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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王璐 刘畅
“你们这台仪器的进展情况如何？”
“这是我们瑞典公司生产的高能直

线加速器（LA45），利用该加速器产生的
射线激发靶向药物形成单态氧，可以杀
死人体任何部位的癌细胞。这项技术填
补了国际空白，放射动力治疗开启医疗
新时代。北京公司已经生产出样机，中
国可以生产 45MV高能加速器。”
这段对白发生在今年 5月下旬在

北京国展举办的第十五届科博会上，问
话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刘淇，答话者是大基医疗董事局主
席孙启银。刘淇书记听取了孙启银的汇
报后非常高兴。
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北

路 11 号的大基康明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是一家享誉世界的 PET-MR设备
生产企业，企业创始人孙启银是一位内
科主任医师。
彼时，孙启银每天要面对众多的癫

痫病和癌症患者。目睹患者及其家人的
痛苦后，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神经科
疾病的治疗上作出文章，让更多的患者
有机会摆脱心脑疾病、癌症所带来的痛
苦。
十几年之后，孙启银的决心早已开

花结果，当初的愿望已经兑现成惠及千
万百姓健康的福祉。大基医疗如今已经
发展成为一家全球最先进的集核医学
影像设备和放疗设备的研发生产企业。
大基医疗在瑞典设有 Top Grade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在中国设
有北京大基康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等
多家子公司。这家国际化高科技医疗设
备公司的多项技术填补了国际、国内空
白，承担了国家支撑计划、“863”计划等
项目，并成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
展工程（G20工程）企业。

从全球第一张 PET磁共振片说起

1990年，孙启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
中外合资医院，并开始马不停蹄地去各
国学习考察。
“有些医院，我反复去了很多次。为

了一例癫痫病的治疗，我会跑几十家医
院，包括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院、美国
加州医疗中心、德国慕尼黑大学医疗中
心、奥地利格拉兹医院等。”孙启银说，
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底特律的儿童

医院，这家医院在手术之前采用 PET定
位寻找病灶，良好的手术治疗效果让孙
启银大为感叹。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想
治好癫痫病，绝对离不开前沿医学以及
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就在孙启银为国外的先进诊疗技

术震惊的时候，中国的癫痫病患者人
数已经上升到 1500万。“引进 PET，帮
助医生寻找病灶。”孙启银下定决心，
说干就干。“这绝不仅仅是个数字，它
直接影响到数千万患者是否会致残的
问题。”
当年，孙启银引进了中国的第九台

磁共振、第一台伽马刀，1993年，又引进
中国第一台 PET。在孙启银迈出这一步
之后的 7年，中国才有第二家医院引进
PET。
设备引进来之后，孙启银以及他的

团队更加忙碌了。大量研究证明，当时
治疗癫痫病必须要定位，这离不开
PET，离不开磁共振，并且要将 PET技
术和磁共振技术联合起来形成 PET—
磁共振。为此，1994年，孙启银又漂洋过
海去美国学习 PET-MR新技术。
孙启银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取经，

学习 PET与 CT融合新技术。孙启银的
经，取得很有趣。
当时芝加哥大学 PET和CT融合定

位用的是空心钢球，但是全世界都没有
所需要的软件工作站，孙启银便将芝加
哥大学所用的方法改良，用鱼肝油代替
空心钢球定位，手工融合，这样全球第一
张临床应用的 PET-MR图片诞生了。
当孙启银在美国各处考察时，他敏

锐地洞悉到了 PET对肿瘤治疗的极大
价值所撬动的美国医疗市场。1993年，
美国的一个州将 PET诊断冠心病列入
医保范围。到了 1999年，几乎所有的州
全都将 PET列入多种疾病医疗保险。美
国的医疗市场是跑在全世界前头的，孙
启银迅速意识到，全球 PET将拥有无限
广阔的市场前景。

靠原始创新技术开启新天地

PET是大基医疗最初的切入点，但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推动 PET-CT 及
PET-MR的应用和市场。用孙启银的
话来说，这是一个系列的过程，是一个
整体战略方向。

1999年，带着当时世界最有前景的
项目，孙启银在北京注册成立了公司，

开始了医疗设备自主研发生产的历程。
孙启银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研发 PET系
统以及更先进的 PET-MR系统，并取
得了产品注册证书。相比 PET-CT，
PET磁共振有三大绝对优势：能查出
PET-CT不易检测的 1~5毫米肝脏和
前列腺肿瘤；在脑干、脊髓和软组织检
测方面，比 PET-CT具有明显优势；没
有 X线伤害。
一步一个脚印向前的大基医疗，开

始逐步引进国际资金，兼并国际化公
司，并将自己的产品打入世界市场。

回顾这段历程，孙启银特别提到了
高能 X线直接轰击中子，制造成本低、
时间快、质量好的核医学药物；利用高
能 X线激发光敏剂产生放射动力治疗
新技术。这两项原始创新技术，填补了
国际空白。
“今天回想起来，这其中凝聚了太

多人的辛勤劳动。”孙启银不无感慨地
说，这两项技术当时得到了来自卡罗林
斯卡医院、康奈尔医学院等专家的指
导。此外，以曾骏为代表的顶尖科学家
团队，为这两项技术的突破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
在孙启银看来，这两项原始创新技

术的突破是成功的第一步，他考虑更多
的是如何将其普及，让先进诊疗技术惠
及百姓；如何让更多的人能摆脱病痛的
折磨，挽救生命，延长人类的平均寿命。
而孙启银也深知，这个目标的实现，需
要政府、学术界的大力支持。
孙启银告诉记者，癌症、白血病、血

管斑块已经成为导致人类每年二千万
人死亡的杀手。眼下最要紧的是，希望
针对这些重大疾病治疗的多中心研究

能够得到政府相关单位及专家的支持、
国家大型医院的参与。
在与癌症抗争的路上，人类已经走

了很多年，在减轻病人痛苦方面取得了
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三十年的
努力使癌症的五年生存率仅仅提高了
2%。孙启银分析说，其中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看不到癌症的亚细胞群和小于 1
毫米的转移灶。
后来，孙启银从我国包括卫生部部

长陈竺在内的一些专家采用复合疗法
治疗血液病的研究中获得了启示。他开

始思考如何用靶向药物和高能加速器
复合疗法治疗癌症。其间，孙启银邂逅
了后来担任无锡亿仁肿瘤医院院长的
曾骏。志同道合的两个人，马不停蹄地
开始了新一轮的科研。
当时，曾骏进行的很多基础实验是

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做的。经过五年
多的基础和动物实验之后，现在已经进
入了临床应用。
孙启银以及团队所研究的靶向药

物，瞄准的是细胞内的线粒体。他说，放
射动力治疗是 10微米左右定位，10~20
纳米准确杀伤，在对正常细胞不产生影
响的前提下，不可逆地杀死全身任何部
位的肿瘤细胞。近期，无锡亿仁肿瘤医
院利用放射动力治疗几十名晚期癌症
患者，都取得了惊人的疗效。放射动力
治疗可能成为治愈癌症的希望。
“我们利用广泛应用于人体的 X光

和光谱性杀伤异常增殖细胞的靶性药
物形成的放射动力治疗，具有广泛应用
价值，对人类将产生极大的贡献。”孙启
银告诉记者。

勇担国际国内合作、自主创新重任

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这
一战略抓住了我国技术创新体系中存
在的关键问题，是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
力提高的关键环节。技术创新的主体是
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国家技术
创新能力的基础，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
业升级最终都要依靠企业的技术进步
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去实现。
在自主创新中，企业的主体地位作

用是由企业本身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能
前瞻性地掌握市场发展所产生的潜在
需求，并主动推动科研成果向生产领域
的转移，全面带动技术创新活动的展
开，使其研究开发的目标更具针对性。
大基医疗的多项技术，正是体现了

企业在自主创新路上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2010年的科博会上，大基医疗展出
的 PET-MRI机器人影像系统一亮相，
就迎来了无数目光。这一系统将 PET、
MRI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采用高精度全
自动机器人系统精确引导定位、高质量
的软件系统实现 PET、MRI间的图像融
合，从而得到集功能成像和解剖成像于

一体的完美图像。据了解，这是最早在
世界上提供全身 PET-MRI 图像的设
备，开创了核医学影像设备的新篇章，
填补了国际空白。
科博会后，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专

门到大基医疗调研，建议企业应尽快加
速产品的产业化进程，不仅要为中国的
患者提供高质量服务，还要走出国门，
将国外先进医疗设备制造转移到北京。
对于做大做强产业链，孙启银态度

很坚定。在 2010年，孙启银就表示，要
在 5~10年内，实现 100亿元的销售收
入，回馈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前进中的大基医疗捷报频传。2011

年 3月，作为北京市重点生物工程企业
的北京大基康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了新型低成本金指标诊断剂“氧
15”，可大幅降低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
断层显像 PET的诊断成本。
据介绍，目前临床广泛应用的葡

萄糖代谢显像剂的费用约超过 2000
元，而诊断剂“氧 15”的成本仅仅不足
一元。
医学影像诊断专家认为，该产品不

仅可极大降低诊疗成本和缩短诊断时
间，实现随到随查，而且能减少放射线
对人体的损害，将为缓解看病难、看病
贵发挥积极作用。
据大基康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研

发人员介绍，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
显像 PET是当今核医学领域先进的临
床影像诊疗技术之一，其原理是将生物
生命代谢中葡萄糖、蛋白质、核酸、脂肪
酸等物质，标记上短寿命的放射性核素
注入人体，并通过其在代谢中的聚集来
反映生命代谢活动情况，从而达到诊断
的目的。这一技术广泛用于多种疾病的
诊断与鉴别诊断、病情判断、疗效评价、
脏器功能研究和新药开发等。

今年 6月初，卫生部部长陈竺在
上海展望我国未来卫生体系时表示，
我国要在理工医结合方面有作为。他
认为，目前我国的心脏支架、耗材等，
大量需要进口，价格高昂难以承担。国
家应争取增加医疗仪器设备攻关的重
大专项。

陈竺部长的一番话，正好道出了孙
启银以及众多在医疗道路上摩拳擦掌
者的心声。孙启银说，今后，大基医疗会
继续沿着自主创新之路不断前行，为医
疗器械国产化，为亿万百姓健康奉献民
族企业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讯（记者丁佳 通讯员张向东、鲍磊）近日，经过 2年多的建
设和 5个多月的试运行，位于三亚海棠湾的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正式开诊运行，成为解放军总医院建院 60年来唯一一所整建制异
地建设的分院。

总后勤部政委刘源、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卫生部副部长黄
洁夫、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李书章和政委阮炳黎等出席了当天的开
诊仪式。

该分院于 2009 年 8 月动工建设，占地面积 900 亩，共有 58 栋
单体楼宇，分为医疗区、疗养区、服务保障区。分院编制床位 500
张，设有 49 个科室、25 个护理单元，与解放军总医院一脉相承，
紧密相连。

目前，总医院选派的 10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已分批次进驻，并
配备了总价超过 4.5亿元的医疗设备仪器，还引进了国际上最先进
的远程医学系统，每个病区都安装有远程会诊终端，随时可与军地
上千所联网医院进行远程会诊和医学交流，结束了海南百姓遇大病
必须出岛治疗的日子。

试运行 5个多月来，分院门诊总量突破 4 万余人次，完成手术
500余例次。

青年科学家撷英

大基医疗：放射动力治疗开启医疗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张
雯雯 通讯员陈兵）
近日，中科院昆明
动物所的科研人员
通过对较低等动物
玻璃海鞘基因组的
研究，首次发现动
物基因组中普遍存
在不少早期通过水
平基因转移获得的
外源基因，这表明
该事件可能对整个
动物界的进化产生
重要影响。

据研究人员介
绍，水平基因转移
是相对于垂直基因
传递，即亲代传递
给子代的另一种遗
传物质传递方式，
也是物种进化和基
因组革新的重要驱
动力之一。水平基
因转移现象在原核
生物和单细胞真核
生物中比较常见，
然而，在多细胞的
动物中几乎没有报
道。

为了解水平基
因转移机制对动物
进化的影响，昆明

动物所硕士研究生倪婷在该所研究员文建
凡和美国东卡罗莱纳大学副教授黄锦苓的
共同指导下，通过全基因组筛选、系统发生
分析和结构域分析等方法，首先在较为低
等的动物玻璃海鞘基因组中鉴定出了隶属
于 14 个基因家族的 92 个来自多种藻类的
基因。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基因普遍存在于
不同动物的基因组中，这表明它们最有可能
是在动物的共同祖先阶段就已经获得。由于
鉴定出的基因来源于多种不同的藻类，因
此，不太可能是由特定藻类的内共生而转移
来的，更可能是动物祖先以多种藻类为食所
导致的。

同时，通过对这些基因的功能分析结
果表明，它们主要与分子转运、细胞调控及
甲基化信号等功能密切相关，提示这些基
因的获得可能有助于动物祖先中细胞间的
交流，并影响动物多细胞化的重要进化进
程。同时，该研究还为“无质体真核生物中
的藻类基因并不都起源于原始质体”的论
断提供了额外的证据。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在《进化生物学》上
发表。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
院知识创新工程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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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徐雁龙
王强是个浑身散发着快乐气息的人。这是日

前《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他时的第一感受。
王强当初选择学地质，是为了“玩”；别人眼

中辛苦的野外考察，在他看来充满乐趣；即使谈
到第一次上高原生命垂危，谈到科考遇险、几近
水尽粮绝，他的语调也始终很欢快。

爱上地质学

作为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所的一名研究员，
王强一直从事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动力学和
相关金属成矿的研究工作。
王强爱上地质学是一个偶然。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农村的小孩喜欢玩，我

当时觉得地质就是地理，可以游山玩水。”王强
说，当时在几乎所有专业栏里都填上了地质学。
地质学专业比较辛苦。大二时，学校曾组织

去周口店教学实习。一趟野外跑下来，就有不堪
其苦的同学选择了回高中复读或者调整专业。

王强却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路坚持
了下来。
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岩矿专业本科毕业后，

王强已经比较喜欢在野外工作，对地质特别是岩浆
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他在埃达克质岩成因、
成矿及地球动力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王强和团队先后多次出入青藏高原，特别是

藏北可可西里、羌塘无人区，辛苦自不待言。但他
说：“跟兴趣比起来，这点苦算什么！”

父母教会他吃苦耐劳

31岁那年，王强跟随青海的一个地质区测队
第一次“勇闯”可可西里，刚到昆仑山他就昏倒
了，并由此体验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吊针”。
后来，王强自己带队上藏北考察，在羌塘渡河

遇阻，三辆车困在河中央整整一夜。车上仅存的几
包方便面和几瓶矿泉水支撑他们渡过了难关。
王强说，他的家庭教育就是这样———“做什

么就踏踏实实的，不要挑三拣四”。
很小的时候，王强就要帮家里做事，“捡鸡

粪、放牛、插秧、除草、收割稻谷、做饭，都干过”。
初中时开始住宿，学校离家近 30里路，每次

放假王强都是走路往返，从没坐过公共汽车。
中学时，5分钱的菜王强都舍不得买，“吃的

几乎都是从家里带的豆瓣酱、辣椒酱，尤其是夏
天，酱里长虫了还得吃”。
这些磨炼带给王强“取得任何成果，不能骄

傲；遇到任何困难，不要退缩”的观念，使他有兴
趣、有信心把事情做好。

带着感恩的心去工作

王强的工作属于基础研究，但具有重要的地球
动力学和成矿意义，不仅有助于揭开地球深部的地
质过程，而且对指导金属找矿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王强痴心于此。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出世界一

流的成果，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尽微薄之力。
实践中，王强打造了一支团结、年轻、有朝气、

充满活力的科研团队。“我们对地质有着同样的坚
持，这有助于我们集中精力解决大的科学问题。”
王强对团队成员要求很严格。他认为，态度

是做事的关键，一旦选择了就要认真投入，不要
被外部诱惑。
作为一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王强

已发表论文 85篇，其中 SCI论文 55篇，2篇入选
美国信息研究所基本科学指数（ESI）地学近 10年
高引用率论文名录，他自己也入选美国 ESI地学
高引用率科学家名录。

40岁刚出头的王强觉得自己的研究还非常
不够，“特别是面对获得的荣誉，心里越发感到自
己的不足，所以要加倍努力”。
“年轻人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大好时候———我

们能出一些成果，与国家对科研工作的投入密不
可分，也因为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条件下打下的
坚实基础。”王强说，年轻人要满怀感恩的心，这
样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所研究员王强：

“跟兴趣比，这点苦算什么”

近日，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南青
堆村的温室大棚里，满棚飘香，甜瓜
新品种“雪甜宝”已经开始成熟进入
采摘期。该品种的育成者、山西省农
科院研究员王果萍（右）正在为前来
观光考察的专家和示范户介绍栽培
种植情况。

据介绍，“雪甜宝”属薄硬皮型早
熟甜瓜品种，坐果率高，瓜色白中略
黄，果实表面光滑无棱，果肉清香脆
甜，兼有厚皮甜瓜的风味与薄皮甜瓜
的爽口，含糖量高达 15～17 度，平均
单果重 600克，且耐储运。

经区试种植，该品种露地亩产可
达 3879.3公斤。采用大棚种植，可提早
上市 20天左右，经济效益更为可观。

本报记者程春生 通讯员马志远
摄影报道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开诊

王强考察可可西里无人区新生代火山岩。

孙启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