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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
1、（广医一院）结核分枝杆菌对恶唑烷酮类药物的抗性：核糖体蛋白L3的

Cys154Arg突变的作用是什么？

最近，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天宇课题组验证了结核分枝杆菌

（简称结核菌）核糖体蛋白L3的第154位氨基酸突变（Cys154Arg）可以

导致结核菌对恶唑烷酮类药物耐药，提出了构建可以高效筛选能克服由

于L3突变而导致耐药的新型恶唑烷酮类药物的药物筛选模型以及其编

码基因 rplC（T460C）基因突变可能作为诊断临床结核菌对该类药物耐

药的分子诊断标记。2016年3月7日，该成果“Oxazolidinone Resistance in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What is the Role of Cys154Arg Mutation in

the Ribosomal Protein L3?”（结核分枝杆菌对恶唑烷酮类药物的抗性：

核糖体蛋白L3的Cys154Arg突变的作用是什么？）在线发表于美国微生

物学会承办的国际的著名学术期刊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结核菌引起的致死性结核病俗称痨病。由于耐药以及和 HIV 并发，

从 1993 年起结核菌明显死灰复燃。根据 WHO 最新报道，2014 年全球

新发结核病约 960 万人，死亡约 150 万人（其中 40 万人死于与 HIV 并

发症）。我国是结核病重灾区，耐药人数居世界首位。耐药结核菌需要

多种药物（至少含有一种注射药物）的治疗 18 到 24 个月且治愈率不到

一半。

近年来第一个上市的恶唑烷酮类药物利奈唑胺在小鼠模型和人体试

验中均表现出良好的治疗耐药菌的活性。然而其作用机理一直不是很清

楚。有研究表明对利奈唑胺耐药的结核菌的基因组有些在 23S RNA 有

突变，有些在 rplC 基因有 T460C 突变及其他突变，但是没有经过分子

遗传学实验验证。我们通过一系列分子遗传学实验证明，过表达有

T460C 突变的 rplC 基因确实可以导致结核菌对恶唑烷酮类药物耐药，

但野生型或者低水平表达带有该突变的基因不会导致耐药。经过仔细分

析研究，我们还发现了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错误，最后提出核糖体蛋白

L3 的 Cys154Arg 突变是结核菌产生对这类药物（包括新型衍生物）耐

药的关键的突变，因此，能够利用这一特性结合我们之前建立的无选择

http://aac.asm.org/content/early/2016/03/02/AAC.00152-16.abstract
http://aac.asm.org/content/early/2016/03/02/AAC.00152-16.abstract
http://aac.asm.org/content/early/2016/03/02/AAC.00152-16.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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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自主发光结核菌建立高效的能克服 L3 突变的导致耐药的新型恶

唑烷酮类药物的药物筛选模型以及其编码基因 rplC（T460C）基因突变

可能作为诊断临床结核菌对该类药物耐药的分子诊断标记。

该研究成果主要由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张天宇课题组国际博

士生（Gaelle Guiewi Makafe）、安徽大学合作培养学生 (曹元元 )、以及

广州市胸科医院隶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员（谭耀驹）等共同

合作完成。此外，该研究也是广州生物院与香港中文大学（Wing Wai

Yew）、美国马里兰大学（庞伟）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Gyanu

Lamichhane）等合作完成的。该研究受到了中科院、国家自然基金委、

广州市科创委和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

二、会议资讯
1、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

2 月 27 日上午，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协办，中华医学会、中华医

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在长沙召开。此次

会议以弘扬“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捆绑式发展”为主题，吸引了全国呼

吸病学、危重症医学及相关领域 1500 余位专家出席，围绕呼吸病危重

病医学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交流。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医院院

长王辰，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

长陈荣昌教授，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副会长杜斌，广州呼吸

疾病研究所黎毅敏教授、郑劲平教授等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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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

论坛主席、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日医院院长王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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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执行主席、湖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湘雅医院呼
吸内科主任胡成平致辞

论坛现场座无虚席

一年一度的全国呼吸危重症论坛是王辰院士为首的呼吸领域联合

危重症领域专家共同发起的全国性学术盛会。据介绍，呼吸系统疾病具

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经济负担的特点，其中有些感染性疾病还具

有高传染性的特点，已成为全球性的医疗保健与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卫

生统计资料显示，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和疾病负荷在我国农村和城市

均居第一位。随着我国人口日趋老龄化，大量吸烟人群的存在及国家工

业化进程中空气污染的加重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呼吸系统疾病

将是严重危害我国民众身体健康的重大疾病，国家所面临的防治任务也

将会异常艰巨。



8

自 2011 年始，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在王辰主任委员的带领下，

提出了系列学科发展战略，包括：“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实行捆绑式

发展战略”、“呼吸学科应当在多学科交融的呼吸疾病防治中发挥主导

作用”、“在我国建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PCCM）专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制度”、“加强临床医学研究的体系与能力建设”、“携手基层医生，

推动呼吸疾病防治”。以上战略极大地引导和推动了呼吸学科的建设和

发展。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在呼吸危重症的综合诊治领域有着自己的特色

和雄厚实力。据介绍，湘雅医院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急诊医学科均

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近年来，湘雅医院积极推进亚专科建设

和多学科协作战略，一方面注重加强呼吸内科在危急重症的亚专业细

分，一方面积极推进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急诊医学科的‘联合作战’，

学科之间互联互通，共同提高，进一步提升了呼吸危重症的综合救治水

平，整体水平位居全国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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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教培训

1.（广医一院）“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河南省濮阳站

在这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季节，“像量血压一样检查肺功能”为

主题的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活动河南省第三期，于 2016 年 04

月 24 日在河南省濮阳市隆重举行。此次会议邀请到了逯勇、陈卓昌、

徐金义、赵桂华、于发明等多名肺功能知名专家作为培训导师。来自河

南省各地市近 40 家医院约 150 余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参加培训的

单位为：河南省人民院、郑州大学一附院、二附院、三附院、郑州市心

医院、郑州市人民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郑州市六

院、河南省中医学院一附院、三附院、新乡医学院一附院、河南科技大

学一附院、濮阳油田总医院、焦作市人民医院、焦作煤业集团中央医院、

郑煤集团总医院、省直三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九中心医院、洛阳

市第二中医院、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鹤煤总医院、鹤壁市人民医院、

内黄县人民医院、延津县人民医院、周口市中心医院、濮阳县人民医院、

信阳市中心医院等。

培训课后，65 名医师参加规范化培训医师考核、45 名护师 /技师参

加了技师组笔试及操作考核。培训考核的主要内容为：肺功能检查概述

及对科室建设意义、肺通气功能检查的方法及质量控制、肺通气功能检

查的报告解读、支气管舒张试验检查、肺功能检查在哮喘、慢阻肺等常

见病中的应用、相关病例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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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由中国肺功能联盟、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

主办，河南省人民医院承办。2016 年 04 月 24 日上午 7 点半，由河南省

人民医院心肺功能科赵桂华主任讲解《肺功能摸底调查问卷》在网上无

纸化答题的注意事项。学员们认真的拿出自己的手机通过扫描大屏幕的

二维码，进入预设网站进行答题。志愿者、网络中心人员也积极帮助偏

远地区的学员们解决网络连接等问题，使每位学员都在规定时间内顺利

完成了肺功能摸底调查。

学员在进行肺功能摸底调查

本次活动得到了濮阳市油田总医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上午 8

点濮阳市油田总医院姜东亮院长亲临现场并致开幕词。姜院长首先代表

全院 1000 余名职工对来濮阳讲学的各位专家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

烈欢迎！并对肺功能规范化培训万里行活动及“像量血压一样量肺功能”

倡议作了重要发言。随后由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肺功能科主任、中国心电

学会委员、中国动态心电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电

学技术培训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徐金义教授致词，徐主任指出：肺功能

与影像、心电图等其他检查比较相对弱势，但在临床慢性呼吸疾病的诊

断和疗效评价方面是其他检查方法不能替代的，在术前风险评估、保障

医疗安全方面起到保驾护航作用。希望通过肺功能临床应用推广和规范

化培训能提高专业水平、促进学科发展。并预祝培训活动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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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邀请到了国内知名呼吸内科专家逯勇、陈卓昌、赵桂华、

于发明等为大家授经论道。各位专家形象生动、图文并茂、妙语连珠地

讲述了肺功能检查概述及对科室建设的意义、肺功能检查前的相关准

备，检查中的质控要点，以及检查后的报告解读、注意事项、支气管舒

张试验、及在哮喘、COPD 等临床常见疾病中的应用，且进行了临床实

例分析解读。广大学员反响强烈，受益匪浅。

逯勇教授、陈卓昌教授

赵桂华教授、于发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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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学员有足够的时间演练、实践，主办方安排于 04 月 24 日下

午理论课后由康尔福盛公司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给大家详细讲解肺量计

检查前的仪器准备、操作过程、动作要领等，并让学员进行操作练习、

熟悉考试流程等。

工程师详细讲解肺功能检查工作要领

课后考核分医师组和护士技师组两个考场，同时按部就班地进行，

医师组理论考试统一时间为 30 分钟。护士技师操作考核，分成四个组

别，每组一位监考老师、一个志愿者，一个学员、一个指导工程师。巡

考 3 人。考核由赵桂华、王文涛、邱鹏晓、邱妍妍、张娜、李秋楠等老

师监考，考核全程严格按照全国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考核准则进行。

基于过去两期培训及本次专家的耐心解读，大部分学员虽不是肺功能室

医师，但也掌握了肺量计检查及支气管舒张试验的质量控制及结果分析

的主要知识点，取得了较好的考试成绩 43.1 分；共 65 名医师参加考试，

平均成绩为 48.1 分。但个别学员由于从未有肺功能操作经历，虽然经

过培训，理论知识考核尚可，但操作考核成绩不理想。这表明操作技能

非一蹴可就，需不断练习、积累。

此次会议在前两期肺功能规范化培训的基础上，遵循统一的考核评

分标准，再次对中原地区核心单位呼吸科及肺功能人员的进行培训和考

核，推动了河南省构建肺功能规范化培训的三级医院网络的步伐。但传

授肺功能的理论知识、普及肺功能检查技术的重要性，推动肺功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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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河南省基层医院的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发展并不是一

日之事。

“像量血压一样检查肺功能”活动意义重大。本次肺功能检查规范化

培训万里行濮阳站站的活动收到了学员们的广泛好评，是 2016 年的新

开端，通过这次专家组的培训和考核，不仅加强了学员们对肺功能检查

更深层次的认识，规范了操作流程，完善了细节上的注意事项，而且提

高了临床医师的诊断水平。持续帮助基层学员单位建立肺功能规范化检

查和质量的控制体系，对推动基层医院规范化开展肺功能检查具有巨大

的助力作用。

2.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济南站第二轮

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国家呼吸疾病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肺功能联盟、世界健康

基金会、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科共同承办的“全国肺功能检查规范化

培训万里行 -济南站”第二期培训班于 2016 年 4 月 22-23 日在山东省济

南市成功举办。此次培训班邀请了郑劲平教授、朱蕾教授、高怡教授等

国内临床肺功能顶尖专家，以及肖伟教授、董亮教授、曲仪庆教授、薛

玉文教授、郑春燕教授等山东省内呼吸病学和临床肺功能专家进行肺功

能专业专题讲座和操作指导。本次培训班共有 200 余名学员参与，来自

山东省各地区的 60 多家医院。培训结束后，28 名医师参加了呼吸医师

肺功能（肺量计检查）专项培训的笔试考核，32 名技师或医师参加了肺

功能规培考核的笔试和操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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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前调查为无纸化考核，考生实现了在线答题并提交。培训

开始前，由广州呼吸病研究所高怡教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科肺功

能室刘春红主管技师讲解《肺功能摸底调查问卷》的网络答题注意事项。

考生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医师或技师摸底考

试调查问卷的二维码进行答题。

摸底调查结束后，首先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委、山东省医

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科主任肖伟教授发

表了开场致辞。她对远道而来的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不辞辛

苦亲临现场指导和帮助山东省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工作的各位专家

表达诚挚的谢意，并对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提出了要求和期许。

肖伟教授发表开场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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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专业组副组长、中国肺功能联盟总

负责人、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郑劲平教授悉心讲述《肺功能检查概

述及对科室建设意义》，从呼吸科科室建设的战略高度阐述了肺功能检

查的重要性，强调呼吸科的发展要重视肺功能，呼吸科医师应该会做、

会看、理解肺功能，技师应该规范化操作肺功能检查。

郑劲平教授在悉心授课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专业组副组长、全国呼吸病学名词

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呼吸科主任朱蕾教授从呼吸生

理基础的角度剖析了《肺功能在慢阻肺的应用》。朱蕾教授指出，只有

充分理解呼吸生理，才能规范做好肺功能检查操作及正确解读报告。朱

教授寓教于乐，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图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翔实的

第一手肺功能临床研究结果为大家讲解了呼吸生理与临床肺功能在慢

阻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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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蕾教授在认真授课

其后由高怡教授讲解了《肺通气功能检查的报告解读》、董亮教授、

曲仪庆教授和薛玉文教授分别讲授了《肺功能检查在哮喘中的应用》、

《肺功能检查在慢阻肺中的应用》、《支气管舒张试验检查方法及结果

分析》，王得翔博士讲解了《肺功能检查的病例分析》，最后由刘春红

主管技师讲解《肺通气功能检查方法及质控》、工程师张扬扬讲解并演

示《肺功能操作培训》，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专业组成员、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科郑春燕教授，参与监督、指导肺功能检查规范

化培训操作练习和考核。

高怡教授 董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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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仪庆教授 薛玉文教授

郑春燕教授 王得翔博士

刘春红主管技师 工程师张扬

各位授课专家在现场认真授课，激情演讲，并在讲课后耐心回答学

员们的现场提问。学员们专心致志地听课、记笔记、提问题。培训班偌

大的会场座无虚席，学习气氛尤为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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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专心致志地听课

学员们踊跃提问

由于时间及其有限，学员练习肺功能操作的时间仅能安排在晚上 7

点之后。虽是牺牲学员们自身的休息时间进行操作练习，但却丝毫不减

学员们求知热情。听完理论讲座后，很多学员匆匆简单吃过几口晚饭就

赶赴操作练习会场开始练习。即使到了晚上 10 点多，操作演练的学员

们仍忘我练习，不辞劳苦。操作练习现场气氛和谐融洽，不时有人咨询

工程师相关问题、机器操作注意事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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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操作练习现场

培训结束后，考核开始。首先所有参加考核的人员完成理论考核内

容。医师和技师分别用手机扫描大屏幕上各自考核内容的二维码，在线

答题后现场在线提交考卷。理论考核后，医师继续留在会场完成肺功能

检查报告判读考核，技师到操作考核现场准备肺功能检查操作技能和肺

功能检查报告判读考核。操作技能考核部分分为 3 组，学员互为志愿者

或由专门志愿者配合，有序完成肺功能检查操作技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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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操作技能考核

整个考核过程严格按照全国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要求，并由摄像

师全程录像。考场秩序井然，大家严肃对待、认真答题、理性分析，体

现了严谨的考风和对考核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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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肺功能检查报告判读考核

学员们学习肺功能理论知识和规范化操作的热情高涨，来参加本次

培训班的学员数量亦大大超出预期报名人数。通过这次学习，学员们收

获颇丰，在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认真努力寻求改进途径。而本期没有

参加考核的学员则踊跃报名，表示希望能参加下一期培训班的考核。

本期培训班是“全国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 -济南站”的第

二期培训，继上一期热火朝天的学习场面后，学员们对肺功能检查的高

度学习热情再次刷新了记录。培训现场秩序井然，考核过程顺利流畅，

这离不开我们强大的呼吸科研究生志愿者团队的完美配合。

呼吸科研究生志愿者团队

考核合格发放证书只是一个规范肺功能检查的手段，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让广大呼吸科临床医生及肺功能技师做到规范操作肺功能，正确

解读肺功能，让山东省的肺功能检查规范化更上一个台阶。在以后的工

作中，我们会继续努力宣传普及肺功能检查，尤其在基层地区医院，争

取早日实现“像量血压一样量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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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科肺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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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贵阳站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省肺功能检测技术， 2016 年 4 月 23 日 -24 日，

在我院张湘燕书记和我科叶贤伟主任的大力支持以及科室全体医务人

员的积极配合下，由国家呼吸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呼吸

分会肺功能学组、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肺功能联盟主

办、我科承办的全国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贵阳站）活动在在

贵州省人民医院如期举行。

肺功能检查是评估患者呼吸状况的必要检查，国外一些先进国家和

地区已将肺功能检查作为和量血压、心电图、胸部 X 线等同样普及的检

查项目，对常用的肺功能检查方法也制定有规范化技术指导。尽管我国

肺功能检查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已有 70 多年历史，但调查显示我国肺功

能的开展极不平衡，肺功能检查普及率不足，很多患者因未能及时进行

肺功能检查而被误诊和漏诊，错失早期诊断和治疗的良机。故此，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学组向全体医务工作者提出了“像量血压一

样检查肺功能”的庄严倡议，并希望通过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

能学组的努力，将肺功能检查列为我国 40 岁以上人群的常规体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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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规范我省肺功能检测技术， 2016 年 4 月 23 日 -24 日，

在我院张湘燕书记和我科叶贤伟主任的大力支持以及科室全体医务人

员的积极配合下，由国家呼吸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呼吸

分会肺功能学组、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肺功能联盟主

办、我科承办的全国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贵阳站）活动在我

院如期举行。本次培训的授课专家由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肺功能学组副

组长、全国肺功能联盟主席郑劲平教授领衔，专家团成员有：学组秘书，

广州呼研所高怡副教授、华西医院梁斌苗教授、重庆医科大学姚伟教授、

遵义医学院欧阳瑶教授、我科张程教授以及钱佳北技师。来自全省各地

州市、县的近 300 名临床医师、技师参加了培训。

郑劲平教授专心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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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各位专家从肺功能检查的适应症、禁忌症、规范操作、

质控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讲授，给大家奉献了一顿精彩的知识大餐，使

参会人员均深受启发；尤其是郑劲平教授通过生动、实用的肺功能检测

实例，向大家解释了肺功能检测及其良好质控的重要意义，给我省临床

医师和肺功能技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怡教授、梁斌苗教授

课后高怡副教授及梁斌苗教授针对学员的提问进行了耐心的解答，

消除了大家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惑；随后来自耶格及欧姆龙公司

的工程师又向学员们现场演示了规范的肺功能操作过程，使大家的检测

技术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整个培训现场气氛热烈、井然有序，学员们踊

跃参与、不耻下问，凸显了我省医务人员对肺功能技能培训的渴求和积

极参与意识。

欧阳瑶教授、姚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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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之后，来自全省各地的 40 名医师和 40 名技师现场接受了理论

基础或肺功能操作考核。

本次肺功能检查规范化培训万里行活动落地我省，成效显著，意义

深远：在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肺功能学组的大力支持下，我科将逐步在

全省建立起科学的肺功能检查培训与考核认证体系，以及肺功能规范化

检查与质量控制体系；相信通过这些体系的建立和随后一系列工作的开

展，我省的肺功能检测技术以及慢性气道疾病的诊治水平将会得到进一

步的提升，为老百姓的气道健康提供有力的保障。

供稿：贵州省人民医院 呼吸科



27

四、学术讲座
（广医一院）囊性纤维化呼吸道上皮细胞免疫防御机制的研究学术讲座

4 月 13 日下午，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邀请来自美国爱荷华大

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唐潇潇博士进行题为“囊性纤维化呼吸道

上皮细胞免疫防御机制的研究”的学术讲座。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钟南山院士、常务副主任陈凌教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郑

劲平教授，以及来自院内外的多名科研人员参加本次学术讲座。本次讲

座由陈凌教授主持。

在讲座中，唐潇潇博士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囊性纤维化的最前沿机制

学研究进展。她从囊性纤维化早期气道清除细菌能力下降的问题入手，

逐一分析了若干种可能的原发性因素，包括黏蛋白含量、细菌负荷、非

挥发性物质表达量、气道表层粘液厚度、抗菌肽表达量、气道表层粘液

PH 值的改变，通过系列实验证明了气道表层粘液 PH 值是最关键的靶

点。气道表层粘液 PH 值的下降可以导致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学改变，包

括粘液的粘稠度增加、细菌清除能力下降（存活细菌的比例增加）等。

更为关键的是，粘液中碳酸氢根浓度下降、粘液糖基化程度的变化、PH

值改变后导致黏蛋白二硫键数量的改变、非挥发性物质表达量、黏蛋白

硫酸化程度的改变均不能有效地解释气道粘液的粘稠度增加。这些发现

均强调了在临床上通过改变气道粘液的 PH 值（如采用高渗盐水、肝素

雾化吸入）均能够降低气道粘液的粘稠度，从而改变粘液的静电带电量。

唐潇潇博士的系列研究具有重要的新颖性（首次采用了镀金膜片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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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吸附细菌从而更准确地判断细菌的灭活度、使用改良方法采集气道上

皮的微量粘液、使用高效质谱仪测定粘液的糖基化程度等）以及临床价

值（从分子学的角度论证了改变气道粘液 PH 值的潜在临床治疗意义）。

此外，使用刚出生的 CFTR-/-小猪模型，唐潇潇博士首次论证了气道粘

液 PH 值改变是囊性纤维化发病的原发性病理生理学基础，对今后研发

新药物以干预呼吸道疾病（包括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

均提供了新思路。唐潇潇博士的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等杂志上。

本次讲座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会议上钟南山院士提出了两点希

望：1）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把前期的动物模型发现与临床实践中遇到

的科学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构建基础实验与临床研究的良好转化研究平

台；2）今后需要更好地把干预气道粘液 PH 值与使用含硫氢基化合物（化

痰药）治疗慢性气道疾病有机联系，利益研究的最新发现造福临床患者。

参会人员均表示收获颇丰，能了解到囊性纤维化的最前沿机制学研究进

展。本次学术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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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报道

1.冉丕鑫教授研究团队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亲切接见获奖代表并颁奖。

我校冉丕鑫教授作为获奖项目主持人参加了颁奖大会。

冉丕鑫教授主持完成的项目《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与综合防治》荣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研究团队成员包括冉丕鑫、周玉民、

王健、钟南山、郑劲平、陈荣昌、罗远明、卢文菊、康健、巨春蓉。这

是继 2005 年钟南山院士主持的《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防治

研究》夺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我校又一项目获此殊荣。此项目也

是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广州市唯一获奖项目。

首个多中心大样本慢阻肺调查发现 40岁以上患病率达 8.2%

该研究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人群调查，首次准确揭示了我国慢阻

肺的流行病学状况。研究选取广东、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

重庆等地，随机调查了 25000 多名 40 岁以上的人，结果显示，我国 40

岁以上人群慢阻肺的患病率为 8.2％。相关流行病学状况为我国制定慢

阻肺防控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国家卫生部 2012 年正式将慢阻肺纳入

我国重点防控慢性疾病，并根据该研究结果，制定了将 40 岁以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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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患病率控制在 8％以下的目标。

首次揭示生物燃料是慢阻肺发病的重要元凶

该研究采用现场流行病学方法和人群干预实验，首次阐明生物燃料

是我国慢阻肺的重要发病因素 ,阐述生物燃料导致慢阻肺的机制，为慢

阻肺药物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生物燃料的使用非常普遍，全世界近 30

亿人生活在以此为能源的环境中，远远高于暴露于烟草烟雾的 10.1 亿

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中，更有 90％的人使用生物燃料。而中国

农村地区就有高达 83.1％的人暴露在生物燃料的危害中。

相关成果论文《厨房烹饪（生物）燃料和通风状况改善对肺功能

fev1 和慢阻肺发病率的影响：为期 9 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被评为国际

环境流行病学会 2014 年度“环境流行病学最佳论文”（每年度仅 1 篇）。

此论文奖项自 2008 年设立以来，我国学者首次获此殊荣。

首次发现老药新用途，可节约 85%的治疗费

在治疗上，该研究发现含巯基抗氧化药物治疗慢阻肺的作用，证实

了茶碱等药物治疗慢阻肺的效果，为中国慢阻肺患者提供了有效、安全、

经济、实用的治疗方法。含巯基抗氧化药物羧甲司坦，对预防慢阻肺的

急性发作有重要作用，发作率减少 24.5%，且无明显副作用。近期，该

研究团队发现，大剂量 n-乙酰半胱氨酸可以减少慢阻肺急性加重。目前，

上述药物治疗慢阻肺的研究成果，已写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慢阻肺全球防

治创议。

值得一提的是，羧甲司坦治疗慢阻肺每年的费用仅为国际常规标准

治疗的 15％，以该药物治疗，每人每年约能节约 3670 元。若减少一次

急性发作住院，则可节约 11000 多元。

该研究还首次发现茶碱能减少急性加重的次数，延缓首次急性加重的时

间。其价格便宜、服用方便，每粒只需几毛钱。

次研制符合国情的慢阻肺社区综合防治模式

该研究创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慢阻肺早期筛查方法；通过前瞻性人

群研究，构建了慢阻肺综合防治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慢阻肺综合防治提

供重要参考。由于慢阻肺早期症状不明显，因此仅有不到 25％的患者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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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就诊。且基层医院肺功能检查普及率低，仅有 6.5％的患者进行过

肺功能检查。中国目前只有 35.1％的患者曾被诊断为慢阻肺，造成其诊

断率和治疗率都远远低于实际患病率。

研究发现，呼气峰流速和慢阻肺简易筛查问卷在慢阻肺初筛中具有

重要意义，操作简单、费用较低。该项目还研发了一套适宜社区和基层

医院应用的病情初步判别方法。两种方法相结合，可在广大基层进行初

步筛查。

该系列研究共发表论文 221 篇，其中 sci 收录 70 篇，获发明专利 3

项，其他知识产权 7 项，获得部 /省级成果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 项。

有关研究结果被国际顶级医学杂志 nature、 lancet、 jama 等正面引用。

研究结果为我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慢阻肺防治规划提供

科学依据，成为我国制定慢阻肺诊治指南的重要参考依据，并被世界卫

生组织（who）制定全球慢阻肺防治指南（gold）和美国胸科学会制定

慢阻肺相关的公共政策文件所引用。

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慢阻肺的综合防治、提高防治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该课题组继续在探索构建慢阻肺的分级管理和双向转诊体系，进一

步提高慢阻肺综合防治水平。

据悉，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予 295 个项目和 7 名外籍科

技专家。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42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1 项。国

家技术发明奖 66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65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87 项：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17 项（含创新团队 3 项），二等奖 167

项。

2.青年医生培养是学科发展源动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内科青年医生参加

2016世界胸科大会年会交流

2016 年 4 月 14 日至 17 日，2016 年世界胸科大会（2016 CHEST

World Congress）在中国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由美国胸科医师协会

（CHEST）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联手打造的这场顶级的临床盛

会，此次大会上，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来担任演讲嘉宾，并展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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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研究成果和指南推荐，本次大会为我们提供了最前沿、富有创新性

和多样性的学习机会。

呼吸内科青年医师贺若曦、呼吸治疗师陆蓉莉、卢敬梅护士长及研

究生张艳受邀参加此次大会，贺若曦医师及张艳研究生在会议上就

《Tranchobronchial mucormycosis》《A case report of leptospirosis with

extensive alveolar hemorrhage》 《Effect of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on prothrombotic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meta analysis》进行了精彩的大会发言，得到与会专家及同

行的热烈讨论、赞许及肯定，充分展示了湘雅人的学术及临床实力，体

现了湘雅人的风采。

这场最顶级的临床盛会为胸科医师、危重症医师、睡眠医学专家、

及其他领域的医师们集中展示了最先进的现场模拟操作演示课程，这次

CHEST 会议在中国举办，无疑是对中国临床医师提供了一次难得的锻

炼与学习交流的机会，贺若曦等人还积极参加了支气管镜、B 超、肺功

能等现场模拟课程的学习，并表示获益匪浅。

此次会议还旨在进一步推动中美呼吸与危重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项目（PCCM），PCCM 项目由中华医学分会与美国胸科医师协会联

合组织的一项规范化培训项目，旨在借鉴美国模式，为中国培养高水平

的呼吸与危重症专科医师，湘雅医院作为全国首批的 8家试点单位之一，

此次参会人员与中美专家一起讨论了 PCCM 项目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如

何更加有效的推进该项目，并积极参加由全国最优秀的住院医师组成的

团队进行 PCCM 项目组织的 CHEST CHANLENGE CHINA 擂台挑战赛

并有不俗的表现。

湘雅医院呼吸科在胡成平主任的带领下，立足百年湘雅的长远规划

和发展道路，不断加强学科建设、积极推进人才队伍的培养，培养了一

批敢想敢做的青年人才，并积极鼓励年轻医师走出去，走上国际学术交

流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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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美专家 PCCM 讨论会后合影 图 2 贺若曦医师与主持人及发言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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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告专栏

《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广医一院 )通讯》（以下简称

《通讯》）刊物旨在增进各核心单位成员间的了解交流、促进相互合

作而创办。主要栏目包括各单位研究进展、会议资讯、继教培训、综

合报道、公告专栏等五大板块，是一个信息交换、传递的重要窗口。

电子《通讯》按季度发布，请各成员单位于下个季度首月 15 日前（示

例：1-3 月的宣传材料请于 4 月 15 日前）将季度搜集的关于贵院呼吸

科的宣传材料发送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张冬莹邮箱（mandy13480271412@foxmail.com） ,衷心感

谢各成员单位的配合，期盼众志成城创办的每一期刊物都能成为促进

中心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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