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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发出高效培养心肌细胞的方法

日本一个研究小组日前宣布，他
们开发出了利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
（iPS 细胞）高效培养心肌细胞的方
法，今后如果能够利用这一方法大量
培养心肌细胞，将可用于恢复因心肌
梗塞而受损的心脏功能。京都大学
iPS细胞研究所研究人员向实验鼠的
iPS细胞加入环孢菌素 A（一种免疫
抑制剂）后进行培养，发现发育成的
心肌细胞数量是不加入环孢菌素 A

时的约 12 倍。而利用人类 iPS 细胞
进行培养时，在培养到第 12天的时
候，确认生成的心肌细胞数量，是不
加入环孢菌素 A时的４倍以上。研
究小组认为，这表明环孢菌素 A在诱
导实验鼠和人类 iPS 细胞发育成心
肌细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
小组确认，利用人类 iPS细胞培养的
心肌细胞与人类心脏心室细胞拥有
同样的性质和结构。

基因转导技术致乳腺癌细胞自我毁灭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科学家
们日前研究发现，他们应用一种创新
微型基因转运系统可以将基因直接
导入乳腺癌细胞，从而使其自我毁
灭。研究人员应用一种称为设计仿生
载体（DBV）的转运系统，将一个基因
打包成比人的发丝直径还要小 400
倍的纳米颗粒，在实验室内可以直接
将其导入乳腺癌细胞。该基因称为
iNOS，应用 DBV技术使其特定靶向
乳腺癌细胞并使该细胞产生毒性一
氧化氮。这样，要么彻底杀死癌细胞，

要么使化疗和放疗更容易将其摧毁。
因为这种办法若不影响正常乳腺细
胞，就将能克服目前治疗方法中的许
多毒副作用。
将 DBV 转运体统与 iNOS 基因

结合已证明可以成功地杀死实验室培
养的乳腺癌细胞。长远来看这种技术
可以用于治疗已扩散至骨的转移性乳
腺癌，且是应用于放疗和化疗之前的
较为理想方法。应用该系统将毒性基
因转运至肿瘤细胞为癌症治疗带来了
极大希望。

美能源部称新一代生物燃料研发获突破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 3月７日
宣布，美国在新一代生物燃料研发
上取得新突破，研究人员已成功利
用生物技术直接从植物纤维素中提
取出异丁醇，无论从燃烧效率还是
生产和使用成本来看，这种生物燃
料都比乙醇更适合作为汽油的替代
品。据研究人员介绍，异丁醇在性质
上更接近普通汽油———拥有相似的
能量密度、辛烷值和蒸汽压。因此这

种生物燃料可以与汽油以任何比例
调配使用，甚至普通汽车引擎无需
做任何规格改变便有可能直接使用
这种燃料，大大降低制造和使用成
本。朱棣文当天发表声明说：“这项
研究表明美国在发展下一代生物燃
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如果我们
继续加大研发努力，将有助美国摆
脱对外国石油进口的依赖，并创造
一个新兴产业。”

日本破译“生物柴油树”麻风树基因组

日本一个研究 小组日前在
《DNA研究》杂志网络版上报告说，
他们破译了有“生物柴油树”之称的
麻风树的基因组。日本千叶县上总
DNA研究所、国立遗传学研究所和
大阪大学组成的研究小组把麻风树
的基因组分成小片段，分析 DNA序
列。研究人员破译得出，麻风树基因
组共包含约 4万个基因，并且拥有许

多与脂质合成及抗病相关的基因。研
究人员认为，这些都是麻风树不断适
应干燥环境，最终获得的性质。麻风
树别名南洋油桐，广泛分布于亚热带
及干热河谷地区，其果实有毒，不能
食用，但含油率高达 60%~70%，是一
种非常有潜力的油料作物。经改性后
的麻风树油可适用于各种柴油发动
机。

美科学家发现与动脉硬化有关的新基因区

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家 3月 苑日
宣布，他们发现了与动脉硬化症有关
的 员猿个新基因区，使得与该病有关的
基因区增加至 圆远个。动脉硬化症是
造成心脏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为
了解基因对动脉硬化症的影响，研究
人员对欧洲 圆援圆万名心脏病患者的基
因图谱进行了分析，并将他们的图谱
与 远万名健康人的基因图谱进行了对
比。在仔细查对遗传密码后，最终新
发现 员猿个与动脉硬化症有关的基因

区。斯坦福大学心血管医学教授凯特
穆斯在一项新闻公报中说，新发现将
帮助科学家找到产生动脉硬化症的根
源，并研发出可降低罹患心脏病风险
的新药。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医学教
授阿西迈斯说，根据这些信息，医生可
以在早期发现可能患心脏病的高危病
人并采取相应措施，如建议病人改变
生活方式或对病人进行药物干预治
疗，从而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墨西哥农业协会称需要转基因玉米

在墨西哥北部，10家农业协会对
政府持续忽视转基因玉米表达了不
满，这些来自 Sinaloa、Sonora、Chi-
huahua和 Tamaulipas州的协会呼吁扫
除种植转基因玉米的障碍，增加墨西
哥玉米产业的竞争力。玉米是墨西哥

的主食, 该国每年进口 900万吨玉米
（其中大多数是转基因玉米），相当于
国内消耗量的 30%。这些协会还呼吁
扩大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因为其他
国家已享受了十几年这项技术所带来
的益处。

德国乙醇汽油遭遇冷落

近日，乙醇汽油 耘10在德国市场上
受冷落引起各方关注和争论。德国经济
部长布吕德勒 3月 6日表示，政府没有
义务告诉所有车主，他们的车适合加哪
种汽油，而燃油企业没有尽到推广
Ｅ10的责任，缺乏足够信息，造成Ｅ10
不受德国人欢迎。拥有上千万会员的全
德汽车俱乐部（粤阅粤悦）表示，汽车生产
商应该向车主提供书面信息，告知他们
的汽车能不能使用这种新型汽油。而汽

车生产商表示，在德国道路上行驶的汽
油车 93％都能使用这种汽油，而德国产
的汽油车 99％能加 耘10。德国环境部
说，尽管出现争吵，但引入 耘10没有失
败，耘员园的意义是降低对石油的依赖，
并且推动气候保护。
据悉，德国经济部、环境部、汽车

生产商、石油企业等各界代表将于 愿
日召开“汽油峰会”，寻找 耘10遇冷的
解决之策。

□顾忠伟

看病难、看病贵是我国当前社会发
展和建设稳定、和谐的小康社会急需解
决的问题，优质、廉价的医疗器械产品
和药品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基础。医
疗器械产品与药品已成为保障人类健
康的必需品，其应用水平成为一个国家
医疗保健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成为
本世纪科技和经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
高点之一。

2007年统计的数据显示，国际医疗
器械产品市场和药品市场之比已达
1.2：1，而我国医疗器械产品和药品市场
之比却仅为 1：5；国际生物医用材料及
其医用植入器械等制品占医疗器械产
品市场的份额大于 40％，而在我国只占
市场比例约 17％，其中技术含量高的产
品 90％以上依靠进口。

显然，医疗器械产品成为阻碍我国
医疗保健事业发展的瓶颈，生物医用材
料可以说是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中十分
薄弱的领域。

需求量大幅增长

生物医用材料是一类用于诊断、治
疗、修复或替换人体组织、器官或增进
其功能的高技术材料，涉及亿万人的健
康，是保障人类健康的必需品。按国际
惯例，生物医用材料及医用植入体是生
物医学工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
理属医疗器械范畴。

生物医用材料的发展和应用对当
代医疗技术的革新、降低医疗费用和促
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不仅使疾病得以早期发现和有效治疗，
显著降低心血管病、癌症、创伤及其他
疾病的死亡率，延长了寿命，增进了健
康，同时可大幅度降低医疗费用，这对
于个人医疗费用的负担超过 60％以上
的中国来说，显得更加重要。

例如，基于分子和基因等临床诊断
材料和器械的发展，使临床诊断技术得
到革新，重大疾病得以早日发现；血管
支架、介入导管等介入治疗材料和器械
的研发，促进了微创伤治疗技术的形成
和发展；药物、肽、蛋白、基因、疫苗等靶
向控释载体和系统的发展，不仅将导致
传统的给药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更好
地发挥药效，节约医疗费用，而且可为
先天性基因缺陷、老年病、肿瘤等难治
愈疾病的治疗开拓新的途径，并对突发
性疾病的防治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加

速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的研发是推动我
国社会发展和建设稳定、和谐的小康社
会的迫切需求。

资料表明：国际医疗器械市场近十
余年中，每年以 7％～10％的年增长率
持续增长，2008年估计已达 2 750亿美
元(以最低年增长率 7％估算)，其中生物
医用材料及其制品已逾 1 100亿美元。
伴随着临床应用的成功，生物医用材料
及其制品产业已经形成，它不但是整个
医疗器械产业的基础，而且是世界经济
中最有生气的朝阳产业。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生物医用
材料和制品有着巨大的需求，目前人工
关节年需求量约为 100万例、血管支架
约 500万例、人工心瓣膜 15万例、牙种
植体 40万例，但实际用量却分别小于
需求量的 10%，显然远不能满足全民医
疗保健的基本需要，特别是救灾和灾后
伤残人员康复的急迫要求。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
加剧，中、青年创伤增加，新技术的不断
注入等因素，人类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
迅速增长。十多年来，国际医疗保健费
用的增长均高于同期 GDP增长。人类
对医疗保健的迫切需求大大推动了高
技术材料市场中技术附加值最高的材
料———生物医用材料及其制品产业的
高速发展，其年增长率已高达 15％～
20％，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的支柱性产
业。

加大力度发展生物医用材料及其
制品产业，提供优质价廉的产品，不仅
能够拉动内需，还将培育出国民经济新
的增长点，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发展生物医用材料科学与产业对
国防事业以及国家安全也具有重要意
义，正如美国制定的“21世纪美国陆军
战略技术”报告中指出：生物技术是未
来 30 年增强战斗力的最有希望的技
术，而生物医用材料是其重要组成部
分。

进口产品挑战国内市场

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生物医用材
料及其制品产业显得十分薄弱。原材料
供应厂商和生产基地严重缺乏，产业技
术结构不合理，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的
基础器械和一次性用品等，技术含量高
的产品 90％以上依赖于进口。面对我国
13亿人口对生物医用材料及其制品的
巨大需求，以及我国现代高技术生物医
用材料产业尚未形成的现状，外商与进

口品已大量涌入并占领国内市场。
以 2003年情况为例：就直接植入

或与生理系统结合使用的高技术生物
医用材料及其制品的注册情况来看，境
外产品达 592种，占来华注册的医疗器
械产品的 27％，而境内产品仅占医疗器
械注册产品的 9％，且质量不稳定；境内
注册的技术含量低的一次性用品达 218
种，占注册的 254种医用高分子产品的
85％。就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而言，迄至
2006年 10月全国共 12 243家，其中国
有企业(含国有资产控股企业)占 3％，中
外合资企业占 37％，民营企业占 60％，
相当数量的技术雄厚的国营和民营企
业正在被外资企业吞并或转变为中外
合资企业。生物医用材料及其制品的生
产企业仅占 10％～30％，且企业规模
小，劳动生产率低，竞争力差。
分析我国医疗器械出口情况不难

看出，虽然出口额已从 20世纪 80年代
初的 0.13 亿美元增长至 2008 年的
110.67亿美元，并实现进出口顺差，产
品出口到 217个国家和地区。但高端医
疗设备主要还是由合资、外资企业生
产，而中资企业产品属一般性低档产
品，如药棉、纱布、绷带、导管、插管及注
射器等，2005 年出口额最大 (占总额
24.6％)的是按摩器具；高技术生物医用
材料及其制品如血管支架、人工关节、
氧化锆齿冠等虽有出口，但所占份额极

低。
我国医疗器械产业近 10年来虽以

高达 15％~18％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
但国产品仅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3.4％；
与药品市场之比仅为 1：5，远低于国际
市场的 1.2：1。就 2006年而言，我国医
疗器械产业（销售额）约 99亿美元，其
中生物医用材料及医用植入器械等制
品产业仅 17亿美元。这不仅与我国 13
亿人口对生物医用材料及其制品的巨
大需求极不匹配，而且有可能丧失我国
在未来世界经济这一支柱产业中应有
之地。
显然，昂贵的进口生物医用材料及

其制品大大地加重了我国人民和政府
医疗费用的负担。已成为导致我国医疗
费用大幅度增加和普通老百姓难以获
得必要治疗的重要原因。
针对满足全民医疗保健的基本需

求和国家安全保障的需求，我国生物医
用材料应立足本世纪生物材料科学与
工程发展方向和前沿，坚持自主创新，
研发一批具有产业化价值的重大专利
技术，提升我国生物医用材料科学与技
术的自主和集成创新能力，彻底改变高
技术产业依赖进口的局面，构建国际先
进的现代生物医用材料科学与产业体
系，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作者系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

生物医用材料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图为顾忠伟教授参观温州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生物材料实验室

□李哲

近期，我有幸参加了在斯里兰卡古城
康提举办的第五届亚洲生物技术与发展
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为“生物技术如何
惠及（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主要涉及
亚洲各国在发展生物技术方面采取的措
施、经验以及潜在的合作领域。来自美国、
加拿大、印度、韩国、新加坡、不丹、布基纳
法索等国家，以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NEPAD）组织等相关领域的人员参加了
本次论坛。

世界五大洲中，亚洲各国在文化、经
济、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可以说是最大
的，这在生物技术领域也有明显的体现。
亚洲的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中，既有像中
国、印度这样规模庞大、领域全面、产品众
多、物种资源丰富、科研基础相对较好的
国家；也有像新加坡、越南、伊朗这样一些
技术特色鲜明、产业聚焦发展，在一些领
域形成较强竞争力的国家；还有一些国
家，或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具有良好
的农业基础，但研发活动主要依托于传统
的品种改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开发、产
业培育方面仍处在初级阶段。

比如，除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没
有参会人员介绍日本的情况）和我国以
外，其他国家在基因组、生物疫苗等现代
生物医药领域的介绍较少；越南代表的介
绍主要集中在啤酒酿造、氨基酸等领域，

并特别用一张大雁列队飞行的图片表达
了越南生物产业的发展，得益并取决于能
否和中国、日本、泰国等形成有效的产业
分工；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重点介
绍了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新加坡
定位于国际医疗中心，吸引各国患者赴新
治疗和疗养；来自不丹的代表则主要介绍
了不丹的生物多样性。

存在差异的同时，各国也有了越来越
多的共同关注点。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
纷纷加大了研发力度，印度 1990年的财
政投入只有 2000万美元，2010年已有 6
亿美元；产业聚集区在技术转化、产业化
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像印度孟
买的 Maharashtra、伊朗的 KIsfahan、新加
坡城等。同时，各国普遍认为，在农业、卫
生、科技等领域的政策协调，对加快生物
技术、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尤为重要，需要
国际合作框架下的更多磋商。此外，小麦、
烟草、水稻、木薯等转基因作物在得到广
泛关注的同时，也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
始了试验和种植，包括伊朗、南非、布基纳
法索、埃及、肯尼亚等。伊朗，这个常常成
为政治新闻的主角的国家，在 2005年已
开始了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使人多少有些
意外。
总体来看，各国在发展生物技术方面

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各国纷纷把生物技术的开发应

用放在了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2010

年，斯里兰卡内阁通过了国家生物技术政
策与战略，旨在通过生物技术提高公众的
生活质量，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韩国制
定了面向 2016年的生物经济基本战略，
这一战略从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商业环
境三个方面提出了发展目标，通过 12个
计划进行实施，最终建立以“财富、健康、
绿色”为三大主题的 21世纪的“生物社
会”（Bio-Society）；不丹在面向 2013年的
国家第 10个五年计划中，确定了实施“生
物勘探”（bioprospecting）计划以提高国家
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能力；孟加拉国
2006年制定了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政策，
2010年又进行了补充修订；印度也在
2007年提出了国家生物技术发展与创新
战略，通过改革生物技术教育体制，创建
全球性的教育与高级研发中心等措施，发
掘生物技术在农业、卫生和环境方面的潜
力，使生物技术产业的产值在 2012年达
到 70亿美元。
其次，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益于

生物技术。越南在酿造、氨基酸、动植物培
育等领域广泛采用了现代生物技术，并力
图通过生物技术的进步扩大市场，提高产
业竞争力。例如，越南诊断用试剂盒的市
场规模目前为 1000万美元，2020年将力
争达到 1600万美元。越南酶产品的市场
规模 2010年为 2200万美元，且全部来自
进口，2020年将力争达到 7200万美元，
并实现国产化；韩国在 2002年至 2008年
间，生物技术产品的销售额从 20亿美元
增长到 49亿美元，年增长率接近 16%；新
加坡在医疗旅游领域 2007年获得了 17
亿美元的收益，生物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
增加值的比重从 1999年的 15%上升到
2010年的 24.4%；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
等国利用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品种改善、
防治害虫等领域也获得了明显的经济社
会效益。
第三，许多国家在持续关注技术开发

的同时，也将关注的重点投向技术成果的
商业化。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一些国家
开始对生物技术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
总结。印度代表将本国的生物技术发展分
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86年至 1996
年，主要是生物技术人力资源的培养；第
二阶段从 1996年至 2005年，主要是生物
技术研发的国际合作，相关设备和设施的
开发；第三阶段是 2006年以来，国家制定
了生物技术发展战略，成立了“转基因作

物转化平台”（Platform for Translational
Research on Transgenic Crops）等机构促
进技术应用和市场化，并在知识产权、公
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技术许可等方面
开展了大量活动。

韩国的生物技术发展也被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从 1980年至 1989年，重
点是生物技术理念的引进、发展以及研发
机构建设；第二阶段从 1990年至 1999
年，重点是发展过程生物技术，建立生物
技术产业联盟；2000年以来是第三阶段，
把生物产业确定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并重
点提高基因产品等领域的生产水平。

马来西亚面向 2020年提出了三个
阶段的发展目标，2005年至 2010年建立
生物技术研发体系，2010年至 2015年促
进技术的商业化，2016年至 2020年重点
提高生物技术的全球化水平。

针对生物技术实现商业化面临的问
题，与会代表也形成了许多共识，认为缺
乏对以下几方面的深入理解：知识产权，
市场需求，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发展路径，
研发领域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等。
与 2009年在尼泊尔举办的第四届

会议相比，此次会议增加了许多商业氛
围。以往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卖书，此次则
吸引了十多家生物技术产品的生产企
业。会议尚未开始，Roche、Promega等生
物技术跨国公司已经在会场外设好了展
位。会议共分为 8节（Session），每节间歇
设置了用于展板宣传的 Poster session，每
天上午的会议结束后，还要专门播放一
段介绍某项技术或产品的录像，如转基
因茄子（Bt Brinjal）。这类商业宣传对我
们而言很常见，但在斯里兰卡这样传统
农业占经济主体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在康提这样古老而静逸的小城，仍然使
人不禁感到新兴技术对人类传统生活方
式的冲击。

多元与融合
———第五届亚洲生物技术与发展论坛综述

美国 FDA已经同意治疗白癜风
的新药 SCENESSE进行预试验，以确
定其是否可以帮助白癜风患者的皮
肤重新着色。白癜风是一种自身免疫
性疾病，可导致片状皮肤颜色减退，
且“病损”可扩散至全身。SCENESSE
是一种可模仿人体激活皮肤黑色素
自然能力的注射用药物。这种药物将
与窄波段紫外线 B光疗（NB-UVB）
联合进行试验，窄波段紫外线 B光疗
是一种经验证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

需要持续接受治疗 18个月，且每周 2
次或 3次才能使皮肤恢复正常颜色。
该试验的目的是确定 SCENESSE是
否可减少 NB-UVB激活白斑病变区
的皮肤色素细胞所需的剂量和时间。
在为期 10年以上超过 550例呼患者
的临床试验中，已经证明 SCENESSE
的安全性与阳光和光保护药物一样。
2012年在欧洲将可得到治疗罕见的
光不耐受性红细胞生成性原卟啉病的
药物，目前该药的试验正在进行。

美国 FDA批准首个白癜风药物试验

“丹麦国家高技术基金会”日前决
定资助中国和丹麦的科研机构合作建
立一个大规模基因测序与生物信息分
析研究中心。根据有关合作协议，这一
项目为期 5年，“丹麦国家高技术基金
会”投入 8600万丹麦克朗（1丹麦克
朗约合 1.2元人民币），深圳华大基因
研究院出资 6000万丹麦克朗，加上其
他合作大学和机构的投入资金，总预
算达到 1.7亿丹麦克朗。项目资金将
用于丹麦人基因组测序研究项目以及
在丹麦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基因测序和

生物信息分析研究中心。哥本哈根大
学副校长托马斯·比约恩霍尔姆说：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丹麦基因组
测序与生物信息学分析机构，将丹麦
人的基因组完整地测绘出来，并希望
在未来能将这一研究成果用于临床检
测肿瘤，从而降低类似疾病发病风
险。”近两年来，在中丹两国政府大力
支持下，双方已在人类胃肠道微生物
宏基因组、人类代谢疾病治疗研究等
生物医学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
作。

中丹合建基因测序与生物信息分析研究中心

李哲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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