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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回国以来，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再生医学研究团
队负责人戴建武研究员一直致力于再生
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
的技术成果，使我国再生医学技术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

干细胞——

器官“重生”的秘密所在
干细胞能分泌多种细胞因

子，可修复早衰的卵巢

2018 年 1 月 12 日上午九点半，随着
一声啼哭，在南京鼓楼医院，患有卵巢早
衰多年的方女士在康复后成功诞下一名
男婴。这标志着我国在卵巢再生临床研
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宣告再生医学
技术在攻克生殖系统“不治之症”方面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

卵巢早衰（POF）是指女性40岁之前
由于多种病因出现的卵巢功能衰竭，导致
发生促卵泡激素水平升高和雌激素水平
降低等症状。卵巢早衰的女性很难实现
受孕，因为这类患者在月经周期中没有优
势卵泡活动，无法取得卵子。因此，卵巢
早衰也被业内公认为无法治愈的顽疾。

“我国约有4亿育龄女性，其中，卵巢
早衰发病率超过 1%。而且，我国卵巢早
衰患者由于卵巢功能评估意识较弱，疾病
普遍发现晚，自然妊娠概率极小。”南京鼓
楼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孙海翔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通俗点说，卵巢早衰就像一
株鲜花从根茎枯萎（卵巢早衰），没有好种
子（卵子），如何能结出甜美的果实（胎
儿）？因此，解决这部分患者不孕的关键
就在于如何挽救卵巢功能，获得优质卵子
配成胚胎。

为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再生医学研究团队负责人戴建武
与南京鼓楼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合作，于
2015年在国际上率先开展脐带间充质干
细胞干预卵巢早衰合并不孕症临床研
究。该临床研究在通过医院伦理审查、国
家卫计委备案后，成为我国实行干细胞临
床研究备案制度后，首批备案的8个干细
胞临床研究项目之一。

科学家们之所以看上了干细胞，是因
其属于细胞中原始的、未（完全）分化的一
类。干细胞既可以自我更新，也可以在适
当条件下分化为特定的功能细胞，也就是
说具有再生的“本领”。

据戴建武介绍，干细胞能分泌多种细
胞因子，如 VEGF、HGF、IGF-I 等，通过
一定途径参与调节颗粒细胞生长、凋亡，
以达到修复早衰卵巢的目的。

2015 年 12 月，孙海翔临床团队为方
女士实施了干细胞卵巢内移植术，该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由鼓楼医院GMP级临床干
细胞室制备，并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第三方检验。经术后复查，孙海翔发现
患者卵巢内血流有明显改善，但未曾怀
孕。2016 年，方女士又进行了两次移
植。2017年5月，方女士经检查确认大卵
泡活动，实现自然受孕。如今，宝宝健康
出生，悬在方女士一家人心上的石头终于
落地了。

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细胞资
源储藏及研究中心主任袁宝珠看来，卵巢
再生临床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为高龄妇女
卵巢功能低下及卵巢抗衰老提供了新的
技术手段，在严格监管的基础上，干细胞
技术将带来更多福祉。

生物材料——

给干细胞“安家”
智能型胶原支架犹如一个

供干细胞生长发育的“温床”

干细胞和生长因子具有修复功能，但
因其体积仅为微米级，在丰富血流的作用
下，很难作用于受损部位。因此，如何将
注入到体内的干细胞固定在需要它们的
地方，成为一大难题。

最终，戴建武团队研制出一种可以注
射的智能型胶原支架材料，以水凝胶形式
存在，在与干细胞充分混合后注入患者卵

巢内，形成一个供干细胞生长发育的“温
床”，以保证其仅限于卵巢内“活动”，解决
了这一难题。

同时，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附着在胶原
支架材料上，通过支架帮助干细胞定植、
分化，修复早衰的卵巢，使患者能够重获
生育能力。并且，胶原支架在完成“任务”
之后，通常持续数月左右就会自然降解，
对人体无伤害。

据戴建武介绍，胶原蛋白属于生物材
料的一种，具备四大特性：生物功能性、生
物相容性、可加工性及化学稳定性。所谓生
物功能性，指生物材料需具有器官组织所
需的功能性，如人造关节需具有自体骨骼
相应的强度；生物相容性，指可以与自体组
织和血液和平共处，无毒不致癌、不排斥；
可加工性，指可以按照要求成型、可以消
毒；化学稳定性，指可以耐老化或被降解。

“生物材料作为支架，可以促进干细
胞的定植以及微环境的重建，为缺损的组
织器官如脊髓、心肌等再生修复提供可能
的治疗策略。”戴建武说。

实际上，这种神奇的生物支架已经多
次应用到临床试验当中，为解决人类的疑
难杂症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5 年 4 月，一名 28 岁因高空坠落
受伤的男性接受了神经再生胶原支架治
疗脊髓损伤手术，取得成功。目前，这位
急性胸段完全性脊髓损伤受试者经过康
复，运动能力已取得显著改善，生活自理
能力显著提高。

戴建武向记者展示，这种白色的生物
支架长约10厘米，每根直径不足1毫米。
在使用时，医生将数根丝状支架归拢成直
径2至4毫米的束状，然后根据病人的脊
髓空洞大小填入。神经可以在胶原支架
这个“管道”的支撑和引导下有序生长，瘢
痕中再生抑制因子的沉积也会被抑制。

“相当于先搭个桥，然后把间充质干细
胞‘种’在这个胶原支架材料上，以便让两
侧的神经长过去。”戴建武打了个比方说。

器官——

或将实现体外“制造”
3D生物打印为科学家们带

来希望

“未来人类将培育出所有人体器官。”

吉尔伯特所的预言能否成为现实？
戴建武认为，这一切并不遥远。“几

千年来，中枢神经系统一直被认为不能
再生，而再生医学带来了再生的希望，
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体所有的器官组
织都可以再生。”戴建武说，再生医学有
利于引导组织再生，以修复因老化、生
病、受损造成的不健康组织或器官。如
今，再生医学正在为其他组织器官，如
心脏、肝脏等提供损伤修复方面的可行
性治疗策略。不久的将来，人们或许可
以在体外完成器官“制造”，用以替代人
体缺损的组织器官。

对此，国际上目前认为可行的途径有
两条：通过生物反应器进行器官组织的体
外培养，以及通过 3D 生物打印来制造功
能器官及组织。

2008 年 6 月，一名 30 岁的西班牙患
者在相关医疗管理部门许可下，接受了世
界首例自体干细胞培育的人工气管移植
手术，短期内恢复状况良好。目前，这项
研究仍在进行中，虽然存在很多质疑，但
很多科学家认可和采用了这一思路——
利用干细胞及支架材料在生物反应器中
进行器官组织构建。然而，要让体外制造
的组织器官具有功能，需要解决使干细胞
在支架上定植并定向分化为适合的功能
细胞等一系列非常棘手的问题。

随着 3D 打印技术不断发展普及，科
学家开拓出了另一条更有希望进行体外
器官构建的途径——3D生物打印。

3D生物打印的基本思路是：将器官
进行全细胞分析后建模，通过将合适的
生物功能性材料与细胞混合，进行 3D
逐层打印，使细胞精确定位，最终打印
出具有功能的组织器官，再进行移植。
目前，这项研究刚刚起步，如何找到既
可以快速固化成型，又能符合组织器官
相应的力学强度，还能与细胞良好相容
的生物材料等，都是科学家亟待解决的
问题。

戴建武说，随着多学科技术领域的突
破与生物技术不断交叉融合，以干细胞和
生物材料为主的再生医学将成为未来人
类生命科学及医学诊疗新的突破口。再
生医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科研、转化与应
用将越来越向纵深方向发展，为目前尚无
有效治疗手段的组织器官缺损提供可能
的治疗策略，不断造福患者。

世界首项干细胞治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诞生首位健康婴儿——

再生医学：重新定义生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很多科幻电影里都有这样的
情节：主角身体受到严重创伤，在
先进医疗技术帮助下，患者的创处
很快痊愈，伤口也恢复如初……在
医学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美
好遐想正在逐步照进现实，这一切
都源于一项可以改变人类命运和
未来的学科——再生医学。

美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吉尔伯特曾预言：“用不了 50 年，
人类将能够培育出人体所有器
官。”随着干细胞、组织工程等研究
的不断深入，“再生医学”这门新型
学科开始引领一场影响深远的医
学革命

▲ 神经再生胶原支架修复脊髓损
伤的再生机理图。

◀ 孙海翔团队在为方女士实施干
细胞卵巢内移植术。 （资料图片）

数根神经再生胶原支架归拢为束状。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方
向，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领域突破不
断 ，商 用 步 伐 加 快 。 1 月 16 日 ，我 国
IMT—2020（5G）推进组正式发布了5G技
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第一批规范,预计在
2018 年底，我国 5G 产业链主要环节将基
本达到预商用水平；1月17日，爱立信推出
了一款无线小蜂窝产品——5G 无线点系
统。在2018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
展（CES）上，5G 成为热门话题，有望催生
更多新业态，助力“万物互联”。

目前，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都已经发
展到一定高度，5G将为行业带来突变式的
进化。它不仅是一次通信技术的演进，更
将受益于通信、计算以及垂直行业相互融
合带来的乘法效应，彻底革新无人驾驶、数
字医疗、VR、智能家居等众多行业，引爆全
新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

英特尔通信与设备事业部无线标准首
席技术专家吴耕告诉经济日报记者，“5G
同前几代具有很大不同”。从2G到4G基
本上只是通信的演化，到5G则是全球产业
科技上的转型。在5G之前，通信和计算是

相互独立存在的，无线网络主要是以连接
“人”为核心进行设计。到了5G时代，无线
网络需要连接数以亿计的智能“物”，如机
器人、智慧医院、智能家居、互联工厂等。
海量设备的连接及其带来的海量数据传
输，已经不能仅仅依靠通信技术的提升来
实现。这时，便需要通信能力与计算能力
相互融合。然而，这种融合带来的不是简
单的加法效应，而是一种倍数的乘法效
应。“只有当通信与计算的关系发生质的转
变，全球通信平台才能从端到端实现跨越
式提升。5G是无线通信与计算开始深度
融合的第一代，一切才刚刚开始。”吴耕说。

无人驾驶、数字医疗、智能家居等众多
垂直行业将因此迎来发展机遇。吴耕表
示，5G的开发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
他产业的开发和技术水平相辅相成的。
5G也绝非单纯的技术演进，更是通信、计
算融合之后，再与垂直行业结合，带来商业
模式的重大变化。

从2G的txt到3G、4G的图片化、视频
化的网络世界，整个网络进程不断加快。
然而到了5G时代，数以十亿计的设备相连

接，将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以及企
业向消费者服务的方式。或许在不久的将
来，人们将亲身感受到这样的变化：曾经需
要人类驾驶的汽车将能够自动驾驶；需要
工人生产操作的工厂将依靠智能互联的生
产设备自动化生产；无人机能修飞机，冰箱
能代你去网购……随着5G网络商用日期
不断提前，高通、英特尔、华为、中兴等企业
纷纷大力投入5G网络研发。5G产业链上
的运营商、设备商、服务提供商以及垂直行
业等正加强合作，加速5G商用。

2017年9月，华为与英特尔宣布启动
基于 3GPP 标准的 5G 新空口互操作性测
试（IODT），旨在验证双方在5G研发上的
技术与成熟度。这意味着，在5G标准统一
的前提下，全行业正为即将到来的5G端到
端商用做好准备。2017 年 11 月，英特尔
推出首款多模商用5G调制解调器，预计于
2019年用于商用客户设备。

汽车行业是 5G 的热门应用领域。
2017 年11月，英特尔、DOCOMO、爱立信
和丰田在日本进行了英特尔GO汽车试验
平台的首次现场路测。由英特尔技术提供

连接支持的汽车，在行驶中实现了实时的
5G连接。这辆行驶的汽车由接入多个爱
立信基站的“英特尔®GO™智能驾驶 5G
车载通信平台”提供连接支持，并通过
DOCOMO 的 5G 网络实现联网。测试期
间，实时 4K 分辨率的视频内容通过移动
车载连接传输到车内，数据传输速度最高
可达1GBps。此次测试，是包含不同厂商
解决方案的5G网络首次在城市环境中演
示无线操作，代表着汽车行业相关应用场
景探索的飞跃。

相关的合作远不止于此。2017 年以
来，多个5G相关厂商联合开展5G试验，
利用毫米波技术带来超高速 5G 网络体
验。面向5G网络的MEC智能场馆商用部
署解决方案、5G 住宅接入试验均已完
成，全球统一的 5G 标准也在加速制定。
英特尔网络平台事业部副总裁兼5G战略
与项目办公室副总经理亚历克斯表示，一
旦 5G 的行业标准制定完成，2018 年，
5G将有可能实现商用就绪，并且实现互
联互通；2019 年，可以期待看到一些早
期的产品出现。

预计今年底我国5G产业链主要环节将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

5G 助 力“ 万 物 互 联 ”
本报记者 周明阳

过去一年，全国各地的
降水走势如何？全年冷暖该
如何评判？极端性天气究竟
给公众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哪些影响？近日，中国
气象局发布《2017年中国气
候公报》，并请相关专家进行
了解读。

《公报》指出，2017年我
国气温偏高，降水略偏多。
干旱、台风、强对流等灾害偏
轻，暴雨洪涝损失偏重。与
近 5 年相比，农作物受灾面
积、死亡失踪人口以及直接
经济损失均明显偏少。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
春介绍，2017年全国平均气
温（10.39℃）较 常 年 偏 高
0.84℃，为1951年以来第三
高值；四季气温偏高，其中冬
季为历史同期最高。全国平
均年降水量达 641.3 毫米，
比常年偏多1.8%；冬季降水
量偏少 7%，夏季偏多 8%，
春、秋季接近常年。六大区
域中西北、华南、长江中下游
和华北区域降水量偏多，东
北偏少，西南接近常年；七大
流域中黄河、长江、珠江和淮
河流域降水量偏多，辽河、松
花江和海河流域偏少。

2017年，夏冬两季降水
量差异较往年来得更强烈一
些，极端性天气事件频发。
宋连春说，2017 年，我国暴
雨洪涝灾害比较突出，暴雨
过程频繁、重叠度高、极端性强；登陆台风多、时间集
中，登陆点重叠；高温日数多，北方高温出现早、南方
高温强度大；干旱影响偏轻，但区域性和阶段性明
显；低温冷冻害及雪灾影响偏轻；强对流天气多，损
失偏轻；春季北方沙尘天气少，影响偏轻；年初霾天
气持续时间长，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影响大。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入秋以来，我国北方地区降
水普遍偏少，与南北方降水形成明显差异。尤其进
入今年1月以后，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过
程，这将对粮食生产带来哪些影响呢？

国家气候中心服务首席周兵向记者透露了一组
数据：2017年，降水量偏多的地方集中在江淮、江南
北部和华南等地，其中湖北北部、安徽中部等地降水
偏多1至2倍。而华北东部、西北东部、内蒙古中部
等地目前已有82个气象观测站出现了极端连续无
降水日数事件；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地连续无降水
日数在70天至80天；截至1月15日，北京南郊观象
台则持续84天没有出现有效降水。

“2017年入秋以来，我国平均降水142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多5%。但降水空间分布极其不均，东北
南部、华北东北部、新疆大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偏少
两到八成，局部地区偏少八成以上。”周兵建议，各地
要做好设施农业和畜牧业防寒防冻工作。新疆北
部、东北地区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要加强防范阶
段性强降温、强降雪和大风对设施农业和畜牧业危
害；北方冬麦区要加强田间分类管理，确保冬小麦安
全过冬；南方地区则要做好蓄水工作。

《公报》显示，2017年，主要粮食产区光、温、水
匹配较好，与2001年至2010年同期平均相比，我国
东部地区植被长势总体偏好。周兵表示，自去年秋
冬以来，冬小麦和油菜产区大部分水热条件较好，播
种顺利，长势良好。预计在今年1月中旬到2月，全
国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但仍然变化较大。

“2017年，我国气候年景属中等正常。气象部
门针对重点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工作完成良好。
特别是6至8月的汛期降水预报预测水平达到历史
最高，做到了重大灾害性天气不漏报及重大气象保
障服务的及时推送。”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
务司司长张祖强说。

他表示，新的一年，气象部门还将重点做好防灾
减灾预报预警工作，尤其守好灾害防御的底线，不断
提升灾害预报准确率、提高灾害预警时效，加强面向
种植养殖大户的农业气象直通车服务，通过智慧气
象服务手段，让百姓拥有更多时间来防御气候灾害
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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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125年前，杰西·里诺
发明了首台安装在纽约市康尼岛老码头的自动扶
梯。它通过一条传送带运送乘客，运送距离仅为2.1
米，两周时间共运送乘客约7.5万人次。如今，仅美
国每年就有超过1000亿人次使用自动扶梯。

作为全球三大电梯商之一，蒂森克虏伯公司多
年来推出了丰富的自动扶梯产品：有专门为皇室成
员量身定制的“皇家”自动扶梯；还有可以随飞机周
游世界的“移动便携式”自动扶梯……不断改变着人
们的乘坐体验。如今，面对扶梯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在自动扶梯诞生125年之际，蒂森克虏伯又推出了
全球首个可水平移动的无缆电梯系统 MULTI，助
力城市交通更加智能。

自动扶梯诞生125周年之际

无缆电梯系统MULTI问世

无缆电梯系统MULTI。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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