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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精准治疗的潜在新靶点的
重大科研成果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
究院生命组学研究所、国家蛋白质科学中
心（北京）、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贺
福初院士团队、钱小红研究员团队联合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团队、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邢宝才教授团队联合完
成。这也是2014年国家科技部全面启动

“中国人类蛋白质组计划”以来，国家蛋白
质科学中心（北京）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贺福初以通讯作者在《自然》杂志
发表的第二篇标志性成果。

发现药靶 精准施策

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 70 万例
新患肝癌人群，而我国占据了一半之多。
与此同时，我国肝癌发病率位居世界第
三，肝癌成为严重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主
要癌症之一。

目前，肝癌治疗仍面临困境。科研人
员根据 101 例早期肝细胞癌及配对癌旁
组织样本的蛋白质组数据，将临床上认为
的早期肝细胞癌患者分成 3 种蛋白质组
亚型，不同亚型的患者具有不同的预后

（即术后复发和死亡的风险）特征，手术后
需要对应不同的治疗方案。其中，第一类
患者仅需手术，要防止过度治疗；第二类
患者则需要手术加其他辅助治疗；第三类
患者占比30%，术后发生复发死亡的危险
系数最大，是最后的“硬骨头”。

“如何精准识别和有效治疗这些高恶
性度病人，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论文
第一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
究员姜颖说。不仅如此，目前由FDA（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肝癌靶
向治疗药物仅有 3种，且都没有伴随诊断
的标志物出现，仅能针对临床上的肝癌晚
期开展治疗，肝癌治愈率受到极大限制。

而就在第三类患者的蛋白质组数据
中，科研人员发现：他们的胆固醇代谢通
路发生了重编程，其中候选药靶——胆固
醇酯化酶的高表达具有最差的预后风险。

“高表达，指在开展临床免疫组化检测过
程中，通过我们研发的诊断试剂显示蛋白
深染，这预示着可能出现较高患癌风险或
预后较差等指标。”姜颖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通过抑制候选药靶——胆固醇酯化酶
SOAT1 活性，能减少细胞质膜上的胆固

醇水平，有效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迁移。
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SOAT1 的一

种小分子抑制剂——“阿伐麦布”，在肝癌
患者的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上表现出良好
抗肿瘤效果，这表明“阿伐麦布”有望成为
治疗预后较差肝癌患者的潜在靶向治疗
药物。

研究团队还首次发现了胆固醇代谢
途径重编程与肝细胞癌之间的直接联系，
证实胆固醇酯化酶在肝癌发生中的重要
意义。姜颖表示，借助患者群蛋白质组学
海量数据，他们发现：胆固醇酯化酶可用
于早期肝癌的分型、预后及靶向治疗的伴
随诊断。并且，其蛋白质的高表达在头颈
癌、胃癌、前列腺癌、肾癌和甲状腺癌中，
均与患者的较差预后正相关，这为发展新
型抗癌药物提供了重要基础。

破译“天书”阐释生命

研究中，蛋白质组数据成为研究人员
破题的关键。但与“蛋白质组”相比，“蛋
白质”一词则更为人们熟知。

蛋白质是决定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
重要物质，占人体干重的 54%，由荷兰科
学家格里特在 1838 年首先发现。基于
此，1994 年，澳大利亚科学家率先提出

“蛋白质组”——指在某个时刻，某个组
织、器官或个体中所有蛋白质的集合，是
一个整体的概念。

“生，源于基因组；命，却一定由蛋白
质组决定。只有蛋白质组才能从根本上
阐释生命。”贺福初曾如此形容蛋白质组
的神奇魅力。

而正在如火如荼开展中的蛋白质组
计划，还得从人类基因组计划谈起。

2003年4月，经由6国科学家历时13
年奋战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画上了句
号。“科学界曾经认为，只要绘制出人类基
因组序列图，就能彻底认识人类生老病死
的根源。”贺福初说，“但我们逐步发现，人
类基因组计划只是把一本‘天书’给印制
出来，要如何解读，还得靠蛋白质组学”。

贺福初解释称，生命的现象、机制和
本质，除了遗传性疾病外，还有很多是后
天、环境交互造成的，而这在基因组上不
具有交互性，就需要从蛋白质组上找原

因。“走到今天，历史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
事实就是——基因组学不能独挑天下。”
贺福初说。

“蛋白质组是基因组研究逻辑上的延
续，也是基因组生物学意义上的拓展与深
化，现在该轮到蛋白质组学上场了。”钱小
红说。

2014 年 6 月 10 日，中国人类蛋白质
组计划（CNHPP）全面启动实施。它以中
国重大疾病的防治需求为牵引，发展蛋白
质组研究相关设备及关键技术，绘制人类
蛋白质组生理和病理精细图谱、构建人类
蛋白质组“百科全书”，全景式揭示生命奥
秘，目标为提高重大疾病防诊治水平提供
有效手段，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
原动力。

“过去我们都从单个、最多也不过几
个蛋白开展研究。例如：遗传疾病往往就
是单个基因出现问题。但很多肿瘤问题
不仅仅在遗传，还可能在代谢、吸收等某
一环节出错，我们必须从蛋白质组这样的
整体着手研究，随之而来的挑战就更大
了。”贺福初说。

蛋白质组学驱动精准医学

中国是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的重
要参与者，也是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
牵头实施方。“过去，我国也参与了人类基
因组计划，仅完成了 1%的测序任务。而
如今，我们在人类蛋白质组计划中将作出
不少于30%的贡献。”钱小红说。

钱小红介绍，中国人类蛋白质组计
划就是要给正常生理和不同疾病“画像”，
精准识别健康与疾病。在第一阶段中，他
们选择了心脏、肝、肺、胃等 10 种人体组
织（器官），以及尿液、血液 2 种体液及其
代表性疾病的蛋白质组数据作为研究对
象。“与以往研究策略不同的是，我们不仅
针对个体的疾病组织，也对非疾病组织开
展研究，进而对疾病人群细分，来获得对
疾病规律的认识，以及用于诊断、治疗的
新靶标。”

与此同时，国家蛋白质组学大科学设
施——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也派上大用
场。目前，该中心已建立世界上速度最快
的蛋白质组鉴定方法；创立了世界首个蛋
白质组一站式数据分析体系，实现蛋白质
组研究领域“软硬件”双引领；并牵头实施
中国人类蛋白质组计划重点专项，领导国
内 60余家单位协作开展人类蛋白质组研
究，推动我国蛋白质组学研究继续向纵深
发展。

“蛋白质组学研究是一项大科学，难
在需要跨学科合作，才能形成真正的原始
创新。而我们也认为，属于蛋白质组学的
时代已经到来。”贺福初说。

正如该成果论文结语所说：“这些
从蛋白质组变化中鉴定的药靶蛋白，不
仅被证明具有强大的识别不良预后肝癌
患者的作用，还会使这些患者得到进一
步 的 靶 向 治 疗 。 因 此 ， 有 理 由 相 信 ：

‘蛋白质组学驱动的精准医学’时代正
走向我们。”

绘制“百科全书”破译健康密码——

我科学家发现肝细胞癌治疗潜在新靶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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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原摄

日前，国际期刊《科学报告》发表了一
篇研究秦代兵马俑兵器防锈原因的论文，
否认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假说——秦代兵
器匠人在2000多年前就掌握了涂铬防锈
技术。

铬防锈技术真有2000多年吗

秦始皇一直以统一六国的功业为后
世所赞叹。这份丰功伟业里，做工精良的
秦国兵器显然功不可没。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陕西的秦始皇
陵兵马俑坑中出土了大量兵器。那些兵
马俑所配的兵器很多都保存完好，被擦去

表面泥土后，就显露出闪亮的锋利兵刃。
研究人员通过现代科学方法检测分析后
发现，一些闪着寒光的青铜剑表面，竟有
一层厚约 10 微米的氧化膜，其中含铬约
2%——这很像近代才掌握的铬盐氧化处
理防锈工艺，该工艺需要在比较复杂的设
备和工艺流程下实现。德国、美国分别在
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才发明这种先进
工艺，并申请专利。然而，这种工艺的防
锈功能一般仅能维持 60 年左右，但生活
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秦代工匠怎么就掌
握了这种工艺？还能防锈2000多年？

此前有研究认为，这些兵器之所以保
存较好，是因为秦代工匠在防锈处理中使
用了铬，让兵器入土后能免于腐蚀。这种
秦代工匠掌握了划时代铬基防锈技术的
说法成为主流说法，甚至被用于纪录片和
导游词中。

铬可能是生漆污染的结果

现在，这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被质疑
了。《科学报告》新近发表的这篇论文，通
讯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科斯·马提
侬·托雷斯。托雷斯等人的研究团队分析
了464件遗址出土的兵器，仅在37件中发

现了铬，“说明铬元素在金属表面并不是
普遍存在的”。如果古人掌握了铬基防锈
技术，他们为何只将这种技术用于不到十
分之一的兵器呢？

而从铬元素出现在不同兵器表面的
概率来分析就更有趣了。研究人员在论
文中称，他们在88%的弓把、剑柄、剑鞘等
兵器配件周围检测到了铬，但仅在 2%或
更少的箭头或剑身的样本上发现了铬。
他们认为，出现这种分布是因为这些含铬
的金属部位更靠近处理木制元素的生漆，
这些木制部分已经受到了腐蚀，而生漆中
的铬元素沉积到了金属上。也就是说，铬
的存在可能是生漆污染的结果，这些生漆
曾被用来处理兵器的木制部分。

研究团队认为，漆器中含有丰富的
铬，这些兵器上的铬是由秦代工匠使用的
生漆污染所致，“因此，铬防锈处理理论应
该被抛弃”。

防锈的原因到底是啥

看来，铬防锈并非秦代工匠有意发展
的技术。那么，铬防锈会不会以自然形成
的形式在无意中成为兵器的防锈原因
呢？论文也对此给出了否定：“部分兵马

俑表面存在铬，但铬的存在与兵马俑保存
的状态无关。”

那么，防锈的原因到底是啥？
研究者在论文中指出，在现场检测到

多种兵器保存模式。比如锡的含量可能
在帮助金属保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锡
含量较高的青铜器往往会形成被动的富
锡表层，从而防止青铜器被进一步腐蚀。

此外，埋藏青铜器的土壤性质可能也
有助于保存这些青铜器，而此前的研究工
作中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兵马俑坑
位于中国黄土高原，坑内的土壤样本测量
值显示：pH 值在 8.1 和 8.5 之间，是碱性
土。而适度碱性和黄土有机质含量低，可
以防止形成腐蚀金属完整性的酸。此外，
黄土土壤的颗粒非常小，会阻碍通风和湿
度带来的金属腐蚀。“较好的金属保藏效
果可能是由于土壤的 pH 值适中，颗粒很
小。”研究者表示。

秦始皇陵是一个特殊的考古遗址，国
际上对此有着长期合作和跨学科研究。
这一次，科研人员通过对金属、漆器和土
壤的综合研究，给出一个与以往很不相同
的结论。亲爱的读者们，您更支持哪个结
论呢？

秦代兵器匠人掌握了铬基防锈技术？
最新研究显示这可能是个误会

本报记者 佘惠敏

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资料图片）

吃得健康是每个人的心
愿。然而，现实却是——我
们吃的很多食物并不健康。

最近，顶级期刊《柳叶
刀》发布了全球饮食领域的
首个大规模重磅研究：195
个国家和地区饮食结构造成
的死亡率和疾病负担分析。
这项研究追踪了全球195个
国家、从 1990 年到 2017 年
15 种饮食因素的摄入量趋
势，分析了各国由于饮食结
构而导致的死亡率和疾病发
生率。结果显示，全球近
20%的死亡案例是因为摄入
的食物不健康所致。而在中
国，这个比例更高。

在这项研究中，中国被
点名两次——中国因饮食问
题引发的死亡率在全球处于
倒数第二档；2017 年，中国
因饮食结构问题造成的心血
管疾病和癌症死亡率均为世
界人口前 20 名国家中的第
一名。

从这次《柳叶刀》的分析
来看，在15大风险因素中，
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有3
大问题：盐摄入量太多，杂粮
和水果吃得太少。

《中 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2016）》推荐每日盐摄入量
少于6克。但从最近几年的
调查来看，我们每日的盐摄
入量达10克左右，远远超过了推荐量。

盐吃多了对健康危害很大——大量研究发现，钠
（盐的主要成分为氯化钠）摄入过多会增加心脑血管病
和胃癌的发病风险。而日常饮食中，我们摄入钠的最
主要来源就是食盐；此外，味精、鸡精、酱油、腐乳等调
味品以及话梅、薯片等加工食品中的“隐藏钠”也是钠
的重要来源。

而全谷物是指未经精细加工，或虽经碾磨、粉碎等
处理，仍保留胚乳、胚芽、谷皮及天然营养成分的谷
物。其中，谷皮富含膳食纤维，谷胚富含蛋白质、B族
维生素，胚乳中则主要是淀粉、蛋白质和少量脂肪。

我们平常吃的谷物一般都经过加工，基本只剩下
胚乳，成为“精制谷物”，比如白米、白面。而白米饭、白
馒头等作为我们的日常主食，在精制加工中已经丢失
了大量营养，且几乎只有淀粉、没有膳食纤维，人们食
用后消化速度很快，非常不利于控制血糖和体重。

与精制谷物相比，全谷物则含有更多膳食纤维、维
生素、矿物质及植物化学物，多吃全谷物可降低结直肠
癌、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

水果则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多种植物
活性物质。研究发现，增加水果摄入可降低心血管病
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早在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世界卫生报告》
中，就将水果摄入过少列为十大死亡高危因素之一。

遗憾的是，我国人均水果摄入量偏低，平均每人每
天不到50克，与膳食指南推荐的200克至350克仍存
在很大差距。

那么，如何改善我们的饮食，促进健康呢？针对
《柳叶刀》这项研究，建议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控盐限盐，减少钠的摄入。根据《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2016）》的指导意见，建议大家平时有意识避
开过咸的食物，减少钠的摄入。例如：腌菜、火腿肠等
食物要少吃。同时，自己做饭时尽量以计量的方式（比
如定量盐勺）减少食盐的用量；多用醋、香料、柠檬汁等
调味，代替一部分盐；多采用蒸、煮等烹调方式，少用爆
炒、椒盐等方式。另外，在选购包装食品时，应注意看
营养标签，尽量挑低钠产品。

二是多吃水果。根据我国膳食指南，建议大家天
天吃水果。如果担心长胖，可在餐前吃水果，利于控制
进餐总量；而两餐之间吃水果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获取
丰富营养。特别要提醒大家，果汁不能替代水果，应尽
量吃完整的水果，少喝果汁，即使是纯果汁也要少喝。

三是多吃全谷物，杂粮杂豆替代精米白面。我国
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谷薯类食物 250克至
4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红豆、绿豆、芸豆等）50
克至150克，相当于一天谷物摄入量的1/4至1/3。

这些食物可以均衡加到三餐中。例如，早餐时喝
碗燕麦粥，午餐、晚餐时可在白米中放一把糙米、燕麦
等来煮饭，杂豆也可以作为一部分主食。

（作者系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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