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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动态
标准化树鼩饲养房平台建设
装修改造一栋500多平米的标准化树鼩
饲养房，同时设计建造两栋不锈钢树鼩房作
为室外群养对比研究。按照树鼩生活特性设
计、定制60架不锈钢树鼩笼，并申报专利。
通过AAALAC认证（国际实验动物评估和认

物标准化管理。
为院内外16个单位提供实验用猴和实
验树鼩近千只，血样和组织样品两千余份，
用于糖尿病、丙型肝炎、艾滋病、抑郁症、
肿瘤、帕金森等基础研究和创建疾病动物模

可委员会）的复审并获得实验动物饲料生产

型。为数十家单位提供灵长类、树鼩饲养繁

许可证，修改和制定了115项SOP，建立符

殖咨询或技术培训服务。

合国际规范的质量管理体系，实现了实验动

昆明动物所加盟“云南省民族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根据云南省科技厅印发的《云南省科技

药厂、云南省民族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云

厅关于确定云南省第一批开展试点工作产

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作为第一批加盟单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通知》（云科法发

位参加了会议，云南省科技厅副厅长关鼎禄

〔2011〕37 号），
“云南省民族药产业技术创

到会祝贺并作讲话。

新战略联盟”被确定为云南省第一批开展试
点工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该联盟的宗旨是以云南民族产业的技
术创新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以多样

12 月 9 日，“云南省民族药产业技术创

化、多层次的自主研发和开放合作创新相结

新战略联盟”第一届理事会在昆明召开。云

合，以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围绕优

南省药物研究所、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中科

化民族药产业技术创新链，运用市场机制聚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中医学院、云南白

集创新资源，创新民族药产学研结合机制，

药有限公司、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云南

实现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战略层面的有

省中医院、昆明市中医院、昆明医学院、云

效结合，共同致力于突破创新和产业发展的

南省彝医医院、昆明制药集团、昆明振华制

瓶颈，提升云南省民族药产业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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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心授牌
2011年10月28日下午，“昆明国家生物

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迫切需要，为昆明

产业基地高新区新城产业园启用揭牌暨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内的基地内生物企业、科

2011年第四批五个重点工程项目开工仪式”

研机构开展生物医药筛选、开发、药效和药

举行。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

物安全评价及检测提供实验动物和动物实

国家发改委稽查办正司级稽查特派员马最

验条件的技术报务，促进昆明国家生物产业

良、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长王庆礼出席仪式。

基地内产、学、研的整合，提高基地内生物

“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

医药的技术创新能力。

心”作为高新区生物产业基地的重要平台由

昆明动物所副所长黄京飞作为代表接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国医科院医

受马最良“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验

学生物所共同作为建设承担单位。该平台的

动物中心”的授牌。

建设是为了满足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初

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心顺利通过综合验收
2012年8月10日，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标达到规定指标，并体现了优势资源的优化

物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

组合，建设成果极大地增强了云南省在该领

究所共同承担的“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

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产品和技

验动物中心”建设项目顺利通过综合验收。

术服务具有较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专家

首先，验收专家组实地检查了花红洞园区的

组也对本项目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以更

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心，然后

好地发挥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会效益。

会议在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贺芹处长

该中心位于昆明花红洞，现已建成树鼩

主持下，专家组听取了昆明动物研究所姚永

实验动物化技术与新品种研发平台、灵长类

刚副所长（主持工作）关于项目执行情况的

人工繁殖技术体系研发平台、生物医学实验

汇报，并审阅了“项目验收报告”及相关资

技术平台和产品与服务信息共享平台（

料。经质询和讨论等环节后，专家组一致认

http://www.kiz.cas.cn/jgsz/zcxt/sydwzx/20090

为：该项目已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

9/t20090914_2481693.html）。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圆满高质
量地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主要技术经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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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动物所参展 2012 亚洲医药盛会
由国际知名的 IBC 团队组织的第三届

观展者的眼球。前来参观和咨询的客户和代

2012 年 亚 洲 生 物 仿 制 药 会 议 (Biosimilar

表让我们应接不暇，他们对昆明动物所灵长

Asia)、第七届中国药业研发国际峰会(R&D

类资源情况、GLP 中心建设、重大新药创制

Summit) 暨 第 四 届 2012 中 国 疫 苗 会 议

成果、各类平台建设及与北京迈康斯德的合

(Vaccine China)于 4 月 23 日-26 日在中国上

作等有关情况非常关心，对昆明动物所提供

海金茂君悦大酒店成功同时举办。

的灵长类药代动力学实验、药效学实验等特

此次盛会是亚洲地区专注于生物医药

色对外服务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家企

发展方向、生物仿制药、疫苗产业的战略问

业表达了将积极与我所开展合作的良好意

题的最大规模会议。此次盛会吸引了来自中

愿。此次参展为昆明动物所扩大在医药企业

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巴基斯坦和

的影响力、开辟灵长类技术服务市场打下了

印度等 20 多个国家的研发机构、生物医药

深厚的基础，将大力推动我所的产业化发展

企业、投资者、医药监管机构的人士近 300

进程。

人，其中包括默克生物、辉瑞、武田、拜耳

会议结束后，产业化中心杨启成副主任

医药、先声药业、恒瑞药业在内的各大国内

应南京市两家医药企业的邀请，到南京与这

外医药企业的相关代表。

两家企业的研发主管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

在本届会议上，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加深与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的合作。

究所展台成为展会的一个亮点，吸引着众多

昆明动物研究所与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适宜当前人口健康领域的新形势, 促
进基础研究成果更好更快地向临床应用转
化，2011 年 3 月 8 日下午，中科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与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签订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过去长期友好
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战略部署和优势
互补，在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有
效合作。
协议商定，先期推动双方有基础且可

行、有积极合作愿望的科室与学科组开展实
质性合作，逐步建立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结合昆明动物所（甲方）的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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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优势和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乙方）

进合作与交流，双方还约定相关学科组、科

的临床研究资源，双方确定将“基因诊断技

室定期组织学术研讨会。

术研发”和“肿瘤样本库建设”作为第一批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所长张亚平和昆明

科研合作内容，以期在云南省率先开展个性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陈明清等出席签

化的肿瘤遗传学筛查诊断与治疗服务。为促

约仪式。

昆明动物所与香港中文大学续签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和香港中

科研成果及科研技术支撑平台。港方邓亮生

文大学合作建立的“生物资源与疾病分子机

教授简单回顾总结了五年来双方的合作简

理联合实验室”（KIZ/CUHK Joint Laboratory

况及成果，随后四位港方代表进一步介绍了

of Bioresource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in

他们的科研方向和希望合作的领域。经过深

Common Diseases）自 2007 年成立以来，针

入的交流探讨，双方初步确立了在神经科

对药物研究与开发，遗传学，蛋白质结构，

学，干细胞，遗传学和生殖生物学四个领域

细胞学和神经科学等五个方向开展合作研

开展进一步合作及人才培养。

究，已联合发表论文 20 余篇，每年互访交
流 10 余人次。

随后，双方续签了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积极联合申报“动物模型

2012 年 6 月 4 日下午，为进一步扩大和

与疾病机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进一步完善

深化双方的交流与合作，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组织框架；成立伙伴实验室理事会和学术委

沈祖尧教授、副校长郑振耀教授、生物医学

员会；并以云南省特色生物资源为依托重

学院院长陈伟仪教授、中医中药研究所冯国

点，继续深入开展合作交流和人员培养。

培教授等一行 9 人访问了昆明动物所。昆明

中国科学院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张兴根，

动物所副所长姚永刚、副所长王文、中国科

生物局生物医学处副处长沈毅，云南省科技

学院/云南省动物模型与人类疾病机理重点

厅基础处处长毕红也参加会谈及签字仪式。

实验室主任徐林、副主任郑永唐以及相关合

他们在向双方表示祝贺的同时，特别指出双

作领域的科研人员与代表团一行进行了深

方还可在研究生联合培养、利用各自优势资

入交流与座谈。

源开展人口健康领域的研究等方面作进一

在交流座谈会上，姚永刚副所长首先介
绍了昆明动物所的发展现状和战略，其中着
重介绍了与香港中文大学相关合作领域的

步深入探讨，并表示科学院及地方政府将会
给予联合实验室继续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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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疾病模型》专刊出版
在中国科学院和云南省动物模型与人

人类疾病模型，比其它模式动物能更好地模

类疾病机理重点实验室各位学科带头人的

拟人类疾病进程和病理机制，已成为研究人

倡导和组织下,在昆明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

类疾病的最佳模式动物。同时，灵长类动物

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昆

在转化医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专刊特

明理工大学、广西肿瘤防治研究所和广东省

别组织了平顶侯、猕猴、食蟹猴、熊猴、野

昆虫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同行的大力支持下,

生和人工驯养树鼩等作为研究对象的稿件，

《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疾病模型》专刊以《动

尽可能地展现相关研究领域进展，以期推

物学研究》的形式已出版 3 辑。

动该学科领域的持续发展，继续彰显本刊

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的近亲，利用其创建

特色。

昆明动物研究所“老年痴呆症研究团队”入选
中科院科技创新“交叉与合作团队
近日，中科院人教局公布了 50 个入选

阐明其进化规律与机制，达到从多视角、多

第二批中科院科技创新“交叉与合作团队”

层次系统深入剖析老年痴呆症分子机理与

（以下简称“交叉合作团队”）的名单，由昆

演化机制的目的，并为承担科学院及国家相

明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动物所”）孔

关重要研究项目打下坚实基础。

庆鹏研究员牵头组建的“老年痴呆症研究团

“交叉合作团队”是根据《中国科学院

队”名列其中。该团队的成员还包括昆明动

“创新 2020”人才发展战略》实施的一项人才

物所姚永刚研究员、赖仞研究员、吴东东副

项目，一般由 4-6 位学科交叉、优势互补、

研究员，厦门大学的张云武教授和浙江大学

不同单位的优秀中青年人才组成，其中至少

的孙秉贵教授；团队旨在整合来自进化基因

有 2 位成员来自依托单位以外。中科院每年

组学、群体遗传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及动

受理一次交叉合作团队的推荐工作，通过院

物模型等研究方向的青年优秀科研人员的

评审的交叉合作团队将获得院资助经费为

研究优势，通过甄别具有致病性或保护性基

100 万元，主要用于科研合作与交流、人员

因变异，进而验证其功能及分子调控机理，

互访和人才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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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树鼩抑郁症、学习记忆和成瘾模型研究进展
抑郁症是一种人类精神疾病，表现为人

早期研究提供基础。

类大脑情绪功能持续低下。为了更好的模拟

其次，学科组首创了一种利用树鼩被捕

人类社会应激诱导的抑郁症发病机理，重点

获条件反射建立的记忆模型。在一个封闭的

实验室徐林学科组用与灵长类亲缘关系最
亲密的姐妹种—树鼩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其
领地意识很强、应激敏感等特性，建立了抑
郁症的社会竞争失败病因学树鼩模型。
小房间中放置挂有苹果块的捕获笼，并放入
一只自由活动的树鼩。训练的前 4 次树鼩进
入捕获笼吃苹果并不触发捕获笼关闭，但第
5 次触发捕获笼关闭，并持续一小时才释放。
第 1-5 次树鼩进入捕获笼的延迟时间作为适
一对雄性树鼩被饲养在特制的打斗笼中，适
应1周后使其发生每天1h 直接的社交冲突和
23h 间接的相互影响（比如通过气味、视觉
等），每天1次连续21天。与正常对照相比失
败者显示了体重、自主活动、躲避行为、尿
液皮质醇水平等改变，并且这种改变可持续
至少2周以上。部分结果已发表在《动物学
研究-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疾病模型》专刊上。
现在我们在进一步完善测试指标，并试图做
出属于树鼩特有的抑郁症量表，以对抑郁症

应性指标，其中第 5 次才是作为被捕获的 1
次学习训练。24h 后，测试树鼩进入捕获笼
的延迟时间作为被捕获记忆能力指标。树鼩
经过第 5 次的被捕获训练,能形成很好的被
捕获记忆。在训练前腹腔注射已知能阻断记
忆形成的 NMDA 受体拮抗剂 MK-801，对适
应指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阻断了被捕获记
忆。此外，学科组对树鼩成瘾模型进行了一
些摸索，无论是吗啡敏感化实验或是酒精条
件位置偏爱实验的初步结果都显示，树鼩在
成瘾机理研究中都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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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灵长类动物模型树突状细胞在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
灵长类动物模型对于艾滋病发病机制、
治疗策略和疫苗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SIV或SHIV感染恒河猴模型是目前最为
广泛应用的艾滋病动物模型。SIV感染中国
恒河猴的疾病进程较印度恒河猴缓慢，更接
近人艾滋病的发病进程。病毒感染早期的免
疫活化可能是导致疾病进展快慢的主要原
因之一。树突状细胞DC作为连接先天免疫
和获得性免疫的重要抗原呈递细胞，在艾滋
病发病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郑永唐研
究员学科组对SIVmac239感染中国恒河猴
后树突状细胞亚群的数量、表型和功能变化
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前期研究发现浆细胞
样DC(pDC）分泌IFN-α的能力在急性感染

间而显著升高，并与病毒载量呈正相关。该

期会显著提高，提示SIVmac239感染的中国
现象暗示了SIV感染调节了pDC表面SIV受
恒河猴在急性感染期提高了免疫活化，从而
体的表达，也证实了pDC在SIV急性感染期
可能加速了疾病进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急性感染期，
究了DC亚群在急性感染期的凋亡和免疫表

mDC和pDC的CD80和CD86表达均与病毒

型的改变。实验结果表明：病毒感染早期
载量呈正相关，显示出DC亚群受病毒影响
pDC由于高表达CD4和CCR5，可能成为SIV

而处于活化状态，从而提升了整个机体的免

感染的主要靶细胞之一，其凋亡比例显著提
疫活化，可能影响艾滋病的疾病进程。该研
高，而髓样DC(mDC)的凋亡却没有显著变
究也使得病毒感染早期pDC产生高水平的I
化，表明SIV很可能选择性地剔除pDC。同
型干扰素提高了免疫活化水平这一前期研
时，pDC的CD4表达随时间显著降低并与病
毒载量呈负相关，pDC的CCR5表达却随时

究结 果进 一步得 到了 印证 （PLoS O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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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肝树鼩模型研究进展
梁斌学科组大规模、深入研究了昆明动

行饲喂诱导，10 周后发现，标识肝损伤的天

物所和昆明医学院的 1000 多只树鼩，第一

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次阐明树鼩血糖、体重、性别、年龄之间的

AST ） 和 丙 氨 酸 转 氨 酶 （ Alanine

相互关系，相关研究结果在投稿中；利用食

aminotransferase, ALT）的含量水平显著上

物 诱 导 、 化 学 物 质 链 脲 佐 菌 素

升。同时，饲喂高脂食物的实验树鼩血清中，

（streptozotocin，STZ)诱导、自发性筛选等

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含量明显上升；在组织形

三种方法创建 2 型糖尿病树鼩模型；同时，

态学上，肝脏细胞浆内出现大量脂滴，肝细

从 1000 多只树鼩中发现 6 只树鼩血糖升高，

胞核被挤向细胞边缘，呈现典型的脂肪变

口服糖耐量受损，血脂偏高。利用高脂高糖

性。综上所述，通过高脂食物诱导的树鼩非

食物，初步建立了非酒精性脂肪肝树鼩模

酒精性脂肪肝模型的病理表型及生理指标

型。该学科组分别用普通食物和不同脂肪含

参数与人类相一致。

量的高脂食物（HFD1、HFD2、HFD3）进

乳腺癌动物模型创制研究进展
树鼩在进化上比啮齿类更接近于人，可
能可以建立更好的人类乳腺癌动物模型。
Elliot等1966年首次报道了树鼩自发乳腺肿
瘤后，缺乏树鼩乳腺肿瘤的报道。陈策实学
科组收集研究了4例树鼩自发乳腺肿瘤，经
过免疫组化和病理学研究发现这些肿瘤为
导管内乳头状瘤和侵润性导管癌，这些肿瘤
与人的乳腺癌在病理学上非常类似。同时，
他们通过致癌剂DMBA成功诱导树鼩产生4
例类似自发的乳腺肿瘤。并且建立了多株树
鼩乳腺癌细胞株，为深入研究乳腺癌发生机
理以及防治人的乳腺癌奠定基础，计划下一
步采用更加先进的转基因技术建立树鼩乳

转基因小鼠，全部饲养繁殖成功，为进一步

腺癌模型。另外，学科组从美国引进了6株

深入研究KLF5和HECTD3在乳腺癌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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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MT ，可以在1个月内高效成模，经过免

理和病理角色奠定了基础。

树鼩在进化上比啮齿类更接近于人，可

疫组化和病理学研究发现这些肿瘤为导管

能比啮齿类更适合建立人类乳腺癌动物模

内乳头状癌，这些肿瘤与人的乳腺癌在病理

型。树鼩容易自发乳腺癌，陈策实课题组收

学上非常类似。同时，该学科组克隆了多个

集研究了多例树鼩自发乳腺肿瘤，并采用致

乳腺癌相关基因包括ER 、HER2 、pTEN 、

癌剂DMBA联合孕激素诱导树鼩产生乳腺

p53 等，并建立了多株树鼩乳腺癌细胞株，

癌，但是该方法成模效率低、时间长。采用

为深入研究乳腺癌发生机理以及防治人的

慢病毒在树鼩乳腺导管特异表达癌基因

乳腺癌奠定基础。

乳腺癌研究进展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和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HER2均为阴性的（简称三阴性）
乳腺癌是预后最差的一类，目前没有有效的
靶向治疗药物，对放射治疗和化疗也不敏
感，因此寻找三阴性乳腺癌的有效治疗靶点
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陈策实学科组前期研究显示 KLF5转录
因子在一部分三阴性的乳腺癌中特异高表
达，KLF5通过紧密控制 FGF-BP 癌基因表
达促进细胞增殖、生存以及肿瘤生长，
WWP1 E3泛素连接酶促进 KLF5蛋白的降
解并抑制其功能，但是 KLF5的正向调控机

制尚不清楚。学科组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发
现，Hippo 肿瘤抑制信号途径的 TAZ 和 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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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蛋 白 通 过 其 WW 结 构 域 结 合 KLF5 的

孕激素诱导，通过刺激下游靶基因 CyclinA，

PPXY 序列，拮抗 WWP1介导的 KLF5的蛋

Cdt1, E2F3, CK5表达，从而介导孕激素诱导

白降解，促进 KLF5的下游基因表达、细胞

的细胞增殖和逆分化。而拮抗 PR 的药物

增殖以及肿瘤生长。该研究提示 KLF5可能

RU486可以抑制这一途径。这部分研究成果

是 Hippo 肿瘤抑制信号途径中的关键下游成

以封面文章发表在内分泌学权威杂志 Mol

员，并且证明 KLF5、YAP 和 TAZ 可以作

Endocrinology。该学科组已经开始和中科院

为三阴性乳腺癌的潜在治疗靶点。有趣的

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研发针对 KLF5途径的

是，KLF5在 PR 阳性的肿瘤细1199胞中收到

抗癌药物。

树鼩微卫星遗传标识体系的建立研究进展
新型实验动物树鼩的模式化和遗传背

遗传标识体系，进而检测树鼩群体杂合度、

景清晰品系的创制对于医药产业的发展和

种群结构，尤其是用于树鼩个体识别和亲权

疾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合

鉴定，评估实验用树鼩品系是否纯系。使用

理评估利用树鼩资源，辅助品系培育工作，

该微卫星标记，累积个体识别率可达

重点实验室姚永刚学科组建立了一套基于

0.9999999998。

树鼩微卫星多态的个体识别和纯系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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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鼩全基因组测序及分析研究进展
中缅树鼩拥有很多有价值的新型实验动物

生物学应用方面更具优势。该研究工作已被

的特点，很适合创制各种医学研究的动物模

Nat Commun 接受发表。

型。目前树鼩已用于很多疾病的研究，比如
抑郁症、近视、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
毒和癌症等。实验室利用二代测序技术高质
量地完成了中缅树鼩的全基因组测序，总覆
盖度高达79，并做了详细的生物信息分析。
通过构建树鼩与其他14个哺乳类动物的系
统发育树，显示了树鼩与灵长类的亲缘关系
最近，具有替代猕猴等大型灵长类实验动物
用于研究的遗传基础，这为树鼩将来应用于
感染与免疫学、神经生物学、代谢、肿瘤等
各种医学研究模型提供了重要依据。基因组
分析发现，树鼩在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方
面与人类具有更高同源性，在免疫学和神经

树鼩触摸屏认知检测模型建立的研究进展
触摸屏认知检测系统在非人灵长类认

（VMCL）、消除（EXT）、5选择序列反

知检测中最为常见，并且在啮齿类中已有初

应时间任务（5CSRT）、唯一测试的非匹配

步应用。徐林课题组建立了Bussey-saksida

位置（TUNL）、自行塑造（AUTO）、位

测试系统（Bussey-saksida touch screen

置辨别学习（LDL）等实验。该模型可用于

chambers），用以对树鼩高级认知功能进行

成瘾、老年痴呆等与学习记忆相关的研究。

检测。通过独特的梯形
墙壁形状加强动物的注
意力，可进行成对选择/
视觉辨别和反转（PD）、
配对联想学习（PAL）、
视觉空间条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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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脲佐菌素诱导树鼩2型糖尿病研究进展
链脲佐菌素（Streptozotocin, STZ）是一
种链球菌产生的天然化合物，对哺乳动物的
胰岛B细胞有特异毒性，被广泛用于诱导1
型和2型糖尿病。梁斌课题组通过使用多次
小剂量的STZ注射来创建树鼩2型糖尿病动
物模型。对树鼩采用高、中、低三个不同剂
量STZ诱导（右图：高浓度为A，中浓度为B，
低浓度为C）。注射STZ后，树鼩出现明显
的多饮、多食和多尿症状，但平均体重未减
轻。各组成模树鼩持续8-16周高血糖，尿糖
显著阳性；糖耐受明显受损，且出现明显糖
脂代谢紊乱；肾功能显著受损；未出现糖尿
病乳酸中毒和高血糖高渗等并发症。结果表
明：多次小剂量STZ注射可以诱导树鼩出现
类似2型糖尿病病症和糖尿病肾脏损伤。综
合考虑STZ注射的次数，各组成模率以及成

模稳定性，2次注射A剂量的STZ较适合用于
创建树鼩2型糖尿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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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鉴定树鼩单纯疱疹病毒潜伏期模型
动物模型的问题是疱疹病毒（HSV）学

HSV-1病毒不存在临床再激活现象，小鼠与

科急待解决的问题之－。HSV做为模式病

家兔模型结果相矛盾。树鼩在进化上接近灵

毒，其潜伏期感染机制还不清楚，关键是受

长类，因此对HSV潜伏感染的反应与人类接

到动物模型的限制。目前常用的小鼠和家兔

近，可以解决小鼠模型和家兔模型存在的问

-潜伏感染模型缺乏与人类相关性。比如啮

题。目前周巨民课题组已经初步建立了树鼩

齿类免疫反应与人类差别较大，小鼠潜伏

单纯疱疹病毒潜伏期模型。

人类早期逆境猕猴模型研究进展
无论是在啮齿类还是在非人灵长类动
物身上，母婴分离常常被用来模拟人类在童
年时期经受的不幸打击（早期逆境）。母婴
分离能够导致个体应激系统功能紊乱和异
常的行为。对于人类，这种负面影响在个体
成年之后仍然明显存在，但是对于啮齿类，
同样的负性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部分甚
至全部被逆转。
为了考察在恒河猴当中母婴分离所造
成的负面影响能否被分离结束之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的正常社会生活所逆转，重点实验
室胡新天、马原野课题组建立了恒河猴的母

不可逆转的。因此，相对于啮齿类动物，母

婴分离动物模型，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取得

婴分离的恒河猴动物模型可以更好地模拟

了突破性进展。研究结果发现，出生后母婴

人类早期逆境的负面影响，同时更加适合研

分离会导致恒河猴的应激系统反应迟钝和

究在人类当中，早期逆境诱发的某些精神疾

行为表现异常，并且这些影响都是长期的、

病的发生和发展。

新型实用猕猴 PD 模型建立的研究进展
MPTP（1-甲基-4-苯基-1,2,3,6-四氢吡

要表现在：该模型的毒副作用大、不同猕猴

啶）静脉或肌注给药诱导的帕金森猕猴虽是

个体对药物反应差异大且症状不稳定。胡新

目前公认的理想动物模型，但仍有缺陷。主

天课题组通过慢性低剂量侧脑室注射MP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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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建立毒副作用小、症状稳定且个体差
异不明显的猕猴帕金森模型，并对PD猴的
行为水平、基本健康情况及基本生理状况进
行了研究。此外，监测该模型建立过程中快
速跳视的潜伏期与峰值速度的变化，发现快
速跳视异常的出现明显早于帕金森行为症
状的出现，揭示快速跳视也许能会成为帕金
森发病早期的诊断指标。

抗抑郁症 1 类新药“奥生乐赛特”获得 I、II、III 期临床试验批件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精神疾病，被列为人

件优秀中国专利”
。2008 年申请 PCT 国际专

类十大疾病之一。针对抑郁症，重点实验室

利，在 33 个国家实施了专利注册，澳大利

徐林学科组与昆明植物所合作，共同完成了

亚和日本已授权。2011 年 5 月一次性获得国

抗抑郁 1 类新药-奥生乐赛特及其胶囊的临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颁发的药

床前研究。2007 年申请中国专利并获授权，

物 I、II、III 期临床试验批件（批件号：

且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2010 年度百

2011L00825， 2011L00826）。

蛇毒抗临床耐药菌抗菌肽及衍生物获国家专利授权
抗生 素市 场总 额大 约在300亿美 元左

研究的大量前期工作基础上(超过500条抗

右，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开发出真正意义上的

菌肽)，优选出蛇毒 Cathelicidin 肽。蛇毒

新类型抗生素（Science 2009, 325, 1089）。

Cathelicidin 肽对500多株临床耐药菌株显示

随着传统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和滥用，在临床

了较强的抗菌活性，同时具有极低的哺乳动

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耐药菌株，如携带

物细胞毒性以及溶血活性，优于美国正进行

NDM-1质粒的“超级细菌”，严重危害了公众

III 期临床的同类候选药物 Pexiganan，显示

的健康。动物抗菌肽因为其独特的作用机制

了较高的临床应用前景。通过动物体内药效

（直接破坏细菌细胞壁和膜的通透性），因

学实验，包括角膜创伤感染绿脓杆菌模型，

而不易产生耐药性，成为非常有应用前景的

医用材料植入感染，局部创伤感染，LPS 致

新型抗感染候选药物。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内毒素休克模型等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了

研究所动物模型与人类疾病机理重点实验

蛇毒 Cathelicidin 肽具有良好的治疗和保护

室生物毒素与人类疾病课题组在李文辉副

作用。该研究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

研究员带领下，立足于实验室在动物抗菌肽

资助。相关发明专利“爬行动物 cathelici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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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肽及衍生物及其应用”日前获得国家发

为新型抗临床耐药微生物感染制剂的制备

明专利授权（专利号：ZL 2008 1 0058260.9），

和应用提供了坚实基础。

药用昆虫天然活性物质发掘研究进展
牛虻唾液腺中含有丰富的抗血栓活性

报道。他们首次证明蜈蚣毒液中含有大量的

物质，近几年来，赖仞课题组从牛虻唾液腺

离子通道，并含有多种药用候选分子。他们

中识别了大量的抗血栓功能物质。最近，该

与湖南师范大学梁宋平教授以及澳大利亚

课 题 组 在 以 前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与 美 国 NIH

King. F. Glenn教授课题组合作，采用蛋白质

John F. Andersen博士领导的团队合作研究

组学结合药理学手段，从传统有毒药用动物

发现，牛虻唾液腺中的一个血小板聚集抑制

—蜈蚣毒液中识别了30种神经毒素或神经

因子含有一独特的空间结构域，该结构域既

毒类似物，这些神经毒素作用于Na+、K+、

是血小板膜受体
aIIbb3的结合位点，
同时也结合类十二
烷酸物质。
类十二烷
酸包括血栓烷、
白三
烯、前列腺环素和前
列腺素等4大类物
质，具有导致血管收
缩、发炎等生物功
能，是导致血栓、血
管硬化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该双功
能蛋白不仅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功能、同时
也以通过清除类十二烷酸来达到抗血栓的
目的。可同时结合血小板膜受体和类十二烷
酸的双功能结构域的识别为开发高效抗血
栓药物提供了先导模板（J Biol Chem , 2012,
287: 10967-76）。
此外，该课题组还对蜈蚣毒液活性多肽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是目前世界上的首次

Ca2+等离子通道。该工作首次证明了蜈蚣毒
液中含有大量的离子通道毒素，以及蜈蚣是
一类不可忽视的有毒药用动物。此外，该研
究同时挖掘了多种药用候选分子。该结果也
揭示了蜈蚣作为非常成功的捕食性节肢动
物（甚至可以捕捉比自己身体大很多的物
种，如青蛙、老鼠等）的生存策略及发挥其
策 略 的 物 质 基 础 和 分 子 机 制 （ Mol Cell
Proteomics , 2012, 11: 64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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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蜈蚣药效分子群和药理学活性研究进展
蜈蚣是一味传统的重要动物药材，其中

张云课题组采用先进的现代生物化学

药药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据《中国药典》

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和手段，对蜈蚣的药

和《中华本草》记述，蜈蚣具有祛风止痉、

效分子群和药理学活性进行了迄今为止最

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的功效，可用于惊风、

全面系统的揭秘，新识别了 400 余种蜈蚣肽

癫痫、痉挛抽搐、中风口歪、半身不遂、破

类生物活性物质。该课题组进一步与华中科

伤风、风湿顽痹、偏头痛以及毒物咬伤等的

技大学分子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丁久平课

治疗。虽然蜈蚣的药用价值被国内外医学专

题组合作，揭示了许多蜈蚣肽类生物活性物

家所重视，用蜈蚣配成的中成药和处方在百

质可作用于不同的细胞膜离子通道（包括

余种以上，但由于缺乏系统全面的对蜈蚣药

钠、钾、钙离子通道等）而发挥药理学作用。

效分子群的识别和相应的药理学活性解析

人类离子通道是产生生物电信号和胞内钙

的研究，使得蜈蚣蕴含的丰富的天然药用活

离子信号的膜蛋白分子，离子通道功能的紊

性物质未能得到充分认识，成为有效利用蜈

乱可导致人体几乎所有组织和器官的多种

蚣药用价值和创新药物研发的重要瓶颈。

疾病，是目前药物开发中排名第二的药物靶
点。上述研究成果不仅科学地诠释了传统中
药蜈蚣的药理药效学基础，从分子水平直接
证明蜈蚣药用的有效性，也提供了蜈蚣中药
材更科学的标准制定、炮制和应用的科学依
据。该研究同时识别了一些导致过敏、出血
等相关副作用的物质，为安全利用蜈蚣药材
提供了有益指导。一大批结构新颖的离子通
道调节剂的发现，也为基于蜈蚣药效成分的
现代创新药物研发打下坚实基础，具有重要
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J
Proteome Res , 2012, 11:30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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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肽类抗生素体内保护临床耐药菌感染药效学重要进展
感染是目前医院住院病人死亡的主要

效成为限制大多数抗菌肽用于临床药物研

原因之一，据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统计，

发的瓶颈。张云课题组在前期大量抗菌肽研

仅在美国，每年败血症的发病率为 75 万人，

究工作和相关发明专利“爬行动物

其中死亡 22.5 万。抗生素市场总额大约在

cathelicidin 抗菌肽及衍生物及其应用”（专

300 亿美元左右，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开发出

利号：ZL 2008 1 0058260.9）基础上，建立

真正意义上的新类型抗生素。随着传统抗生

了临床耐药菌感染动物模型，深入开展了眼

素的大量使用和滥用，在临床上出现了各种

镜王蛇毒 OHCATH30 抗菌肽及衍生物的体

各样的耐药菌株，如携带 NDM-1 质粒的“超

内药效学评价，结果表明在目前临床广泛使

级细菌”、耐甲氧西林、万古霉素致病菌等，

用的抗生素药物头孢哌酮钠无效的情况下，

目前临床使用的抗生素对这些耐药菌已无

OH-CATH30 及衍生物 在安全剂量范围 内

疗效，成为目前特别是今后危害人类健康的

（低于毒性剂量 10 倍以上），对于全身性

重大威胁。

和致死性耐药菌感染具有良好的治疗和保

在与致病菌变异竞争的过程中，自然界

护作用，为新型抗耐药微生物感染药物的制

各种来源的抗菌肽目前成为人们研发新型

备和临床应用提供了坚实的体内药效学基

抗感染药物的希望，但毒性和低下的体内药

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