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病毒逃逸能力再升级，新变种BF.7
来了。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出警示，BF.7几
周内或成主流。

我国多地也已出现 BF.7 新冠病毒变异
株。有研究认为，它比 BA.5 多出的新突变
能帮助它更容易逃避中和抗体，是目前免疫
逃逸能力最强的变异株。

新冠病毒一变再变，疫苗激发的中和抗
体效力一降再降。针对这一问题，日前，中国
科学院院士高福在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解
释，这是由于新冠病毒本身的特性造成的。由
于新冠病毒在不断变异，科学家始终在努力研
制安全、有效、可及、可控的高质量疫苗。

有没有可能研制出一个疫苗，能防住所
有变异株，让“孙猴子”一样的新冠病毒逃
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呢？

疫苗效果为什么打了折扣？
新冠病毒突破感染较明显

“研发疫苗的初心是希望能够防住感
染。”高福说，但大家已经看到新冠病毒确

实跟其他病毒不一样，突破感染比较明显。
“奥密克戎之前，6—8个月出现一个新

的主流变异株；奥密克戎之后，2个月左右
就会更新主流的奥密克戎子变异株。”神州
细胞集团董事长谢良志表示，新冠病毒变
异能力在加强，仅能对付一种毒株的疫
苗，很难防住感染。

当前疫苗效果遇到多个病毒变异株为
什么会“打折扣”？高福解释，当前疫苗
绝大多数针对病毒表面突起蛋白的顶端即
S 蛋白的 RBD 区设计，目前看，新冠病毒
最善变的也是这个区域。

“只针对 RBD 区设计的疫苗，有天然
不足。”谢良志也认为，RBD 蛋白太小，
比全长刺突蛋白的三聚体蛋白分子量小约
20 倍。病毒变异后，关键表位产生突变，
使原始株疫苗针对该表位激发的中和抗体
失效，导致当前疫苗防感染、防传播、防
发病的效果不够理想。

此外，RBD 区的 T 细胞表位较少，疫
苗激发出来的 T 细胞不够。“T 细胞对于免
疫也很重要。”谢良志解释，一旦新冠病

毒进入人体细胞，有了“根据地”，就需
要 T 细胞杀死被感染细胞，才能消灭里面
的病毒。同时，免疫记忆、长效免疫也都
需要唤醒人体内的细胞免疫。

以不变应万变可能吗？
需要疫苗的广谱性依次增强

“一防多”，究竟能不能行？高福说，想
要“一防多”，就需要换一个“靶子”或者多
找几个“靶子”激发免疫。多价疫苗、广谱
疫苗、通用疫苗都有自身的“一防多”策略。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介
绍，在多价疫苗方面，我国目前已有 9 款
多价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神州
细胞研发的二价和四价重组蛋白疫苗、国
药中生研发的三价和四价疫苗进展相对较
快，均已开展3期临床试验。

“一个能广谱防多种变异株的疫苗应
该是这样的：既能诱导产生针对多种关键
突变表位的中和抗体，还能诱导杀伤性 T
细胞反应。”谢良志说，具体到研发工作

上，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高仿”出病毒全
长 S 蛋白抗原，使其更逼近天然、更稳
定、质量更均一，疫苗就能激活更多的中
和抗体和细胞免疫反应。

神州四价疫苗研究数据显示，采用全
长S蛋白天然三聚体结构抗原，其激发的中
和抗体稀释 2000 多倍仍具有杀灭奥密克戎
活病毒的能力，且诱导出更多的T细胞。

“临床研究表明，单价疫苗、二价疫
苗、四价疫苗的广谱性依次增强，有望达
到预防现有主流毒株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多
种主流毒株的目标。”谢良志说。

一个疫苗形成多价疫苗可行吗？
3种研发策略正全力推进

除了做“加法”，将不同的“高仿”毒
株抗原集合到一个疫苗中形成多价疫苗，
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先进疫苗研发策略。

“如果我们能制造出一个假的病毒，
它的‘肚子里’没有病毒的遗传序列，外
面是各种变异株的不同‘刺突’，这样的

疫苗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高福解释，
这就是“马赛克”纳米颗粒疫苗。

但用“马赛克”的手法制造疫苗仍具
有很大工艺性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刺
突’的占比，疫苗要注射到人体，必须是
均一的，打到你身体里和我身体里的疫苗
要一样。”高福说，但当前工艺难以控制
病毒颗粒表面的刺突配比。

据介绍，在广谱疫苗方面，当前，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围绕“马赛
克”纳米颗粒疫苗、S 蛋白保守区域抗原
疫苗、环状 RNA 疫苗 3 种研发策略，正会
同有关部门遴选国内优势研发单位，全力
推进广谱疫苗的研发工作。

另两种疫苗研发策略也为广谱疫苗提
供了宝贵的设计思路。比如 S 蛋白保守区
域抗原疫苗就采用了“换靶”的策略，原
来的靶子总是变，那么就换成病毒一直

“保守”的部分，将它作为抗原。“理论上
可行，但在实际中这一段激发的抗体却很
少。”高福说，这个策略也有需要解决的
科学问题，尚需持续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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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不动声色的“隐形杀手”，这些因素不容忽视
□□ 科普时报记者 代小佩

康养新识

（视觉中国供图）

一到秋冬季节，就感觉呼吸困难，
甚至开始出现反复咳嗽、咳痰等。专家
提醒，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需要警惕慢
阻肺。

慢阻肺是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简
称，这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常见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如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
规范治疗，慢阻肺可最终发展为肺心病
和呼吸衰竭，危及生命。

长期隐匿，从发病到出现症状
要经过5—10年

慢阻肺属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
发于秋冬季和老年群体。呼吸困难、慢
性咳嗽和 （或） 咳痰是慢阻肺最常见的
症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剧，
慢阻肺防治变得更加严峻。据 《健康中
国行动 （2019—2030 年）》 估计，我国
40岁及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为13.6%，
总患病人数近1亿。

很多人容易忽略慢阻肺的发生，这
与慢阻肺早期症状较为隐匿且不具有特
异性有关。据悉，慢阻肺从发病到形
成、出现明显的症状一般要经过 5—10
年，这期间病情一直处于“不动声色”
的隐匿阶段，但过了这个阶段，慢阻肺
就会露出狰狞的面孔。

慢阻肺具有“四高”的特点，即高
患病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和高疾病
负担，而且慢阻肺患病周期长、反复发
生急性加重、有多种合并症。

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
主任医师马霞表示，如果慢阻肺患者没
有及时发现且未接受系统正规的治疗，
病情很容易进行性发展。当出现严重的
呼吸困难或活动耐力下降的时候，患者

的肺功能往往会出现中重度受损，晚期
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会不断加重，严重
的会出现呼吸衰竭，进而引发一系列
心、肺疾病，不仅治疗上更加困难，而
且患者还要面对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经济
负担。

吸烟并非导致慢阻肺的唯一因素

吸烟是慢阻肺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吸烟能诱发慢阻肺已被证实。统计数据
显示，慢阻肺死亡的患者中85%—90%的
人有吸烟史。中日友好医院烟草病学与
戒烟中心主任、呼吸中心副主任肖丹强

调，戒烟是吸烟导致的慢阻肺患者要采
取的关键措施和干预手段。

但近年来，一些吸烟以外的危险因
素也被证明与慢阻肺的发生、发展密切
相关，这些因素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
露、哮喘控制不良、环境二手烟、传染
病等。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教授陈燕表示，这些危险因素
可能通过不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引发多种
临床表现。

今年 9 月，《柳叶刀》 刊发的文章
《消除慢阻肺之路》提出了慢阻肺的新分
类。新类型包括基因相关型，早年生命

事件相关型如早产、儿童哮喘，感染相
关型，吸烟或电子烟相关型，以及环境
暴露相关型。

陈燕等人撰文分析称，强调疾病分
型将更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对高风险个体
展开筛查，并提高大家对非吸烟风险的
认识。目前，已有研究关注遗传因素对
慢阻肺的影响。

提高知晓率，加强早筛和预防

在临床上，慢阻肺的合并症如心血
管疾病、骨质疏松、精神疾病如焦虑和
抑郁，以及糖尿病等都很常见，极大地
增加了慢阻肺患者的负担和死亡率。

为了推动我国慢阻肺防控工作，保
障 人 民 生 命 健 康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 年）》 指出，要大幅提高居
民的慢阻肺知晓率，加强慢阻肺的早期
筛查，注意预防急性加重，提高基层对
慢阻肺的防控能力。

专家表示，对于 40 岁及以上人群，
有长期吸烟、职业粉尘或化学物质暴露
等危险因素接触者，出现活动后气短或
呼吸困难、慢性咳嗽咳痰、反复下呼吸
道感染等症状，建议每年进行1次肺功能
检测，确认是否已患慢阻肺。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指出，要加强职业防护，避免与有毒、
有害气体及化学物质接触，减少生物燃
料如木材、动物粪便、农作物残梗、煤
炭等燃烧所致的室内空气污染，避免大
量油烟刺激，空气污染严重天气减少外
出或做好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此外，生活方式干预也不容忽视。
慢阻肺患者应注重膳食营养，多吃蔬
菜、水果，进行适当强度的体力活动。

一种疫苗为何防不住所有新冠病毒变异株
□□ 科普时报记者 张佳星

11月16日是第21个世界慢阻肺日，今年的主题是“肺系生命”。我国40岁
及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为13.6%，总患病人数接近1亿。专家指出——

5 岁的小虎在一次剧烈运动后告诉妈
妈，他的心脏在砰砰乱跳，感觉很难受。
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小虎竟然患有心律
失常！

有些家长在无意中触摸到孩子的脉搏
时，也会发现孩子的脉搏忽快忽慢，或者
时不时漏了一拍，就好似完美的乐章里出
现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上述这种现
象，很有可能也是孩子发生了跟小虎一样
的心律失常。

心脏的传导系统出现短路或断路

所谓心律失常，是由于心脏的起搏点窦
房结激动异常，或激动产生于窦房结以外，
以及激动传导缓慢、阻滞或经异常通道传
导，即心脏活动的起源和（或）传导障碍导
致心脏搏动的频率和（或）节律异常。

通俗来讲，心脏就像你家的房子，而
动静脉血管就像家里的进水管和排污管。

一个家要温暖、舒服还需要通电，心脏的
传导系统就像家里的电路，而心律失常则
是电路出了问题。比如窦房结被“篡权”
不能掌控心脏的整体系统功能、中间传导
系统的电路断了、线路连接错误导致多出
一条电线等等，由此就会出现房室传导阻
滞、室上性心动过速等疾病。

与成人不同，儿童心律失常以各类快
速性心动过速最常见。如室性早搏，可以
继发于心肌病、心肌炎、先天性心脏病术
后等，就好比家里装修时遭遇野蛮施工，
把某处电路的绝缘层破坏了，时不时会漏
电。还有小部分患儿可因母体因素或遗传
因素患有先天性房室传导阻滞、长 QT 综
合征等罕见的心律失常。

动态心电图或心内电生理检查可
确诊

儿童心律失常的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

心律失常的性质、类型、心功能，以及对
儿童心功能的整体影响程度。如轻度的窦
性心动过缓、窦性心律不齐、偶发的房性
早搏、Ⅰ度房室传导阻滞影响很小，故无
明显的临床表现；较严重的心律失常，如
Ⅲ度房室传导阻滞、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
速、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等，就好比家里
的大电线要么断了要么短路，导致心脏要
么不跳要么乱跳。

以上这些因素都可引起心悸、胸闷、
头晕、低血压、出汗等症状，严重者还可
出现晕厥甚至猝死。小婴儿由于自身基础
心率较快，发生快速性心律失常时症状不
典型，可能主要以反复哭闹难以安抚、拒
奶、面色苍白等为主要临床表现。

心律失常的诊断以临床症状、听诊、
心电图为主要方法，对于非频发性心律失
常如早搏、短阵室性心动过速等，可选择
24小时动态心电图或心内电生理检查加以
确诊。

药物治疗需定期随访和复查

儿童心律失常是否需要治疗，要根据
患儿的症状、心律失常的类型，及其对儿
童可能造成的影响来判定。治疗方法可分
为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非药物治疗方法是针对部分阵发性室
上性心动过速，可选择包括压迫眼球、按
摩颈动脉窦、捏鼻用力呼气和屏气等反射
性兴奋迷走神经的方法终止发作，这些方
法简单易操作，且没有不良后果，孩子很
容易接受。

药物治疗上，目前临床应用的抗心律
失常药物已近50余种，应听从专科医师建
议，根据不同症状、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
选用不同药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定
要合理、规范地服用药物，不可轻易减量
或自行停药，导致孩子病情出现反复。

长期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可能出现不

同程度的副作用，严重的还可引起室性心
律失常或心脏传导阻滞而致命。因此，口
服药物治疗期间应定期随访和复查心电
图，有些药物还需要抽血进行药物浓度的
检测，医生会根据血药浓度来调整药物的
剂量。儿童用药剂量很大程度上与孩子体
重相关，所以每次复查前，家长可提前测
量儿童体重，以便调整药物剂量。

射频消融和起搏器植入术可治疗
不同类型患儿

对儿童心律失常，手术治疗最为常
见。针对快速性心律失常患儿，手术的
主要方式是射频导管消融术。通过穿刺
血管，将很细的标测电极经血管送达心
脏 特 定 部 位 ， 结 合 心 内 起 搏 及 程 序 刺
激 ， 判 断 心 内 异 常 的 电 传 导 顺 序 和 位
置 ， 应 用 消 融 电 极 导 管 到 达 相 应 的 位
置，其特殊设计的导管顶端释放的射频
电流能量产生的微热，对异常传导途径
或兴奋点局部产生可控损伤，从而达到
治疗目的。但是由于小儿具有血管细、
心脏小等特点，为婴幼儿实施射频导管
消融术难度高、风险大，因此需要在专
科医院由专业医师进行操作。

而对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孩子，由于心
跳每分钟可能只有40—50次，极端的患儿
甚至每分钟只有30多次，可能无法保障孩
子正常生活，经常会导致患儿出现晕倒，
或短暂失去意识，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
为“阿斯发作”。针对这样的孩子，起搏器
植入术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小年
龄患儿由于血管条件限制，只可选用单腔
起搏器，一般 4 岁以上可选择更换双腔起
搏器，以更好地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

（第一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内科护士长，第二作
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儿 童 心 跳 忽 快 忽 慢 ？ 警 惕 心 律 失 常
□□ 施 萍 陈轶维

图为导管术中影像 （图片由作者提供）

偏头痛增加心脑血管病风险
偏头痛为临床最常见的以偏侧头部疼痛为主

的原发性头痛，多见于中青年和女性，可反复发
作。近期，韩国顺天乡大学富川医院研究小组在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女
性罹患偏头痛，可明显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病
风险。

研究小组利用韩国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医疗
数据库，将其中13万多名被诊断为偏头痛的患
者作为偏头痛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13万多名
无偏头痛的成人作为对照组，偏头痛组又分为
有先兆偏头痛、无先兆偏头痛和其他偏头痛三
组，就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进行长期追踪和研
究。其中，偏头痛组平均追踪时间为 14.8 年，
对照组平均追踪时间为15.7年。

结果表明，无论有无先兆，偏头痛都可增加
2.29倍外周动脉疾病风险、2.17倍缺血性心脏病
风险、1.84倍心房颤动风险、2.91倍缺血性中风
风险、2.46倍出血性中风风险，且在所有心脑血
管疾病中，女性风险均高于男性。

研究发现，年轻时很轻微的偏头痛，在中年
以后可成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标志。

婴幼儿睡眠时间少易磨牙
磨牙一般指磨牙症，是一种有害的非生理性

牙齿接触，表现为白天无意识紧咬牙或夜间磨
牙，多见于青少年，儿童的发病率可达 14%—
20%。近期，日本东北大学医学研究生院和附属
医院的研究小组在《睡眠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
研究表明，磨牙和儿童睡眠障碍有关，婴幼儿期
尤其是新生儿期睡眠时间减少，可致磨牙发生率
上升。

研究小组以参加日本全国儿童健康和环境调
查的90148名儿童为对象，对1个月、6个月、1
岁、1岁半、3岁的婴幼儿睡眠时间与磨牙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结果显示，婴幼儿期的睡眠习惯会对将来
的磨牙习惯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新生儿期睡
眠时间越短，磨牙的发生倾向越高，这一倾向
在 6 个月时也被确认。特别是夜间睡眠时间与
磨牙的发生密切相关，有习惯性磨牙的孩子，
这一倾向尤为显著，夜间睡眠时间越短，磨牙
的风险越高。调整相关因素后发现，磨牙发生
风险可随睡眠时间的增加而下降。新生儿期睡
眠时间越长，有磨牙习惯孩子的比例越少；1
个月时睡眠时间超过 18 小时，4 岁时磨牙风险
降低约25%左右。

研究人员表示，新生儿期良好的睡眠习惯，
有助于规避将来磨牙风险，如同俗话说的“会睡
的孩子长得好”一样，良好的睡眠也有利于口腔
的健康发育。

胖人多腰痛，止痛须减重
腰痛是一种临床常见症状，可由多种原因引

起。近期，日本山形大学医学研究生院的研究小
组在《老年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腰痛风
险可因体重指数的增加而上升，特别是握力弱的
人更显著。

研究小组以进行6年追踪调查的英国大规模
数据共计6868人为对象，根据基线调查时点以
及4年后和6年后的调查数据，依据回答有无腰
痛和腰痛程度分为10个等级，采用“反事实虚
拟模型”方法，在任意范围内虚拟增减4年的体
重指数，并将6年后的腰痛风险进行虚拟数据与
实际数据的比较。

结果显示，体重指数在 4 年内每增加 5%，
腰痛风险上升11%，在握力弱的人群中，若体重
指数每4年增加5%，腰痛风险则可上升17%。相
反，如果体重指数在4年内减少10%，腰痛风险
就会降低18%。

研究人员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腰痛是导
致护理并缩短健康寿命的影响因素之一。特别是
50 岁以后，腰痛的增加，已成为老龄社会的一
大问题。因此，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特别是握力
弱的群体，肥胖的预防显得尤为重要。体重指数
超过25的人，为降低腰痛风险，应以体重指数
减少10%为目标。

（本文由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夏
普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