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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细胞大规模临床应用解决了取材难题。此外，
他指出，培养基里添加维生素 C 可提高重编程效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王贵强就慢乙肝治疗中的
重点难点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①临床检验
中 ALT 水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反映患
者机体炎症水平。②乙肝核心抗体定量检测可以
很好的预测抗病毒治疗后患者 HBeAg 血清学转换
和 HBsAg 血清学转换。
4

细胞治疗与艾滋病治愈

艾滋病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成功的将艾滋病从
致死性疾病变成慢性疾病，但患者仍须终身服药。
如何实现艾滋病的功能性治愈，实现停药后病毒不
反弹是目前艾滋病治疗领域的重要难题。北京协和
医院李太生对艾滋病治疗研究史三个阶段以及中
国艾滋病临床研究和治疗重要事件进行了综述，并
报告了雷公藤治疗 18 例免疫重建不全患者临床研
究结果，数据显示治疗组 CD4+ T 细胞计数显著上
升，表明雷公藤有望成为免疫激活的新方案。
唐都医院孙永涛对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概
念、含义、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就如何在
更广泛的艾滋病患者中实现功能性治愈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佑安医院吴昊课题组通过基因修饰自
体 CD34 细胞回输给艾滋病患者，发现患者 CD4+
T 细胞有一定的升高，同时介绍了我国科研工作者
利用 CRISPR 技术编辑 CCR5Δ32 纯合子基因突变
的骨髓造血移植治疗艾滋病的研究进展。地坛医
院张福杰和西南医院毛青就 HIV/HBV/HCV 合并
感染的流行病学现状、治疗进展、防控策略、研
究难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洪洲针对目前艾
滋病治疗现状提出多学科综合治疗策略，并从多
个角度诠释了多学科协作治疗的重要性，同时基
于我国目前艾滋病相关辅助学科，尤其是外科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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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这一现状，强调辅助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5

细胞治疗与疑难危重肝病

疑难危重肝病是肝病治疗领域的重点和难点，
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施明介绍了其研究团队使用
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肝衰竭和失代偿肝硬化
的临床研究成果。该团队通过 7 年的随访研究发现，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能够将失代偿肝硬化患者的生
存率提高 10% 以上，且具有很好的安全性。美国
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石磊介绍了胆管树干细胞最
新研究进展，包括从细胞机制、干细胞分离到临
床应用研究的完善体系，以及初步的临床疗效。
解放军总医院韩卫东介绍了其科室应用
CAR-T133 在肝癌治疗中的 I 期临床研究进展，发
现 CAR-T 技术对肝癌有很好的安全性，但和其在
血液肿瘤方面的疗效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西南医
院钱程报告了利用 CAR-T 治疗肝癌从基础到临床
上的一系列研究进展，指出 CAR-T 精准定位到肝
癌部位发挥作用和改变肝癌肿瘤微环境是目前肝
癌治疗的两大难题。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孟繁平
报告了其团队在应用异体 NK 细胞、TCR-T 细胞
治疗肝癌中取得的临床疗效，并对其免疫特点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免疫治疗是晚期肝癌
最有希望的治疗手段。
6

总

结

本次会议聚集了我国肝病、艾滋病、细胞治
疗领域最高水平的临床和科研专家。多位国家相
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会议并发言。会议为传染病领
域同行搭建了一个学术交流、合作发展的平台，
对肝病治愈、艾滋病治疗、细胞治疗的发展起到
很好的促进作用。
（2017-11-27 收稿 2017-12-14 修回）
（本文编辑 赵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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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5 日， 第 二 届 中 美 肝 移 植 内
科建设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本次会议由解放军第
三〇二医院、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移植内科
学组主办，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肝移植中心、北
京陈菊梅公益基金会联合承办。国内外多位知名
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就中美肝移植
的发展现状、肝移植术前诊疗和评估、术后随访、
肝移植内科专科医师培训等多个热点问题展开了
讨论。现就会议讨论重要内容汇总如下。
Stewart Cooper 对欧美国家肝移植发展简史作
了详尽的介绍。自 1963 年美国 Starzl 实施世界第
1 例人体原位肝移植以来，历经 55 年的蓬勃发展，
肝移植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在欧美国家大
的移植中心，患者移植术后 1 年、5 年存活率分别
为 90% 和 75%，世界上最长术后存活者已达 45 年。
肝移植已成为终末期肝病治疗的惟一手段。目前
肝移植中心团队多由肝病内科、肝胆外科、麻醉科、
重症监护、放射影像和病理科等学科专家共同组
成，并须要经过严格地专业培训。
Raphael Merriman 分享了美国肝移植患者术前
评估及术后管理经验。目前多种病因引起的急、
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肝硬化、肝癌须要进
行肝移植治疗。对于肝硬化患者，肝移植术前评
估 主 要 是 根 据 Child-Pugh-Turcotte 评 分 和 MELD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score）评分，
并依照 MELD 评分高低决定患者的移植优先级。
进入移植等待队列的患者，要及时进行 MELD 评
分更新，免疫接种流感、甲型肝炎、乙型肝炎等
疫苗，排除结核，定期监测是否发生肝癌或其他
系统肿瘤，治疗原发疾病和并发症，精神疏导，
改善营养状态，筛查药瘾者和酒瘾者。在找到匹
配的肝源之前，肝癌患者可给予局部姑息治疗以
缩小肿瘤体积、控制肿瘤发展。HBV、HCV 感染
者要进行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吸烟可能增加肝动
脉栓塞的发生，建议戒烟。肝移植的禁忌证包括：
合并其他晚期器官疾病、肝外恶性肿瘤、进展期
肝癌、非肝门部胆管癌、系统性感染以及不能解
决的酒精依赖等。在美国，肝病内科和移植外科
的关系非常紧密且互相依赖，肝移植术前评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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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肝病内科、移植外科、社会工作者、医学顾问
共同完成。
贾继东针对中国肝移植内科发展现状，提出
了中国肝移植内科医师培训的必要性和发展规划。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在整个肝病学科以及移植
内科的发展、相关学科的医师培训等方面都存在
很大差距。中国的临床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刚刚起
步，严格说中国还没有经过系统、规范培训的肝
病内科医生，更不用说移植内科医生；虽然中国
的器官移植水平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是患者移植
术前、术后的诊疗管理还不规范，尤其术后大部
分的随访管理工作还只能由手术医生承担，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随访管理质量。
刘振文介绍了中国肝移植临床相关数据情
况。近年来肝移植快速发展。截至 2016 年，据中
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统计，全国累计施行肝移植手
术 30 000 例，活体肝移植超过 2000 例，肝移植总
数超过 200 例的中心有 23 家。部分领先的中心肝
移植术后 1 年存活率达 90% 以上，5 年生存率达
70%，我国存活最长患者已达 21 年。
自 2010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导开
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我国肝移植事
业步入了健康发展轨道，得到了国际移植界的认
可，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中国已成为肝脏移植
第二大国，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已成为与美国移
植受者科学注册系统及欧洲肝脏移植注册系统并
列的三大肝移植数据库。在肝移植蓬勃发展过程
中，肝移植内科建设需求日益突出。我国各移植
中心多数由外科医生组成，没有移植内科团队，
更谈不上学科建设。
参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现有肝移植随访模
式不利于移植患者健康维护和移植学科健康发展，
肝移植内科建设和肝病专科医生规范培训势在必
行。借助学会和基金会等第三方学术与社会组织，
成立全国肝病专科联盟，加强上下级医院联动，
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是顺应国家医疗改革、
推动分级诊疗的积极探索。借鉴国内外肝病专科
建设和医师培训经验模式，结合各地区肝病特点
和医院实际情况，以开展培训班、专家现场指导
和远程教学、会诊等方式，加速肝病专科医师培养，
建立规范化的肝病诊疗和术后随访管理等平台体
系，是全面提升基层医院的肝病诊疗水平，推动
我国肝病与肝移植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
（2017-12-14 收稿 2017-12-18 修回）
（本文编辑 赵雅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