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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防治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支撑

我国重大疾病的现状：

恶性肿瘤：年新发病为260万，年死亡为160万恶性肿瘤：年新发病为260万，年死亡为160万

心脑血管疾病：年死亡近300万,我国有高血压患者2.3亿重大疾病是造成我国
糖尿病：患者有6000-9000万

慢性肾病：1-1.2亿

我

人力资源丧失和经济损失

老年病：痴呆500万，年发30万，帕金森>200万

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 35万

主要原因

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35万

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9000万

突发性感染性、传染性疾病：SARS、禽流感等



我国人口健康面临的挑战我国人 健康面临的挑战

1.环境破坏因素持续存在，生存环境恶化尚未遏制

2 人口快速老龄化 社会经济负担加重2.人口快速老龄化，社会经济负担加重

3.农村人口快速城镇化，现代病发病率大幅增加

4.重大疾病发病低龄化，发病率居高不下

5.传统传染病仍在流行，新发传染病频发传统传染病仍 流行 新 传染病频

6.国家人口健康与疾病数据不全，影响政府科学决策

7 疾病诊治技术应用尚不规范 标准化程度不高7.疾病诊治技术应用尚不规范，标准化程度不高

8.食品、药械安全保障不足，监管技术手段亟待改进



“健康美国人2010”“健康美国人2010”
关注的焦点



1 恶性肿瘤1.   恶性肿瘤
2.   心脑血管病
3.   糖尿病
4.   艾滋病
5.   结核病
6 乙肝

我国医疗卫生

6.   乙肝
7.   血吸虫病
8.   妇幼卫生
9.   吸烟
10. 营养与肥胖

酗酒我国医疗卫生
关注的重点

11. 酗酒
12. 食品安全
13. 环境卫生
14 .职业安全与卫生
15. 性传染性疾病关注的重点
16. 意外伤害与自杀
17. 健康宣传
18. 疟疾
19. 精神疾患
20. 慢性阻塞性肺炎20.  慢性阻塞性肺炎
21. 非典型性肺炎
22. 人间流感
23. 禽流感
24.  药物安全
25 残疾康复25. 残疾康复
26. 生物安全
27. 公共卫生设施
28. 地方病
29. 清洁饮水



卫生事业卫生事业

医学科学研究

疾病的预防、
预警及监控

临床治疗
预警及监控

临床治疗

能否建立有效的疾病防控机制和提高公众的医疗服务 能否能否建立有效的疾病防控机制和提高公众的医疗服务，能否

建立有效高能的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体系，能否解决目前

公众“看病贵 看病难”等重大医疗服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公众“看病贵、看病难”等重大医疗服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医学科学研究和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



医学科学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医学科学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

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肿瘤 心血管疾病 遗传和代谢性疾病为代表的多因以肿瘤、心血管疾病、遗传和代谢性疾病为代表的多因

素致病危险性急剧增加

单因素致病的传统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疾病诊断治疗单因素致病的传统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疾病诊断治疗、

预后判断、危险因素评估和预防的需要

随着医学科学研究复杂性的增加，推动基础医学研究新知

识和新技术向临床医学的渗透和在临床应用需要新的思路

和途径。



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到人类疾病网络



现代医学发展模式现代医学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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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新的科学观念转化医学——新的科学观念

在症状出现前更有效持久地保持正常健康状态
保持健康保持健康

在症状出现前更有效持久地保持正常健康状态

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基本清晰亚临床、细胞或基
因水平致病原因,可预测个体治疗效果

有效,有序地投入产出,趋向于个体化预防与治疗
的综合方案的综合方案



转化型研究：基础研究与临床需求的紧密整合转化型研究：基础研究与临床需求的紧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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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发展依赖于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的

有效结合



转化医学的目的、途径和模式

目的

转化医学的目的 途径 模式

• 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和医学技术研发、临床及公
共卫生之间固有的屏障。致力于弥补基础实验研
发与临床和公共卫生应用之间的鸿沟发与临床和公共卫生应用之间的鸿沟。

途径

• 把基础研究获得的知识和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和
公共卫生方面的防治新方法。

模
临床

医学• 从试验台到病床的一种连续、双向、开放的研究
过程

模式

过程。

基础
医学



生物学问题生物学问题——临床问题临床问题

提出假说提出假说

临床试验临床试验
实验室研究实验室研究

需求驱动型研究需求驱动型研究
应用性成果应用性成果

（临床应用）（临床应用）

临床试验临床试验

技术转化技术转化学术凝练学术凝练

学术性成果学术性成果
（科学论文）（科学论文）

商业性成果商业性成果
（生物产品）（生物产品）（科学论文）（科学论文） （ ）（ ）



转化医学研究过程转化医学研究过程

Sung, NS, et  al, JAMA March 12, 2003 Vol 289, No. 10



转化医学——多学科的系统转化医学 多学科的系统

涉及： 涉及： 涉及：

• 分子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病理生理、药

• 信息、计算、
物理、化学、
模型、网络、

• 立体的，涉及
微观和宏观、
人文科学与自

理学等领域 纳米等学科 然科学交叉的
系统



转化医学形成有机衔接转化医学形成有机衔接转化医学形成有机衔接转化医学形成有机衔接

理解发病机制理解发病机制
生物标记物生物标记物

新兴技术新兴技术
工程学工程学

易感性易感性
信号途径信号途径 临床确诊临床确诊

临床症状临床症状工程学工程学
数据库数据库
研究资源研究资源

临床症状临床症状
生物标记物监测生物标记物监测

药物开发药物开发
先导物设计先导物设计

应用和干预应用和干预
临床前评估干预临床前评估干预 先导物设计先导物设计

药物结构优化药物结构优化
动物实验动物实验

临床前评估干预临床前评估干预
公共政策公共政策
诊疗方案诊疗方案



肿瘤－人类生命健康的巨大危害肿 类 命健康 大危害

目前，全球每年新发肿瘤病例1100万人，死亡

720万，全球患肿瘤病例2500万人。

我国目前每年肿瘤新发病例约260万，近160
万人死于肿瘤。



癌症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第一杀手





药物药物
治疗治疗

物理治疗物理治疗

手术治疗手术治疗

治疗治疗

临床症状临床症状

组织器官改变组织器官改变

微环境改变微环境改变

组织器官改变组织器官改变

标志物
分子靶点

细胞分子改变细胞分子改变

分子靶点

基因组改变、基因组改变、遗传变异遗传变异
诊断：中晚期诊断：中晚期

治疗：被动、盲目性治疗：被动、盲目性



重大疾病研究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重大疾病研究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

阐释发生发展机制

标志物和早期诊断

回答疾病发生的本质问题

提供疾病治疗的有效时机标志物和早期诊断

靶向治疗药物

提供疾病治疗的有效时机

特异性地有效治疗疾病靶向治疗药物

分子分型分子分期

特异性地有效治疗疾病

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

综合型防控措施

分子分型分子分期

分子流行病、预防干预

降低疾病发病率和 亡率降低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1、从 本质阐释疾病（癌症）的发病机理

细胞转化 癌变
遗传异常改变 细胞生命活动改变

细胞转化、癌变
恶性表型形成

APC
P53

细胞周期异常

细胞凋亡异常RB
BRCA1
R

细胞凋亡异常

DNA修复异常
恶性肿瘤

Ras
Myc 基因转录异常



为疾病早期诊断提供 直接的分子标志2、为疾病早期诊断提供 直接的分子标志

基因表达谱改变基因表达谱改变
突变谱
SNP
甲基化

芯片技术等

遗传异常改变
甲基化

蛋白表达蛋白表达
蛋白酶的活性
（血、尿、唾液）

蛋白指纹谱（质谱等）

基因和蛋白的改变要远远早于临床病理的改变！基因和蛋白的改变要远远早于临床病理的改变！



3 为易感人群大规模的干预和预防提供依据3、为易感人群大规模的干预和预防提供依据

人
类 环

境
类
基
因

境
因
素组 素

环境因素造成的遗传改变（基因突变等）

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的相互作用（SNP)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的相互作用（SNP)



4 为临床疾病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肿瘤）提供4、为临床疾病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肿瘤）提供

分子基础

避免治疗不足

防止治疗过度

乳腺癌

P53突变 Wnt突变BRCA1突变 Ras突变 EGFR突变



Cyclin D1 as a Specific Target for Breast CancerCyclin D1 as a Specific Target for Breast Cancer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PREDICTS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PREDICTS
CLINICAL OUTCOME OF B C (Nature 2002)CLINICAL OUTCOME OF B C (Nature 2002)CLINICAL OUTCOME OF B.C. (Nature 2002)CLINICAL OUTCOME OF B.C. (Natur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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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选择特异性药靶、选择有效的治疗病人，

优化治疗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Gleevec：Ab1, PDGFR 和c-Kit激酶的抑制剂，治疗慢性髓

细胞样白血病（CML)和胃肠基质细胞瘤。

Herceptin：Her2/ErbB2的抑制剂，治疗乳腺肿瘤Herceptin：Her2/ErbB2的抑制剂，治疗乳腺肿瘤

（HER2/neu）。

Iressa：EGFR突变体的抑制剂，治疗肺腺癌。Iressa：EGFR突变体的抑制剂，治疗肺腺癌。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
IRESSA（吉非替尼）作IRESSA（吉非替尼）作
用原理

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IRESSA分子结构



Comparison of PFS by mutation status 
i hiwithin treatment arms

Gefitinib EGFR M+ (n=132)

Gefitinib HR=0 190 8

1.0Probability
of PFS

( )
Gefitinib EGFR M- (n=91)
Carboplatin / paclitaxel EGFR M+ (n=129)
Carboplatin / paclitaxel EGFR M- (n=85)

Gefitinib, HR=0.19, 
95% CI 0.13, 0.26, p<0.0001
No. events M+ = 97 (73.5%)
No. events M- = 88 (96.7%)0.6

0.8

Carboplatin / paclitaxel, HR=0.78, 
95% CI 0.57, 1.06, p=0.1103
No. events M+ = 111 (86.0%)
No. events M- = 70 (82.4%)

0.4

0.2

0 4 8 12 16 20 24
Time from randomisation (months)

0.0

Hazard ratio <1 implies a lower risk of progression in the M+ group than in the M- group
M+, mutation positive;  M-, mutation negative



肿瘤细胞网络功能上的储备或代偿能力, 

增强肿瘤细胞获得耐药性,适应复杂的内外环增强肿瘤细胞获得耐药性,适应复杂的内外环

境改变境改变

单靶点的靶向药物将面临耐药的挑战

EGFR突变的肿瘤细胞，可以通过扩增MET

基因而代偿性的重新活化由于使用吉非替尼而基因而代偿性的重新活化由于使用吉非替尼而

被阻断的PI3K/AKT通路，从而产生耐药

長期服用伊马替尼面临耐药性



乳腺癌治疗中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乳腺癌治疗中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1、临床及病理分期相同的乳腺癌接受相同方案治疗

后，疗效不同。

2、遵循循证医学的指导对乳腺癌患者实施规范化治

疗 但是疗效差异显著疗，但是疗效差异显著。

3 乳腺癌患者接受新辅助化疗后临床及病理缓解状3、乳腺癌患者接受新辅助化疗后临床及病理缓解状

况（cPR、cCR、pPR、pCR）有差异。况 p p 有 异



差异表达基因

治疗敏感治疗敏感 治疗不敏感治疗不敏感

• 用SAM软件挑选在治疗

敏感和不敏感组的差异敏感和不敏感组的差异
表达基因，得到285个
差异表达基因差异表达基因

• 将这285个基因表达数
据进行Cluster展示



近年来批准上市的小分子靶向近年来批准上市的小分子靶向近年来批准上市的小分子靶向近年来批准上市的小分子靶向
抗肿瘤药物抗肿瘤药物

•• Imatinib:Imatinib: BCRBCR--ABLABLImatinib: Imatinib: BCRBCR ABLABL
Dasatinib, NilotinibDasatinib, Nilotinib

•• Gefitinib, Erotinib: Gefitinib, Erotinib: EGFREGFR
•• Lapatinib:Lapatinib: HER2HER2•• Lapatinib: Lapatinib: HER2HER2
•• Sorafenib, Sunitinib: Sorafenib, Sunitinib: VEGFRVEGFR
•• Everolimus, Temsirolimus: Everolimus, Temsirolimus: mTORmTOR



Cancer Drug Development: 1945-PresentCancer Drug Development: 1945 Present

Ibritumomab/Tositumomab/Bortezomib

85
gs

65 Rituximab
Trastuzumab
Gemtuzumab

Ibritumomab/Tositumomab/Bortezomib
75

Topotecan

Paclitaxel45ro
ve

d 
D

ru
g

55

Doxorubicin
Etoposide Ifosfamide

Paclitaxel

Carboplatin

al
 N

o.
 A

pp
r

35

25 Ci l ti
Vincristine

15 Cyclophosphamide

To
ta 25 Cisplatin

Fluorouracil

Nitrogen mustard

5

0

Years



1. Apoptosis targets (Bcl-2, IAP, DRs, Caspases)
2 A t h t t (At 4 ULK)2. Autophagy targets (Atg4, ULK)
3. Chaperones (Hsp 70 family)
4 C ll th & i l (PI3K/Akt/ TOR)4. Cell growth & survival (PI3K/Akt/mTOR)
5. Cell proliferation (Erk/JNK/p38, ATF2)
6 C ll dh i i i & i i (i i FAK MT16. Cell adhesion, invasion & angiogenesis (integrins, FAK, MT1-

MMP, Eph, CCR6, invadopodia)
7 NF kB pathway activation (Ubc13)7. NF-kB pathway activation (Ubc13)
8. Hypoxia (HIF1a pathway) (Siah-2)
9 C ll t b li (FAS 3 D h id )9. Cancer cell metabolism (FAS, 3-D spheroid screens)
10. Tumor suppressors (PML pathway)



肿瘤治疗的靶点肿瘤治疗的靶点

• 传统靶点
新靶点

• 信号转导

• TK酶抑制剂－吉非替尼 爱罗替

• DNA

• TK酶抑制剂 吉非替尼、爱罗替
尼

• 伊马替尼、索拉芬尼

新生血管
• DNA合成的前体

• 细胞分类

• 新生血管

• 小分子化合-恩度

• 单克隆抗体-贝伐单抗细胞分类

• 微管蛋白

• 内分泌腺

单克隆抗体 贝伐单抗

• 调控基因-曲妥珠单抗

• EGFR受体

小分子化合物 TKI• 内分泌腺

• 受体

ER/PR

• 小分子化合物－TKIs
• 单克隆抗体－C225
• 表面受体－美罗华

• ER/PR • 疫苗



肿瘤侵袭转移的生物学行为特征肿瘤侵袭转移的生物学行为特征

原发肿瘤原发肿瘤原发肿瘤原发肿瘤

肿瘤进行性生长肿瘤进行性生长

肿瘤血管形成肿瘤血管形成肿瘤血管形成肿瘤血管形成

肿瘤微环境形成肿瘤微环境形成

肿瘤细胞脱落肿瘤细胞脱落

肿瘤细胞侵入基质肿瘤细胞侵入基质

肿瘤细胞脱落肿瘤细胞脱落

肿瘤细胞肿瘤细胞进入脉管系统进入脉管系统

继发器官继发器官局部定位局部定位

肿瘤细胞克隆增殖肿瘤细胞克隆增殖

转移肿瘤转移肿瘤肿瘤转移的关键环节 转移肿瘤转移肿瘤肿瘤转移的关键环节



抗肿瘤药物抗肿瘤药物 ––
销售额增长最快的药物销售额增长最快的药物

•• 20062006年年::

抗肿瘤药销售增长抗肿瘤药销售增长20.5%20.5%抗肿瘤药销售增长抗肿瘤药销售增长20.5%20.5%

在在1010类药物中其增长率居第一位。类药物中其增长率居第一位。

20072007年：年：•• 20072007年：年：

抗肿瘤药销售增长抗肿瘤药销售增长14%14%，增长率居第一位。，增长率居第一位。

全球处方药销售增长全球处方药销售增长2.8%2.8%

•• 20082008年：年：20082008年：年：

抗肿瘤药销售增长抗肿瘤药销售增长14%14%，增长率居第一位。，增长率居第一位。

全球处方药销售增长全球处方药销售增长0.9%0.9%全球处方药销售增长全球处方药销售增长0.9%0.9%



抗肿瘤药物的全球销售额抗肿瘤药物的全球销售额
将持续增长将持续增长

•• 20062006年：年：

430 430 亿美元亿美元

•• 20102010年年::

600600 亿美元亿美元600 600 亿美元亿美元

•• 20122012年年::20122012年年::

1090 1090 亿美元亿美元



单药年销售额超过单药年销售额超过 3030亿亿 美元的美元的单药年销售额超过单药年销售额超过 3030亿亿 美元的美元的
抗肿瘤药物（单位：亿）抗肿瘤药物（单位：亿）

20072007 20082008

•• 抗体靶向药物抗体靶向药物

美罗华美罗华 （（MabThera)MabThera) （罗氏）（罗氏） 4949 5656美罗华美罗华 （（MabThera) MabThera) （罗氏）（罗氏） 4949 56  56  

赫赛汀赫赛汀 （（Herceptin)Herceptin)（罗氏）（罗氏） 4343 48  48  

阿瓦斯汀（阿瓦斯汀（AvastinAvastin）（罗氏））（罗氏） 3636 4949阿瓦斯汀（阿瓦斯汀（AvastinAvastin）（罗氏））（罗氏） 3636 49  49  

（基因泰克）（基因泰克） 2323 2727

•• 小分子靶向药物小分子靶向药物小分子靶向药物小分子靶向药物

格列卫格列卫 (Gleevec)  ((Gleevec)  (诺华诺华) ) 31 31 37 37 



临床转化医学临床转化医学
关注和开展的工作

疾病基因组 蛋白质组学研究疾病基因组、蛋白质组学研究

临床样本生物学分析

生物标志物

个体化治疗（规范化和标准）个体化治疗（规范化和标准）

临床样本资源库（Bio-Bank)：)
伦理研究和指导



医学科学研究-----医学科学研究

拯救生命的拯救生命的

创新！创新！



Thank you!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