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脊柱骨盆姿态是全髋

关节置换术后是否脱臼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学者

报道了假体在矢状面上的功能角度是影响其稳

定性的关键。

于是，周一新研究团队建立了髋关节置换的

数学模型。该模型可以作为定量工具来确定全

髋关节置换术中患者特异性的安全区，填补了国

际上臼杯矢状面功能角度计算的方法学空白。

他们发现，没有一个固定的经验值可以满足

所有患者的需求，每个患者对应的目标值都是个

性化的。此外，他们从数学和运动学上证明了

Lewinnek 安全区只是一个二维的静止目标值，

并不能正确指导髋关节假体安置，以及同时满足

髋关节重建在稳定性与活动度、髋关节合理载荷

等方面的要求。

这套算法可以根据患者站立、坐位乃至蹲位

等不同姿态下骨盆倾斜角的变化、关节活动度等

综合因素，为每位患者计算出一个功能最优且最

安全的目标值，形成个性化的“患者特异性假体

安全区”，更精准地指导机器人辅助全髋关节置

换手术。

唐浩介绍，这一发现不但为假体规定了安全

范围，且提示了有充分理由改变传统髋关节重建

的手术过程。

唐浩表示，采用新的理论方法，他们已经为

400 多位患者实施了机器人辅助髋关节手术，截

至目前，没有一例发生术后脱臼。

唐浩介绍，研究团队还根据此方法对多例置

换术后关节脱位患者进行了精准分析指导下的

翻修手术，极大地降低了手术难度，提高了疗效。

◎本报记者 代小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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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军医大学胡适、

雷长海课题组采用合成生

物学细胞重编程方法，建

立了能够识别多样性未知

抗原的合成免疫细胞组

库。该组库由多克隆免疫

细胞组成，携带有大容量

嵌合抗原受体信息，可以

识别超过106种抗原。

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周一新教授团

队提出“臼杯矢状面角度的数学转换公式”填补了

国际空白，从数学原理上揭示了统治髋关节重建领

域50多年的传统安全区（即Lewinnek安全区）不能

成立的原因，并建立了患者特异性安全区算法。日

前，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骨科权威杂志《骨与

关节外科杂志》和《临床骨科和相关研究》上。

传统安全区存在哪些问题？患者特异性安

全区算法有哪些优势？研究团队如何取得这一

理论突破？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上述研究

团队的核心成员。

人工关节假体应该安装在身体的哪个位置？

“过去，医生们对于人工关节假体安装位置，

通常只知道一个相对模糊的范围，缺乏精确的目

标信息。”周一新团队研究成员之一、北京积水潭

医院矫形骨科主治医师唐浩表示。

20 世纪 70 年代末，Lewinnek 教授提出了髋

关节置换领域的重要概念“安全区”。他指出，髋

臼臼杯的安置位置有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外展

角 40°±10°，前倾角 15°±10°。这一安全

范围被称为 Lewinnek 安全区。自此，这一概念

长期统治人工关节置换领域。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让人工髋关节实现术后

走、跑、蹲等运动功能的同时又避免假体脱位，并

非易事，术后关节脱位时有发生。起初学术界认

为，这主要是由于人工手术误差大造成的。随着

计算机辅助手术的发展，骨科医生获得了精确放

置假体位置的能力，提高了将假体放 Lewinnek

安全区的概率。

“然而，此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术后关

节脱位依然无法避免。”唐浩告诉记者，一般来

说，术后关节脱臼的概率在 1%—10%。有文献

称，58%的脱臼病例臼杯角度位于 Lewinnek 安

全区内。

因此，Lewinnek 安全区受到了质疑，它并不

能有效防止术后关节脱位，也不能确保患者术后

的关节活动度等。

唐浩说：“基于 Lewinnek 安全区的原始模型

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到人的骨盆是动态的。但最

近的研究发现，骨盆在实现不同功能时的空间位

置变化很大，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继

续用静态方法来确定关节置换的手术目标，就好

比‘刻舟求剑’。”

传统放置假体的安全区或许不安全

“一些我们早已习惯的传统理论或方法，也

许从根上就存在瑕疵，如果这些理论与方法是错

误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周一新和团队成员决定

揭开这个谜底。

为患者量身打造特异性假体安全区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骨科研究中心爱

德华·埃布拉姆扎德教授对此项研究工作评价

道，这一新的算法可依据病的特点，量化预测术

后脱臼风险并制订更合理的术前计划，为引导或

机器人辅助手术提供关键手术目标，使假体植入

不仅精确而且正确，具有重大意义。

唐浩介绍，团队提出的“患者特异性假体安

全区”，突破了传统理论的局限，建立了新型个性

化手术规划方法。

“数学原理是建立骨科精准医学理论大厦的

必由之路。”唐浩说。

一直以来，临床医学与生物、化学等学科有着

更紧密的联系，至于数学则似乎要疏远一些。如

何从临床实践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同时将这些

问题数学化，最后将数学化的推论结果回归到临

床实践，一直是周一新团队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骨科相较于其他临床科室，有更多与力学、

统计学、数理模拟等方面打交道的机会，这让我

们在探索数学与临床结合方面有了更多可能。”

唐浩说。

周一新表示：“作为医生，我们循规蹈矩，遵从

诊疗原则与常规，但一旦有了科学与临床证据的支

持时，我们又是革命者，坚决否定与放弃落后的观

点与技术，哪怕它们曾经是那样的神圣不可冒犯。”

他认为，医学可能是最后一个被数学加持的领域。

这场晚到的结合，未来所迸发出的能量将是

巨大的。“数学能够应用于更多创新性的研究，除

了髋关节置换，在膝关节置换以及治疗脊柱侧

弯、X型腿和 O 型腿矫正方面都有着很好的应用

前景”。唐浩告诉记者。

让数学在临床医学中迸发能量

有了髋关节置换数字模型有了髋关节置换数字模型
假体植入不仅假体植入不仅““精确精确””而且而且““正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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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线传真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晔 通讯员郑丽娜）尘肺病是当前我国最严重的

职业病之一，迄今国内外均没有针对尘肺纤维化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措施，

只有通过早发现、早治疗来遏制病情发展。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矿业大

学获悉，该校职业健康研究院周福宝教授团队联合美国犹他大学臧泠教

授团队，合作开发了尘肺病呼气筛查及早期预警仪，取得了对尘肺病变早

期预警的重大突破，该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呼吸领域顶级期刊《呼吸研

究》上。

目前，诊断尘肺病主要通过拍摄 X 线胸片或肺部 CT，但由于尘肺病

具有迟发性、潜伏期长等特点，所以利用医学影像识别尘肺病的早期病变

较为困难。

而周福宝教授团队独辟蹊径，通过构建仿生嗅觉系统、分析呼出气体

的成分来识别早期的肺部纤维化病变。科研人员发现，人体新陈代谢的

部分产物在肺泡通过气体交换，最终出现在口鼻呼出气体中，所以呼出气

体中的成分可反映机体代谢和病理状况。

在此基础上，中国矿业大学职业健康研究院还研发了尘肺病呼气筛

查及早期预警仪 PNS-BA01。该仪器能采集分析人体呼出气、建立矿工

呼气档案、跟踪个体呼气数据并针对高危人群进行预警。此仪器是便携

式仪器，配有防潮箱，易于布置在体检车或是矿区内使用。

研究人员构建了诊断模型和早期病变辨识模型，利用该预警仪对山

东黄金职业病防治院 398 名肺部健康矿工和 221 名尘肺病变人群进行检

测发现，其早期病变辨识准确率可达 86.7%。为了加强模型的泛化能力，

研究人员还利用该仪器采集了北京石龙医院近 400名尘肺病人的呼出气

图谱，并开展了尘肺病分期探究。

考虑到大规模筛查应用中显著的个体差异性，该团队制定了呼出气

筛查前行为规范，提出采样、检测、分析技术的标准化流程，以加强不同研

究的对照可比性，提高筛查准确率。

分析呼出气体成分

可实现尘肺病变早期预警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春）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丁琛团队、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侯英勇团队和郭剑明团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叶定伟团队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赵健元团队联合，对 116

例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进行了蛋白组、基因组、转录组和磷酸化组测

序分析，并结合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既往病史、生存情况进行整合分

析，描绘了我国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的蛋白基因组表达谱，发现了肿

瘤特异性通路和激酶。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最新一期《血液与肿瘤学

杂志》上。

全球范围内膀胱癌已经成为常见肿瘤。2020年，膀胱癌全球新发 57

万例、死亡 21 万例。膀胱癌最常见的组织类型是膀胱尿路上皮癌，约占

90%；按照浸润特征又可以分为肌肉浸润膀胱癌（75%）和非肌肉浸润膀胱

癌（25%）。膀胱癌治疗手段主要包括膀胱电切术、放化疗、靶向和免疫治

疗，但目前人们还缺少对膀胱尿路上皮癌蛋白层面上的分型分析。

据悉，此项研究通过大队列样本，描绘了我国人群的膀胱尿路上皮癌

多组学图谱，鉴定到了膀胱癌中常见的突变。这一成果还描绘了我国人

群的膀胱尿路上皮癌的蛋白基因组表达谱，发现了肿瘤特异性通路和激

酶。研究团队利用蛋白组数据进行分子分型，发现了每个分子分型特异

性的激酶。通过对非肌肉浸润膀胱癌和肌肉浸润膀胱癌的整合分析，研

究团队还发现了驱动非肌肉浸润膀胱癌浸润的潜在机制。另外，该研究

也描绘了膀胱尿路上皮癌免疫分型的特征，为膀胱尿路上皮癌的发生发

展机制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

中国人群膀胱尿路上皮癌

蛋白基因组表达谱出炉

科技日报讯（记者颉满斌）几个世纪以来，肿瘤一直是威胁人类健康

的主要疾病之一。与传统的肿瘤治疗方法相比，热疗具有安全、无创、温

和、副作用小等特点。

近日，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兰伟教授领导的柔性电子科研

团队联合兰州大学口腔医学院王静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余存

江教授，在可穿戴型柔性透明热疗片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

《先进功能材料》上。

研究发现，与随机分布银纳米纤维网络相比，定向排列银纳米纤维网

络显示出更优异的透明性、导电性和加热性能。在 92%透明度下，定向排

列银纳米纤维网络的方块电阻仅为 1.4Ω/□，当加载 1.2V电压时，可迅速

升温至 56℃。

研究人员以超长定向排列银纳米纤维网络为焦耳热发生器，用多种

高分子材料将其固定、封装，组装成柔性透明热疗片，在 0.7V 超低电压下

可将人体局部加热到 42℃的热疗工作温度，可完美贴敷于人体关节部

位，缓解各种慢性疾病，或贴敷于肿瘤部位对皮下肿瘤进行热疗。

通过建立荷瘤小鼠皮下肿瘤模型，热疗实验结果表明透明热疗片对

小鼠皮下肿瘤生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与对照组

相比，热疗组的蛋白质印迹结果显示 Notch 1、Jagged 1 和 Hes 1 蛋白的

下调表达。此外，相应的免疫组织化学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共同证实了

热疗可以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显著抑制皮下肿瘤生长。

得益于合理的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柔性透明热疗片显示出了优异

的稳定性，可以适应各种严苛使用条件，如可在弯曲、揉捏、高低温甚至水

下正常工作，且性能无明显变化。柔性透明热疗片从紫外到远红外的宽

光学透过谱赋予了其与其他检测设备在线联用的功能，例如可在加热手

指时进行血氧检测，以降低因低温引起的血氧测试结果误差。

柔性透明热疗片研究取得进展

作为一种激发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依赖机

体自身免疫力控制、清除肿瘤的治疗方法，肿瘤免

疫治疗具有卓越的疗效和创新性。然而，十几年

来，肿瘤免疫治疗均需依赖于特定的已知靶点，而

针对特定靶点的治疗方式不足以应对疾病的异质

性特征，并最终可能导致肿瘤耐药和复发。这成

为现代肿瘤免疫治疗应用的现实困境之一。

科技日报记者从海军军医大学获悉，针对这

一问题，该校胡适、雷长海课题组将合成生物学

的理念、技术与肿瘤免疫治疗实践相融合，自主

创建了一种无需预设靶点的肿瘤免疫治疗新技

术——合成免疫细胞组库技术，并将其成功应用

到多种小动物的肿瘤治疗中。6 月 6 日，课题组

最新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自然·生物医学工程》

杂志上发表。

合成免疫细胞组库可杀
伤不同肿瘤

“依赖多样性的抗体以识别未知抗原，是适

应性免疫系统最主要的特点。如果我们能借鉴

这一思路来识别未知抗原，是否就可以进行有针

对性的免疫治疗呢？”该论文通讯作者胡适副教

授说。

基于这一思路，该课题组采用合成生物学

细胞重编程方法，建立了

能够识别多样性未知抗

原 的 合 成 免 疫 细 胞 组

库。该组库由多克隆免

疫细胞组成，携带有大容

量嵌合抗原受体信息，可

以 识 别 超 过 106 种 抗 原 。

当某种嵌合抗原受体被

激活后，就可诱导表达该

嵌合抗原的免疫细胞克

隆，产生规模化的富集并

杀伤肿瘤细胞。

论文第一作者傅文燕

博士介绍，课题组利用 T

细胞和 NK 细胞两种不同

的免疫细胞作为底盘细

胞，测试该技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并在小规模

和大规模识别能力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评估。结

果显示在两种免疫细胞底盘中，合成免疫细胞组

库技术均可以实现针对肿瘤组织的克隆性富集

和杀伤，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另外，课题组采

用了包括结肠癌、肺癌、乳腺癌和卵巢癌在内的，

大量的小动物肿瘤模型进行测试发现，合成细胞

组库均可以对不同的肿瘤产生杀伤作用。

“特别是，受试动物在接种合成免疫细胞组

库后，形成了一种合成性的‘免疫能力’。”傅文燕

说，例如，当荷瘤小鼠接受合成免疫细胞组库治

疗后，不仅移植的肿瘤全部消失，而且再次接种

的肿瘤细胞也全部消退。

预先设定抗原信息范围
确保安全可靠

由于合成免疫细胞组库能识别超过 106种抗

原。很多人担心，合成免疫细胞组库是否会对健

康组织产生杀伤作用呢？

对此，该项目的负责人雷长海教授解释，合

成免疫细胞组库所能识别的抗原信息范围是预

先设定的，因此可以在制备合成免疫细胞组库

时，会预先将来自受试对象的正常组织所表达的

抗原进行背景扣除。在实验中，课题组采用了多

种不同免疫背景的小鼠进行安全性的评价，结果

显示合成免疫细胞组库具有较好的安全性，通常

不会对正常组织产生杀伤作用。

胡适补充道，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采用高通

量抗体库测序技术，可以实时观测在治疗过程中合

成免疫细胞组库的变化，并有效观察和检测其生物

进化过程。同时，合成免疫细胞组库内装载有安全

性基因开关，人们可以随时通过外源注射诱导药物

清除合成免疫细胞，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胡适表示：“作为一种全新的合成免疫学治

疗手段，合成免疫细胞组库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恶

性肿瘤治疗方法，还可以用于其他疾病的治疗，

如炎症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等。”

《自然·生物医学工程》主编佩佩·帕米教授

评论指出，这一全新治疗方法还可以获得针对未

知抗原的合成性受体、抗体，并可进一步鉴定这

些靶点信息，可以广泛应用于临床前研究中，具

有广阔的应用范围。

肿瘤治疗新技术：
不同免疫细胞“组团”，识别多种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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