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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禹

【项目推介】：

张元兴团队研发的迟钝爱德华氏菌活
疫苗，是我国注册的第一个海水养殖动物
活疫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政府许可
的针对迟钝爱德华氏菌的鱼用弱毒疫苗。
它填补了我国海水鱼类疫苗空白，突破了
我国水产疫苗产业化开发的技术瓶颈，将
推动并建立以免疫防治为核心的海水鱼类
健康养殖新模式，得到了国家“863 项目”
和农业技术体系的支持。
在我国，疫苗在家畜、家禽
养殖业已经广泛应用，但在海水
养殖业中却是一片空白。自
2006 年的“嗑药”多宝鱼事件
起，使用抗生素，甚至冒险使用
违禁药物，在水产养殖行业中屡
禁不止。
我国海水鱼类养殖已经进入
工业化集约养殖阶段。随着养殖
密度的增加，病害已成为海水鱼
类养殖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
素之一。据统计，我国水产动物
病害种类达 200 余种，每年养殖
病害发病率达 50%，平均死亡

率达 30%，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数百亿元。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张元兴团队从源头入手，
通过自主
开发鱼类疫苗代替抗生素，
从根本
上为解决鱼类药物残留问题提供
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团队研发的
迟钝爱德华氏菌活疫苗，
是我国注
册的第一个海水养殖动物活疫苗，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政府许可
的针对迟钝爱德华氏菌的鱼用弱
毒疫苗。该疫苗产品现已正式投
产，逐步应用到实际生产，覆盖全
国半数多宝鱼养殖基地。

难上加难 总得有人先探路
2006 年，影响大半个中国
的“多宝鱼事件”爆发，多宝鱼
体内检测出违禁农兽药残留。为
了控制多发的细菌性病害，使用
抗生素一直是最有效的手段。但
抗生素的超标使用，不仅带来致
病菌的耐药性问题，也给生态环
境造成了隐患。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
验，高效疫苗的应用是病害控制
的有效策略。在欧美地区，早在
上世纪 70 年代，海洋鱼类疫苗
就已经开始大规模投入使用。因
为疫苗的使用，三文鱼成了挪威
最健康的动物。而在我国，海水
养殖业中始终没有疫苗应用的成
功先例。
“国外早就使用疫苗代替抗
生素，国内要走这条路，也总得
有 人 先 探 路 。” 张 元 兴 看 在 眼
里，急在心里。2000 年，张元
兴团队下定决心，要做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在现有海洋养殖鱼病
原微生物的研究基础上，自主开
发一种鱼类疫苗。
“科研要跟着社会实际需要
来。”
除了已经在研发的鳗弧菌疫
苗，张元兴团队又开始着手研究
多宝鱼在内的鲆鲽类海洋鱼的致
病机制，并尝试开发各种新疫苗。
“要想在产业应用上有所创

新，必须基础研究先行，突破关
键技术。”由爱德华氏菌病引起
的腹水病，是海水养殖多宝鱼的
一种严重病害。由于该病原菌寄
生在宿主胞内，药物治疗效果
差，又可能会连锁性地引起药物
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
科研团队成功分离鉴定出了
高致病性菌株 EIB202。但爱德
华氏菌和鳗弧菌不一样，它的毒
力调控网络非常复杂，国际上还
未对此有过深入研究，要想构建
减毒活菌体，更是难上加难。经
过 5 年左右的摸索，团队成功解
析了全基因组和主要致病机制，
并根据病原基因组的特征，从众
多菌株中最后精准筛选出了天然
弱 毒 的 、 免 疫 性 能 好 的
EIBAV1 菌 株 ， 并 制 成 疫 苗 候
选株。
历经 10 余年的努力，团队
突破疫苗制备、安全性评价、免
疫保护力评价、质量标准、疫苗
使用规范等多种关键技术，最终
构建了大菱鲆迟钝爱德华氏菌活
疫苗。实验证实，该疫苗产品在
规模应用中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
免疫保护力，接种该疫苗的鲆鲽
类经济鱼种可有效抵御由迟钝爱
德华氏菌引起的腹水病，其免疫
保护力可达 70%以上。

团队成员
现场示范接种
操作。
受访者 供图

十年荆棘 打通“最后一公里”
“疫苗研究成果要想走出实验
室，走向养殖场，从基础研究到
技术突破，再到应用推广，必须
打通这条产业链。
”张元兴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海水
动物疫苗研发仍停留在实验室研
究阶段。我国做疫苗的科学家有
很多，却很难走到底。疫苗开发分
为实验室研究和产业开发阶段。
实验室研究可以发论文，但产业开
发却不行。在产业开发阶段，往往
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且短时
间内基本没有实际回报。特别是
产品临床试验和药证申报阶段，由
于没有先例，国家对此没有明确的
规程和标准。
“ 最后一公里”的路
上，开发团队只能自行摸索，这让
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望而却步。
张元兴团队选择勇往前行，

但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条从
未有人走过的鱼类疫苗产业化道
路荆棘丛生，“一公里”的路程走
了整整 10 年。
疫苗申报程序是什么？水体
里的生物安全性评价怎么做？走
出实验室，摆在张元兴团队面前
的是一大堆实际操作难题。
在做临床前实验时，为了保
证实验数据的稳定性和可重复
性，必须根据海洋动物养殖实验
室的环境温控、海水制备、管道
布局、废水排放及用电安全等要
求建临床前研究平台。但这是计
划外的支出，无法使用国家课题
经费，只能协调一部分横向项目
资金。最终，400 平米的海洋动
物疫苗临床前实验平台在华东理
工大学奉贤校区落成。

为了通过实验评审后的复
审，团队硬着头皮，自费几十万
元，对山东烟台的一个养殖场进
行改造。复检机构考察后，发现
养殖场的负压条件不达标，不符
合复检的要求。让简陋的养殖场
满足负压条件，显然不现实，而
找遍全国就没有达到这种要求的
实验基地。
张元兴的心一下子掉到了冰
窟窿里。那么多困难都克服了，难
道这最后一步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幸运的是，疫苗知识产权转
让单位——浙江诺倍威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听到这个消息后，配合
张元兴团队在企业里建设了一套
复检实验系统。系统改造 3 个
月，实际运行 3 个月，疫苗顺利
通过复检。

渐入佳境 打开鱼类疫苗产业新格局
“疫苗的开发，绝对不是一个
教授带着几个研究生就能做出来
的。”张元兴团队里有好多“多面
手”，团队效应充分显现。穿上白
大褂，他们是优秀的科研工作
者；脱下白大褂，他们还可以是
和养殖户、企业打交道的疫苗应
用培训与示范推广一线人员。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团队的
身影。2011 年，天津一家大型水
产养殖龙头企业的半滑舌鳎苗和
成鱼相继爆发重大疫情。接到疫
情后，几位团队成员第一时间赶赴
天津，驻扎在养殖车间，了解疫情
的发生发展态势，并及时采取措施
控制住了疫情，挽回了损失。
由于多年奋斗在养殖一线，
团队成员马悦博士练就了一双
“ 火 眼 金 睛 ”， 鱼 苗 出 了 什 么 问

题，马悦一看就知道。如今，“马
博士”已经成了团队的“金字招
牌”，搞海水鱼类养殖的农民都知
道：鱼苗生了病，赶紧请马博士。
2012 年，在山东烟台的一家
养殖场推广疫苗时，不少养殖户都
对疫苗的安全性心存疑虑。为了
打消养殖户的疑虑，团队成员王启
要博士带着一帮学生，驻扎在养殖
场，和渔民同吃同住，手把手教养
殖户注射，这一待就是几个月。
为了提高注射效率，张元兴
团队还自行设计了一套可用于评
价鱼用候选疫苗免疫效力的循环
水养殖系统，保证疫苗效力评价
过程中养殖环境优良、实验条件
可控的同时，还适用于注射、浸
泡及口服等不同疫苗给药方式的
评价。利用该系统，每小时可注

射 2000 尾鱼苗。仅在大面积实验
阶段，免疫的养殖大菱鲆苗种就
达到了 200 万尾。
2014 年起，张元兴团队依托
学校，和合作企业共同建设了上
海海洋动物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针对国内海洋动物疫苗研发
中的重大关键性、基础性和共性
技术问题，进行海洋动物疫苗安
全标准化、规范化和工程化研究
开发，为我国海洋动物疫苗研发
提供技术支撑，依托现代农业技
术体系，推进综合免疫防治在海
水养殖行业的广泛应用，促进我
国海水养殖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历时 15 年，从基础研究到一
项疫苗产品获批，再到研究中心
成立，张元兴团队的鱼类疫苗产
业格局正在打开。

科苑新创
南开大学

清华大学

世界首例机器人微操作克隆猪诞生
近日，一份特殊的“亲子鉴定”报告
出炉，13 头克隆小猪与“代孕”母亲无
血缘关系，仅与供体细胞存在“亲子关
系”。这从医学上证明了，世界首例机器
人操作的体细胞克隆猪在中国天津诞生。
较之以往的“手工操作”克隆技术，
此次机器人的自动化“操刀”，用力更
小，对细胞伤害更小，更高精度的操作将
体细胞克隆技术成功的关键指标“囊胚
率”从 10%提高至 20%。
“机器人操作体细胞克隆猪”研究来
自南开大学机器人与信息自动化研究所

赵新教授领导的跨学科研究团队。为了
让这项技术“开花结果”，团队将该核移
植方法应用于整个克隆猪流程，先后完
成了数千例核移植操作来验证方法的有
效性。
“我们的研究第一次从细胞的发育角
度指导微操作，通过细胞受力将微操作过
程与细胞发育结果建立联系。这套方法的
推广可进一步提高微操作技术对整体生物
过程的贡献。可以预见，它在辅助生育、
动植物品种改良以及大众医疗、家畜生产
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赵新说。

香港科技大学

打开多信使天文学的新窗口
随着科学家宣布首次直接探测到了来
自双中子星并合的引力波后，清华大学信
息技术研究院 LIGO 科学合作组织工作组
发布最新引力波探测和研究成果。
“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引力
波天文台和其他望远镜同时观测到了同一
个天体物理事件，这次发现打开了等待已
久的多信使天文学的新窗口，引力波天文
学为理解中子星的性质提供了电磁天文学
单独所不能实现的新机会。”清华大学 LIGO 科学合作组织负责人曹军威介绍。
中子星是目前已知的最小、最致密的

恒星，直径约 20 千米，一小勺中子星物质
的质量可达 10 亿吨。双中子星为广义相对
论提供了极强的观测检验，包括支持引力
波存在的第一个坚定证据。在 LIGO 发展
的早期，双中子星并合被认为是引力波观
测的首要目标。
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LIGO科学合
作组织工作组自2009年成为LIGO科学合作
组织正式成员，
参与了迄今为止的所有引力波
发现并作出贡献，
近两年来在引力波实时在线
数据处理和多信使天文学方面，
开展了算法设
计、
性能优化与软件开发等工作。

南通大学

成功研发全港首部无人车
香港科技大学近日宣布，该校机器人
研究所的师生研发了香港首部拥有多项创
新功能的无人车。研发团队在电子及计算
机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刘明率领下，开发了
一个先进无人车综合系统，包含感应器系
统和动态建模系统，并研发了一个特别设
计的控制台，能统一控制无人车的动态功
能，包括电线驱动的转向、加速及制动。
据介绍，这部无人车的观测障碍功能
系统可每秒测量环境 100 次，而三维观测
系统则可每秒输出 10 万点像，显示车辆
在其环境中的位置。刘明表示，相信这一

发明会迎接一个无人车辆新时代，这些车
辆可以节省人力，也能提高安全性。
这部无人车是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
“机器人日”活动中展出的多个项目之
一。其他研发项目包括同样可以回避障碍
物的无人飞机和无人船、各种智能生产
线、会下棋的机器人等。
香港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王煜
表示，机器人发展需要有足够的相关配套
和技能，研究所是一个跨学科平台，旨在
整合和扶助大学层面有关机器人的研究、
发展和教育。

揭示我国艾滋病病毒株流行趋势
艾滋病病毒株极具侵略性，传播速度
迅速。用基因分析代替受访问答，用大数
据绘制病毒分型流行趋势……近日，南通
大学大学生团队经过大量研究，
发现了我国
艾滋病病毒株的流行趋势。4 位本科生在该
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庄勋教授的指导下完
成的《中国 HIV-1 CRF01_AE 毒株的分
子流行特征研究》，
成为目前国内序列样本量
最多的研究。
CRF01_AE 型毒株是目前我国艾滋病
最主要的基因型，传播广泛，并有上升趋
势。南通大学朱可心、陈颖、江凌晨和杨

加丽 4 位同学在导师的指导下，应用分子
流行病学方法与生物信息学技术，全面调
查了毒株在中国的地区、人群分布特征，
验证了我国 CRF01_AE 毒株不同流行枝的
流行趋势；运用分子传播网络的方法揭示
了男男同性性行为群体和流动人口在该毒
株传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该团队将我国 CRF01_AE 毒株进化形
成 5 个流行枝，并对江苏、上海等地的艾滋
病人进行基因分析和大数据研究。通过基因
测序以及行为学分析，研究揭示了艾滋病不
同传播方式之间的关联性。 （樊畅 整理）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科研楼
内，有两间“忙碌”的实验
室。即便是在周末，依然可以
在实验室里看见堆满了各种实
验器材和试剂的桌面，七八个
穿着白大褂的研究生，认认真
真地做着手中的实验。这里，
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呼吸科研团队的大本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呼吸团队分为临床团队和
科研团队，由沈华浩教授领
军，李雯教授、陈志华研究员
和应颂敏教授共同领导，临床
和科研两手抓，致力于支气管
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
部感染、肺癌以及呼吸危重症
等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和科
研工作，同时也涵盖临床药理
和药物开发等研究领域。

“科研不会一蹴而就”
2010 年，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团队中的科
研团队由浙医二院搬至浙江大
学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科研楼，
从零开始，打造一支全新的科
研团队。从此，由沈华浩教授
领衔、四名优秀教授导师共同
指导的队伍框架初步形成了。
万事开头难。科研团队刚
刚落户紫金港时，一切技术都
还不成熟，做起实验来难度较
大。黏蛋白 MUC5AC 是气道
黏液的主要成分，香烟烟雾是
导致气道黏蛋白 MUC5AC 高
表达的常见原因，沈华浩想在
体外利用香烟烟雾提取物干预
气 道 上 皮 细 胞 诱 导 MUC5AC
的表达，从而研究黏液过表达
分子机制。但是团队成员和研
究生们一起实验了很久，却一
直无法成功诱导。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毕竟
从文献报道情况来看这是一定
可行的。多次的失败打击着每
个研究人员的信心。前前后后
摸索了一年多，就在大家想要
放弃的时候，沈华浩一直鼓励
团队成员继续坚持，他说，要
坚信科研不会一蹴而就，科研
工作需要一份坚定的信念。于
是，一批人放弃了，另外一批
人就紧接上去，在沈华浩的带
领和不断鼓励下，最初放弃的
人又重新回到了研究之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团队成
员陈志华教授去细胞间看细
胞，忽然有了不寻常的发现
——香烟的味道怎么一点都闻
不 到 ！ 2016 级 博 士 生 吴 银 芳
说：
“陈志华教授在国外做过这
个实验，对这个实验很了解，
在国外做实验的时候都能够闻
到明显的烟雾的味道，那天没
有烟雾的气味很反常。
”
通过这样一个细节，加之
后续多名研究人员对引物、细
胞等多项条件的继续优化，团
队找到了突破口。现在这项实
验已经成为了实验室的常规实
验，而呼吸系统疾病黏液高分
泌的相关机制研究也成了团队
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通讯员

蒋天铮

柯溢能

沈华浩和他的﹃呼吸﹄团队

告别抗生素，
我国鱼类活疫苗
“破冰”

科学人物

多的同行中普及对这一疾病的
认识。
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 ，
沈华浩还注重发挥那些科研能
力强、实验经验丰富的研究生
的带头作用，采取“1+1”的
办法加强对新生学习和工作能
力的培养，让新生明确自己的
目标，老生传授他们的经验和
实验方法，帮助新生开好头，
起好步，为今后的全面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是引路者也是“知心人”

在科研方面，沈华浩是学
生们的指导者、引路者，但在
生活中，他更像是他们的“知
心人”
，有时候甚至像是亲人。
沈华浩教授一有空就会跑
到实验室里看同学们的进展。
平时规定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
致力临床更关注科研 周 五 的 上 午 8 点 到 下 午 5 点 ，
但在此时间之外，实验室里总
呼吸团队的导师们知识渊 还会有很多同学继续做着自己
博，临床经验丰富，临床思维 的研究。沈华浩常常下午 5 点
宽泛而严谨，在门诊繁杂忙碌 之后去看望留在实验室工作的
而紧张的工作状态中，仍然一 同学，坐下来一起吃个饭，悉
“沈
刻不忘对研究生的临床和科研 心了解学生们课题的进展。
老师虽然很忙，但对我们总是
能力的培养。
楼剑师从沈华浩教授攻读 很关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情
”学生们如此
博士研究生已有两年时间，耳 况也都十分了解。
濡 目 染 ， 获 益 匪 浅 。 十 多 年 说道。
“科研要搞好，身体也要搞
前，一位来自丽水的 14 岁“怪
”空闲时间里，沈华浩常和
病 ” 男 孩 引 起 了 沈 教 授 的 注 好。
“整个团队都
意，在对该患者的细心诊治过 学生们一起运动。
程中，沈教授发现并在世界上 会参加进去，虽然有时候并不
首次提出了变异性哮喘的另一 太懂一些运动项目的规则，但
种类型———胸闷变异性哮喘 图个开心嘛！”体育活动不仅释
放了学生们实验的压力，也拉
（CTVA）。
自从沈华浩发现胸闷变异 近了师生间的距离。
在生活中，沈华浩照顾关
性哮喘后，越来越多胸闷待查
的患者被确诊为此病症，这些 心着每一个学生。学生张超因
患者常常以胸闷为唯一症状， 为实验过度劳累出现了咳嗽、
发作数年，反复就诊于各大医 气急的症状，沈华浩教授得知
院的心内科、消化内科、精神 后，立刻打电话询问病情，并
科等等，多方诊治无果。一位 再三嘱咐其他学生在实验和生
患者说：
“从前一直被误诊为神 活中多帮助和照顾张超。
“整个导与学的过程主要还
经上的问题，为查清这病，真
是看学生的自觉性。导师只是
是吃尽了苦头。
”
沈教授看到并抓住了疾病 一个辅助作用，最重要的还是
”至今，沈华浩
表象背后的本质，不但解除了 靠每个人自己。
自己门诊这些患者的苦痛，更 教授的团队已经取得了不少重
撰写了英文文献发表于世界级 大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呼吸
专业杂志，致力于对该疾病的 疾病临床诊治和研究的重要力
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并在更 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