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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天然药物研发成国际新宠
阴李惠钰

制剂的研发。”林瑞超说。

印度 Exim 银行最近发表的报 告
称，全球天然药物每年的贸易额高达
600 亿美元，并指出天然药物的原料
供应商主要为中国、印度和巴西。世界
银 行的报告则认为 2000 年世界天然
药 物 产 业 约 800 亿 美 元 ，2010 年 达
2000 亿美元，国际天然药物市场正迅
速扩大。
在 9 月 26 日结束的 第 9 届中 国
国际新药创制前沿技术与产业化发展
高峰论坛上，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中药民族药标准研究与检测中心主
任林瑞超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国际医
药市场上，天然药物已突破 30%的市
场份额，年销售额高达近 500 亿美元，
全球中草药销量以每年 10%的速度增
长。
可以说，在人类回归大自然的国
际潮流中，世界各国均已意识到天然
药物巨大的医疗价值和市场潜力，对
包括中药在内的天然药物日益重视。
林瑞超表示，我国作为使用草药历史
最 久 、原料 最丰富 的国家，发展 中草
药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加
快我国新药研发步伐已是当务之
急。

欧盟市场世界最大
所谓天然药物，是指从植物、动
物 或 天然 矿 物提 取 的活 性 成分 制 成
的 药物 ， 统计 数 据表 明 ，全 球 约有
80%的人以天然药物作为基本医疗保
健手段。
林瑞超表示，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天
然药物市场，天然药物销售市场年均增
长速度高达 10％。其中，
德国天然药物
市场规模居欧洲首位，也是世界天然药
物品种最多的国家，药用植物达 900 余
种，生产天然药物在 2 万种以上，占市
售药品 14 万种的 1/7。
法国是欧盟的第二大天然药物市
场，
天然药物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舆论
支持，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是用于减肥、
改善睡眠、治疗紧张、循环及消化系统
疾病、疼痛、便秘和风湿病的草药，另
外，
植物来源的营养品和化妆品也占有
很大的比例。
英国是欧盟第三大天然药物市场，
整个市场值可达 2.25 亿英镑。草药与天
然药物在英国属于非处方药产品。市场
最受欢迎的产品有大蒜制剂、月见草
油、银杏制剂、止痛药、止咳制剂、治疗
风湿痛及皮肤病的药物。
“近年来英国一些大的制药公司开
始注意天然药物产品的研发，
并设立天
然药物部门，有的已开始天然药物复方

美国销售额不断攀升
由于美国民众对天然药物的需求
不断增加，近几年美国的草药和天然药
物销售额大幅攀升。据统计，美国天然
与传统健康业相关产品销售额达 260
亿美元，仅植物提取物及其制剂销售额
就达 51 亿美元。
据林瑞超介绍，美国最常用的天然
药物有 26 种，最畅销的有银杏、贯叶连
翘、狭叶紫锥花、人参、大蒜、锯叶棕、卡
瓦等。主要应用于增强免疫系统、改善
人体血液循环、降低胆固醇、提高机体
耐力、促进妇女生理平衡、延缓衰老、减
轻情绪紧张与精神抑郁等。
现在，美国一些传统大型化学制药
公司如拜耳、华纳兰伯特也相继进入天
然药物这个高速发展的高利润领域。
“这些新进入的西药巨子 资本 雄
厚，设备先进，研究开发力量强大，有可
能很快改变美国天然药物生产的整个
面貌。”
林瑞超说。

中药市场极具潜力
相对于欧美国家天然药物产业的
迅猛发展，药用植物资源丰富的亚洲国
家特别是中国在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
和生产中更加占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
经查阅资料发现，我国现有的小
药资源种类已达 12807 种，其中药用
植物 11146 种，药用动物 1581 种，药
用矿物 80 种。仅对 320 种常用植物类
药材的统计，总蕴藏量就达 850 万吨。

全 国 药 材种 植 面 积 超
过 580 万 亩 ， 药 材 生
产 基 地 600 多 个 ，常
年 栽 培 的 药 材 达 200
余种。
越南药物市场中
98％ 的 中成 药 均 来 自
中 国，林 瑞 超表 示，在
越 南， 一 些 专 门 治 疗
肝 炎 、心 脏 病 、肾 炎 、
肾 结石 、肺 病、癌 症 等
药 品及 补 药 比 较 受 欢
迎。从中国进 口的中
药 材 主 要 有 当 归 、生
地、黄连、白 芍、党 参、
三 七 、茯 苓 、黄 芩 、板
蓝 根 、黄 芪 、甘 草 、白
芷等。
中国也是新加坡
中 药市 场的 主 要 供 应
国之一。在新加坡市面
紫杉
上 的中成 药 约 有 9800
种，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中成药约占 60%，本地企业所占的份
额在 15%~ 20%， 其余 的 来自 中 国台
湾、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地区。
目前，中药天然药物化学研究也取
得了飞速的发展，我国在提取分离、结
构鉴定、结构改造、活性测试、体内药物
代谢、天然药物生物技术等研究方法、
技术手段方面取得了全面的提升，已经
站在国际天然药物研究领域的前列。
“复方丹参滴丸、康莱特注射液、地
奥心血康、血脂康、桂枝茯苓胶囊等 10
种中药已经获得美国 FDA 批准 临床试
验。”林瑞超说。
虽然我国在中药研发工作中取得

中国农大新型控释肥料技术国际领先
本报讯 由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
教授、留美归国博士胡树文主持的“易
降解高分子包膜控释肥料的研制与应
用”
项目最近通过专家鉴定。专家认定，
该项技术成果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及相关
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胡树文教授研
究团队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易降解高分子包膜材料，自主设计、
研制出一整套与膜材料相配套的可连
续化、自动化生产新型包膜控释肥料的
设备，在国内首次实现中试水平生产新
一代环境友好型包膜控释肥料，生产过
程能耗少，
无“三废”产生，
产品无毒、
无
味。
试验数据显示，
生产的包膜控释肥
料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缓释肥料标准，
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农作物，特别是
大田作物。可使作物增加产量 9%~15%，
每亩增收 100 多元。在减氮量 25%的条
件下，
可以保证稳产或增产。
鉴定专家委员会在听取项目组的
汇报，审阅了相关技术文件资料，考察

了 一定的 成绩，但依然 还存在很多问
题 。林瑞 超表示 ，中药 在临 床应用的
定 位尚不 明确 ，对中 药的安全性、有
效 性、质 量可控 性的整 体掌握 不够，
适 应症也 过于宽 泛。他认为，中药的
疗 效 是 最 为 关 键 的 ，应 切 忌 华 而 不
实 ，要将 理化方 法评价 与 生物学方法
相 结合，面对 医药市 场日趋激烈 的国
际 性竞争 ，加快 我国新 药 研发步 伐是
当务之急。
“现在，我国一些大型制药企业已
经开始重视并加大对天然药物的科研
投入，目标就是进入国际市场。”
林瑞超
说。

天然药物研发成功案例
蒿甲醚

中国在中药学基础上发明的复方蒿甲醚，是近 50 年来人类治疗疟疾的最大进步。该药已在 49 个
国家和地区被授予发明专利、在 80 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药品注册，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使用。

三氧化二砷

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属毒性中药材。研究发现三氧化二砷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具有显著
的临床效果，并且还能够抑制胃癌、肺癌、前列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的生长，是一种广谱的抗肿瘤药
物。

紫杉醇

由美国布迈施贵宝公司从太平洋紫杉树皮中提取分离并开发的一种天然抗肿瘤新药。其作用机
制是在细胞分裂时能与细胞微管蛋白结合，使细胞内形成稳定的微管束，以干扰细胞周期的 G-2 有
丝分裂，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喜树碱

从喜树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内酯生物碱，是一种抗肿瘤药物，有较强的细胞毒性，可用于治疗消化
道肿瘤、肝癌、膀胱癌和白血病等恶性肿瘤疾病。

利血平
麻黄素

是用于治疗高血压及精神病的吲哚类生物碱药物，最初是在萝芙木属植物蛇根木中提取而成。
又称麻黄碱，是一种拟交感神经胺，常被用作兴奋剂，食欲抑制剂，集中精力，解除鼻塞和麻醉升
压药。麻黄素与其人工合成的衍生物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的结构类似。

示范工程进展

生物技术让“菜篮子”
更丰富
辽宁省茄果类设施专用蔬菜新品种繁育项目形成产业化链条
阴李惠钰

明显减轻了病虫害和 自然因素的干
扰，抗风险能力更强。
同时，项目组还制定了番茄、茄
子、辣椒的良种繁育技术规程，
并在固
定繁种基地培训制种技术农民 9000
多人次，制种的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
程序执行，从而确保了高品质、高纯
度、高净度种子的生产。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蔬菜设施
栽培开始蓬勃发展，由于设施栽培具
有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因此对蔬菜
品种性能的要求也较为严格，如要求
耐低温、弱光、耐盐性好、综合抗病性
强等。而在实际生产中，蔬菜设施栽培
专用品种的缺乏成为制约设施蔬菜产
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有效解决我国北方地区蔬菜
栽培缺乏专用品种的问题，辽宁园艺
种苗有限公司承担了国家发改委“茄
果类设施专用蔬菜新品种繁育高技术
产业化示范工程”
项目，
对设施生产专
用地番茄、
茄子、辣椒三种作物六个品
种进行产业化，目前已经建成育种基
地、
良种繁育基地、
推广示范基地和种
子加工生产线，成功地连接了新品种
的研发、
繁育、
种子加工及销售的各个
环节，
形成周密的产业化链条。

技术创新促品种改良
“我们利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
物学技术，成功研究开发出辣椒花药
培养技术和 SSR 纯合性鉴定技术，有
效地将育种周期缩短了四到五年。”辽
宁园艺种苗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 成
说，
“现在，现代育种和分子育种已经
成为极其重要的辅助育种手段，大大
缩短了传统育种进程，提高了育种效
率，
丰富了育种手段。”
据介绍，目前通过单倍体育种技
术已成功选育出一个辣椒品种，在项
目实施期间，科研人员还开展了茄子
单性结实研究，从日本引进了全新的
单性结实茄子材料，通过改造已经得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项目基地
到适应我国北方地区栽培的茄子新组
合和新品种。
“2008 年获得省品种备案的‘辽
茄十五’和‘辽茄十六’就是改良后的
单性结实茄子新品种。”王永成说。
番茄的杂交、饱和回交、逐代淘汰
选优方法和边配组合边进行单株系选
等技术一直都是项目组的技术优势，
随着该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
现在又陆续推出番茄新品种“金冠六
号”
“金冠七号”和“金冠 11 号”，目前
、
这三个品种正在推广试种阶段。
这三个品种既是对以往品种不足
之处的改良，也是针对日益变化的市
场所作出的新的调整。
“这几个品种抗
病性强，品质优良，现在已经受到示范

区种植户的青睐，反应非常好。”王永
成说。

提高良种繁育水平
良种繁育是蔬菜良种产业化的重
要一环，只有搞好良种繁育，才能使育
种专家育出的种子变成商品。王永成
认为，过去一些单位良种产业化发展
缓慢，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抓好这个环
节。
目前，项目组在辽南、辽西等适宜
繁种地区建立固定的制种基地 5000
余亩，明显提高了种子的繁育质量和
数量。新基地建有完善的灌溉设施及
保护设施，与以往露地粗放繁种相比，

“我国 番茄种子价格每公斤 600
元左右，而日本和荷兰的番茄种子每
公斤 30 万元，真是比黄金还贵。”
王永
成说，国外种子一般是国内种子价格
的 100~500 倍，价格十分昂贵。
通过项目实施，可以为市场提供
大量高质量、低价格的茄果类蔬菜良
种，大大降低了蔬菜的生产成本，
同时
新品种在生产中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从低投入和高产出两个方面同时大幅
度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获得最大的
经济收益。
王永成表示，种子售出后，
工作人
员会进行全程跟踪服务，发现问题及
时反馈，为以后的新品种选育提供依
据，对种植者还定期进行配套栽培技
术的培训，使种子的增产、增收潜力得
到充分发挥。
据了解，项目实施后，年繁制番茄
种子 4.5 万公斤，可播种番茄面积 180
万亩；年繁制茄子种子 3 万公斤，可播
种茄子面积 120 万亩；年繁制辣椒种
子 2 万公斤，可播种辣椒面积 40 万
亩，按照平均每亩增产 400 公斤，
每公
斤 2 元计算，菜农可年增加收入 27.2
亿元。

了生产线现场，
经质疑和充分讨论后认
为，该项目创新性强，在国内首次实现
了新型易降解高分子包膜控释肥料的
连续化自动化生产，生产工艺安全、环
保，膜材可以降解，在不同作物上均表
现出增产效果，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具
有良好发展前景。该成果整体上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
“这种易降解包膜控释肥料解决了
以前控释肥中存在的降解性低、控释性
差、
稳定性不好、
安全性差、价格偏高等
问题。可以达到节肥、
节药、
节能、
省工、
省力、
省心和作物增产、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之目的。”
该项成果得到了鉴定委
员会副主任、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夏敬源主任的高度评价。夏敬源主任
还建议，要进一步加大针对不同作物、
不同区域的缓控释配方肥的推广应用。
本次专家鉴定委员会主任由北京
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虎威教授
担任，
中科院沈阳生态所武志杰研究员
担任副主任，委员会成员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方智远、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会长刘
淑兰等 6 位专家组成。
渊胡马冤

甘肃：
马铃薯粉垄栽培比照双垄沟增产 35%
本报讯 粉垄栽培马铃薯在广西获
得增产，
能否在中国薯都—甘肃定西也
能增产？9 月 23 日，
由兰州大学、
甘肃省
发改委等单位专家组成的检测组，
对甘
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实施
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作物粉垄栽培研
究与示范”项目进行现场测产验收，认
为粉垄栽培技术用于马铃薯和玉米种
植增产效果明显，实测粉垄覆膜栽培马
铃薯亩产达到 1168 公斤，比对照当地
最优技术全膜双垄沟栽培的亩产 862
公斤增产 35%。
据项目负责人吕军峰副研究员介
绍，
甘肃属西北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
区，是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要产区之
一，由于长期浅耕，耕作层下形成坚硬
的犁底层，致使蓄水保墒能力弱，农作
物难以稳产增产。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甘肃省农科院旱地农业所 2010 年从广
西引进粉垄栽培技术，
在该省中部干旱
半干旱黄土高原丘陵区（定西市）设点
（安定区团结镇高泉村）进行试验示范。

粉垄覆膜栽培马铃薯，于今年 4 月 20
日用粉垄机粉地，
4 月 24 日下种，对照
全膜双垄沟栽培的同时进行，
施肥管理
同等。
虽然今年遭春旱，
但粉垄覆膜栽培
马铃薯还是获得较高产。当天，专家组
以随机选取 5.5 平方米，重复 3 次实测
产量，并按缩值系数 0.85 折合平均亩
产，
粉垄覆膜栽培马铃薯 1168.36 公斤，
对照全膜双垄沟栽培马铃薯 862.9 公
斤，
较之增产 305.4 公斤，
增长 35.4%。
以兰州大学资环学院院长王乃昂
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认为，
此技术在西
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应用前景广阔，
应在
粉垄机的效率和降低耕作成本上下功
夫，
并应结合当地环境和作物特点进一
步做好试验研究，
完善配套设备。
农业部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学重点
开放实验室副主任、兰州大学教授王锁
民表示，愿与广西合作，将这一技术用
到草原、
盐碱地牧草恢复和沙漠植物肉
苁蓉种植试验示范。
渊贺根生冤

Objet 推出新型生物相容性 3D 打印材料
本报讯 近日，
Objet 有限公司成功
推出了一种适用于医疗和牙科用户 3D
打印的新型生物相容性 3D 打印材料
（MED610TM）。 根 据 协 调 标 准 ISO
10993-1,目前，该材料已经通过了细胞
毒性、
基因毒性、迟发型超敏反应、
刺激
性和 美国药 典塑料 VI 级五项医疗审
批。
据了解，新型材料适用于需要 30
天以上的长期皮肤接触和最长 24 小时
的短期黏膜接触的应用情况。Objet 医
疗解决方案部门负责人 Avi Cohen 介
绍，新型生物相容性材料是清晰、透明
的刚性材料，非常适合于 3D 打印植入
手术导板和口腔输送盘。
“通过使用透明的生 物相容性材
料，牙科医生可以轻松地使用定制的

3D 打印手术导板或口腔输送盘，并可
以更好地监控下方软组织的情况，
从而
确保牙科手术过程更安全、更成功。”
Avi Cohen 说。
Objet 消费品产品线负责人 Zehavit
Reisin 称，通过拓展 3D 打印材料的应
用至更广阔的领域，
Objet 将持续为客
户提供更多样化、卓越的快速成型制作
方案。
Objet 在 3D 打印快速成型和加工
制造产品领域一直处于创新领先地位，
随着 3D 打印新材料的相继推出，截止
目前，Objet 3D 打印材料家族可提供总
共 65 种材料，其中包括 51 款复合型材
料，
广泛应用于快速成型行业从逼真的
产品可视化到高级功能测试的各个方
面。
渊包晓凤冤

进展

国内首例第八凝血因子
转基因兔在无锡诞生
本报讯 无锡市生物医药产业近日
获突破性成果，10 月 11 日，
兰诺生物技
术无锡有限公司宣布，
成功将人类重组
第八凝血因子的基因植入家兔基因组，
培育出国内首例含有第八凝血因子的
转基因兔。
“目前，
我们已首批培育成功
6 只转基因兔，它们将通过分泌含有第
八凝血因子的乳汁，经蛋白提纯后，用
于血友病患者的治疗。”
国际著名动物
克隆和转基因动物专家、公司总裁杜福
良博士介绍说。
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的凝血功能
障碍性疾病，不加治疗会导致生命危
险，
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直接注射第
八凝血因子。但由于传统凝血因子主要
是从人血浆中提取，成本高，
产出量低，
还可能携带人体致命病毒，
其应用受到
很大限制。据杜福良介绍，
目前，
全球每
年第八凝血因子需求量为 0.5~1 千克，
国内 95%的第八凝血因子都来源于进
口。市场上每克高达 290 万美元的昂贵
价格，导致很多病人买不到药、买不起
药，
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早在 2005 年，杜福良就在美国开
始涉足第八凝血因子动物化生产与克
隆研究。去年 3 月，由杜福良、杨澜、徐

捷三名海归博士领衔的创业团队怀抱
科技报国的理想，进驻无锡（惠山）生
命科技产业园，创办“530”企业兰诺生
物技术无锡有限公司。在园区鼎力支
持下，他们仅用 5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实验室、动物实验中心、团队组建等基
础性工作。历经数次失败，今年 1 月，
他们利用转基因技术，将含有人类重
组第八凝血因子的基因成功植入新西
兰白兔的胚胎内，经过胚胎移植方法，
生 产 出含 有 第八 凝 血因 子 的 转 基因
兔。
“目前，我们商业化转基因效率已
达到 25%，远远超过国际上 5%的平均
水平。”
杜福良自豪地说。首例第八凝血
因子转基因兔的问世，
将为广大血友病
患者带来福音。按照研发计划，
到 2015
年，
该公司通过转基因兔生产的第八凝
血因子药物将经过一系列临床试验后，
有望正式投放市场。
“届时，
我们培育的
每只兔子就像是一座源源不断生产药
物的工厂，一年产值高达 2000 万元，将
使 目 前第 八 凝 血因 子 市场 价 格 降低
50%以上。”
杜福良还透露，
目前，
上海、
南京等地风投公司已闻风而来，纷纷要
求开展合作。
渊苏卫东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