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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

假如抑郁症受到的关注与癌症一样多

令研究人员头痛的非洲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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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Worthy Issues

结核病

耐药性以及H I V大流行是我们消灭人类世界

头号杀手——结核分支杆菌（M y c o b a c t e r i u m 
tuberculosis）的两大障碍。如果我们想要治好结核病

（tuberulosis, TB），就需要有新型而安全的药物、

行之有效的临床诊断方法以及终极武器——有效的疫

苗。但首先，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肺结核的生物学机

制。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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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行病学

可致死的“敌人”
结核病是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性疾病之一。进一步发展治疗方法，使结核病成为历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Tom Paulson

结核病带来的全球疾病负担

2011年，将近900万人患上了TB，其中有140万人死于TB。而大多数患者都来自于贫困国家，其中60%的患者来自于亚洲，24%的患者来自于非洲。

图解

≥300

150-299

50-149

25-49

0-24

每10万人口
中TB的患病率

TB发病率与TB
相关性死亡率
的对比

与WHO地区的
直径呈正比的
发病病例*的最
佳估计值

WHO地区内因
TB而死亡的
人数

纽约

伦敦

因TB而死亡的HIV感

染者数量大于因其他

疾病而死亡的HIV感

染者的数量。

东欧

印度是世界上
最 大 的 T B 疫
区，估计有220
万TB患者。

美洲地区
人口：9.43亿
发病人数：26万
死亡人数：2.1万
TB患者中HIV阳性者
的数量：3.7万

欧洲
人口：9亿
发病人数：38万
死亡人数：4.5万
TB患者中HIV阳性患者
的数量：2.3万

非洲
人口：8.57亿
发病人数：230万
死亡人数：22万
TB患者中HIV阳性患者
的数量：870

地中海东部地区
人口：6.09亿
发病人数：66万
死亡人数：9.9万
TB患者中HIV阳性患者
的数量：8700

东南亚地区
人口：18亿
发病人数：350万
死亡人数：48万  
TB患者中HIV阳性患者
的数量：14万

西太平洋地区
人口：18亿
发病人数：170万
死亡人数：13万
TB患者中HIV阳性患者
的数量：3.6万

在20世纪90年代
初，无家可归、住
所拥挤不堪和HIV
感染这三种情况导
致了一场TB疫情的
发生。

1 9 9 9年至2 0 0 9年
间，TB患者数量增
加了将近50%。

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

苏联的解体引发了一场世界上
最严重的耐药性TB疫情。

印度

最大的杀手

结核病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传染病
所导致的死亡人数。结核病在过去两百年里已经杀死了十
亿多人。

结核病

  10亿人

死于结核病

天花

疟疾

鼠疫

流行性感冒

霍乱

艾滋病

人类对抗TB的百年大战

工业化国家中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两次世界
大战中断了这种生活水平提高的趋势）与新抗
生素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结核病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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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TB药物

进展缓慢

全球疾病负担因为HIV而变得恶化。而在过去的
十五年里，一场生机勃勃的抗TB运动已经开始减轻
这一恶化的全球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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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万
 2011年，
870万人

  感染上了TB，
而其中

140万人死于TB。 

结核分枝杆菌拥有一
层坚硬的、富含脂质
的细胞壁，它让细菌
能够在空气飞沫中存
活。

  分枝杆菌
通常经由空气
进行传播。

一旦被吸入机体，结核分枝杆菌就会侵害
肺泡组织，并会被机体的第一道防线——
巨噬细胞吞噬。

  肺组织内的
结核分枝杆菌无
法被控制，从而
引起传染性疾病
的发生。

巨噬细胞

溶酶体

结核分枝杆菌一旦进
入巨噬细胞，就会控
制巨噬细胞的内部机
制，从而避开巨噬细
胞的进一步内部吞噬
破坏作用，并且开始
复制。

传播
周期  被感染的巨噬

细胞向其它免疫
细胞发出展开进
攻的信号。

当TB感染
战胜了机体

的免疫系统时，
就会扩散

到全身各处。

  大多数人的
免疫系统都能够
控制肉芽肿内的
TB感染。肉芽肿

巨噬细胞

坏死的巨噬细胞

上皮样巨噬细胞 

树突状细胞

T细胞

B细胞

T细胞能够激活巨
噬细胞，从而直接
靶向于结核分枝杆
菌，并将其杀死。

传染
活动型结核病患者会出现咳嗽等症
状，而这些症状能够促使细菌释放到空
气中，并被其他人吸入。我们必须尽快
诊断和治疗结核病患者，从而使患者
不具有传染性，阻止疾病的传播（见
《结核病的控制问题》）。

免疫反应
卡介苗无法为青少年和青壮年提供
足够的保护力，以预防这类最常
导致死亡的疾病的发生。任何有效
的疫苗都需要利用T细胞，但是
科学家们仍然在寻找相关的保护措
施（见《寻找更有效的疫苗》）。

潜伏
结核分枝杆菌能够在肉芽肿中存活 
数年。研究者认为，TB的潜伏可能 
包括一系列状态：完全控制了疾病的
患者会存在TB潜伏，而患有未被检
测出来的亚临床结核病的患者也会出
现潜伏状态（见《“沉睡的”结核杆
菌》）。

活化
如果由于各种原因（例如患者年
龄的增加或HIV的感染）导致机
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结核分
枝杆菌的复制能力就会超过免疫
系统的防御能力，肉芽肿破裂，
向肺部释放出大量的结核分枝杆
菌，疾病进入进展期（见《齐心
协力开发抗结核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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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的控制问题

一旦结核病（TB）在人群中扎下了根，我们就难以对其进行控制，因此科学家们
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理解并阻止结核病的传播。

1965年1月，美国海军船只Richard E. 
Byrd 号离开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口，前

往地中海。这艘重达4000吨的驱逐舰运载

了300多名海员，而其中有一名海员感染了

一种可引发结核病（tuberculosis, TB）的

细菌——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 ium 
tuberculosis）。这位船员由于剧烈的咳嗽而

离开了Byrd号驱逐舰。在他离开后一年多，

几乎一半的船员都发生了静息性结核感染，而

与其同宿舍的7名船员以及密切接触的其他船

员则出现了明显的TB症状。

美国国立过敏症与传染性疾病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结核病研

究部（Tuberculosis Research Section）的主

任Clifton Barry指出，这是一个能够使我们确

定结核分枝杆菌何时传播以及何时发病的完美

病例。

美国Byrd号船上的疫情以及在局部地区

爆发的其他疫情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监测这

种细菌性疾病传播情况的机会。它提供了极其

重要的流行病学资料，以便于科学家们能够研

究TB在宽敞空间内的传播情况，同时它也强

调了对抗这种尚未引起注意就能广泛传播的疾

病的巨大挑战。Barry指出，在其他10名或15
名个体感染了结核病以后，他们才发现了这些

病例。

许多传染病专家认为，缩小结核分枝杆菌

感染传播范围的措施是控制TB的唯一途径。

WHO的流行病学家Chris Dye指出，TB的传

播确实是TB控制工作中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

题。他们知道该如何在临床上治疗患者、如何

治愈患者、如何拯救患者的生命、如何减少疾

病的发生，但是他们目前做得不太成功的事情

是切断TB的传播。

阻止TB的传播

TB感染有两种常见的类型：活动型和潜

伏型。与美国Byrd号海军船只上大多数被感

染的水手一样，潜伏型TB患者通常都不会表

现出任何症状，也不太可能会发展成为结核病

（见《“沉睡的”结合杆菌》）。抗生素的长

期使用能够清除机体内携带的少量细菌，即便

未接受治疗，潜伏型TB患者也可能不会将他

们的疾病传播给其他人。

大多数TB控制工作都是针对活动型结核

病的。活动型TB感染能够使结核分枝杆菌像

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在患者尚未出

现咳嗽等症状时就开始传播了——此时患者

并没有开始将充满结核分枝杆菌的飞沫排到

空气中，被其他人吸入。Mark Perkins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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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瓦新诊断技术革新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New Diagnostics）的首席科学

家，他推论，“在尚未关掉一个几乎不出水的

水龙头之前”，就需要抹去传染性极强的活动

性TB患者的“溢出物”。

质量较差的医疗服务能够加快TB的传

播。在印度等国家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活

动型TB患者在尚未得到正确诊断前的几个月

内，会去拜访四个或四个以上的医疗服务提供

者；此外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不受监管的

医疗措施。Dye指出，患者在非常长的一段时

间内将TB传播给了社区的其他人，直到他们

去到一家能够做出TB诊断并能给予正确治疗

的诊所，这种传播才会最终结束。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是通过将痰样本放在

显微镜下，观察其中微小的结核分枝杆菌，从

而做出活动型TB诊断的（见《等待结核病的

诊断结果》）。但是在能够利用这种方法做出

诊断之前，结核分枝杆菌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

了，此时患者早已经具有传染性了。Perkins
指出，那时你已经错过了阻止TB传播的大好

时机了。

Dye指出，TB控制工作应当集中在为政

府、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减少诊断成本（与

药物成本）上。“TB控制界不会亲自去补救

落后医疗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们将不得

不做出一定的贡献。”

TB的传播超越国界

东欧、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承担着较

高的TB负担，但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个国家

却因为成功对付TB的传播而脱颖而出。爱沙

尼亚这个位于波罗的海中央的国家拥有130万
人口；20世纪90年代初期前苏联解体，其提

供的卫生保健基础设施也随之崩溃，之后该国

TB患者的数量急剧增加。

在周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支持下，爱

沙尼亚政府实施了一套TB控制项目，该项目

的负责人Manfred Danilovits是塔尔图大学附

属医院（Tartu University Hospital）的一名

医生，他指出，该项目主要包括医疗训练项

目、公共卫生监控项目和治疗项目。项目的

实施使TB发病率急剧下降——从2002年的每

10万人中有50多名病例，下降到了2011年的

每10万人中大约有25名病例。Danilovits指
出，这套TB控制项目如今已经开始尝试各种

新方法，来应对耐药性TB和TB-HIV合并感染

的情况。例如，很多HIV感染者都是通过静

脉吸毒感染上HIV病毒的，他们同时也会感

染上TB，这些感染者可以从一个诊所中获得

他们需要的所有药物——抗生素和逆转录病

毒药物，如果有必要的话还需要用到美沙酮

（methadone）——而不需要到三个诊所中

去购买，这样就提高了他们对这套严格的治疗

项目的依从性。

爱沙尼亚的结核病患者正在等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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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TB传播的深入了解也是西方国家阻止

TB发病率增加的关键措施。在1999年到2009
年间，伦敦的TB病例数增加了将近50%：

从1999年的2309名病例增加到了2009年的

3450名病例，伦敦因此获得了“欧洲TB之

都”的称呼。隶属于WHO的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位于法国里昂，该机构的流行病学

家Iacopo Baussano对在新移民中进行TB筛

查这一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在

英国等国家中，一半以上的TB患者都来自于

TB高负担国家的移民。

2012年，Baussano等人在一项由29个
高收入国家参与的调查中发现，29个国家中

有25个国家会对移民进行活动型TB感染的筛

查，筛查方式通常为皮肤反应试验、胸部X光

片或者检查是否有结核病症状（例如咳嗽）。

而这些国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会在移民申

请签证的时候（即尚未抵达该国时）就对其进

行TB筛查；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在移民抵达该

国时即刻进行TB筛查。只有16个国家会对所

有移民进行潜伏型TB感染的筛查。

Baussano指出，非法移民和非法难民发

生TB感染的风险最大，因为他们通常是从TB
发病率高的国家中移居出来的，并且通常都居

住在可促进TB传播的高密度住宅区内。

现有的TB筛查项目能够很好地从新移民

中确定哪些人是TB病例，且筛查出来的移民

TB感染率通常与其出生国的感染率相匹配。

但是事实却证明，在最近迁移到大城市（例如

伦敦）中的人群中预防TB新病例的出现是一

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他的研究工作表明，当被

边缘化的移民人口抵达本国大城市后，应当对

他们进行更加仔细的TB筛查。

人们在获得质量较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和

更稳定的住房之后，随着他们在该国居住时

间的增加，其TB发病风险就会越来越低。

Baussano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在一些移民群体之间传播的TB必定会传播到

整个群体中去。

令人遗憾的是，欧盟国家却从政治上阻碍

了协调性TB筛查的实施。不同国家，甚至不

同城市之间的筛查程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

且许多TB病例悄无声息地穿越了区域间的开

放边界。Baussano指出，系统的整合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应对不同的TB菌株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 L o n d o 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的分子微生物学家Ruth McNerney指出，不同

类型的TB（例如耐药性TB，或者可以快速传

播的TB）具有不同的传播模式，了解这些传

播模式的一个主要挑战是TB类型的确定。相

互关联的TB菌株在基因水平上差异非常小，

而大多数实验室的检测方法都无法将这些菌株

区分开来。McNerney的研究团队正在开始对

TB临床分离株的整个基因组（由将近400万个

基因组成）进行测序，从而更加密切地跟踪这

些细菌的传播情况。

McNerney及其同事Taane Clarke正在构

建多个TB变种的基因参考数据库，以便于研

究人员能够轻松地追踪菌株的来源，看它们是

否来自于在世界范围内其他地方传播的菌株。

McNerney承认，目前基因组测序的费用不断

下降，而且英国等国家也会将该技术整合到常

规的医疗保健服务中，然而即便如此，基因组

测序技术还是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影响到高

TB负担的贫困国家的医疗服务质量。但是她

坚信，基因组测序所获得的数据将会被用来开

发一系列简便经济的检测方法，从而来识别不

同TB菌株，并帮助指导患者的治疗。

解决TB耐药性问题

McNerney指出，基因组测序也能够帮助

研究者分析耐药性TB疫情的爆发情况。她的

研究团队最近仔细分析了因TB而两次住院的

乌干达患者体内的耐药性TB菌株，并且比较

了引起这两次感染的结核分枝杆菌的基因组。

在一些患者体内，引起两次感染的菌株之间差



77777777

异很小，这就表明耐药性问题是由抗生素治

疗的依从性较差所导致的。但是McNerney指
出，在其他患者体内，引起两次感染的菌株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引起第二次感染的菌

株通常都与同一个诊所中传播的菌株的基因组

相匹配。她说：“这似乎是一个在再次接受治

疗的患者之中共享的多重耐药性问题。”

全基因组测序也有助于揭示引起TB疫情

的潜在社会原因。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疾病控制

中心（British Columbia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位于温哥华）的分子流行病学家

Jennifer Gardy带领的一支研究团队对2006
年~2008年期间温哥华地区爆发的一场疫情进

行了研究。这次疫情导致41人患上了活动型

TB。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这次TB大流行实

际上是由不同TB菌株所引起的两场疫情，只

是碰巧这两种菌株同时出现了。Gardy的研究

发现表明，城市中强效纯可卡因的使用是引发

这场TB大流行的重要原因，而可卡因购买点

则成为了TB传播的中心。

她的研究团队还发现，少数“超级传播

者”是将TB传播给大多数TB病例的罪魁祸

首。她指出，生物因素可能能够解释这一现

象，例如咳嗽或痰中含有的结核分枝杆菌数

量，或者免疫系统被抑制后使结核分枝杆菌

肆无忌惮地复制。但是Gardy的研究工作却表

明，社交联系往往都是传染病疫情中最重要

的因素。她表示，TB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疾

病。社会因素是引发TB疫情的罪魁祸首：单

个生病的人是无法将疾病传播给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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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老年人中，接二连三的结核病病

例让公共卫生官员开始担心起来。但这些都不

是新近感染的病例，而是在数十年前感染结核

杆菌，现在才发病的。Benjamin Cowling是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位感染性疾病流行

病学家，他指出，目前几乎所有新发病例都是

由长期处于潜伏期的结核杆菌的再度活化而引

起的，而不是由新发感染引起的。

20世纪上半叶，在工业化国家，随着生

活及公共卫生标准的提高，结核病的发病率已

经大大降低了。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直到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核病的防治才引起了香

港、日本、韩国的足够重视。因此，在20世
纪40至50年代，还处于孩童时期的人们首次

感染结核杆菌，在接下来的50年里，并未产

生症状，然而到了他们的老年期，随着免疫系

统功能的退化，潜伏已久的病菌开始活跃起

来。Cowling表示，考虑到老年人处于结核杆

菌潜伏感染状态的比例很高，而目前又没有相

应的手段可以阻止病菌的再度活化，因此，想

预测未来几年里结核杆菌的发病率是否会有重

大变化还很困难。

就目前的数据进行估计，全世界大约有

20亿人口感染了结核杆菌，但其中只有10%
的人会发生活动性疾病。而其余的都为潜伏感

染：也就是他们并不患病，也不会将疾病传染

给他人。其中，有5%的人会在感染结核杆菌

之后的头18个月里出现活动性疾病。

这一潜伏性的健康威胁促使研究者对结核

杆菌的潜伏性进行专门的研究。是否由于不同

的细菌或者宿主免疫系统功能的不同，而决定

谁会患病？是否每个潜伏感染者都需要治疗？

或者是否有生物标记物或者分子标记能够用以

区分哪些人会患病？

狡猾的细菌

西雅图生物医学研究所（ S e a t t l e 
Bio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的生物化学

家David Sherman表示，目前，对潜伏性并没

有一个很明确的生物学定义；它可以指任何

TB检测阳性且没有临床症状的情况。人们普

遍认为，在潜伏感染期间，结核杆菌仍然具有

活性，只是没有引起疾病，但是却保留了致病

的能力。

这种保持休眠状态的能力也许是细菌

的一种进化策略。来自MRC国家医药研究

所（MRC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的微生物学家Douglas Young指
出，TB的首次出现，是早期现代人类以小型

聚居圈生活的时候。“如果TB与现在的毒性

一样大的话，那么，那时候聚居在一起的人类

很可能就因此而灭绝了，”他说。“因此，具

有潜伏性，是细菌的一大优势。如此，便可以

让宿主有繁衍后代的机会，然后再感染下一

代。”这种病原菌的毒性可能随着人类聚居圈

的扩大而不断增强。

但是，活跃性疾病和潜伏感染之间的界限

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清晰。目前针对TB潜

伏性感染患者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有些

潜伏感染中，病菌的毒性被完全控制，但是

在某些患者体内，其实存在未被检测到的亚临

床症状。Clifton Barry是国家过敏与感染性疾

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的主任，他指出，潜伏

感染事实上包含了处于疾病进展各个不同节点

的患者。

“沉睡的”结核杆菌

众所周知，大部分感染结核杆菌的人都不会患病，但是预测到底谁会患病，这的
确是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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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潜伏感染这一新近出现的观点得到

了JoAnne Flynn的研究结果的支持，她对结

核杆菌感染病理进行了动物实验。JoAnne 
Flynn是一位任职于匹兹堡大学的微生物学

家，数年来，她致力于建立小鼠潜伏感染

模型。但是，她的突破性发现出现在十年

前，当时，她正在对长尾猕猴（cynomolgus 
macaque）进行实验，发现大约有一半感染

TB的动物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活动性疾病。

Flynn在猴子身上发现了其肺部病理学特

征所存在的异质性——有些不同甚至是出现在

同一个体内部。她的目光被大大小小的炎性区

域所吸引，这些区域被称作肉芽肿：是分枝杆

菌、巨噬细胞、以及其它免疫细胞的大集合，

有时还可见包裹其中的坏死组织。肉芽肿大

小、组成各有不同，而且具有包裹感染区域的

功能。Flynn指出，研究发现，潜伏感染的猴

子可以产生若干个肉芽肿组织，即便只有一两

个具有活性。肺部的病理改变没有那些产生活

动性感染的患者严重，但是其差异并不是绝对

的。

从局部到整体

Flynn通过PET和CT成像研究对肺部病变

进行长时间的观察研究，然后进一步做出分子

水平的分析。“每个肉芽肿都是个独立的小世

界，”她这样形容道，其中有一些可以成功控

制感染的进一步发展，而有些则不能。与之前

想象的不同，细菌并没有主动退缩或处于休眠

状态，相反，在细菌与免疫系统之间展开了一

场“搏斗”，在每个肉芽肿组织内，免疫系统

会尽可能将感染遏制住。Sherman指出，如

果这被最终证实是真的，潜伏性TB和活动性

TB之间的划分就太专断了。

潜伏性的概念表明了其特点是很难发现

TB进展的系统生物标记物。“也就是说，从

整体免疫系统应答来看，很难预测谁会发病，

谁只是停留在潜伏感染期，”Flynn说。但

是，对个体病理损伤进行研究，有助于阐明是

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使微生物与宿主之间可以

长期和平共处，而在有些时候，这种平衡又被

打破。

Barry也采用同样的成像研究方法，对活

跃性TB感染的患者的肺部病理进行研究，目

前有两组来自南非的TB活跃期受试者，以及

来自韩国的潜伏性感染者。他已经对一些潜伏

感染患者肺部损伤进行了观察，结果“明确地

支持这一观点：潜伏性损伤在人体内具有不可

思议的异质性。”但是，损伤的严重程度是否

可以预示着患者是否会患病，得出这样的结论

还为时过早。

为阐明TB损伤为何对不同人有如此大的

不同，研究者对人群中结核杆菌感染的异质性

进行了研究，这种性质如何影响肉芽肿的微环

境，以及病原菌与宿主免疫系统间的相互作

用，都是研究的重点。Sarah Fortune是哈佛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位微生物学家，她一直

与Flynn合作，在猴子身上研发能够用于检测

TB多变性的分子工具。

Fortune及其研究小组已经构建了包含遗

传序列标签的病原菌，这些标签就犹如分子

条形码：每种序列对应一种菌株，一种随机

序列针对一种细菌。这一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

追踪每种菌株、细菌及其后代的情况。此外，

他们也开始注意到TB细菌死亡后，仍然留在

肉芽肿组织内这一特点并加以利用。研究者可

对这些组织内死亡和存活的细菌的基因组进行

研究，以便找到感染的原因。Fortune相信，

即使细菌的基因序列都是一样的，但也可以在

基因表达层面出现不同。Fortune指出，也许

还有很多细菌的个体差异性没有引起我们的关

注。 
对于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而言，要想遏制结

核杆菌潜伏感染的再度活化，首要问题是在全

世界庞大的潜伏感染人群中，鉴定出最需要接

受治疗的人。Barry认为，对TB潜伏性感染处

理中的关键问题是，对那些有可能出现活动性

疾病的患者进行诊断。

2010年，任职于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伦

敦国立医学研究院（MRC National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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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edical Research）的免疫学家Anne 
O'Garra报道了此领域研究的前沿进展。其研

究结果表明，发展至活动性疾病的TB感染者

和潜伏感染者之间在转录谱上有所不同。这

一谱图有利于更好地对潜伏感染和活动性感

染人群进行诊断性检测，从而加以区分，或

者作为预测哪些感染TB的人会患上感染性疾

病的工具，还可以用于追踪患病人群的治疗

情况。Robert Wilkinson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和开普敦大学

（University of Cape Town）的一名感染性

疾病专家，他与O'Garra的研究小组合作，目

前正在更大型及更复杂的患者人群中对该方

法进行检测，其中包括HIV感染者及其它疾病

患者。Wilkinson指出，关键的一个临床问题

是，该方法一定要能够将TB感染和那些能够

产生TB感染类似症状的疾病区分开来，目前

来看，转录图谱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未可

知。

准确选择治疗对象

Richard Menzies是加拿大蒙特利尔胸科

研究所（Montreal Chest Institute）呼吸科主

任，他指出，TB潜伏感染是很容易被成功治

愈的，但是，如果医生给每个潜伏感染者都开

药治疗的话，那么意味着10个服药的人中，

其实只有1个最终会真的患上活动性疾病。

因此，西方国家政府推荐对TB潜伏感染

给予基于相关风险因子的筛查和治疗手段。例

如，英格兰和威尔士2011年更新的指导方针

中，要求对所有来自TB感染广泛国家的新近

移民进行筛查，并且对TB潜伏感染且免疫功

能缺损（例如HIV感染）的人给予治疗。

在TB感染普遍且资源有限的贫困国家，

上述方法并不可行，而且在有如此多活动性感

染的患者具有传染性的情况下，这也不是首选

方法。然而，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医生和患

者也都不愿意在没有疾病症状的情况下进行治

疗。“对高血压、高胆固醇等情况，人们普遍

接受预防性的服药治疗，”Menzies说，“但

是，对于TB潜伏感染，人们一直以来的观念

就是无需治疗，”即使明知治疗可以预防今后

的发病及其它副作用的产生。

此外，即使潜伏感染者愿意接受治疗，但

是确保他们能够真正完成疗程，也是另外一大

难题：治疗周期长，而且很大的可能是感染者

根本不会患病，因此很难做到让感染者按要求

完成疗程。Menzies认为，即使今后的药物所

带来的副作用很小，医生还是不会愿意给很有

可能根本不会患病的感染者开药，而感染者本

人也不会愿意接受治疗。

开发专门针对潜伏感染的药物是很困难

的，因为目前研究者还在小鼠模型上寻找有效

的生物标记物，用以表明药物阻止细菌染色体

复制或发展至活动性疾病的效果。Sherman
指出，很多研究者都对靶向潜伏感染的药物有

兴趣。“很多人都认为，想要缩短活动性结核

病的疗程，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找到针对潜伏感

染的物质，” Sherman说，因为细菌有可能

处于不同的微观环境及代谢状态中，活动性疾

病和潜伏感染在上述因素上可能多有重合，这

些状态可能会令细菌对不同药物的敏感性也有

所不同。

异烟肼类药物在结核杆菌复制时起作用，

但是针对其它细菌功能的药物可能对潜伏感染

更有效。例如，韩国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e 
Pasteur Korea）的研究者发现了一种化合

物，可干扰结核分枝杆菌ATP的合成过程。

ATP合成在非复制期的细菌内是一个非常缓

慢，但又不可缺少的过程，这一药物对活动性

疾病和潜伏感染均有疗效。

最近在香港所呈现出的结核病发病率上

升的事实告诉我们，对TB潜伏感染放置不

管，将会阻碍全面降低结核病发病率的进程。

Barry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只对活

动性病例给予重视和治疗，我们将永远无法

破除这一循环。Cowling对此表示同意，他认

为，“在未来许多年里，TB潜伏感染将一直

会是一个问题”。此外，Cowling认为目前出

现在东亚这些较发达地区的状况，未来必定会

在更加落后的国家出现，这些国家目前还处在

跟活动性TB作斗争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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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开发抗结核新药

在Dalene von De l f t耳边不断响起的

“电话铃声”让她不胜其烦。但这其实是

药物的副作用，是南非开普敦Vergelegen
医院（Vergelegen Mediclinic hospital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的医生给von 
Delft开的抗耐药结核分枝杆菌药物阿米卡星

（amikacin）所导致的耳鸣。但是von Delft最
大的担心其实还不是这些噪声，她更害怕哪一

天突然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因为有研究显示，

在连续两年每天注射一次阿米卡星的人群中，

大约有一半的人会耳聋。von Delft希望能够彻

底治好她的结核病，但如果因此而丧失听力似

乎又有点得不偿失。因为同样身为一名医生的

von Delft如果不能使用听诊器，那也就意味着

她不再能够从事这份工作。但停止治疗会带来

更加严重的后果。因为结核病患者如果停止抗

结核治疗，会有2/3的人最终死于结核病。

von Delft后来听说有种叫做bedaquiline
的抗结核药物的临床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尽管该药物的安全性还没有得到最终确

认，而且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没有正式获

批上市，但von Delft还是立即向这家药物的

制造商，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Janssen制药

公司（Janssen Pharmaceuticals, based in 
Titusville, New Jersey），以及南非医药管理

局提出了用药申请。bedaquiline可能会带来

暂时心悸（palpitate）等副作用，但是它对听

力的损伤程度要小得多。“你必须好好权衡风

险收益比。”von Delft解释道。幸运的是，经

过了两年bedaquiline的治疗，von Delft的结

核病彻底痊愈了，同时她的听力也没有受到太

大的损伤，“我挺幸运的。”von Delft满意地

说道。

开发一款新型抗结核药物是很费时间的。

FDA在2012年底才批准上市的抗结核新药

bedaquiline是继利福平（rifampicin）之后近

半个世纪以来诞生的第一款抗结核新药。每

年全世界大约有140万人死于结核病。制药企

业、科研机构以及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必须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紧密联合起来，对抗耐药结核分

枝杆菌（drug-resistant TB）给全人类带来的

威胁。

一波三折

美国和欧洲的结核病在 2 0 世纪初时

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其发病率明显降低，

这主要得益于建立了大量的结核病疗养院

（sanatoriums），对结核病患者进行了隔

二、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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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幸存者von Delft有幸用上了bedaquiline这
种新型抗结核药物，并且取得了不错的疗效。

离。同时拥挤的居民区也得到了改造，这些都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结核病传播的几率。到了

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又陆续出现了链霉

素（streptomycin）、异烟肼（isoniazid）、

利福平和4氨基水杨酸（4-aminosal icy l ic 
acid, PAS）等新型的抗结核药物，从此结核

病对人类的威胁大大降低。很多人甚至非常

乐观地认为很快就可以彻底消灭结核病了。

据美国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结核病研

究中心（Center for Tuberculosis Research 
at th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in 
Baltimore, Maryland）的Jacques Grosset
教授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时，我们都相

信，结核病一定会被彻底消灭。” Grosset教
授自己也是一名结核病患者，他在上世纪50
年代时曾经因为病情发作而切掉了一侧的肺

叶。

可是这些美好的愿望最终也没能成为现

实。由于缺乏仔细的医护处置，很多结核病患

者在中途停止了原本需要1年或者2年疗程的

抗结核治疗，或者擅自更改用药方案，停止联

合用药，只服用1种抗结核药物，这些最终导

致了耐药结核分枝杆菌的出现。据Grosset教
授介绍，很多结核病患者在用药几个月之后都

会感觉到病情大有好转，所以就擅自停药。可

是一旦感染上耐药结核分枝杆菌，他们就会将

病菌传给周围的人。

随后艾滋病盛行，令这些患者对结核病的

抵抗力更弱。在从未下大力气对付结核病的

发展中国家里，结核病的发病率也因此再度攀

升，而在发达国家，结核病也出现了重新回潮

的趋势。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再

次将结核病列入了公共卫生计划，宣布结核病

是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严峻事件。我们也需要

更多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发挥杀菌作用、疗程更

短、对耐药结核分枝杆菌同样有效的抗结核新

药。但是制药公司却都不太愿意在这个方面投

入巨资，因为结核病患者主要来自低收入国

家，他们不太可能有能力消费昂贵的新药。也

正因如此，WHO的公共卫生计划不得不被迫

中断。

幸亏美国西雅图的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

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

及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内的多

家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及时站了出来。他们

一起说服了制药巨头和小型制药公司，让大家

携起手来，共同对抗结核病。英国葛兰素史克

制药公司、瑞士诺华制药公司、英国阿斯利康

制药公司和法国的赛诺菲制药公司一致同意大

家联合起来，与各个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重

启自20世纪60年代就一直停滞不前的抗结核

新药的开发工作。

艰难的开始

开发抗结核新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

需要对成千上万种化合物进行筛选，从中找出

对结核分枝杆菌具备杀菌功效的潜在药物，然

后对其进行各种改造，最终制成一种新药，然

后再进行动物实验、人体临床试验，以检验其

功效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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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好几个实验室都在寻找能够抑制结核

分枝杆菌代谢通路，或者重要反应过程的化合

物。可不幸的是，这几个比较有希望的候选者

都碰到了同一个难题，那就是很难穿透结核分

枝杆菌的细胞壁（荚膜），所以它们纷纷在小

鼠动物实验中败下阵来。科研人员们不得不改

变策略，寻找能够对结核分枝杆菌整体起到杀

灭作用的杀菌剂，可是这条路也异常艰难。

2 0 0 9年，诺华制药公司新加坡热带

病研究所（Novartis Institute for Tropical 
D iseases in  S ingapore）的一个课题小

组发现了一种新型化合物——嘧啶咪唑

（pyrimidine–imidazoles），该化合物在体外

实验中对结核分枝杆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杀菌

功效，但是在小鼠动物实验中没有表现出任何

治疗效果。2010年，科研人员们终于找出了

背后的原因。嘧啶咪唑只对处于甘油混悬液里

的结核分枝杆菌有杀菌作用，所以对试管外的

结核分枝杆菌全都无效。据当时负责该项目，

后来因为诺华公司关闭了抗结核新药部门，现

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抗菌药物开发实验室

主任的Thomas Dick回忆：“这可一点都不好

玩。我们为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了

两年时间，就得到这么个结果。”

虽然我们经历了这些失败，但还是不断有

新的抗结核“药物”被发现。比如在2013年
的5月，有科研人员报道称大剂量的维生素C
具有抗结核分枝杆菌作用，因为这些维生素C
能够触发DNA损伤反应。同年7月，韩国的巴

斯德韩国研究院（Institute Pasteur Korea in 
Seongnam-si）又发现了一种名为Q203的化

合物，在体外实验和小鼠动物实验中都发现，

该化合物能够抑制ATP合酶，因此能够阻断结

核分枝杆菌的能量供应。

实际上，近十年来，已经有6种与以往抗

结核药物作用机制和靶点都不相同的新型抗

结核化合物进入了人体临床试验阶段。可是

这些新药全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其中

进展最为顺利的一种新药已经进入了2a期临

床试验，该试验主要观察在用药两周之后，

患者痰液里的结核分枝杆菌的数量是否会减

少。由于很多药起效都非常慢，所以该临床研

究的结果很可能无法真实反映该药物的实际

疗效。据杨森制药公司（Janssen）在比利时

负责bedaquiline开发工作的Myriam Haxaire-
Theeuwes介绍，实际上最开始bedaquiline在
2a期临床试验中的表现也非常差，因此杨森

制药公司（Janssen）的很多人当时都希望停

掉这个项目。幸好体外细菌培养试验和小鼠

动物实验的结果证明了bedaquiline的价值。

Haxaire-Theeuwes指出，一定要有非常足够

的信心和理由，最高管理层才会听你的。

2b期临床试验则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种针对耐药结核分枝杆菌的新药临床试

验至少需要两年才能得到确实的证据证明其疗

效——必须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疗程。可是在这

段时间内，每年至少有31万名耐药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者在接受毒副作用非常大的抗结核药

物治疗。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款新型抗结核药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FDA在2009年宣布，他

们可以为某些非常有希望的新药，在特定的条

件下给予快速审批特权。比如如果在用药半年

之后在患者的痰液中检测不到结核分枝杆菌就

可以了，而不再需要完成长达两年半的完整疗

程，等到患者彻底康复才算治疗有效。

Bedaquiline就是在这种利好政策的支持

下才能够于2012年末获准上市，用于治疗对

多种抗生素耐药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患者。

不过由于临床试验开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所

以也会遗留很多未知的问题，比如治愈率和

副作用的发生几率等问题。据FDA抗生素产

品管理办公室（FDA's Office of Antimicrobial 
Products）的主任Edward Cox解释：“在我

们的患者根本没有太多选择的时候，我们只能

选择冒一定的风险，以换取更多的机会。”

2013年6月，杨森制药公司的bedaquiline
在美国各州陆续上市了，而且他们在其他

几个国家也将马上获得上市资格。与此同

时，bedaquiline的3期临床试验也在同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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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中，可以进一步了解该药物对耐药结核

分枝杆菌的确切疗效。全球抗结核药物发

展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TB Drug 
Development, the TB Alliance）是位于美国

纽约的一家非营利机构，他们也在开展一项有

关bedaquiline的试验工作，不过他们的方案

是将bedaquiline与氯法齐明（clofazimine）
这种抗麻风病药物，以及另外一种抗结核新药

PA-824联用。希望能够进一步缩短疗程，目

前对于非耐药结核分枝杆菌的标准治疗方案是

连续治疗半年。

新鲜血液

在临床试验工作中，我们往往使用痰菌

计数的方法来判断一款药物的疗效，不过这

并非是最理想的评判标准。据美国国立变态

反应及感染性疾病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l lergy and Infect ious Diseases in 
Bethesda, Maryland）专门研究结核病、同时

也在韩国国际结核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Tuberculosis Research Center in Masan, 
South Korea）任职的Clifton Barry介绍，即

便是同一名患者，每天的计数结果也会不一

样，所以这种评判标准不是非常可靠。Barry
在他位于韩国的实验室里用CT和PET设备对

结核病患者的肺部进行了扫描，想看看药物治

疗对患者体内的结核分枝杆菌带来了怎样的变

化。由于结核分枝杆菌会在患者肺内存留很长

时间，所以Barry认为这种方法会比痰液检查

的方法更准确。

而且这种扫描检测方法还可以帮助我们

发现疗效互补的药物联用方案。新加坡的

Thomas Dick就认为，最理想的药物联用方案

应该是能够快速杀灭正在肺组织里快速分裂增

殖的结核分枝杆菌的药物，虽然起效缓慢，但

却能够抵达深藏在钙化灶等陈旧病变部位中

的、对那些潜伏的病菌起到杀灭作用的药物。

Dick认为，如果想找到这种渗透力超强的

药物，应该使用兔子动物模型，而不是小鼠动

物模型，因为结核分枝杆菌不能在小鼠肺部形

成这种钙化灶，但是在兔子的肺部可以。“这

更适合筛选可用于联合用药方案的新药。” 
Dick解释道。

只具备一种新型抗菌作用机制的新药可

能还不足以应付耐药结核分枝杆菌。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给抗

结核新药加速器项目（TB Drug Accelerator 
programme）又提供了一笔资助，该项目为7
家制药公司和多个受政府资助的研究院下属的

实验室提供帮助。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新药开

发部门的副主任Ken Duncan说：“我们希望

找到一种对每一位结核病患者都有效的三联治

疗方案，这样就不会再存在耐药结核分枝杆菌

的问题了。”

参加这个项目的各个公司全都共享了他

们的化合物库和研究结果。参加这项工作的

Barry表示，在新药开发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

共享实验结果和进展，这样会减少很多不必要

的重复工作，而在以往的工作模式中，各个制

药公司为了赚取高额利润，都会独立开展这些

工作，而且是高度保密的。

FDA也在想办法加快联合治疗方案的研发

进程。2010年，FDA就为紧急情况下的联合

用药临床试验制订了一系列规范草案。这些规

范指南允许在面对危及生命的疾病，而患者又

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科研人员们可以在

单药相关疗效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将其用于联

合用药治疗方案。

接下来的十年也许会是抗结核新药开发的

黄金十年。预计英国伦敦的欧洲医药管理局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in London）
在2014年年内会批准日本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Otsuka, based in Tokyo）开发的抗结核

新药delaminid上市销售。这种硝基咪唑类药

物（nitroimidazole）在代谢降解过程中能够

释放出一氧化氮，杀灭结核杆菌。2013年7
月，美国纽约的辉瑞制药公司（Pfizer）将他

们开发的一款新药sutezolid转让给了美国马

里兰州一家名为Sequella的小型制药公司。

Sequella公司会对sutezolid进一步开发，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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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问题

全 球 抗 结 核 药 物 发 展 联 盟 针 对

bedaquiline、氯法齐明、PA-824和吡嗪酰胺

联用开展的临床试验的初期结果也让人非常振

奋。但是在药物开发历史上，这种试验研究本

身就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涉及多个不同公司出

品的抗结核药物。Khisimuzi Mduli是该联盟

一位负责药物开发工作的工作人员，他认为全

球抗结核药物发展联盟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不

会从药物开发工作中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利益。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合作伙伴——制药公司

支持我们这么干。” Mduli继续解释道。

尽管这种大范围的合作研究工作给

我们带来了比较大的希望，但是前面一

样存在着各种未知性。作为最近成立的

南非德班KwaZu luNa ta l结核及艾滋病研

究院（KwaZuluNat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uberculosis and HIV, Durban, South 
Africa）的基金会负责人，William Bishai对于

目前有大笔经费流向结核病研究的现状心里特

别矛盾。一方面他感到非常欣慰和激动，可是

另外一方面他也担心这些经费不足以支撑后续

的研究工作。最近刚刚从这个职位上卸任，

返回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in Baltimore, Maryland）继续工作的Bishai解
释道：“我担心的是，在将来每年需要的经

细
胞

壁

酰基脂

分枝菌酸

阿拉伯半乳聚糖

肽聚糖

细胞膜

细
胞

质

ATP合酶

RNA聚合酶

蛋白质 核糖体

DNA

mRNA

抗结核药物发展历程一览
各种抗结核药物能够通过多种不同的作用机制杀灭结核分枝杆菌。所以将
不同的抗结核药物联合起来能够杀灭耐药结核杆菌。

异烟肼

诞生于1952年

抑制结核分支杆菌

细胞壁的合成

乙胺丁醇

诞生于1961年

抑制结核分支杆菌

细胞壁的合成

吡嗪酰胺

诞生于1952年

破坏细菌的细胞膜

Bedaquiline

2012年上市

抑制ATP合酶

PA-824

II期临床试验阶段

生成对细菌有毒的

一氧化氮

利福平

诞生于1968年

抑制细菌mRNA合成

环丝氨酸

诞生于1956年

抑制蛋白质合成

进行上市销售方面的工作。sutezolid能够抑

制结核杆菌合成蛋白质，在小鼠动物实验中表

现良好，但是辉瑞公司在完成了小鼠动物试验

之后就停掉了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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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会增加好几个数量级，而不是每年只增加

10~20%。”

在南非的工作经历让Bishai亲身体会了世

界结核流行之都的现状。在他们深入患者群

体当中的同时，他们也有了另外一个让人感到

非常欣慰的发现，这里的人都非常愿意与结

核病战斗。比如Dalene von Delft和Jacques 

Grosset，她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非常强大

的动力。据Bishai介绍，他在南非做讲座，一

间屋子里有2/3的人都患过结核病，或者身边

有人死于结核病。所以南非的年轻人对于消灭

结核病都有非常强烈的渴望，他们都非常愿意

投身到科研工作当中，继续开展结核病相关研

究。

资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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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生物信息学、细胞生物学等生命科学学科背景；

2.具备良好的生命科学前沿触觉；

3.具备较高的外文文献翻译、编译水平；

4.具备较强的选题策划、资料搜集、组织能力，以及专业稿件撰写能力；

5.具有高级职称；或者拥有（正在攻读）该领域的最高学位。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发送至  editor@life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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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更有效的疫苗

卡介苗（baci l lus  Calmet te–Guér in 
vaccine, BCG）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泛的

疫苗之一。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使用过程中，有

十亿多人接种了这种疫苗。然而对于结核病

（tuberculosis, TB）的预防而言，这还远远

不够。

卡介苗是一种毒性被削弱了的活菌，可

以保护健康儿童，防止他们发生严重的结核

病，尤其是能影响大脑功能的结核性脑膜炎

（tuberculous meningitis）以及可引起全身

感染的粟粒性结核病（miliary TB）。卡介苗

的有效率大约为80%。

但是卡介苗并不能为青少年和年轻成人

提供足够的保护力，防止他们发生肺结核

（pulmonary TB）。肺结核是一种广泛传播

的、可导致患者大量死亡的疾病。此外，卡介

苗是一种可复制的细菌；在感染了HIV病毒的

儿童中，卡介苗本身就能够引起一种名为卡介

苗病（BCG-osis）的疾病。

许多专家指出，如果没有一种可预防肺

结核的改进疫苗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将TB
根除掉。开普敦南非结核病疫苗项目（South 
African Tuberculosis Vaccine Initiative, 
SATVI）的负责人Willem Hanekom指出，

由于耐药性问题的存在和TB治疗方案的复杂

性，“到目前为止，最具可持续性的干预措施

显然是接种可预防该疾病的疫苗”。

乍看之下，有效的肺结核疫苗的研发工作

似乎将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因此仅在2011年
就有9500多万美元被投入到了TB疫苗的研发

工作中，最终有十几种候选疫苗进入了临床试

验阶段。而十年前却没有一种候选疫苗进入临

床试验阶段。

候选疫苗的数量众多，且作用机制和剂量

策略各不相同。但是如此多的候选疫苗也反

映了结核病疫苗研发领域中存在的一个最大

问题：我们对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的认知水平不足，也不知道结

核分枝杆菌是如何与人类免疫系统相互作用

的。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

研究者们正在寻找一种更好的疫苗来替代卡介苗。

结核性肉芽肿内被染色的调节性T细胞。
调节性T细胞（绿色）及其细胞核（蓝
色）是巨噬细胞活化过程中的重要调控
因子。

三、疫苗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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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学专家Helen McShane表示，我们目前

所知道的东西还不足以来排除任何候选疫苗。

MVA85A在2013年初的一项临床试验中

有效地预防了TB的发生，它是一种极具潜力

的候选疫苗。然而这种疫苗最终却失败了。此

次失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TB疫苗研发

领域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85A是结核分枝杆菌产生的上千种分子或

抗原中的一种，而MVA85A能够用来刺激机体

产生对抗85A的免疫力。MVA85A疫苗能够通

过一种基因改良病毒，将抗原呈递到免疫细胞

内，进而触发免疫应答反应，因此MVA85A也
被称为是一种病毒载体疫苗。 

Hanekom和McShane所属的研究团队开

展了MVA85A临床试验。他们选择了1399名
在婴儿早期就接种过卡介苗的南非婴儿，并将

MVA85A注射到这些婴儿体内。一些候选疫苗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挥作用的，这种方式被

称为初免-加强（prime-boost）免疫方案。研

究者们认为，首先利用卡介苗来激活免疫系

统，随后再接种加强剂量的新疫苗——这种接

种方式将会持续性地保护儿童，避免其发生最

危险的TB，同时也能够增强儿童对肺结核的

抵抗力。

但是在大约两年之后发现，接种了

MVA85A疫苗的儿童的TB感染率和发病率与

未接种儿童的概率相同。西雅图生物医学研究

所（Seattle Bio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位于华盛顿）的首席科学家Daniel Zak指出，

（MVA85A疫苗）居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效

果，这着实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已经用很

多种办法来审查这种疫苗了。

小鼠研究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研究表明，

MVA85A能够提供优于卡介苗的、对抗TB的

保护力；但是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在人类身上却

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McShane指出，“结核病是一种复杂的

病原。它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藏匿在细胞内

的，这就意味着用来清除结核菌的免疫应答反

应应当以T细胞应答为主。”T细胞参与了一

种名为细胞免疫（cellular immunity）的免疫

过程，T细胞在这一过程可诱使被感染的细胞

“自杀”。而相比之下，目前使用的大多数成

功疫苗都是以体液免疫（humoral immunity）
为基础的，这一免疫过程主要涉及到抗体的产

生和抗体向细胞外液的分泌。科学家们已经较

充分地了解了体液免疫以及刺激体液免疫的疫

苗，但是体液免疫本身并不会将细胞内的细菌

清除出去。

尝试与考验

尽管MVA85A临床试验表明该疫苗并无效

果，但是研究者们指出，MVA85A临床试验对

于其他方面而言其实是一种成功。这是近四十

多年以来首个TB疫苗有效性试验。该试验表

明，按照现代的伦理标准，TB疫苗是可以能

够在婴幼儿中进行测试的，研究者们也能够

开发出一些基础设施和分析方法，以便在资

源贫乏的国家中实施一项大型的临床试验。

Hanekom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已经

成为了开展此类研究的一个模板。

既然有如此多的候选疫苗都在等待着登场

亮相，那么研究者们将会非常频繁地应用这

一模板。M72是下一个可能将要开展有效性实

验的候选疫苗。它是一种科学家们所说的亚

单位疫苗或蛋白佐剂疫苗（protein-adjuvant 
vaccine）：即两种抗原（32A和39A）和一

种佐剂（即能增强免疫系统功能的化合物）的

混合物。与MVA85A一样，科学家们也设想着

将M72作为一种加强疫苗应用到已经接种过卡

介苗的个体身上。

但是M72临床试验与MVA85A临床试验并

不相同，MVA85A临床试验的研究对象仅限为

婴幼儿，而包括SATVI研究者在内的研究团队

则计划在年轻成人身上测试M72的有效性，因

为年轻成人更容易患上肺结核。到目前为止，

该研究团队已经证明M72是安全的，并且在接

种到无TB的或患有潜伏型TB感染的南非成人

体内后，M72能够很好地诱导T细胞应答。接

下来即将开展的一项研究将测试M72疫苗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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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三年的研究期限内降低活动性TB的发

病风险。Hanekom指出，这项研究将会包括

来自于三个非洲国家的大约7000名参与者，

并且可能会在2013年年底开始进行。

荷 兰 莱 利 斯 塔 德 结 核 病 疫 苗 项 目

（Tuberculosis Vaccine Initiative）的执行主

任Jelle Thole指出，M72疫苗是首个进行了有

效性检验的候选蛋白佐剂疫苗。Thole对在整

个欧洲进行TB疫苗研究表示支持，并且也正

在通过多方协调开展这项工作。之所以选择

M72疫苗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它碰巧属于

这类被研发得最多的疫苗。但是Thole也补充

道，在将来的疫苗研发中，应当对每一种疫苗

类别中的候选疫苗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然后

首选那些在动物研究中效果最好的、在健康志

愿者中诱导免疫应答反应能力最强的疫苗进行

有效性临床试验。

第三类疫苗以活体全菌为基础，可能也即

将进入有效性临床试验阶段。麦克斯普兰喀

感染生物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fection Biolog，位于柏林）免疫学部门的主

任Stefan Kaufmann指出，这是为数不多的、

可能会比卡介苗更有效的候选疫苗之一。

Kaufmann是VPM 1002疫苗的研发者之

一。这种疫苗以卡介苗为基础；卡介苗来源于

牛分枝杆菌（M. bovis），而这种细菌反过来

可以使牛发生TB。Kaufmann指出，其他类型

的疫苗只含有一种或几种可刺激免疫应答反应

的抗原。他也指出，他的研究团队之所以选择

用活体全菌来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

卡介苗中所有的抗原集合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

择。

如果VPM 1002有效的话，Kaufmann希
望这种疫苗将来有一天能够代替卡介苗，成为

婴幼儿的标准免疫接种项目。VPM 1002也可

以与目前正在研发中的加强疫苗联合起来使

用。

为了研发出V P M  1 0 0 2，K a u f m a n
研 究 团 队 将 一 种 名 为 李 斯 特 菌 溶 胞 素

（listeriolysin）的基因插入到卡介苗中，并

删除了一种可编码脲酶亚基的基因。这些基因

的改变使得卡介苗更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

例如，BCG主要刺激CD4 T细胞的活性，

而VPM 1002能够更好地刺激CD8 T细胞。

Kaufmann认为，免疫应答反应的范围越广

泛，就越有可能增强机体的保护力，防止发生

各种不同类型的TB。
在小鼠研究中，VPM 1002的有效性已经

超过了卡介苗，而它的安全性也在南非的新生

儿身上进行了评估。Kaufmann指出，虽然此

项研究的结果尚未发表，但是“一切都进行得

很顺利”。下一步计划是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

和资助，以便检验VPM 1002疫苗的有效性。

单打独斗

与此同时，一些科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

一个问题：成功的TB疫苗将会是什么样子的

呢？以总部位于西雅图的比尔&梅林达•盖茨

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为例，该基金会已经向TB疫苗研究投入了数

亿美元，它呼吁TB疫苗研究者们不能只研发

具有T细胞作用机制的疫苗，而应当研发出一

些依赖于其他作用机制的疫苗。此类疫苗可以

招募到那些在正常的抗TB免疫应答反应中并

非“主角”的免疫系统成分，例如自然杀伤

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或抗体。这可能是

一件困难的研究任务，但是Zak认为这值得一

试，因为到目前为止，T细胞疫苗诱导的免疫

应答反应“有所欠缺”。

但是另一方面，McShane不会放弃T细胞

诱导性疫苗（即MVA85A）的研发。她正在研

究一个课题：如果将MVA85A作为一种可吸入

性疫苗，直接通过气道来接种的话，MVA85A
是否会有效呢？她指出，我们需要生产出更

多有效的疫苗。将疫苗输送到肺内——这似

乎是实现该目标的一种方法。McShane的实

验室也正在研究另一个课题：如果联合使用

MVA85A和另一种可增强免疫应答反应的分子

的话，是否就能够增加MVA85A的有效性？ 
其他科学家们不仅在重新思考疫苗接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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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而且也在重新思考疫苗接种的时间。

例如，一些研究者提出疑问：加强剂量下的卡

介苗本身是否能够增强保护力，以抵抗肺结核

呢？而有效的疫苗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接种。

西雅图生物医学研究所的首席研究者Kevin 
Urdahl指出，他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场景：你

需要在每年生日的那一天吸一口TB疫苗。

如何划定临床试验的优先级？如何更有效

地将基础研究转化到疫苗研发中去呢？这两个

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Thole指出，目前TB疫苗的一大问题是：

我们没有一种良好的关联来说明疫苗的保护

力。换句话而言，目前还没有哪种检测方法

或测量方法能够说明某个人是否受到了疫苗

的保护，避免了TB的发生。Thole补充道：

“因此我们并不清楚TB疫苗应当诱导哪种免

疫力。”

研究者们知道，一种有效的TB疫苗必须

能够诱导出TB特异性的T细胞，但是情况似乎

并非完全如此。以MVA85A临床试验为例。尽

管MVA85A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并无有效性，但

是研究者们还是观察到了疫苗引起的T细胞应

答反应。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分别选择被

疫苗保护的个体与未被疫苗保护的个体，通过

比较这两类人群之间的免疫应答反应水平，从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确定疫苗与保护力之间的关

联。

M VA 8 5 A临床试验最终得到了阴性结

果，这就意味着研究者们不能进行此类比较

了，因此这种研究策略仍然是难以实现的。

尽管如此，McShane还是希望能够继续挖掘

MVA85A临床试验的数据，看看感染了TB的

参与者与未感染TB的参与者之间在免疫应答

反应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

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寻找疫苗与保护力之间

的关联，而是在寻找所谓的TB风险关联。Zak
目前正在与SATVI团队合作，共同开展此类研

究。他指出，如果以感染后的TB自然发展过

程为脉络，“我们就能够全面地测量出发生

（活动性）TB的个体以及未发生TB的个体之

间的免疫应答反应水平”。 
随后，研究者们就可以在容易发展成活动

性TB的高危人群中进行新候选疫苗的临床试

验（见《“沉睡的”结核杆菌》），从而增加

这些较小型的、进展较快的研究的统计学功

效。

一些研究者指出，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更好

的临床试验策略。Urdahl则担心如果我们将临

床试验推进得太快，万一花费了一大笔资金，

得到的结果却是疫苗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力，

那么我们将错失良机，拥有的资源也将耗尽。

Urdahl认为在刚开始的时候还需要开展更多的

基础研究，以确保将合适的候选疫苗放在疫苗

生产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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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结核病的诊断结果

Tobias Hamooya表示，他这几天的感觉

好多了，但是即便是最简单的观察也能够看

出，他的状态并不好。坐在赞比亚农村Macha 
Mission医院（Macha Mission Hospital in 
Zambia）门廊下的Hamooya语速很慢，而且

说话时常常会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就好像

说话都会让他精疲力竭一样。

在Hamooya的咳嗽加重的前几周，他离

开了他的妻子和7个子女（其中还有一个是刚

出生的小婴儿），然后旅行150公里来到了这

家医院。他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吗？我们来看

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结核病。”没错，他

自己非常清楚。Hamooya来这家医院之前还

接受过HIV感染检测，结果也是阳性。他在接

受抗结核治疗的同时，也得接受抗逆转录病毒

的治疗（antiretrovirals, ARVs）。

据Macha Mission医院的医学顾问John 
Spurrier介绍，该地区几乎每个人都是结核杆

菌感染者。John指出，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没

问题，自身就能够对付结核杆菌。即使感染了

这种病菌，终身也都不会患上结核病。但是由

于存在HIV感染，所以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

HIV病毒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这就会带来

大麻烦。

全世界新发结核病患病率最高的地区是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ub-Saharan Africa），

该地区在2011年时的新发结核病发病率是260
人/10万人。而同期在法国的新发发病率仅为

4人/10万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同时又是

HIV流行区，同时伴有HIV病毒感染的结核病

患者的死亡率是所有结核病患者中最高的，并

且伴有HIV病毒感染的结核病患者的临床治疗

又是最为困难和棘手的。在这些地区曾经开展

过相关的治疗项目，但是有很多像赞比亚这样

的地方现在才开始开展相关的检测和同时针对

这两种疾病的联合治疗工作。据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统

计，在2004年时，非洲地区只有3%的结核病

患者进行了HIV检测，到2011年时这个比例增

加到了69%。Hamooya就是这些幸运儿中的

一位，可是对HIV感染者进行结核杆菌试验非

常困难。

幸好已经出现了非常有效的床旁HIV检测

项目（point-of-care test，POCT），能够快

速、准确地检测出被检者是否感染了HIV病

毒，而且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非常适合在农

已经有好几种新型结核病（tuberculosis）检测技术正在开发之中，但是首先得证明
这些技术能够在资源有限，尤其是HIV感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和人群中是切实可靠和有
效的才行。

位于赞比亚卢萨卡市贫民区Kanyama里的一家诊
所，他们正在使用一种新仪器对结核病患者进行
检测。

四、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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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等不发达地区使用。最近几年，“开发这样

一种结核病检测技术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公共卫

生目标和研究项目。经过多年的努力，也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内，一种名为Xpert MTB/RIF，用来检测结核

杆菌DNA的检测项目就将进入临床，主要在

结核病非常普遍的南部非洲地区使用。其他几

个项目也都将紧随其后。可问题是这些检测项

目是否能够圆满的完成任务。

需要快速检测技术

结核病检测技术能够做到快速检测是非常

重要的。患者越快得到诊断，他们就可以尽

快开始接受治疗，缓解结核病症状，同时减少

他们传播疾病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合并HIV
病毒感染的人而言，快速确诊结核病则是必须

的。据Spurrier介绍，给未接受治疗的结核病

患者使用ARV治疗意味着当他们的免疫系统

开始恢复时，他们的（结核）病情会变得非常

严重。

Spurrier指的就是所谓的IRIS，即免疫

重建炎症综合症（ immune reconstitution 
inflammatory syndrome）。据他介绍，这种

综合症的绝大部分症状全都源自我们的机体与

疾病（病原体）开展的斗争，而非源自病原体

本身。因此，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不能够正常

地工作，那么虽然病原体会蔓延至全身，反倒

不会产生太明显的症状。可是一旦机体的免疫

系统恢复工作，开始针对结核杆菌发动免疫攻

击，这对患者来说就有可能是致命的了。

在临床上检测结核杆菌的标准方法

是（痰液）涂片显微镜下镜检（ s m e a r 
microscopy），可是这种检测方法的检测速

度并不快。该方法是德国科学家Robert Koch
在1880年代建立的，需要对患者的痰液进行

涂片、染色，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进行细菌

计数，判断感染的严重程度，最终得出结论。

可从那以后，该技术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虽然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但是进行一次检测需要一

周，而且对检验人员的技术和经验有较高的要

求。即便如此，该检测手段可能还是得不到

最终的检测结果，在HIV感染者人群中，使用

该方法能够检测到结核杆菌感染的比例只有

40~50%，因此该检测手段并不适合在没有进

一步确诊技术的地区开展。赞比亚感染性疾

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in Zambia, CIDRZ）结核病项目负

责人Nzali Kancheya表示，痰液镜检技术的准

确性并不高，我们在使用这种技术时往往会漏

诊很多病人，因此还需要X射线检查等其他手

段加以辅助。

寄予厚望

Xpert MTB/RIF检测技术将有望解决上述

问题。该技术一面世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

是一种全自动化的盒式检测设备，使用PCR
技术对痰液中的结核分支杆菌特异性DNA进

行扩增、并检测。该技术使用的是由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的Cepheid分子诊断公司开发的

GeneXpert系统。Cepheid分子诊断公司与

瑞士日内瓦的创新诊断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New Diagnostics in Geneva, 
Switzerland）以及美国新泽西州立医学院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of 
New Jersey）的科研人员一起，利用NIH的资

助，于2008年开发了这套专门用来检测结核

杆菌的系统。

结核病患者Tobias Hamo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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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赞比亚医学院（University of Zambia's 
School of Medicine in Lusaka）与伦敦大

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联合成立

的非政府组织——赞比亚艾滋病相关结核病

项目（Zambia AIDS Related Tuberculosis 
Project, ZAMBART）的负责人之一Monde 
Muyoyeta介绍，这套检测系统使用的虽然全

都是高精尖的技术，但是却非常适合那些没有

接受过太多专业培训的人员操作。只需要将痰

液标本注入仪器，计算机就会完成整套检测程

序，并给出最终的检测结果。理论上，这套系

统可以让结核病患者的检测工作变得异常简

便，因为这台仪器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2010年12月，WHO正式向全球推荐了这

套Xpert MTB/RIF结核杆菌检测系统，该技术

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其中也有结核病

Xpert项目（TB Xpert Project）的功劳。结核

病Xpert项目是由WHO下属的UNITAID提供资

助的一个项目，资助金额约为2590万美元，

将向全球21个国家提供220台检测设备和140
万套检测试剂盒，主要面向东非和东南亚地

区。很多国家都能够以折扣价购买这套系统，

在2013年3月就售出了6100多套设备和230万
套检测试剂盒（图：XPERT系统销售情况简

介）。

赞比亚已经购买了好几套Xpert设备，用

于临床诊断工作，因为该国政府估计在今年晚

些时候可就会出台相关的临床诊疗指南。其他

的一些设备也在同时进行比对研究之中，比如

ZAMBART，这些设备在赞比亚这种落后地区

是否能够发挥人们预计的检测功效还属未知。

据Kancheya介绍，在西方国家还会使用其他

技术，但是在赞比亚这样的落后地区，只有

GeneXpert技术能够帮助他们。因此首先，还

是得拿到确实的证据证实该技术的可靠性，这

也是ZAMBART项目正在开展的工作。

XPERT系统销售情况简介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12月推荐使用Gene Xpert MTB/RIF技术对感染了HIV病毒的人群进行结核杆菌测试之后，该系统的销量就呈现出了直线攀升的态势。

非洲地区是全球HIV和结核杆菌共感染率最高的地区，全球大约
有79%的HIV和结核杆菌共感染患者位于非洲。

结核杆菌感染者中

合并感染HIV病毒

的比例（%）

订单数量 

赞比亚

到目前为止，GeneXpert系

统最大的买家，有一半以

上的订单都出自南非。

GeneXpert设备和Xpert MTB/RIF检测试剂盒的购买量
在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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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WHO在2010年12月推

荐使用Gene Xpert MTB/

RIF技术对感染了HIV病

毒的人群进行结核杆菌

测试之后，该系统的销

量就呈现出了直线攀升

的态势。

随着销量的不断增加，

大家开始担心Gene Xpert 

MTB/RIF设备的制造商

Cepheid公司是否能够应

付这么大的订单量。

目前正在开展
研 究 ， 了 解
GeneXpert MTB/
RIF系统在落后
地区的工作表
现。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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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检验

Kanyama的这间诊所在赞比亚首都卢萨

卡市以西这块人口稠密的贫民区里是一个亮

点。该诊所也是被ZAMBART项目选择用来在

初级医疗保健系统里测试GeneXpert系统检测

结核杆菌能力的两个试点机构中的一个。这

间诊所除了配备有GeneXpert系统之外，还

有临时的X线胸透设备，这是从一个积满了灰

尘，外面印有“非洲结核病医疗（TB care in 
Africa）”字样的货柜里搬出来的。Kanyama
经历了这座城市里结核病发病率最高的时期，

因此，这间诊所也是检验GeneXpert系统实战

功效的最佳场所。

但是，GeneXpert系统需要有持续供应的

电力支撑其运转。“如果老是停电，这在我们

这可是常事，会不会影响这套系统的正常运作

呢？”Muyoyeta问道。“而使用显微镜进行

痰液镜检就不一样了，停电了等会就行了，

来电了再回来接着干。但是使用GeneXpert系
统，一旦停电了而且你又没有备用电源，那可

就得全都重新再来一遍了。” Muyoyeta接着

说道。如果你够幸运，可能还会剩下一点样

品，如果样品都没了，那就只能让患者再来诊

所一次了。这些问题都是检验GeneXpert系统

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据ZAMBART项目的实验

室负责人Barry Kosloff介绍，如果老是浪费样

品，而且又不能够在当天得到检测报告，那就

不是一台合格的POCT检测设备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成本问题。按照目前

的折扣价格，一套GeneXpert系统加上一台

配套的计算机一共需要大约1.7万美元。每

个检测试剂盒的价格是10美元，每次检测都

需要用掉一个检测试剂盒。而最低配版本的

GeneXpert系统每次可以同时检测4个试剂

盒。

Muyoyeta认为这个成本太贵了，因为一

个痰液涂片镜检的成本还不到1美元。如果再

加上其他的成本，比如电费和资本成本，那

就更贵了。这种技术让中低收入国家只能依靠

外部的支持才能够开展这类检测项目。所以

Muyoyeta虽然也认为这是一种好技术，但仍

然觉得它真的太贵了。如果没有外来的资助，

他们卫生部长肯定不会采用这项技术。

GeneXpert系统在两小时内就能出报告，

也就是说患者来一次医院就可以得到确诊。在

门诊量比较大的月份，Kanyama诊所每个月

都会开展500次结核病筛查工作。目前，大约

需要24~48个小时才能够出报告，所以患者必

须再来医院一次。据Kosloff介绍，他们那里

交通极其不便，如果让患者明天，或者下个礼

拜再来一次，他们就会说：‘那我们再考虑

考虑吧。’如果不能够当天出报告，我们为

什么要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投放GeneXpert系统

呢？”

除了GeneXpert系统之外，也有其他一些

不是那么高大上的技术可供选择。比如有一种

痰液镜检技术的升级版项目，该检测项目使用

LED灯泡和荧光染料，就可以让结核杆菌在显

微镜下看得更加清楚。虽然使用这种技术检出

的结核杆菌比普通镜检更多，但也同样不能鉴

别污染等问题，所以也会出现假阳性结果。

除了检测HIV感染者是否合并感染了结

核杆菌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检测策略，那就

是排除法，即找出没有合并感染结核杆菌

的HIV感染者。英国的Alere医学诊断公司

开发了一种尿液检测试纸，能够检测结核

分枝杆菌的胞壁成分——阿拉伯甘露糖脂

（lipoarabinomannan, LAM）。这种试纸的

成本只要3.5英镑，能够在25分钟内出结果。

该检测技术在HIV感染者等重度免疫缺陷合并

重度结核杆菌感染的人群中表现非常突出。总

体检测灵敏度在40~60%之间，但是检测的特

异性非常高，即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基本就

可以排除结核杆菌感染的可能性。

南非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 in South Africa）的肺病专家Keertan 
Dheda对多项结核杆菌检测技术进行过荟萃分

析。Dheda认为，这种尿液检测试纸是一种非

常有意义的检测手段，尤其适合于难以确诊的

HIV合并感染者。据Alere公司感染性疾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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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负责人Chris Smit介绍，对于这种患者，

尿液检测技术是非常有用的。Smit估计有很

多国家都在等待WHO对他们这种试纸的预审

报告。Alere公司正在与WHO密切合作，希望

该试纸能够在2014年年底之前获准上市。

更大的价值和问题

GeneXpert系统拥有一个其他技术都不具

备的优势，那就是它能够检测结核杆菌对利福

平（rifampicin）这种一线抗结核药物（目前

在临床上使用的一线抗结核药物一共只有四

种）的耐药性。如果检出患者体内的结核杆菌

对利福平耐药，那么它对其他抗结核药物耐药

的可能性也将非常大，即很有可能是一位多重

耐药结核杆菌（multi drug resistant TB, MDR 
TB）感染者。

在南非或东欧等MDR TB广泛传播的国家

和地区，GeneXpert系统的这种检测能力显得

尤为重要。不过在耐药问题没那么突出的国家

和地区，好像就不太需要这种检测能力。如果

他们怀疑是MDR TB，只需要将样品寄到某个

实验室进行一下耐药性检测就可以了。在赞比

亚，只有3间这样的实验室，而且很少有医院

使用其他的抗结核药物。

Muyoyeta认为这就是低收入国家使用这

种高精尖技术的意义。他指出，如果他们发现

了MDR TB感染者，而且也确诊了，但是却什

么都做不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在更加偏远的

地方，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他们如果要将

样品送到耐药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只在路上

都得浪费好多天。

让我们再来看看Tobias Hamooya，他到

最近的小城镇就需要一天。这是Hamooya第
二次被诊断为结核病患者，第一次确诊之后他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是他自己感觉好些

了之后就擅自停药了。像他这种情况最容易产

生多重耐药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离耐药检测实

验室太远，所以哪怕GeneXpert系统提示我们

真的存在多重耐药结核杆菌感染，也需要好几

周才能够确认确他是否感染了MDR TB。
现在还不能肯定GeneXpert系统对赞比亚

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是否真的起到了重要的帮助

作用。Muyoyeta等人将在几个月之内发表他

们的ZAMBART研究的具体成果。她也承认，

如果能够在前期开展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

让GeneXpert系统更加充分地发挥它所有的潜

力。她表示，她们将GeneXpert系统看作是一

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它还需要更多的关注，这

真的非常重要。

正如赞比亚一位社会活动家——参加

了“阻止结核病新型诊断技术合作工作组

（Stop TB Partnership's New Diagnostics 
Working Group）”的Carol Nyirenda（她也

是一名HIV病毒和结核杆菌合并感染者）指出

的那样，如果不能解决结核杆菌感染的问题，

会让对HIV感染者的救助工作的意义大打折

扣。Nyirenda表示，在以前，如果被告知感

染了HIV病毒，那就意味着你拿到了一份死刑

判决书。可她接受ARV治疗已经快十年了，

还活得好好的。但现在，结核病可以在一两周

的时间内夺走她的生命。如果再没人关注结核

病问题，那么大家以前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投

入的巨大资源都将会白白地被浪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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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Tuberculosis, TB）是一种由细

菌感染所引起的首要单一死亡原因。结核病正

在迅速成为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未经治疗

的TB患者三年以后的病死率大约为70%。TB
新药研发过程所面临的难题涉及科学、后勤供

给、财政和社会各个方面。

过去十年间，许多医药公司已经放弃了

TB抗生素的研究，因为他们都没有发现有效

的、具有新作用机制的候选抗生素。与流行性

疾病的姑息性治疗相比，可快速生效的药物的

投资回报率较低，这进一步制约了这些药物的

研发。TB的财政状况尤为糟糕，因为这种疾

病主要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人群中。TB药

物研发所产生的利润寥寥无几，这一前景难以

诱导制药公司投入到这一领域中，相比之下他

们更愿意去研发富裕市场上常见感染的治疗药

物。

TB的治疗往往需要用到联合化疗法，因

为单一药物的使用实际上会促使它迅速产生耐

药性。较贫困的国家中往往存在着非常猖獗的

消减药物供给和伪造药物的现象；当TB新药

进入市场时，这些情况的存在就意味着联合化

疗法可能会缺少一种或更多种药物，抑或其浓

度未达到最适宜的标准，这些都促使了TB耐

药性的快速出现，而每一种被广泛使用的TB

药物目前已经普遍出现了耐药性。因此，一种

TB新药可能不会取得成功：我们需要联合使

用一系列药物。寻找一种新联合疗法所面临的

困难往往要大于该疗法中每种药物的研发困难

之和，因为联合疗法中的每种药物都不能够

干扰其他药物的作用，或者不能够干扰用于治

疗HIV感染（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种常见

的合并感染）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作用。因

此，即便某家医药公司发现了一种有效的TB
新药（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但是如果这种

药物没有与其他两种或三种新药联合使用的

话，它很可能会迅速地被TB耐药性击败。如

果着手寻找TB新药，就需要具备前所未有的

社会意识和跨行业合作。

尽管存在着这些艰巨的挑战， T B 药

物研发领域还是推出了众多的公私合作模

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其中包括总部位于纽约市的全球T B药物

研发联盟（Global Al l iance for TB Drug 
Development）、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比尔&
梅林达 •盖茨基金会TB药物催化项目（Bi l 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s TB Drug 
Accelerator）、西雅图的礼来TB新药发展计

划（Lilly TB Drug Discovery Initiative）、

英国吉尔福德的特雷斯坎托斯开放实验室基

大学不应当利用结核病来谋取利益

David G. Russell与Carl F. Nathan指
出，大学不应当再利用结核病来谋取
利益。

五、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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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Tres Cantos Open Lab Foundation）
以及布鲁塞尔的创新药物计划（Innovative 
Medicines Initiative）。在这些联盟中，有很

多联盟都将学术研究人员和制药学科学家组

合到了一起：学术研究人员在结核分枝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生物学和TB
发病机制等领域拥有最新的理解，而制药学科

学家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化合物，其化合物数量

多于大学所拥有的化合物，并且更适用于药物

研发，也便于进行更广泛的监管。更为重要的

是，制药公司还引入了药物化学、化学信息

学、药理学、药物代谢动力学和毒理学的专业

知识，并配备了开展临床试验的各种基础设

施。这种合作模式为TB药物研发的创新和增

效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相对于TB药物研发而言，这些PPP通

常都拥有更多的开放方法来获得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尽管如此，一

些制药公司还是表明，他们更愿意为这些被

忽视的疾病去寻找治疗方法。然而令人遗憾

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在有意识地尝试

着去寻找解决消耗殆尽的TB药物生产链的办

法。很多学术机构都正在努力弥补自己的财

政赤字。在美国，由于1980年颁布的贝耶多

尔法案（Bayh–Dole Act），那些接受联邦资

助的大学可以免费获得IP许可，并将其作为

一种收入来源。在这种利益驱使型模式中，

一些研究机构宁愿将宝贵的专利申请基金节

约下来，用于申请潜在回报更高的IP。一些

研究机构并不想以非营利的方式来解决低收

入国家公开市场上的药物配送问题，而许多

PPP都对这一工作做出了要求。大学可能也

会担心与制药公司共享IP的所有权，或者可

能会要求获得与其贡献不相称的较高利益。

很少有研究机构会关注学生团体——基本药

物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llied for Essential 
Medicines）的呼声；该联盟是一个总部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全球性组织，它要求

大学采取一些有效的IP政策，去推动全世界的

贫困人口能够获得可负担得起的药品和医疗技

术。

药物研发早期阶段所获得的IP会产生一些

潜在收益，而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可能会将这

些潜在收益看成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资金来

源。尽管如此，在TB药物的研发过程中抱有

这种期望却是不切实际的，因为TB药物研发

所获得的商业回报极为有限。此外，任何这样

的收入与投入资金相比都会相形见绌：为了将

先导化合物转化为药物，往往需要投入数百万

美元。那么谁会付费来研发PPP所生产的最

佳候选药物呢？谁会付费开展临床试验呢？谁

会付费将这些药物提供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大学倾向于财政保守主义

和IP保护主义，这就使得药物的研发难以进入

最早期阶段。

这个世界没有时间等待这些问题的答案

了，而大学应当在寻找答案的工作中发挥自己

的作用。例如，它们将需要承担IP保护的一部

分费用，并且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研发

治疗TB等疾病的药物时，与之相关的IP所获

得的财政收益会很低。更宽泛一点说，大学应

当进行游说，以便实施一些规模更大的持久性

补救办法，来修复不完整的抗生素生产链，

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 of the US National Academies，总

部位于华盛顿）最近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他

们提出了一些补救办法。抗生素研发所产生的

回报与药物出售所获得的收益之间通常都存在

着直接的联系，我们需要探索解除这种联系的

方法。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金融

交易税来筹集资金，建立一个全球基金，向那

些参与药物研发的研究者提供补贴，以补偿他

们的劳动付出，而补贴的高低则与其研发的药

物能够减少疾病负担的效果成正比。这一措施

将会鼓励制药行业和学术界成为合作伙伴，促

进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并且使假冒药物无利

可图。在这个关键时期，当务之急是大学应当

重新评估自己所处的位置，成为全球卫生事业

中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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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会将人们置于患病、残疾和死亡

的危险之中？这一问题的答案意义深远：如

果确定了哪些因素是危险因素，那么就能够提

示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干预措施来避免或减轻疾

病和痛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结核病

（tuberculosis, TB）和其他疾病而言，目前

的风险评估方法并不能胜任此项工作。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GBD）包含一项雄心勃勃的

计划——尝试准确地找出世界范围内各种疾病

的主要病因，并且根据这些病因来制定一个

预防性保健的全球议程。尽管GBD已经罗列

了67种危险因素（被归为10大类），但是这

些危险因素具有选择性，并且与一些重要疾病

（包括TB在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将

来的研究应当广泛地寻找限制疾病控制和治疗

的决定因素和危险因素，并且以这些因素为基

础，开发出一系列更为广泛的疾病预防和保健

方法。这一建议不仅仅针对TB：对于损害健

康的众多病因而言，如果有一种危险因素未被

确定，我们就相当于错失了一次良机。

更广义的危险因素概念

GBD所选择的大多数危险因素主要包括

环境物质的暴露、有害行为（例如酗酒）或异

常的生理状况（例如高血压或高胆固醇）。在

列出的67种危险因素中，只有三种因素与TB
有关，即烟草烟雾、酗酒和糖尿病。然而，显

然还有其他很多危险因素决定了谁将会患病或

被感染。例如，移居、城市化以及人们通过联

系网相互影响的方式——这些因素对于TB感

染的传播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所列

的67种危险因素也未包括遗传因素，即便在

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对这些因素进行管理或

处置。而且GBD和其他类似的风险评估项目

都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个最大的缺陷：它们并没

有将现有干预措施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可避免的

危险因素。

在TB控制工作中，现有干预措施的局限

性包括：对疾病症状的意识较差、无法获得诊

断和治疗的设施、治疗多重耐药性菌株的药物

成本昂贵、医疗事故、医务人员给予的保健服

务质量较差、药品供应链中断以及患者未完成

治疗。尽管人们认为这些局限并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危险因素，但是大部分可避免的疾病负担

却都是由它们所引起的。因此为了能够选择最

佳的疾病控制方法，我们除了考虑传统的TB
危险因素（例如住房拥挤、糖尿病、吸烟、合

并感染HIV、营养不良）以外，还必须要考虑

这些局限的重要性。简而言之，我们需要采用

一种更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危险因素。

逆境转化为良机

全球健康的重点问题之一是寻找新的方法

来降低TB发病率，而通过拓宽危险因素的概

念，就会产生更多的疾病控制方法。我们通过

比较众多潜在干预措施的成本与效益，就能

够从中优先选择最好的干预措施。例如，我们

重视所有的TB危险因素

Christopher Dye和Mario Raviglione
指出，如若片面地对危险因素下定
义，将会阻碍研究者探寻新的结核病
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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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印度发现，相对于早发现早治疗的积极

的预期影响而言，由糖尿病、营养不良和城市

化所导致的TB患病风险的增加幅度则较为温

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

是：将较有效的病例发现与治疗策略和这些可

减弱其他危险因素作用的干预措施放在一起，

比较两者之间的成本及潜在效益。

为了全面考虑，这项工作不仅仅只是评价

一些专门针对TB的措施，还应当考虑那些有

利于公共卫生的措施，例如医疗保险计划。通

过这种方式，就能够鼓励医疗行业去评价有利

于TB控制的干预措施，而这些措施所产生的

效果是现有疾病控制项目所望尘莫及的。

更改联合国议程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 i l l e n n i u 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将会在2015年
到期。在MDG期间，TB发病率的增高趋势得

以制止，甚至发生了逆转，但是令人失望的

是，全世界范围内的TB发病率每年仍然只降

低了2%。有效的TB控制项目应当每年都能够

使TB发病率至少减少5-10%。新制定的联合

国国际发展议程也许会重点关注减少贫困和可

持续发展。由于资源有限，因此TB控制工作

所面临的的挑战是：要用更广义的观点来看待

危险因素，从而设置一些优先顺序用来克服各

种各样的障碍、充分利用所有可能的机会。这

些优先顺序应当包括：在推广最有效的新技术

的同时，采用更好的方式来使用现有的技术；

TB控制工作与非传染性疾病控制工作双管齐

下；以及参与各种倡议活动（不仅仅来自于卫

生部门，还可以来自于农业、教育业、金融

业、工业和住房供应），以促进健康。这就需

要开展一项具有潜在回报的大型项目，以进行

数据收集、定量分析和建模——这一工作能够

扩展疾病风险的概念，使TB治疗方法和预防

方法相统一，并且还能够将这两类方法置于更

为广阔的健康和发展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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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抑郁症的科学研究总是充满
了挑战，而对肿瘤的研究却屡屡获
得鼓舞人心的进展，但是这种局面
有可能会出现180度的大转变。

假如抑郁症受到的关注与癌症一样多

如果用对人们的伤害程度作为标准来衡量

哪一种疾病应该获得我们最大的关注，那么抑

郁症（depression）一定会是排名最靠前的那

一类疾病。世界上大约有3.5亿人正在受着抑

热点Hot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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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的折磨，所以抑郁症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内

最常见的一种疾病，成为了导致患者丧失劳动

力（disability）的最主要的原因，大约有2/3
的抑郁症患者会选择自杀来终结自己的生命。

尽管抑郁症如此常见，但我们却总是有意

或无意地忽视了这种疾病。在英国，大约有

3/4的抑郁症患者没有得到诊断或治疗，即便

得到了确诊，也只有大约一半的患者能够得到

临床治疗的帮助，病情得到缓解。英国纽卡斯

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 UK）的心理

医生Tom Foley对此表示，这简直是太不可思

议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肿瘤科，那绝对是

重大丑闻。

这种将抑郁症与肿瘤进行对比的情况非常

常见。肿瘤也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每年

全世界大约有3200万人患上肿瘤，也会有800
万人死于各种癌症，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抑郁

症。但是至少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被确诊为

肿瘤的患者几乎都会得到医疗帮助。

在科研领域的情况也一样，抑郁症相关的

研究工作要远远落后于肿瘤学领域。现如今的

肿瘤学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闹、也非常兴旺的科

研领域，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无数个与肿瘤相

关的遗传突变，也开发出了各种遗传靶向治疗

方法和药物，还构造出了多种非常巧妙的动物

模型。反观抑郁症研究方向，就完全是另一幅

景象了：曾经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治疗方案

都在临床实验中败下阵来，相关的遗传学研究

也是颗粒无收。目前从事抑郁症研究的科研工

作者们甚至还在致力于为“抑郁症”下一个科

学的定义，以消除大家一直以来对这种疾病持

有的误解。

这两个研究领域在科研经费方面的差别也

非常大。NIH在2013年在肿瘤方面投入的科研

经费达到了53亿美元，可是在抑郁症研究方

面投入的经费只有4.15亿美元，在整个精神卫

生方面的总投入也只有22亿美元。这种情况

并非美国独有，在其他地方也都一样。根据最

近刚刚完成的资助方案，欧盟每年在精神卫生

方面的投入大约为5430万欧元，约合6740万

美元，其中大约有800万欧元是用于抑郁症相

关研究的。可欧盟每年给肿瘤研究工作投入的

科研经费却高达2.05亿欧元。

没有人否认肿瘤研究应该获得大量的资助

和关注，也没人嫉妒肿瘤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

果。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科研人员只希望他们

也能够取得一些科研成果，希望投入到精神卫

生工作方面的医疗资源能够更多一些。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肿瘤和抑郁症有着如此

不平等的两种处境，不能够获得同样的关注和

资源呢？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又该如何

认识和理解抑郁症这种疾病呢？Nature杂志

给研究人员提出了这个问题。虽然有很多研

究人员都表示，如果加大在科研经费方面的投

入，有些问题就能够尽早得到解决，但他们也

都承认，能够解决其他一些问题的技术，比如

大脑探针技术或神经回路分析技术，都是最近

才出现的新技术。很多科研人员都希望，最近

在脑科学领域掀起的新热潮，最终能够让精神

卫生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Foley表示，

肿瘤研究给了研究人员巨大的鼓舞，肿瘤学研

究获得了巨大的经费投入，所以也取得了巨大

的科研成果，如果抑郁症研究领域也能有这么

多的资源，研究人员也一样会取得非常好的研

究成果。

舆论的力量

研究人员在制定科研计划时，基本不会只

考虑人类实际需求这一个因素。政治、社会

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最终的决定，

使得某种疾病比其它疾病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资

源，各种患者组织也会在其中发挥非常强的影

响作用。在肿瘤和抑郁症方面存在的这种区别

可以追溯到几十年以前，当时由于广大患者的

阻止以及大力呼吁，促使美国政府于1971年
宣布发动“抗癌战争（war on cancer）”。

自此，大量科研经费源源不断地涌入肿瘤研究

领域，也催生出了一大批专注于肿瘤研究、开

发抗癌疗法的机构。尽管这场抗癌战争还没取

得最终的胜利，但是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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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曾经站出来，宣布要发起一场“抗抑郁症

战争”，所以肿瘤还在继续吸金，而抑郁症

依旧备受冷落。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非

盈利机构One Mind专门为精神卫生工作提供

资助，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Garen Staglin估
计，美国每年大约有10亿美元的公共捐赠会

用于资助肿瘤研究及为肿瘤患者提供各种帮

助。但是精神卫生方面的资助还不到肿瘤的

1/5。 
组织各种活动需要大量的精力和信任，

但是患上抑郁症之后就很难再从事这样的工

作，因此患者无法举行各种活动来争取民众

的支持。不过另外一个主要的阻碍因素则是

人们长期以来对抑郁症持有的偏见和误解。

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心理遗传学家

Nelson Freimer介绍，很多人到现在都不认为

抑郁症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疾病。Freimer指
出，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每个人都曾有过抑

郁症的经历，所以在患上抑郁症之后应该做的

就是振作起来，重新回到工作当中。

我们对肿瘤也曾经有过这种误解。据

Staglin介绍，人们在患上肿瘤之后都不愿意

谈论自己的病情。他们称肿瘤这种疾病叫“C
病”。不过随着各种抗癌药物的出现，以及各

种宣传组织的不懈努力，大家对肿瘤的认识在

慢慢加深，这种情况也在慢慢改变，越来越

多的人会更加积极地与肿瘤做斗争。不过肿

瘤疾病看得见、摸得着、切得掉的这种自身

特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相比之下，抑郁

症就没有这么具体，因为患上抑郁症之后，

患者脑内的某一个部位会发生问题。不幸的

是，我们很难清楚地知道是哪个部分发生了

问题，当然也不可能把那个部分给切掉。通

常来说，一个专业的心理科医生至少需要花

费2小时才能够确诊抑郁症，而且两名确诊为

抑郁症的患者有可能会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

临床症状。据英国剑桥大学MRC认知及脑科

学中心（MRC Cognition and Brain Sciences 
Unit in Cambridge, UK）的临床心理学家Tim 

Dalgleish介绍，同一位抑郁症患者也可能会

有两次发作，而且第二次发作很难与第一次发

作进行鉴别。

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抑郁症成为了一种

难以被攻克的疾病。美国纽约西奈山Icahn医
学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in New York City）的精神病学家及神经

学家Eric Nestler表示，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

说胰腺癌或者乳腺癌是不真实的。但是很多人

都会说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的患者实际上没有

病，这真是太奇怪了。

目前有一些科研工作者正在致力于改变

抑郁症的定义和诊断标准。就在去年，美国

马里兰州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n Bethesda, 
Maryland）的院长Thomas Insel就要求，所

有接受他们资助的科研人员都不得使用传统的

心理疾病诊断标准，因为这些诊断标准含混不

清，而且彼此之间还互相重复。应该有一项研

究项目将所有具备比如焦虑、或者社交障碍等

与抑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相关的特异性症状的

患者集中起来，并对他们开展研究。通过这种

方法重点关注非常明确的性状，减少因为人为

设置诊断边界而带来的试验背景噪声，从而最

终获得一种在生物学上能够站得住脚的新型诊

断方法。据Nestler介绍，本质上来说，抑郁

症与肿瘤和心脏病等其它疾病一样，都是生物

学意义上的疾病，我们只需要找出相关的分子

就行。但现在发现，这可要比我们几十年前所

认为的困难得多。

遗传学带来的新希望

很多科研人员都希望遗传学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认识抑郁症，并且更好地区分各种抑

郁症亚型。因为这一点已经在肿瘤研究工作中

得到了印证。近几年，世界上好几个国家都在

肿瘤基因组学研究领域投入了巨资，支持这方

面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也的确给肿瘤学研究

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我们已经发现了大

量与肿瘤相关的遗传突变（mutation），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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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些突变位点已经被用来筛选出适合某

种抗癌治疗的特异性患者。这种改变还在继

续着，也已经将抗癌治疗推到了个性化医疗

（personalized medicine）的前线。

可是抑郁症研究却从未取得过比较好的进

展。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抑郁症遗传学研

究工作一共招募了1.6万名重度抑郁症患者，

以及6万名对照志愿者，科研人员希望从他们

的基因组中发现与抑郁症相关的遗传突变，可

最终只发现了一个位点，而且这个位点与抑

郁症的关系还没能被最终确定。英国牛津大

学（University of Oxford, UK）的精神科医生

Jonathan Flint近二十年来一直都在寻找与抑

郁症相关的遗传线索，据他自己介绍，他的同

事们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还会坚持研究这个问

题。Flint的回答是这样的：一直让这个研究方

向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这

个研究方向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如果每个人都

不为此做点什么，那继续这个研究还有什么意

义呢？

回过头来看，问题还是在于抑郁症的定义

太过模糊。Flint认为，寻找与抑郁症相关的遗

传位点，就好像寻找与发烧相关的遗传位点一

样可笑。他表示，这样做会把自身免疫病、感

染性疾病、肿瘤，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全都混

为一谈。而且Flint也不认为，如果在几十年之

前就加大对抑郁症研究的投入，就会让该研究

领域发展得更好、更迅速一点，因为可以开展

相关遗传学研究的基因组学技术是近十年来才

逐渐发展起来的。而肿瘤研究的确是在近几十

年来大大超越了抑郁症研究。Flint表示，我们

当然可以做到更好，我们也必须做到更好。

科学家们已经在寻找与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等其他精神疾病相关的基

因方面取得了不错的科研成果。与抑郁症一

样，精神分裂症也是一种非常难以确诊的疾

病。最初，寻找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遗传位点

的科研工作也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果。但是随着

精神卫生基因组协会（Psychiatric Genomics 
Consortium）这个国际合作项目的启动，样

本规模一下子就上去了，从而更加适应了统计

学分析的需要，也最终发现了有实际意义的信

号。今年9月，该组织发布了他们针对接近4
万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的基因组学研究的分

析结果，他们一共发现了108个可能与精神分

裂症相关的遗传位点。该组织的下一个目标就

是抑郁症，他们计划招募6万名抑郁症患者参

加他们的科研项目。

动物试验

遗传学研究结果可以帮助科研人员们解决

另外一个大难题，那就是构建更好的动物模

型。肿瘤研究人员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动物模型

可供他们选择，这些试验动物也已经成为了肿

瘤科研人员不可或缺的必备试验材料。其中就

包括经过人工改造、能够表达与人体肿瘤相关

基因的实验小鼠，以及与某个人类个体直接对

应的，个体化动物模型（将该患者体内的肿瘤

组织直接植入试验动物体内）。可是从事抑郁

症研究的科研人员们在构建动物模型方面还面

临着非常大的困难。

那些用动物试验来开展抑郁症研究的

科研人员常用的方法都是用生理应激压力

（physical stresses）促使动物表现出人类抑

郁症患者常有的异常行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强迫游泳试验（forced swim test）”。该

试验就是将小鼠丢入水中，看看它们用多长时

间能够游出来。有些小鼠很快就会放弃，它们

会被认为是抑郁症小鼠。科研人员也会用这种

试验进行抗抑郁药物筛选，市面上销售的很多

抗抑郁药物的确可以延长这些试验小鼠的“抗

争”时间。但这种方法还远远不是理想的方

法，人类的抑郁症很少会是因为身体的应激而

诱发的，而且也有很多证据表明，抗抑郁药物

对这种动物模型的作用与对人体的作用是很不

一样的。这些药物对于小鼠起效非常快，几乎

用药之后就能够立即起效，但是对人体，可能

就需要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观察到

效果。

为了能够更好地模拟人类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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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ler等人给试验小鼠施加了长期的社会压

力，而不是躯体压力。Nest ler等人在这种

“社会挫败（social defeat）”模型中用的方

法就是将实验鼠与体形更大、更坏的小鼠关在

同一个笼子里。那些个大的小鼠会欺负这些瘦

小的实验鼠，它们会不停地打架，直到科研人

员用某种筛选手段挑出 “抑郁症小鼠”，才

会将它们分开。经过十天的抗争，小个子的实

验鼠对于性、糖水等这些可以给它带来愉悦

感的东西都会失去兴趣，而且不愿意参加社

交活动，哪怕是与更加瘦小的同伴接触也不

愿意。这就和人类抑郁症患者的一些表现非

常类似了。据Icahn医学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的神经科学家Ming-Hu Han介绍，

到目前为止，社会挫败模型似乎能够更好地模

拟抗抑郁药物对于人类的作用。而对人体起效

更快的试验药物也能够在这些社会挫败小鼠模

型中迅速起效。

从事精神卫生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都承

认，哪怕是最好的动物模型，也只能够粗略

地模拟人类的抑郁症病情。美国亚特兰大市

Emory大学（Emory University in Atlanta, 
Georgia）的神经学家Helen Mayberg认为，

如果要了解人类的大脑，只看你想不想喝糖水

是远远不够的。还有犯罪，还有自杀。我们

很难用动物模型来研究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这在抑郁症研究工作中是一个非常

重要、而且突出的问题，会给抗抑郁症药物的

临床试验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

很多科学家都对动物模型能否真实模

拟人类抑郁症表示出了质疑。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Philadelphia）的Olivier Berton就指出，他可

不愿意承认他在从事抑郁症研究，因为他们

不认为用动物模型就可以开展抑郁症研究。

那些模型给他们这个研究方向带来了严重的

伤害，他们应该忘掉那些动物模型。但Berton
同时表示，他们在开展小鼠应激反应（stress 
responses）研究方面的工作。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肿瘤与抑郁症并列到

一起，那就是我们都逐渐认识到，这两者都

具有高度复杂性。对肿瘤展开的遗传学研究告

诉我们，肿瘤不仅仅可以被分成肺癌、肝癌、

或者其它什么癌，每一种肿瘤内部都存在无

数的、不一样的突变和行为，这也就是每一

个人之间的个体差异（Nature  464,972–974; 
2010）。

再回头来说抑郁症，我们也正在看到一副

同样复杂的景象。我们都知道，认识抑郁症非

常困难，毕竟我们研究的是最复杂的器官——

人类的大脑。但是就在科研人员对大脑里成千

上万个不同的细胞进行分类的同时，我们慢慢

意识到，不仅仅要分清这些细胞，同时也要知

道这些细胞彼此之间都是如何交流和沟通的，

以及是如何形成神经回路的。不过Nestler认
为，即便抑郁症获得了与肿瘤研究同样多的资

源，现在正在开展的、研究这些神经回路的科

研工作在之前也不可能开展起来。因为将这些

神经回路分开的技术也是最近这几年才成熟起

来的，比如单细胞研究技术、神经联络作图技

术及特定脑神经回路激活技术等。据Nestler
介绍，关于大脑研究，我们还缺乏最基本的理

论知识和研究手段。

神经回路试验

由于目前出现了很多新的试验技术，科研

人员正在开始对与抑郁症相关的神经回路展开

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试图找出能够用比如磁

体（magnets）或电流（electrical current）
等技术控制这些神经回路的方法。美国布朗大

学（Brown University in Providence, Rhode 
Island）的精神科医生Noah Philip认为，这些

科研工作将带领我们发现有别于传统抗抑郁药

物的新型治疗手段。他表示，治疗抑郁症可不

会像补充神经递质那么简单。这是在修正一套

与正常人完全不同的神经网络。比如Mayberg
的课题组就正在测试深部脑刺激（deep-brain 
stimulation）方法能否缓解抑郁症的症状。据

她介绍，前期的研究发现，该方法的显效率高

达75%。Mayberg希望借助新型成像技术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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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提供辅助，因为这样能够进一步提高深部脑

刺激疗法的疗效。

Nestler等人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就宣

称向抑郁症开战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不过现在

因为出现了各种新技术，倒是一个非常合适的

时机。他指出，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

是他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如何让更多的人充满信

心，如何吸引更多、更有才华的科研人员投身

于抑郁症研究工作，尽管这条科研之路充满了

荆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神经科学家

Kelsey Martin表示，不要因为困难就举手投

降，应该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百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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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Amazing Lives

对球迷而言，世上恐怕没有什么比扣人

心对球迷而言，世上恐怕没有什么比扣人心

弦的世界杯更叫人焦虑的了。但你知道吗？

焦虑的正确含义是由紧张引发的一种行为，

该行为有助于应对潜在的威胁性场景。实

际上，焦虑受控于脑部的神经递质5-羟色胺

（serotonin），这种情感与恐惧不同，它能

够在无应激源以及新的场景中持续存在。此

外，恐惧相关的行为在动物界已经有良好的

记录，而迄今为止，更为复杂的情感——焦

虑——则仅仅在脊椎动物中才有描述。事实

上，此前我们对焦虑背后的神经生物学的理解

几乎仅仅建立在对哺乳动物的独家研究上，直

到近期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由

法国波尔多大学（Université de Bordeaux）
的Jean Paul Delbecque和Daniel Cattaert联
合完成）为此领域提供了新的观点，这项研究

的实验对象是结构相对简单的无脊椎动物——

小龙虾（crayfish）。

研究小组对紧张性的经历如何影响小龙虾

的行为进行了比较，从而拉开了研究的序幕。

首先，他们使一些小龙虾暴露于低量的脉冲电

流中达30分钟，然后将它们置于一个十字形

的水域，水域的其中两条臂槽是暗带，两条是

5-羟色胺促使小龙虾躲在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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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带。接着，在10分钟的测试期内，他们用

视频录下每只小龙虾的动作，利用它们喜暗的

自然选择来确定其紧张情绪是否会改变自身行

为。具体方法是：分别记录下这些经受压力和

未经受压力的小动物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鼓起

勇气进入亮带。

实验结果表明，与未经受压力的同类相

比，经受了电流洗礼的小龙虾进入亮带所耗费

的时间更长，呆在那儿的时间也较短，这表明

它们选择停留在相对而言较为舒适的地带——

暗带。这种行为转移符合了焦虑的定义项，即

出现在无应激源以及新的场景中。因此，这项

实验首次对无脊椎动物的焦虑进行了描述。重

要的是，研究小组还测量了小龙虾脑中的5-羟
色胺水平，发现与未经受压力的对照组相比，

经受压力的小龙虾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更高。

这表明，小龙虾焦虑的神经控制机制类似于哺

乳动物。接下来，为了证实这种现象的进化保

守性，研究小组给未经受压力的小龙虾注射

了5-羟色胺，然后监测它们在实验水域中的行

为。结果发现，原先未经受压力的小龙虾在给

予5-羟色胺注射之后，主要停留在暗带，其行

为类似于此前产生了紧张感的实验组。这明确

证实了控制小龙虾产生类似焦虑行为的物质就

是5-羟色胺，正如你我一样。

研究总结是：控制复杂行为的神经旁路能

对外界压力产生反应，这种联系由来已久。

同时，实验将无脊椎动物作为探究驱动情感的

神经生物学机制的手段，为此类研究开拓了道

路。此外，研究提升了人们对水性药物的关注

度，认识到该类药物能对水生生物群的行为和

生理方面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例如位于下游的

废水处理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或许就在

未来的某一天，人类的诊所就能够为看起来无

法鼓起勇气去找个更大壳儿的寄居蟹宠物开安

定处方了。

Fossat, P., Bacque-Cazenave, J., De Deurwaerdere, P., Delbecque, J.-P. and Cattaert, D. 

(2014). Anxiety-like behavior in crayfish is controlled by serotonin. Science, 344: 1293-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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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研究人员头痛的非洲企鹅

罗本岛，一个因为关押纳尔逊•曼德拉长

达18年而臭名昭著的地方，而今却因为1200
对处于繁殖期的非洲企鹅而备受关注，甚至引

发了一场科学辩论。这件事情就是濒临灭绝的

非洲企鹅的生存问题，而且还关乎全球渔业的

管理问题。

截止到2013年，全球仅有22,000对处

于繁殖期的非洲企鹅（又名斑嘴环企鹅）

（Spheniscus demersus)：实际上，自2001
年以来，该种企鹅的数量已经减少了65%。

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因素包括环境污染、栖息

地缺失以及气候变化。但一直以来，人们认为

其中一个最大的嫌疑是企鹅的重要猎物——鳀

鱼和沙丁鱼的人为渔猎。

当然，仅仅猜测是不够的。为了验证这一

理论猜想，前南非环境事务和旅游部（South 
Africa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 Affairs 
and Tourism）曾在2008年开展了一项涉及两

组海岛的特殊实验。这两组海岛分别是临近南

非西海岸的罗本岛（Robben islands）和达森

岛（Dassen islands），以及临近南岸的圣克

罗伊岛（St Croix）和鸟岛（Bird island）。

实验的内容是：三年内，在参与实验的两组海

岛中，当组内的其中一个海岛周边地带休渔

时，另一个则开放捕鱼，反之亦然。对此，开

普敦南非深海拖网工业协会（South African 
Deep-Sea Trawling Industry Association）秘

书长Johann Augustyn表示，这项鲜见的控制

性实验“对与脊椎动物（包括海鸟、海豹和

海豚）竞争的全球性渔猎问题具有重要的意

义”。

当圣克罗伊岛和鸟岛周边的渔猎活动受限

时，那儿的企鹅因不必耗费过多精力在捕食喂

养后代上了，所以它们及其幼鸟的存活率变高

了（见L. Pichegru et al. Biol. Conserv. 156, 
117–125; 2012)。但长此以往，上述岛屿周

边的地区将很快成为永久休渔区。然而，罗本

岛却未出现某种明确的典型变化。这说明什么

问题呢？开普敦大学海洋研究院承担了该实验

的大部分数据分析工作，那儿的研究人员针对

是否应该继续对罗本岛和达森岛进行交替性休

渔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支持延长休渔措施的一方提出，目前很难

明确休渔对企鹅的影响如何，这是因为鱼类产

量的自然变化足以淹没这一信号。研究院的一

位鸟类学家Richard Sherley表示，只要将休

渔措施再延续三年，那么就能使这个信号（如

果有的话）浮现出来。而海洋生态学家Astrid 
Jarre也认为，再开展一个休渔周期很可能是

一种明智的预防措施。她表示，这种限制已经

使企鹅幼鸟的存活率小幅上升。

控制渔业实验引发的一场关于导致罗本岛企鹅数目下降原因的辩论。

在南非罗本岛生活的非洲企鹅。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4343

MICHAEL CHERRY. (2014). African penguins put researchers in a flap. Nature, 514: 283. 

原文检索：

文佳/编译

但是，一些科学家则呼吁停止这项实验。

他们提出，休渔损害了捕鱼从业人员的生计。

研究院的海洋资源及评估管理小组（Marine 
Resource and Assessment Management 
Group）负责人Doug Butterworth建言，人类

的渔猎可能甚至会有利于罗本岛和达森岛的非

洲企鹅，因为这种介入能驱散鳀鱼鱼群，使它

们更容易被企鹅捕捉到。

Butterworth小组的成员——现已毕业的

博士生William Robinson开展了鱼类和企鹅的

种群模型研究，提出一个对企鹅而言可能比渔

猎更有害的问题：许多沙丁鱼无法活到成体，

且其种群分布向东转移。而导致上述趋势的原

因至今未明。

10月13-17日，由南非鸟盟（BirdLi fe 
South Africa）组织的一场专题学术研究会在

开普敦召开，研究会评估了来自休渔岛屿实验

的证据。人们期望，这个国际性的专题研究小

组能够在今年12月的第一周对南非农林渔部

门提出中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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