信号。二者各有优劣，但后者接受度相对

较高。

“脑电信号强度为几十微伏，比肌电信号更

弱，相当于一节 5 号电池电流强度的百万分之一，

要捕获它，堪比搜寻 50 公里外的蚊子振翅声。”韩

璧丞表示，为了捕获极其微弱的脑电信号，其团队

通过革新电极材料，制成采集脑电信号的传感器，

实现脑电信号的大规模精准采集，建立起了庞大

的脑电及肌电神经电数据库。他们基于此研发出

的 BrainRobotics 智能仿生手，可采集残肢的肌电

神经电信号，再经过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算法还

原大脑中的动作意图。

用脑机接口技术实现对仿生手的控制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10年末，

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 8502 万人，其中肢体残疾约

2472 万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到 2025 年，我国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适配率预计

将达到 85%以上。

今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残疾人保

障和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康复辅助器具创新产

品研发生产，增强优质康复辅助器具供给能力，推

动康复辅助器具服务提质升级；鼓励实施公益性

康复辅助器具适配项目。

“由于康复辅助器具价格较高的原因，残疾人

群体购买力不强。这就要求企业一方面要持续改

进工艺、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公

益，承担社会责任。”韩璧丞介绍，近几年，其公司

通过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相关慈善机构合作，

以资助计划等活动形式，为肢体残疾人士免费安

装了数百只智能仿生手。

除此之外，上海傲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丹阳

假肢厂有限公司等国内企业，近年来同样开始致

力于智能仿生手的商业化及公益普惠，连续几年

在上海、广西桂林、云南昆明等城市为多位上肢缺

损者提供智能仿生手的免费安装及售后服务。

“智能仿生手具有较精密的结构，成本自然也

高。近年来国内企业逐渐崛起，打破了国外产品

对该领域的垄断，产品价格从数十万元降至十万

元左右。”业内专家表示，未来仿生手在满足人手

所需基本功能的同时，在价格低廉、易于维护方

面，还需研发人员持续优化。

智能仿生手进一步普及还需持续优化

能拿鸡蛋、拧瓶盖、系鞋带，还能比个“666”

仿生手随心而动仿生手随心而动 肢残人士重肢残人士重““掌掌””人生人生

轻轻拿起一颗鸡蛋，既不让鸡蛋脱手，也不会

用力过猛将其捏碎。这对常人来说，是毫不费力

的事情。但对仿生手而言，从生理信号采集识别，

到产品材质、构造，都需要经过缜密设计才能实现

这个功能。

此前，由德国奥托博克公司研发的“米开朗

基罗之手”，每根手指上均安装有传感电极，具有

7 种不同抓取能力。随着技术迭代和设计优化，

目前国内在售的智能仿生手，已可实现 20 多种

手势动作，具备 10 个活动关节，手腕处可集成位

置、力量、姿态、加速度等传感器，从而模拟人手

的感知能力。

“仿生手内置的肌电感应传感器与算法处理

单元负责获取动作意图，具体实现有赖于灵活的

手指关节保障驱动自由度。”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的

体验官古月介绍，自己佩戴仿生手一年多，不仅能

完成拿鸡蛋、拧瓶盖、系鞋带等日常动作，还能完

成跳绳、攀岩这类剧烈运动，比个“OK”“666”也不

在话下。

记者了解到，现有商业智能仿生手虽然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对环境情况感知不够、小

臂处构造僵硬、生物感不强等问题。此外，智能仿

生手的应用尚难摆脱肌电信号控制，因此对高位

截瘫和肌肉损伤患者无能为力。

完善智能仿生手功能让它更似人手

12 月 16 日，最新一期《科学·转化医学》以封面文章形式在线

发表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李红良团队的两篇研究

论文。该研究突破了非酒精性脂肪肝治疗方面的国际研究瓶颈，

解决了靶向治疗副作用的重大难题。

论文通讯作者、研究团队负责人李红良介绍，非酒精性脂肪肝

是目前最常见的肝脏疾病，全球患病人数近 20 亿，发病率呈快速

增长趋势。我国非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已超过 30%，成为重大公

共健康问题和严重社会医疗负担。

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是众多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肿瘤等的重

要风险因素，一旦发展到非酒精性脂肪肝，将显著增加肝硬化、肝

癌、肝衰竭等肝病风险。据统计，脂肪肝患者 10 至 15 年内发生肝

硬化的概率高达 15%到 25%。

全球对于非酒精性脂肪肝治疗药物的临床需求迫切，预计到

2030 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 350 亿美元。鉴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

庞大患病基数、严重健康危害和强烈临床需求，目前全球针对非酒

精性脂肪肝的药物试验已有 800 多项，但迄今没有任何一款药物

获批进入临床。

在前期研究中，李红良团队发现，乙酰辅酶 A 羧化酶（ACC）

是目前最有潜力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治疗靶点，其抑制剂可明显改

善肝脏脂肪化、炎症和纤维化。但已有的 ACC抑制剂有导致血脂

升高的严重副作用，大大阻碍其临床应用。

李红良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生发

展的核心机制，发现 12-脂氧合酶(ALOX12)是非酒精性脂肪肝进

程 的 关 键 靶 点 ，ALOX12 可 直 接 靶 向 乙 酰 辅 酶 A 羧 化 酶 α

（ACC1），特异性精准调控 ACC1溶酶体降解途径。

根据这一发现，李红良团队开发出一个全新小分子化合物，可

精准靶向 ALOX12-ACC1 蛋白相互作用，促进 ACC1 蛋白降解，

显著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发展。

该 ALOX12 抑制剂的治疗效果，比目前国际上正在进行临床

试验的 ACC抑制剂更显著，且不会引起高血脂等副作用。该研究

突破性解决了靶向 ACC 的副作用问题，破解靶向 ACC 治疗非酒

精性脂肪肝的困境，为 ACC 抑制剂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更为靶向 ACC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向。

据悉，近年来李红良团队重点围绕 ALOX12 开展系列研究，

开发出小分子抑制剂，在小鼠、猪、猴模型中全面证实了靶向 AL-

OX12的小分子药物治疗器官损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科学家破解

非酒精性脂肪肝靶向治疗难题

新华社讯 （记者田晓航 李恒）为破解罕见病患者用药难题，

有关部门在行动。记者从 18 日在京举行的 2021 年中国罕见病大

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内共有 60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

已有 40余种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 25种疾病。

自 2018年成立以来，国家医疗保障局每年一次动态调整医保

药品目录，罕见病用药也在调入之列。同时，通过对罕见病药品谈

判准入，罕见病用药价格大幅降低。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

在会上介绍，2021年共有 7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价格平均降幅

达 65%。

据有关机构估计，我国现有各类罕见病患者约 2000 万人，每

年新增患者超过 20万人。面对日益庞大的罕见病患者群体，用药

保障的步伐必须不断加快。

近年来，我国对罕见病治疗药品实施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防治罕见病的创新药和改良

型新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时飞介绍，国家药监局会同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相关

事宜的公告，遴选发布了三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品种名单，鼓励

企业申报。三批遴选发布的 81 个药物中，罕见病治疗药品超过

一半。目前，已有 26 个罕见病药物通过临床急需境外新药专门

通道获批上市。

“在所有药品上市申请中，罕见病药品审评审批时限最短。”陈

时飞说，2020 年，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明确了将具有明显

临床价值的防治罕见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

程序，对于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药品在 70

日内审结。

据介绍，2021 年，国家药监局新批准利司扑兰口服溶液用散

等 10个罕见病药品，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等罕见病。陈时飞

说，这些药品填补了国内相关罕见病治疗用药的空白，为更多的罕

见病患者延缓病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带来了希望。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纳入40余种罕见病用药

◎本报记者 吴纯新

为此，浙江大学宁波研究院夏庆华团队开

发出表面覆盖有柔性多维感知传感器阵列的智

能软体仿生手，用于感知外部压力、滑觉、温度、

湿度，并据此调节仿生手的状态。在接触到结

构较硬或较软的物体时，仿生手自身刚度也随

之调整。

“基于团队搭建的脑电和肌电信号数据库，去

年我们发布了以人机物联网为核心理念的 Brain-

OS 大脑智能操作系统。”韩璧丞介绍，通过该系

统，未来或许可以让具备脑机接口的设备侦测到

用户的脑电信号，并将其直接输送给智能终端，实

现隔空对智能终端进行操作。

佩戴着智能仿生手的倪敏成正在展示书法佩戴着智能仿生手的倪敏成正在展示书法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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