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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焦凯副教授

团队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自噬型钙化囊泡启动

骨关节病软骨病理性钙化的核心机制，并发现

利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6（HDAC6）抑制剂可

阻断自噬型钙化囊泡的释放，实现骨关节病软

骨病理性钙化及退变的逆转。这一发现为临

床预防及阻断骨关节病进展提供了新策略，也

为动脉粥样硬化、异位骨化等病理钙化疾病发

病机制的认识和临床防治策略的研发提供了

新思路。相关论文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进展》上。

自噬型钙化囊泡对软骨
钙化起关键作用

关节软骨渐进性退变是骨关节病最主要的

病理改变。大量临床及基础研究显示，软骨病理

性钙化是导致骨关节病软骨退变的关键致病机

制之一。

软骨病理性钙化通过诱导软骨细胞表型改

变，最终呈现出一种病理状态。这些病态的软骨

细胞通过有丝分裂增加自身数量，并通过分泌炎

症因子、降解软骨基质引发组织炎症，最终发生

凋亡。凋亡小体在吸收钙离子后又会成为新的

病理性矿化结晶，循环往复，致使软骨退变加重、

剥脱。这会使病情恶化，并最终导致相关的关节

功能障碍。

“因此，骨关节病软骨病理性钙化是导致骨

关节病软骨退变致病过程的关键环节。此前它

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这是我们这项工作的主要

着力点和突破口。”焦凯说。

记者了解到，在这项研究中，焦凯团队通

过构建大鼠颞下颌关节骨关节病模型，首次发

现骨关节病早期关节软骨即可出现病理性钙

化，随病程延长软骨钙化程度加重，且软骨退

变区有大量钙化囊泡，该囊泡表达细胞自噬标

记分子——微管相关蛋白 I 轻链 3（LC3）。骨

关节病软骨细胞内 LC3 阳性钙化囊泡（自噬型

钙化囊泡）显著增多，它与溶酶体结合受阻，以

细胞外囊泡形式释放到软骨基质中，可介导 II

型胶原钙化。

“进一步研究发现，抑制细胞自噬则可显著

阻断上述钙化活动。因此，自噬型钙化囊泡在骨

关节病软骨病理性钙化中起到了核心关键作

用。”焦凯说。

恢复软骨细胞微管稳态
可逆转钙化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 HDAC6 所介导的α-

微管蛋白去乙酰化及微管失稳态，是自噬型钙化

囊泡与溶酶体结合受阻，并释放至细胞外的主要

机制。通过体内抑制 HDAC6 功能，就可以恢复

软骨细胞微管稳态，通过阻断自噬型钙化囊泡的

释放，实现骨关节病软骨病理性钙化及退变的逆

转。”焦凯解释道。

关节腔药物注射是临

床上缓解骨关节病患者疼

痛症状的常用治疗手段。

焦凯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

大鼠颞下颌关节腔注射技

术，证明在大鼠体内抑制

HDCA6 功 能 ，可 以 实 现

骨关节病软骨病理性钙化

及退变的逆转。

“因此，这项研究既发

现了一个新的药物靶点，

又证明了颞下颌关节腔注

射技术治疗由骨关节病软

骨病理性钙化引发的骨关节病软骨退变的可行

性。”他说。

除骨关节病软骨病理性钙化外，动脉粥样硬

化、心脏瓣膜钙化及异位骨化等多种疾病分别存

在着血管、肌肉及韧带等软组织的病理性钙化，这

些疾病不仅严重影响机体功能，甚至危害生命。

记者了解到，该研究成果为以阻断自噬型钙

化囊泡释放为靶点，治疗上述多种病理性钙化疾

病开辟了全新研究领域。此外，该团队目前正在

开展利用自噬型钙化囊泡钙化肿瘤细胞，阻断肿

瘤转移的应用基础研究。

导致关节软骨病理性钙化的元凶找到了

近日，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肿瘤科团队关于前臂恶性骨肿瘤保肢治疗

的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刊物《肿瘤学前沿》上。恶性骨肿瘤即是人们俗称

的“骨癌”。

前臂原发恶性骨肿瘤发病率极低，前臂肌群解剖结构复杂且与手的

精细运动密切相关，神经血管密布、空间狭小。恶性骨肿瘤侵犯周围软组

织往往造成重要神经血管受累，保肢困难。失去手臂意味着残障。患者

在劳动能力下降、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负担的同时，还面临社会偏见导

致的心理压力。

论文第一作者、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肿瘤科副主任刘巍峰介绍，由于前

臂结构复杂，在保证安全范围内切除恶性骨肿瘤存在一定困难。除了切

除病灶本身，帮患者尽可能保留前臂及手部功能、尽快恢复健康也是医生

们努力的方向。“人的前臂当中有两根骨骼，桡骨和尺骨。我们的手臂能

够灵活旋转，靠的就是这两根骨的灵活配合。在患者接受手术、切除大段

骨骼的同时，我们还要给出重建的方案。”他说。

简单而传统的重建方案是单骨化，即让没有受损的那根骨头成为前

臂支撑的中心，但这种方案可能导致患者手臂失去旋转功能。为此，医生

们研究并改进方案，用人体其他部位的骨骼，如髂骨或小腿上的腓骨，来

补全被切除的骨骼。“这种‘移花接木’并不容易。为了保证骨的存活，我

们有时要进行复合血管移植，把腓骨的血管连接到前臂的血管上。这也

是非常精密的手术，需要显微外科团队协同作战，才能保证手术顺利完

成。”刘巍峰说。

《临床医师癌症杂志》每年的癌症统计显示，虽然恶性骨肿瘤是一种

极其罕见的疾病，前臂又是少发部位，但鉴于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

恶性骨肿瘤绝对病例也不在少数。正是由于这种疾病罕见，误诊、漏诊的

概率更高，因此延误治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刘巍峰表示，此次发表的论

文，是对近 20 年来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肿瘤团队几代医师临床工作的总

结，得到了包括牛晓辉教授在内的科室专家团队的大力支持，凭借大量病

例资源和长期随访证据，研究团队总结了前臂原发恶性骨肿瘤的外科手

术切除重建方法，统计分析出预后相关危险因素。为术前评估肿瘤切除

安全边界、重建方式优劣提供了科学依据。

总结手术切除重建方案

破解前臂“骨癌”保肢治疗难题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赵雪倩）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无

锡市科技局获悉，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哲医药）自

主研发了全球首创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小分子化合物创新药——舒沃替

尼，相关药物研发、转化科学和临床研究的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

刊《癌症发现》上。

舒沃替尼是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导致的非小细

胞肺癌而设计的新一代靶向药物。其首选适应症为治疗 EGFR20 号

外显子插入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于 2019 年 7 月完成首例受试者给药，

正在我国、美国、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关键性注

册临床试验。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王孟昭介绍，舒沃替尼具备

良好的耐受性，100毫克及以上剂量在不同亚型的 EGFR20号外显子插入

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均观察到抗肿瘤疗效，并在脑转移患者及

Amivantamab 疗效不佳或治疗后进展的患者中均显示疗效，最佳肿瘤缓

解率（ORR）达到 48.4%。

除此之外，在 EGFR敏感突变、T790M 突变和 HER220号外显子插入

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也观察到初步疗效，并具备良好的药代动力学

特征，人体半衰期约 50 小时，PK 曲线平缓，因此连续用药达到稳态时药

物峰值浓度和谷底浓度差距小。

值得关注的，舒沃替尼的不良反应谱与已获批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络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类似，无特殊不良反应，因药物相关不

良事件导致永久停药、减剂量等的发生率较低。

小分子化合物创新药

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曙光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5 月 20 日，新修订的成人版和儿童版《变

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发布。

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程雷教授指出，成人版新指南在《变

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5 年，天津）》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近 5 年

发表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变应性鼻炎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方面均更新了较多内容，添加了环境控制、抗 IgE

治疗、药物联合治疗策略，详细扩充了免疫治疗的相关内容，与当前变应

性鼻炎研究热点和临床重点难点问题紧密结合。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教授表示，儿童版新指南

在《儿童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0年，重庆）》的基础上进行了大

幅度修订，新增了流行病学、发病机制、鉴别诊断等内容，在治疗方面为临

床医生提供了更多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旨在促进儿童变应性鼻炎的

规范化诊断和治疗。

专家一致认为，两部新指南均进一步综合阐述了变应性鼻炎的诊断

和治疗，制订了最优化的防治措施和疾病管理方案，强调了对疾病本质的

认识，以及对患者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规范临床诊疗行

为，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新版变应性鼻炎指南发布

可促进规范化诊疗

近日，瑞士弗里堡大学医学院雷欧·碧勒

教授团队、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

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王轶研究员团队为国

际免疫学会联合会的官方期刊共同撰写了关

于 1 型 糖 尿 病（T1DM）治 疗 新 进 展 的 综 述 文

章。该文章在综合近年来已发表的各类胰岛

微囊化实验文章的基础上，展望了胰岛微囊化

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胰岛微囊化技术如何

用于糖尿病的治疗？该技术在治疗疾病时有

哪些优点？未来还有哪些探索方向？有关专

家就此进行了解读。

提起糖尿病，人们都不陌生，作为一种尚无

完全根治方法的疾病，其对于眼、肾、心脏、血管、

神经造成的慢性损害和由其引发的功能障碍十

分严重。其中，T1DM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T1DM 患者胰腺中分泌胰岛素的胰岛β细胞，因

受到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而死亡，从而导致胰岛素

分泌量不足、血糖升高。

目前，医学界主要采用胰岛移植的方式治疗

T1DM，通过超声引导将供体胰岛移植至受体肝

门静脉内，从而替代受损的胰岛β细胞。然而，

胰岛移植虽能较为长期且有效地调控血糖并降

低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但免疫系统仍然不放过

胰岛β细胞，这导致移植胰岛的功能可能会随着

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下降。

“利用微囊囊材包裹胰岛能有效隔离免疫炎

性因子，因此胰岛微囊化技术成为治疗 T1DM

的最佳策略之一。”王轶说。

何为胰岛微囊化技术？“通俗地说，就是用类

似于药物胶囊制剂的外壳材料将胰岛包裹起来，

做成一个‘胰岛胶囊’。这样一来，胶囊中的胰岛

既能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同时又能很好地释放

胰岛素，从而调节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王轶说，

这一技术也称为胰岛封装技术，实际上是一种免

疫隔离的策略。

虽然胰岛被“裹上”了一层外壳，但胰岛微囊

化技术可充分模拟天然胰岛的微观和宏观环境。

胰岛微囊化技术通过微囊造粒机将生物相

容性材料包裹在胰岛外层，形成纳米级厚度的小

微囊。植入的胰岛与机体形成免疫隔离屏障，允

许葡萄糖、氧气、营养物质、代谢废物和信号分子

通过微囊双向扩散，同时阻止免疫细胞、免疫活

性物质等对移植胰岛细胞的攻击。

传统的胰岛移植可因炎症反应等造成移

植的胰岛大量减少。“这项技术在临床应用方

面有许多优势，除了能解决供体短缺的问题，

还能通过减少或消除排斥反应，避免移植的胰

岛减少。”王轶表示，相比于未封装的胰岛，微

囊封装的胰岛具有一定的机械性能，也便于移

除，避免失去功能的移植物残留在体内给人带

来伤害。

“胰岛胶囊”为糖尿病治疗提供新策略

胰岛微囊化技术的发展，得益于封装材料的

不断改进。作为一种“细胞胶囊外壳”，封装材料

的孔隙、特性和成分对于胰岛的保形封装具有重

要作用。

“材料的孔隙必须是最佳尺寸，以便允许

营养交换但防止免疫反应的发生。”王轶说，

有机代谢物的直径在 0.05—1 纳米，而球状蛋

白 质 的 直 径 在 2—10 纳 米 ，因 此 包 裹 胰 岛 的

微囊囊材的孔径应达到 10 纳米，以便于小分

子和大分子的扩散，例如氧气、营养物质和生

长因子。

目前，制造微囊的水凝胶材料分为天然水

凝胶与合成水凝胶。天然水凝胶主要包括多

糖（海藻酸盐、琼脂糖、壳聚糖等）和多肽（胶原

蛋白、聚 L-赖氨酸）。王轶说，海藻酸盐是第

一种用于制作微囊的材料，并且目前仍然是最

受欢迎的微囊化材料。但由于其提取自海洋

褐藻类生物，残留的杂质蛋白、多酚、内毒素等

会影响材料生物相容性，这成为制约其临床应

用的主要因素。

“天然水凝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较

低的生产成本，但在生理条件下，其稳定性较

弱。”她说，相比于天然水凝胶，合成水凝胶（如

聚乙二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可在孔径大小、

将两种水凝胶材料结合各取所长

1994 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任

教的黄馨祥教授团队报道了世界上首例微囊化

人胰岛移植，一名糖尿病患者在同种异体肾移植

术后，接受了海藻酸盐-聚-l-赖氨酸-海藻酸盐

微囊化胰岛腹膜内移植，并在胰岛移植术后 6个

月再次输注封装的胰岛。但该患者在移植后 9

个月内一直未能实现胰岛素独立，仍然需要每日

注射胰岛素。

此后，世界上多家科研机构以及公司都对胰

岛微囊化技术展开了研究并进行临床试验，虽然

短期内糖尿病患者恢复了正常血糖并且摆脱了

对外源胰岛素的依赖，但最后仍恢复到移植前的

需要外源性补充胰岛素的状态。

“胰岛微囊化技术进展如火如荼，但目前国

际上还没有微囊化胰岛的指南和专家共识，并且

只有少数胰岛微囊化技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还

无法进行大规模临床应用。”王轶表示，微囊的尺

寸有严格的限制，当微囊尺寸过大时，会导致微

囊内胰岛缺乏氧气和营养而发生坏死。此外，植

入的微囊材料会引起异物反应，导致宿主识别所

引起的囊周纤维化过度生长，从而影响营养物质

和氧气进入微囊、阻止胰岛素的释放和废物排

放，这些都是此项技术的局限与不足之处。

目前，胰岛乃至其他细胞如肝细胞微囊化治

疗疾病，已然成为组织器官移植再生领域研究的

热点。

“我们未来对微囊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探索新的封装技术，以提高水凝胶的生物相容

性、稳健性和移植物的存活率。”王轶说。

此外，目前已知的肝门静脉和腹腔内并不

是微囊化胰岛移植的理想部位，因此寻找免疫

豁免区域作为微囊化胰岛移植部位，也可以有

效解决免疫排异所致的胰岛功能丧失和纤维

化的形成。

“随着胰岛微囊化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微囊

化胰岛治疗糖尿病的临床试验数量有望增加。

如能寻找到更适用的囊材和封装技术，则能进行

大规模生产和封装胰岛，胰岛移植的成本将会大

幅降低。这将为治愈糖尿病带来新的希望。”王

轶说。

新的封装技术或成未来探索方向

胰岛微囊化技术胰岛微囊化技术
或让打针治疗糖尿病成为历史或让打针治疗糖尿病成为历史

用类似于药物胶囊制剂的外壳材料将胰岛包裹起来用类似于药物胶囊制剂的外壳材料将胰岛包裹起来，，

做成一个做成一个““胰岛胶囊胰岛胶囊”。”。这样一来这样一来，，胶囊中的胰岛既能免受胶囊中的胰岛既能免受

免疫系统的攻击免疫系统的攻击，，同时又能很好地释放胰岛素同时又能很好地释放胰岛素，，从而调节糖从而调节糖

尿病患者的血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王轶王轶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研究员

机械强度和弹性等方面，实现对材料性能的控

制，使得其具有更适宜的孔隙、更高的机械阻

力和弹性，但其劣势在于生物相容性低和生产

成本高。

两种材料各有优劣，是否能各取所长，达

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王轶说，目前科学家

正尝试通过天然水凝胶和合成水凝胶的结合，

在改善天然水凝胶不足的同时，保持它们的有

益性质。这也是胰岛微囊化技术目前研究攻

关的方向之一。她说，目前已有的尝试包括：

在海藻酸盐囊材的表面涂上甲氧基聚乙二醇

（mPEG），以降低免疫反应；通过聚 L-鸟氨酸

（PLO）聚乙二醇化修饰海藻酸盐微囊化的胰

岛，可具有较低的免疫反应和较长的胰岛体内

存活时间；在聚乙二醇（PEG）水凝胶中加入寡

肽 RGD，可降低免疫排异反应；聚乳酸-羟基

乙酸聚合物（PLGA）纳米纤维与 FTY720（一种

促进血管形成的小分子）或者血管内皮细胞生

长因子（VEGF）结合，也可诱导移植胰岛的血

管形成，改善移植胰岛的缺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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