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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转化医学加强危重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阴赤贞宏

随着基础学科分工的越来越精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客观上扩大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相互沟通的距

离，在二者之间形成了所谓的“死亡之谷”。因此，应用多学科交叉推动医学发展的转化医学应运而生，并已成

为国际医学界倡导的新型交叉学科。转化医学作为医学发展的前沿领域，对医学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引领和

支持作用，其研究的结果将直接提示医疗质量。

1转化医学的概念

针对基础与临床研究的鸿沟和屏障加大，1992年，《科学》杂志首次提出“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简称B2B)”的概念u]。1996年，《柳叶刀》杂志第一次出现了“转化医学”新名词【2]。随着转化医学在

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其定义和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丰富。转化医学是从实验室到病床，再从痛床到

实验室(“Bench to Bedside”and“Bedside to Bench”，“B to B”)的连续过程[3]，其模式主要包括：①将基础医

学取得的成就应用于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中。②针对来自临床医师的观点和假设，进行基础实验研

究，并加以检测和验证【4]，其核心是打破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药物研发之间的固有屏障，在从事基础科学发

现的研究者和了解患者需求的医师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特别集中在基础分子生物学研究向最有效的疾

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模式的转化，以提高医疗水平。

因此，对于临床医师而言，要注重从临床中发现问题，为基础研究提供研究方向和目标，并将实验研究成

果应用于临床诊疗之中，解决临床问题，切实为临床服务。

2转化医学在危重病中的应用

目前，国内外的危重病转化医学研究刚刚起步，但已为危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一些新的靶点和思

路，现将几个进行中的研究介绍如下。

2．1脓毒症：脓毒症是由机体过度炎症反应或炎症失控所致。脓毒症时亢进的全身炎症反应和免疫抑制产

生于不同机制，涉及不同系统，亢进的炎症反应始终是脓毒症发展的主线，免疫抑制也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因

此，近年来认为，增强免疫是合理的治疗策略，而且有效的免疫调理治疗被认为是最终取得治疗突破的根本

途径口]。但目前用于脓毒症患者的免疫增强剂仍然较少。Jeng等∞J就目前的治疗现状，根据维生素D可能通

过抗茵肽LL一37(由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产生的内源性抗微生物肽)的诱导增强先天免疫反应的特点，研

究了脓毒症患者和其他危重痛患者中二者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危重患者的血浆25羟基维生素D和LL一37

水平均低于健康组，脓毒症患者维生素D结合蛋白水平显著低于非脓毒症的危重患者；维生素D和LL一37

之闻存在正相关性，提示维生素D可能调节LL一37水平。因此，维生素D可能增强了脓毒症患者的先天免

疫。如果这一基于免疫调理机制的实验研究成果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维生素D辅助治疗脓毒症的临床试验得

以验证，则可能为脓毒症的辅助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方法，将有助于提高脓毒症患者生存率，改善生活质量。

2．2 急性肺损伤(ALI)：机械通气是ALI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最有效的临床支持治疗方

法，虽然经过机械通气后，ALl／ARDS患者的结局有所改善，但其病死率仍然高达30％～40％。不少学者对

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机械通气的高潮气量产生的机械力和剪切力会损伤肺泡和肺血管通透性，并产

生炎症反应，这将引起全身的炎症反应和损伤，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7]。但机械通气引起的肺损

伤和炎症反应的机制尚不清楚。因此，Bierman等[8]根据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介导的信号途径在很多

细胞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发现了抑制EGFR活性能够减少机械通气引起的肺泡通透性和支气

管肺泡灌洗液中的中性粒细胞聚集，EGFR抑制剂AG一1478可以减少肺血管的渗漏，但不影响肺间质中性

粒细胞的聚集。此项实验研究证明，EGFR信号途径功能异常是机械通气诱导肺损伤的发病机制之一，

EGFR抑制剂可能成为新的降低ALI／ARDS发病率和病死率的潜在治疗方法。目前，吉非替尼(gefitini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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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抑制剂已在临床上用于肿瘤治疗，如能进行相关的临床试验，则有可能为机械通气所致ALI提供一

种有效的治疗药物。

2．3 急性胰腺炎(AP)：AP是多系统损害的危重病，目前仍以支持治疗为基础，尚无能够改变疾病经过的特

效药。炎症因子理论为AP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炎症因子成为改善AP病情的最有前景的治疗靶点之一，

其中肿瘤坏死因子(TNF)能够促进AP的进展，是预测AP严重度的重要介质；而依那西普(etanercept)是

人工合成的可溶重组TNF受体融合蛋白。据此，Yilmaz等[93研究了依那西普在AP大鼠中发挥的效应，发

现其能够降低血清淀粉酶、脂肪酶、胰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活性及丙二醛水平、组织病理学评分和细胞凋亡

蛋白酶活性，证明了依那西普对牛磺胆酸盐诱导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ANP)的改善作用。目前，依那西普已

用于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和银屑病的治疗，因此，如果临床试验能够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则可能

成为治疗AP的有效药物。

3如何加强危重病的转化医学研究

危重病起病急、进展快、病死率高。随着各种危重病指南的不断更新完善，危重病的诊疗水平有所提高，

但仍未打破目前痛死率高的僵局。按照转化医学的理念，加强危重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将有效促进危重病

诊断和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3．1 注重危重痛的临床与基础相互转化：重点针对临床常见危重疾病提出临床问题，采用分子生物学(包括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和细胞生物学技术，通过往复式的研究，获得用于疾病的临床诊断(特别

是早期诊断)、分型、分期和药物治疗靶点以及预后评价的、新的、更加灵敏的生物标志物或替代性标志物，如

DNA、miRNA、蛋白质、炎症因子和信号分子及其通路等，规范危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实施基于分子分型

为基础的个体化治疗，以降低发病率、致死率和致残率，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

3．2 危重病的临床研究尚待加强：已有的危重病转化医学研究大多是从临床中提出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

的基础研究，为解决临床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实验基础。但由于临床研究的复杂性，涉及到适应证、医学伦理、

药物或治疗方法的安全性评价等。因此，应进一步加强临床研究，以提供符合循证医学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方

法。这就要求从事危重病救治的临床医师提高转化医学意识，依托专科优势，实施转化研究。

3．3危重病转化医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按照转化医学的要求，要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和提出问题，结

合临床需要，开展针对性的实验室研究。但由于动物种属的差异性、危重病诊治系统的复杂性等原因，实验室

的结果转化成为经过临床验证有效、能够在临床推广应用的成果将会是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例如，已知炎

症细胞因子在ALI／ARDS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过去据此进行了一系列动物实验，发现应用单克隆抗体或

拮抗剂中扣TNF、白细胞介素一1(IL一1)和IL一8等细胞因子可明显减轻肺损伤，但大多临床试验证明，这些细

胞因子单克隆抗体或拮抗剂尚不能推荐用于ARDS的治疗。这提示我们，危重病医学的转化研究不可能一

蹴而就，需要经过从临床到实验室、再到临床的多个过程的往复提升，其研究成果才能真正在临床推广应用，

这需要大学、医院、科研机构、医药公司、生物器械公司等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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