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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卒中二级预防

双抗治疗方案，我国研究

团队完成的“氯吡格雷用

于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

病事件高危人群的疗效

研究”被美国、欧洲、加拿

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脑血管病权威指南作为

最高级别证据推荐。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结肠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高发肿瘤。

科技日报记者7月4日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悉，该所与香港中文

大学合作，首次报道了去芳化的异戊烯基取代酰基间苯三酚类化合物的抗

结肠癌机制和体内实验结果，为抗结肠癌药物的研发提供了一类新型候选

分子。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欧洲药物化学杂志》上。

结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直肠癌和肛门癌更高，分别达到了 59.5%

和 61.7%。重要的是，结肠癌患者的死亡与癌细胞的转移密切相关。研究

表明，脂肪非典型钙粘蛋白1（FAT1）是促进癌细胞迁移和生长的关键基因，

其在结肠癌细胞的质膜上呈高表达。因此，研发能够抑制该蛋白表达和下

游信号通路的先导分子，是开发新的抗结肠癌药物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许刚带领的专题组长期从事藤黄

科植物中多环多异戊烯基取代酰基间苯三酚类（PPAP）化合物的研究。

PPAP是一类具有异戊二烯和聚酮杂合生源的天然物质，全球已报道超过

1000 个。而去芳化的异戊烯基取代酰基间苯三酚是 PPAP 的一个亚型，

由于结构相对简单，尚未受到足够重视。

近期，许刚专题组在西南金丝梅中发现 46个去芳化的异戊烯基取代

酰基间苯三酚类化合物，包括 1 种新颖骨架和 20 个新化合物。专题组与

香港中文大学刘碧珊教授研究组合作，发现该类化合物对人结肠癌细胞

株具有显著的细胞毒活性。初步构效关系探讨表明，末端双键和 4-OH

是该类化合物重要的活性基团。他们研究发现这两者可显著抑制肿瘤细

胞中 FAT1 等的表达，并促进新的肿瘤抑制基因表达。在动物体内实验

中，这两者还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且给药后对动物体重无显著影响，具

有较高的安全性。

新型候选分子

能显著抑制结肠肿瘤生长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病

理基础，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而低密度脂蛋白偏高是动脉粥样硬化的

主要致病因素。科技日报记者 7月 5日从云南农业大学获悉，针对这一机

制，该校教授盛军带领的科研团队近期发现了三七皂苷治疗动脉粥样硬

化的分子靶点，为开发精准治疗该症的新药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关成果

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与功能》上。

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等名号的三七，是著名的中药材品种。“现有

药效学研究表明，三七及其提取物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抗炎及镇痛等多

种效用。目前，国内使用三七作为配方的中药超过 1000 种。”盛军介绍，

但由于三七功效的作用分子靶点和分子机理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使得三

七药用价值的深入研究和精准应用受到了限制。

盛军团队经过 5 年攻关，首次发现了三七功效的主要成分——三

七皂苷 S 型苷元原人参二醇能够与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LDLR 结合，并

阻断血液中枯草杆菌蛋白酶样丝氨酸蛋白酶与该受体的结合，促进肝

脏对低密度脂蛋白的摄取，降低了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缓解了高

脂饮食引起的肝脏脂肪积累，进而发挥了对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和治

疗作用。在为期 3 个月的三七皂苷干预治疗后，高脂饮食小鼠的动脉

粥样硬化显著减轻，肝脏脂肪堆积也明显降低。这是三七皂苷分子靶

点和作用机制的首次发现。

三七功效之谜被破解

动脉粥样硬化药研发有了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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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我国中医药

领域第一部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法律，自

2017 年 7 月 1 日施行至今已有五年。其间，法治

体系加速构建，推动中医药在服务体系和能力、

传承创新发展水平等方面稳步提升，中医药这一

中华瑰宝为护佑百姓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以良法促善治：出台 20
多项政策文件细化法律规定

进入新发展阶段，群众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

高。中医药法施行以来，支撑其落地的配套制度

体系日益完善，让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中有了更大

的用武之地。

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全国中医药大会召开，到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印

发实施，再到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启动建

设、《“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出台，我国中医

药发展的“四梁八柱”日益牢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20多

项政策文件，细化中医药法相关规定，推动符合中

医药特点的服务价格管理、中药审评审批制度等改

革，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使用等方面推出更多举措。

为落实中医药法，建立健全地方中医药法

规，26 个省份颁布了修订后的地方中医药条

例。多地加强中医药管理体系建设，新成立省级

中医药主管部门，提升规格，强化职能。

此外，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了对中医药事业

的资金投入力度。在中医药法保驾护航下，依法

促进中医药发展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

家门口看中医：备案中
医诊所超2.6万个

因其“简、便、验、廉”，中医药服务在基层有

着广阔空间。在中医药法推动下，我国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网络不断延展，越来越多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中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底，全国备案中医诊所超过 2.6 万个；目前，我国

98%以上的社区和乡镇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

中医药服务，近 90%的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

床科室，中医药服务可及性明显提升。

在许多地方，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

日益健全。在广东，中医医疗机构已达 2.2万个，

基层中医馆达 1715 个；在浙江，94%的县级综合

医院建有中医科和中药房。

同时，通过加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建设培养基层中医药人才等举措，基层

中医药服务水平得到提升，家门口看上好中医不

再是大城市才有的“待遇”。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说，五年来，

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彰显，服务功能不断拓

展，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

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群众对中医

药的获得感、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促改革释活力：95%的中
医医院已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出台《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等中医

药法配套制度文件；简化古代经典名方制剂上市

审批，改革完善中药注册分类，鼓励中药新药创

制；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并向中医等体现技术

劳务价值的服务项目倾斜……

在细化完善中医药法相关规定过程中，不合

理的体制机制藩篱被逐步破除，中医药发展释放

出创新活力。一些改革措施促进多方受益，既增

强了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药人员提供服务的积

极性，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更多实惠。

广西柳州确定 17个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

费，从疗效价值的角度确定中医病种付费标准，实

行同病同质同价；贵州遴选不少于10个中医药适

宜技术门诊病种和5个中医优势病种实行住院按

病种支付……多地探索符合中医药服务特点的医

保支付方式，鼓励提供和使用适宜的中医药服务。

与此同时，老百姓看中医能报销的医院和项

目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目前，95%

的中医医院、92%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纳入医保

定点范围，基本满足了参保人员的就医需求。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
骨干人才超万名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我国坚持临床

科研一体化，组织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

方药，并推动转化为中药新药。这一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正是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的缩影。

五年来，我国中医药科研平台体系进一步完

善，一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中医药守护

百姓健康的“本领”不断增强。

随着中医药法及其配套制度落地见效，我国中

医药人才规模总量稳步增长，人才结构不断优化。

其中，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初具规模，我国已培养149

名岐黄学者、797名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及1万余名中

医药骨干人才。未来，我国将继续充实基层和高层

次中医药人才队伍，为有效应对多种健康挑战、更

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做好人才储备，让中医药在健

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备案中医诊所超 2.6万个，95%的中医医院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5年来，中医药服务体系和能力稳步提升

今 年 是《柳 叶 刀 — 神 经 病 学》创 刊 20 周

年。日前，该刊回顾了近 20 年改变卒中临床实

践的 15 项重大进展，其中包括由我国国家神经

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教授王拥军团队

完成的“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病

事 件 高 危 人 群 的 疗 效 研 究 ”（ 以 下 简 称

CHANCE 研究），该研究也成为亚洲唯一一项

入选的研究。

2001 年，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以下简称

天坛会）诞生。这推动了我国脑血管病研究与国

际接轨。

2002 年卒中单元被引进我国，这让我国脑

血管病的临床实践方式与国际的距离大大缩

短。此后 20 年，从世界卒中组织参与主办天坛

会，再到中国卒中学会成立，我国脑血管病研究

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其中的“高光时刻”正是

CHANCE研究。

长期以来，业内普遍认为，对缺血性脑血

管病患者的药物治疗以抗栓（抗凝或抗血小

板）为主。

单一的抗血小板（即阿司匹林单药治疗）虽

能降低缺血性脑血管病复发和死亡风险，但三个

月复发率仍然超过 10%，给患者本人、患者家庭

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

因此，有人提出，采用阿司匹林与氯吡格

雷双靶点联合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双抗治疗）

来降低卒中复发风险。理论上，双抗治疗可

产生协同效应，增强抗血小板疗效，防止卒中

复发。但 3 个相关的国际大型临床试验均告

失败。

对此，王拥军提出了 3 个关键问题：使用双

抗治疗时哪些患者可能受益？用药时间应该是

多长？用药剂量应该是多少？

为了回答这 3个问题，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专项支持下王拥军带领团队启动 CHANCE

研究。

“关于适宜人群，我们通过既往大数据分析

发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轻型缺血性卒中患者

更适合双抗治疗；关于用药剂量，我们通过血小

板活性相关基础研究找到了最佳负荷剂量。”

CHANCE 研究参与者之一、国家神经系统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医师荆京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关于用药时长的问题最难回答。欧美权

威指南此前认为，使用 90 天双抗治疗患者获益

最大。“但我们经过反复研究特别是大数据分

析，最终花了几年时间明确，21 天的双抗治疗

能让患者获益最大。”王拥军说，21 天方案是决

胜的关键。

王拥军团队创造性地提出，在卒中患者发病

后 24 小时内，启动中低剂量阿司匹林与氯吡格

雷双靶点联合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短程应用 21

天，能使高危患者卒中复发风险下降 32%，且未

增加出血风险。“这完全是我国研究者原创的成

果。”荆京说。

2013 年 2月，CHANCE 研究成果发表在《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作为卒中二级预防双抗治

疗方案，这项研究被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脑血管病权威指南作为最高级别证

据推荐。21 天定律（21-day rule）成为国际缺血

性脑血管病双抗治疗的金标准。欧洲药品管理

局也首次依据我国学者发起的试验改写氯吡格

雷的说明书。

“这是我国在脑血管病领域树立的首个国际

标准，是我国在卒中二级预防领域‘从 0 到 1’的

重大突破。”王拥军说，CHANCE 研究突破了我

国重大新药创制临床评价的瓶颈，树立了我国临

床研究的信心。

“按照相关数据推算，这一新的药物使用方

案已累计减少我国数十万脑血管病复发病例，累

计减少患者住院花费超百亿元。该方案已在世

界范围内广泛应用，预计每年可减少全球卒中复

发人数 30万例。”王拥军说。

CHANCE研究开启短程双抗新路径

王拥军告诉记者，CHANCE 研究的最大意

义是引领国内临床研究方法学变革，可为今后的

研究工作提供很好的借鉴。

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把临床问题逐步变

成研究问题，再变为研究假说、研究设计、标准操

作程序，这对我国临床医生来说是巨大考验。”王

拥军表示，CHANCE 研究在顶层设计方面取得

突破，并积累了与国际顶级团队对话的经验。

二是要不断完善研究体系。“CHANCE研究

之前我国临床研究是没有项目管理制的，缺乏成

熟的专业方法学团队。而 CHANCE 研究留下

了非常专业的一支队伍，其设计、统计、数据、物

流、项目、资金、档案等每个环节都由最专业的人

管理。”王拥军说，当时全国参加 CHANCE 研究

的 有 114 家 医 院 ，此 后 更 多 的 医 院 加 入 到

CHANCE 的 系 列 研 究（CHANCE2 研 究 、

CHANCE3 研究）中来。截至目前，全国脑血管

病临床研究协作网成员已超过 2000 家，我国脑

血管病临床研究合作体系不断完善。

三是要有专业培训。“长期以来，我国的临床

试验没有学历教育。CHANCE研究暴露了我国

临床研究的短板，因此我们在首都医科大学建立

了我国首个临床试验学系，培养临床试验方面的

人才。”王拥军表示。

近年来，我国卒中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并开

始影响世界。目前，我国卒中研究在国际上形成

了两个爆发点：一是抗栓治疗，二是动脉内介入

治疗。王拥军认为，这得益于我国整体科技环境

越来越好，科技创新备受重视，临床研究投入不

断加大。

“现在，我国卒中的临床研究体系逐渐完

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建

成全球最大的由有研究能力的医院组成的协同

网络。协同网络成员平时统一参加培训，有研究

项目时共用一个标准、伦理体系和管理办法，这

提高了研究速度和质量。”王拥军表示，在强大体

系的加持下，我国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中总能

有最优异的成绩。

我国卒中临床研究体系日臻完善

王拥军认为，当下，我国脑血管病研究在基

础研究方面仍较为薄弱。“为在脑血管病基础研

究方面实现超越，我国需要另辟蹊径。”他说。

王拥军介绍，过去找新药都是靠知识驱动，即弄

清楚某个分子的生理、病理作用后，再在动物身上做

实验，如果动物实验证明有效再开始进入临床试验。

所谓另辟蹊径，就是靠数据驱动来找新药，

也就是从临床队列的数据中找规律，一旦发现规

律就回头在细胞和动物身上确定其生理和病理

效应。在此模式下，新药发现流程是先建大队

列，测出大队列里的样本（血液、尿液、粪便等）多

组学数据，利用多组学生物信息分析，锁定与临

床问题相关的目标分子。

“如果计算发现数据上有关联的分子，就把

它列为潜在药物靶点，再到实验室进行验证，寻

找干预方式，接着依次进入动物实验、临床试

验。这就是从临床大数据找新药靶点的数据驱

动模式。”王拥军表示。

王拥军表示，实现新药转化全链条有 3个关

键点：一是高质量队列；二是多组学为基础的大

数据平台；三是有一个熟悉多组学生物信息分析

的团队。“我国在这个领域有先天优势，也建立了

全球最大的脑血管病多组学平台 STROMICS，

新药靶点发现和研发速度大大加快。”王拥军说。

此外，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每年开展“physician scientist（医生科学家）”计

划，培养医生科学家，中国卒中学会也在推动“卒

中研究未来领导”计划。

寻找脑血管病新药未来要靠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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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获悉，该院章京教授团队协同美国华盛顿大

学医学院研究人员，新发现了一种可用于辅助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

物——外周血神经来源血浆细胞外囊泡相关标志物 NMDAR2A，并创新

开发出纳米流式检测技术，通过检查血液中几项标志物的变化，即可辅助

诊断或预警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阿尔茨海默病及

痴呆》上。

临床诊疗中，由于阿尔茨海默病起病隐匿、发病机制不清，缺乏特异

敏感的早期诊断方式及标准，患者依靠临床症状和影像学指标获得确诊

时，病程普遍已发展至中晚期。

“此前，阿尔茨海默病相关标志物 Aβ、pTau 等蛋白已被学界所发

现，但传统方法主要通过抽取脑脊液进行检测，手段复杂、患者接受度

低。”论文第一作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田辰博士介绍，团队研

究发现，血浆细胞外囊泡携带疾病相关蛋白及神经来源特异性标志物，这

意味着可以通过血液检测对阿尔茨海默病进行诊断。这样的检测方式有

利于对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及临床干预，可大幅度提高患者预后并有效改

善其生活质量。

“创新性纳米流式检测技术需要定量测定血浆中含有的中枢神经系

统来源 NMDAR2A标记阳性的细胞外囊泡，并同时检测阿尔茨海默病其

他相关标志物。”章京介绍道。

联合团队通过大量研究发现，相比健康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外周血神

经来源细胞外囊泡等显著降低。利用综合诊断模型，研究人员发现纳米流

式检测技术对于疾病诊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均超过85%。联合团队在2组

不同的独立队列中对该检测技术进行了验证，得到了完全一致的结果。

章京表示，这一检测方法相比传统的免疫测定法具有更高的灵敏度

及特异性，且检测效率更高，为快速体液诊断及疾病早期体液诊断临床转

化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

阿尔茨海默病可通过抽血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