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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投资发现——NIGMS 战略目标（2008-2012 年） 

按：美国国家一般医学研究所（NIGMS）隶属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要从事基

础医学研究。在 45 年的发展历史中，NIGMS 资助了 64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工作，

2003-2007 年 5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背后都有 NIGMS 的身影。在未来的 5 年 NIGMS

是如何规划自己的发展目标，履行自己的使命呢？本文对 NIGMS 于 2008 年 1 月推出未来 5

年发展战略《投资发现——NIGMS 战略目标（2008-2012 年）》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战略

出台步骤进行了回顾。 

为加深对生命过程的理解，NIGMS 支持基础研究，期望为疾病诊断、治疗

和预防进步奠定基础。NIGMS 资助的研究人员将试图回答在细胞生物学、生物

物理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药理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化学、生物信息学、

计算生物学和影响到多器官系统特定临床前沿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NIGMS 同

时致力于培训新一代科研人员，确保研究创新的活力和持续发展。 

1 为什么需要基础研究？ 

NIGMS 致力于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探索基础生物医学和行为学领域的未知

领域。对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基本问题的探索已经促进了杰出研究成果

的涌现，比如： 

■ 一名科研人员在研究海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强效的慢性疾病治疗药物（芋螺毒素）； 

■ 线虫试验中令人惊奇的 RNA 干扰技术，为医学研究带来革命性变革； 

■ 对细菌内“剪刀”限制酶如何粉碎外来病毒 DNA 的研究则孕育了整个生物技术产业。 

然而，在起始阶段这些发现发明中没有一项与特定的医疗或者实际问题相关

——并且其中一些需要几十年的孕育才会成熟。尽管基础研究有时可以直接转化

应用，但通常情况下基础研究的成果以知识而非产品为载体。对于所有生物医学

的科研人员，无论他们是从事研究特定疾病还是奋力探索人体和意识基本原则，

知识是其共同的语言。 

展开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通常利用模式生物回答生命基本问题。在

人类、动物，甚至单细胞生物如细菌和酵母中，那些对于健康和疾病及其重要的

过程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和保守性。在模式生物中开展的对基本问题的研究通常可

以敲开其他生物，特别是人类健康之谜的大门。这种生物体的高度一致性——地

球上所有生物来自于共同祖先的演化结果——由于人类基因组（HGP）和其它基

因组测序工程，得到了进一步认同。通过 DNA 这种共同的语言，模式生物的研

究结果可以更快更及时向人体健康研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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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例子中，限制酶技术已经造就了一个产值达 400 亿美元的生物技术产

业，通过增加生产力和创造就业机会，创造了触手可及的经济利益。生物技术已

经证明是现在医学的主要力量，一方面为药物生产商开发新颖、有效的产品，例

如治疗性抗体，在避免副作用的同时，也为治疗一些类型的淋巴瘤和乳腺癌带来

了革命性变化。然而，还有更多问题需要解决。为攻克一些复杂疾病如癌症、心

脏病、关节炎、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需要对疾病发

生过程，包括症状发生之前，进行更为深入的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可以有效推动和加速更加安全、新颖的治疗和预防手段的开发。公

共基础研究每投入 1 美元，将会刺激私人医药机构在 R&D 方面多投入 8 美元。

在 2006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财政预算总计 280 亿美元，大约为同

期美国整个医药产业 550 亿美元 R&D 支出的一半。由于私人机构将绝大数研究

费用投入到转化医学和临床研究上，NIH 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约占总预算

的 2/3——对于维持整个国家的研发事业均衡具有重要意义。 

2 NIGMS 机构简介 

NIGMS 成立于 1962 年，主要资助生物医学研究和培训。NIGMS 所资助的

研究分布领域很广，但在行政上主要划分为 5 个部分，即细胞生物学和生物物理

学，遗传和发育生物学、药理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少数民族（种群）研究项

目，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中心，参见表 1。 

表 1 NIGMS 研究五大方向 
五大部门 研究主要方向 
细胞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 分子、细胞结构和功能。物理和化学技术和工艺进步，已

经加速在分子和原子水平上理解生命。对结构生物学的基

础研究将为靶向一系列疾病的精细药物开发奠定基础。 
遗传和发育生物学 
 

理解遗传和发育的机制。主要围绕模式生物的研究，为 NIH
其他研究所或者中心资助项目奠定基础，有助于理解常见

疾病和多样性行为。 
药理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 
 

资助基础生物学、化学、和生物化学研究，加深对生物医

学的理解并创造知识提高对疾病的监测和治疗。这类研究

主要围绕若干临床相关疾病，包括烧伤、创伤、药物和麻

醉剂对人体的作用，以及对其它伤害的反应。研究层次从

分子和组织水平，直至临床研究。 
少数民族（种群）研究项目 通过多种项目，资助来自少数民族（种群）的人员从事生

物医学和行为学研究。此举主要使得研究力量可以代表整

个人群。 
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中心 
 

资助将计算机科学、工程科学、数学、物理学和统计学与

生物科学相链接的领域。主要的力量集中于开发新的计算

工具，包括从庞大数据库中抽取知识或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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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战略计划出台过程 

《NIGMS 战略计划（2008-2012 年）》是起始于 2006 年秋季综合性的咨询过

程成果。其间先后咨询了来自科研人员、政策制定人员、科学及职业团体、公众

以及研究机构职员的意见。NIGMS 主席任命一个战略计划委员会专门负责战略

计划的出台程序、格式、时间表并确定一些关键问题。根据联邦登记条例，NIGMS

在 2007 年 2 月 20 日到 3 月 20 日在其网站上公示了若干重要问题。 

在 2007 年 4 月，NIGMS 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50 名代表 NIGMS 机构外

各个层次人员，受邀出席会议并对计划和优先领域进行了讨论。 

随后 NIGMS 职员进一步精炼来自网上和会议的反馈意见，并形成了战略计

划的草稿，并于 2007 年 9 月在 NIGMS 网站上公示便于公众进一步讨论修改。 

4 战略目标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基础研究是进步的引擎。根源于基础研究探索的知识将

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全球竞争力。在 2008-2012 年，NIGMS 将支持以

下四个战略目标： 

4.1 通过竞争性、面向研究人员的项目研究，提高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进取性 

NIGMS 意识到，科研人员为探索生物医学研究必须为其提供足够的自由度。

尽管许多重要的发现不能通过预期的方式发生，但众多科研成果的确是深思熟虑

和多年持续不断工作的结晶，需要足够的财政资助和配置 佳的资源和装置。

NIGMS 将通过以下四个分目标予以实现： 

■ 维持研究组合的平衡，反映科学的多样性和杰出性 

通过资助一系列的科研课题，NIGMS 鼓励灵活性，从而可以迅速转入新型

研究领域。面向研究人员的研究项目将继续主导 NIGMS 所有研究组合。 

■增强生物医学研究人员职业生涯的稳定性 

NIGMS 意识到，需要通过稳定的研究资助保持研究人员职业生涯的稳定性。

为此，NIGMS 特意向新进研究人员提供资助，这些资助在资助氛围严峻的情况

下特别有益。此外，在预算紧缩时期，一些声望卓著的研究人员获得 NIH 资助

有一定风险，NIGMS 向其提供桥梁资助（bridge funding）。 

■ 向具有潜在医疗市场的创新、高风险的生物医学研究计划提供资助 

NIGMS 将继续鼓励科研人员从事创新和风险性生物医学研究。对于一些大

步流星前进的科研项目，研究人员需要机会去验证非传统型的想法并尝试利用新

颖的方法去解决妨碍整个学科领域前进的复杂技术或概念性问题。例如，NIGMS

从事的一个项目是 EUREKA（促使知识加速的卓越、非传统型研究）激励计划。

在EUREKA计划中，审察标准关注研究潜在影响和研究和/或者技术的卓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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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水平上，加速同行评价过程 

除了支持 NIH 水平上的同行评价系统提升，为迎接同行评价所带来的挑战

性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些已经影响到跨学科研究、定量生物学、新科学领域以及

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新人的进入，NIGMS 将继续改善替代性评价标准和措施。作

为 NIH 路线图计划的一部分，NIGMS 实施了 NIH 主席先驱奖和 NIH 主席创新

新人奖项目。在两个项目中，NIGMS 将采用一种崭新的个性化同行评价方法。 

■支持横跨多器官的基本机制分析研究 

NIGMS 将继续资助临床相关问题，包括烧伤、脓血、身体对药物和麻醉剂

的反应等。由于这些研究组合集中于一类系统性、组织水平上的生物学现象，

NIH 其他研究所并不集中研究，从而客观构成了 NIGMS 研究组合中的重要部分。 

4.2 通过协作研究项目满足特定的科学需要和计划 

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解决复杂的研究问题。现代生物医学研究包含了一个或者

若干实验室或者一大群研究人员，具有协作性性质。 

■通过一定规模的联合形成科学团队，推动跨学科和学科间交叉追踪 

通过来自不同学科，包括临床学、社会学、数量科学的研究人员的协作，

NIGMS 继续资助基础性生物医学、行为学和临床科学的前沿领域的研究。其中

一个例子是传染性疾病药物研究模型（MIDAS），通过计算机模拟传染性疾病的

爆发和其在社区、国家，甚至大陆间的传播。NIGMS 的一项关键策略是吸纳现

有学科门类交叉面中兴起的新学科领域及其演化。 

■识别和开发具有重大价值、洞察力以及科研团体普遍接受的大规模研究计划 

NIGMS 研究组合包括大规模协作奖项目，国家系统生物学中心，药物遗传

网路，蛋白质结构计划和 MIDAS。大规模科学计划的优势在于规模和协同的经

济性，以及构建新的科研团体潜力。NIGMS 将在继续支持这类研究的同时，对

有关产出进行适当的评估。 

■构建支持 NIH 水平上转化医学计划的系统性联系 

NIH 路线图计划已经通过临床和转化科学项目（CTSA），着手解决在转化方

面的“鸿沟”。通过 NIGMS 项目如医疗科研人员培训项目，与其他 NIH 研究所

或中心的配合，寻求工作人员的多样性。 

■在新兴领域，谋求与其他机构和 NIH 下属研究所或中心的协作和研究计划共享 

NIGMS 将继续保持与其他从事基础研究资助联邦机构的定期交流，例如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能源部（DOE）科学办公室。此外，NIGMS 将通过

多种途径继续积极参与 NIH 整个团队，实现资助杰出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使命。 

■扩展对资源和数据库开发的支持 

基因组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飞速发展，为系统探索涉及人体健康的医学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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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难以置信的机遇。NIGMS 在标本存储，数据库，可供研究人员间加速数

据交换的软件和硬件工具等资源开发方面继续保持重要地位。 

4.3 挖掘创新方法，推动培训项目和包容性、高效的研究队伍发展 

NIGMS 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培育生物医学研究力量，同时确保这支研究

队伍还能够准确反映人口种群情况。NIGMS 培训投资将保持较高的标准，力求

学员掌握研究技能和与其职业生涯相匹配的知识储备。NIGMS 通过下述措施确

保这个目标实现： 

■支持广泛的高质量培训项目 

生机勃勃的培训环境是健康研究事业的重要组成。NIGMS 意识到机构性培

训项目影响力巨大，将远远超出项目培训的学生和职员本身。NIGMS 深刻意识

到，在多个学科领域和整合科学如生理学、药理学和其他临床科学，需要加派人

手。目前，NIGMS 正在考虑采取方法，提供激励措施，鼓励受培训人员与超过

一个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互动。 

■通过研究人员发起的研究项目，向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提供资助 

NIGMS 研究培训项目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看。NIGMS 鼓励受训人员在单个研

究人员实验室工作，并视其为一种重要的培训方式。同时将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欢迎其他类型的培训机制和其他职业结果。 

■扩展和扩充 NIGMS 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研究队伍 

多样性的意义涉及种族、性别、残疾、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员本初国籍。 

■强调从政策和实践上确保所有执行项目的多样性和研究队伍建设 

NIGMS 将持续对其各种行动进行评估，推动生物医学研究队伍的多样性，

寻求 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整合各个项目间的多样性。 

■采取一种完整、系统的方法解决未来的研究队伍发展建设问题 

研究队伍多样性的挑战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系统性问题，NIGMS 将采用数

据驱动、科学严谨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开发有效的方法需要持续收集数据，尽

管从短期来看，这些数据还不会产生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同时开发能够整合关键

的人口统计因子、社会学因子和行为学因子的计算机模型，NIGMS 正在考虑和

评估其可行性，来反映研究队伍建设和相关职业规划问题。 

4.4 提高对生物医学研究事业的认识和理解，包括其价值、要求和潜在影响力 

NIGMS 坚持对科学界和公众采用透明、积极的态度，并认为这样的态度对

于其执行远景来说至关重要。NIGMS 通过采用多样的发展策略推进科学领域的

教育。NIGMS 将采用以下措施来实现目标： 

■就科学趋势、差距和机会，和科研团体进一步公开对话 

NIGMS 将与赞助者和其他科研团体成员进一步直接沟通，与大学、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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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职业团体、其他社会性团体等进行协作，并寻求来自于这些团体的反馈意见。 

■提高公众对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知识和影响的理解和认识 

NIGMS 将与大众就其发展目标和研究结果进行持续性沟通。在当今技术驱

动（technology-driven）的社会环境中，科学知识以及科学创造对于个人健康、

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NIGMS 将协同其他 NIH 下属研究

所或中心、其他机构合作，增加科学的普及性。NIGMS 将继续向学生、教师和

其他公众提供材料，阐述基础研究的价值，鼓励进入科学职业生涯。 
王小理 阳 丹 编译自 

http://publications.nigms.nih.gov/strategicplan/ 
检索日期：2008 年 5 月 10 日 

 

政策导向 

英法联手资助系统生物学研究 

英法主要的公共生命科学基金机构宣布交叉渠道伙伴关系（cross-channel 

partnership）以加强系统生物学的国际合作。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

会（BBSRC）和法国国家科研署（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ANR）已

共同投资 650 万英镑，资助 10 个新项目。 

这些项目将系统生物学应用到生物领域如理解植物的生物钟，研究昆虫对

（生化）信息素的反应，以及构建大脑信号模型等。每一项目至少有一个英国机

构和一个法国机构相互合作，目的在于建立系统生物学的欧洲合作。 

BBSRC 已向英国和“欧洲系统生物学计划（European Systems Biology 

initiatives）”投资了 7000 万英镑，英国成为这项新的正在快速发展技术的世界领

导者之一。系统生物学是生物学家思考和工作方式的一项革命，将不同的学科领

域研究者融合在一起，整合理论、计算机模型及实验。系统生物学将使生物科学

研究产出更加有价值，并更容易应用到现实世界中，也会提高我们对生物过程的

理解。通过调整 BBSRC 和 ANR 资源，新项目会加强研究者更多的专业技术与

技能，也有助于系统生物学的发展。 

BBSRC 总裁 Steve Visscher 表示，与传统生物学相比，系统生物学能够给卫

生保健、生物技术及环境研究带来更加实际、更快速的进步。国际合作计划能够

提高 BBSRC 投资本身的影响，也会提高科研人员研究的影响。 

ANR 主任 Jacqueline Lecourtier 称，ANR 作为成立于 2005 的年轻机构，这

次行动是该机构第一次与健康和生物学机构建立双边合作。系统生物学研究团体

已经响应，表示已准备分享其观点和知识。此外，这项计划使 BBSRC 和 ANR

投资更高质量、交叉学科项目。ANR 和 BBSRC 合作在管理与科学两个层面都很



 7

成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通过 ERANET ERASysBio 也在进行中。 

ANR 是法国政府研究机构，成立于 2005 年，主要使命有：通过各领域的高

水平项目加强知识发展；鼓励公共与私人的知识转移和相互交流；发展公共——

私人合作关系。2007 年 ARN 科研总预算达到 8.25 亿欧元，并将持续 4 年，其

中 1.66 亿欧元用于健康与生物学研究项目。 
杨 文 编译 王小理 校译自 

http://www.bbsrc.ac.uk/media/releases/2008/080508_systems_biology.html 
检索日期：2008 年 5 月 9 日 

英国研究资助机构公布动物实验准则 

英国 5 家动物研究主要赞助机构——医学研究理事会（MRC），生物技术与

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Wellcome 信

托（Wellcome Trust ）和国家试验动物 3Rs 中心（NC3Rs）——近日联合公布了

《生物科学研究中动物使用责任：主要研究理事会和慈善资助机构的期望》

（Responsibility in the use of animals in bioscience research）。项目申请人对该准则

的遵循程度将成为从这些机构中获取资助时的一个首要考虑。 

该准则概括了在英国展开研究时动物使用的立法控制，并对 3Rs（优化、较

少和替代）原则进行了进一步详细描述。该准则一个重要方面是，当研究人员与

英国之外的实验室进行合作时，研究人员和当地的伦理委员会必须对动物福利标

准与英国立法的基本原则及新颁布的准则是否一致进行审察。任何违背的情况，

研究人员必须事先征得资助机构的同意，方能进行合作研究。 

尽管此前一些资助机构分别公布了动物实验准则，但 5 家主要机构共同发布

动物实验准则还是首次，也充分反映了生物科学跨学科研究不断发展的事实。 
郑 淼 编译 王小理 校译自 

http://www.mrc.ac.uk/NewsViewsAndEvents/News/MRC004573 
检索日期：2008 年 5 月 9 日 

 

科技前沿 

为什么痛苦难以忘怀 

变故、战争、疾病等痛苦的情绪记忆非常强烈，给治疗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现在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一现象后面的分子机理，他们发现一种蛋白质磷酸酶

calcineurin 和一种控制基因表达的转录因子 Zif268 参与控制记忆。这是第一次将

情绪记忆与细胞核联系起来，使得从突触上调节情绪控制有了可能。有关结果发

表在 5 月 Nature Neuroscience 上。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在伊拉克战争和海啸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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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者中发生频率非常高。但这绝非是 近才兴起的症状，任何经历巨大创伤之后

的人们都有这种情绪体验，而且大脑会牢固地记载下所有正面或负面的情绪体

验。而先前的这些情绪体验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改变人们的生活，人们将逃避任

何引起其回忆的地方、气味、东西。 

在短时间内使记忆长久保持，不仅需要大脑内相关分子被激活，还需要有效

地控制大脑内长期记忆存储的信号通路。因此研究者很快就将注意力放在蛋白质

磷酸酶 calcineurin（一种学习和记忆的负调控因子）上。研究者采用小鼠作为实

验动物，因为小鼠的学习过程与人类相似。研究者对糖水加以处理后，让小鼠感

到恶心，小鼠对糖水的恶心持续了 9 个月。但这种恶心和糖水的联系可以通过训

练慢慢“忘记”。研究者称，情绪记忆不会被消除，只能通过正面的记忆去取代

负面的记忆。而且情绪记忆和学习知识是不一样的，可能忘记某个事实，但是永

远都不会忘记情绪体验的。所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非常重要，让正面的情绪记忆占

据人的精神状态，让负面的情绪隐退。 

同时，扁桃体是脑部负责人体情绪的部位。对扁桃体研究证实，在给与环境

条件刺激下的小鼠与对照组相比，calcineurin 酶活性明显下降。由于 calcineurin

是学习和记忆的附调节因子，因此为了强化记忆过程必须降低 calcineurin 活性。

为获取 calcineurin 在记忆过程中作用的更确切证据，研究人员采用了可选择性活

化或者钝化小鼠脑细胞中 calcineurin 的转基因小鼠。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

果，其中包括预期的失活的 calcineurin 加强在糖水和恶心之间关联的记忆。 

失活 calcineurin 同时导致扁桃体中转录因子 Zif268 表达水平上调。由于模

拟 Zif268 表达水平的上调与 calcineurin 失活采取相同的方式强化记忆过程，从

而首次证明，突触内 calcineurin 活性与细胞核中转录因子 Zif268 活性的功能性

联系。 

研究人员强调，该研究纯粹是进一步加深对创伤记忆分子机制的理解，但是

也将有助于对心理创伤和脑部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的研究。 
阳 丹 编译 王小理 校译自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8/05/080509152307.htm 
检索日期：2008 年 5 月 12 日 

人类和果蝇的差异 

据英国、德国和丹麦的科研人员报道，果蝇与人类明显不同，不在于基因的

数量，而在于两者体内蛋白质相互作用的规模。这项成果发表在 5 月 13 日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 

根据报道，利用研究人员新发现的一种估计任何物种内蛋白质相互作用规模

的方法，人类体内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数量是 65 万，是果蝇体内蛋白质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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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 倍，是单细胞真核生物酵母的 20 倍。这个结果与不同物种体内基因数量比

对结果相差很大，因为有证据显示，人类大约拥有 24000 个基因，而果蝇基因数

量略显逊色，但也拥有 14000 个基因。 

人体内所有生理系统的背后是不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身体消化食物时、响

应体外温度变化时、抵御感染时，均有为数众多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参与。然而，

此前，还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可以估计在不同的物种体内发生的蛋白质相互作用

的数量。 

英国帝国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论文作者之一 Michael Stumpf 表示，生物体

内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决定了物种的生物复杂性，但由于对体内相互作用的

鉴别和绘制（map）工作展开的很少，所以还不能就物种体内蛋白质相互作用网

络进行相互比对。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数学工具，从而可以根据目前可以利用的、

并不完整的数据，预计组织体内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的规模。下一步工作是根据

对物种间的仔细比对，对预测进一步细化。这将有助于理解为何一些真菌，例如

面包酵母菌（baker's yeast）参与面包和啤酒的产生过程，而另外一些亲缘关系很

近的真菌则导致高度致死性感染。 

科研人员将体内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总数量称为“人类相互作用组（human 

interactome）”，将其与参与人类性状决定的人类基因组相比。 
王小理 编译 阮梅花 校译自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8/05/080512172904.htm 
检索日期：2008 年 5 月 15 日 

 

结核菌隐匿的秘密 

据加拿大研究人员研究报道，他们发现了结核菌（tuberculosis，TB）如何

在人体内藏匿和繁殖的机制。这项发表在 5 月 14 日 Cell Host and Microbe 的报

道，阐述了在 TB 蛋白与人体内白细胞中新发现的 TB 对应蛋白之间的链接。该

研究得到加拿大医学研究理事会（CIHR），TB Veterans 慈善基金会和 Michael 

Smith 卫生研究基金会的资助。 

TB 通过感染人体免疫系统中的巨噬细胞（macrophage）导致发病。在正常

情况下，巨噬细胞吞噬细菌并释放强效消化酶降解细菌。然而，研究人员发现，

TB 释放一种靶向巨噬细胞特定蛋白的特殊蛋白，从而干扰巨噬细胞的吞噬和消

化，并在巨噬细胞内藏匿和增殖。研究人员表示，TB 一旦进入巨噬细胞，就如

同特洛伊木马一般，TB 在巨噬细胞内增殖、释放并攻击人体。 

但如果开发出一种试剂，阻断 TB 蛋白在巨噬细胞内的活性，将有助于免疫

细胞有效识别 TB 菌，从而避免活性和潜伏性 TB 在体内建立“根据地”。令人

兴奋的是，研究人员正在尝试开发一种特异抗体，阻断新发现的 TB 蛋白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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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医药产业也参与进来，开发可以阻断 TB 入侵机制的药物。 

TB 被称为终极杀手，是当今世界感染性疾病中 主要的死亡原因，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WHO）的报道，在每 4 个可预防性成年人死亡案例中，其中一个

是由于 TB 感染。每年新发 TB 病例 1000 万人，死亡 200 万人。每 20 秒就有一

人因 TB 而死亡，每天有 4400 人死于 TB。WHO 估计世界人口中有 1/3 受到 TB

感染。当前主要的治疗措施包括长期服用多种治疗药物。 
王小理 编译 阮梅花 校译自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8/05/080514134645.htm 
检索日期：2008 年 5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