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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藥新藥研發新模式
高峰論壇從陳凱先教授主講的專題 「中藥新藥

研發新模式的思考與探索」 揭開序幕。陳教授指出
，當前人類正面臨着非傳染性慢病（NCD）如心
腦血管疾病、神經退行性疾病、代謝障礙性疾病和
腫瘤等病原體不明確、多因素導致的複雜疾病。

他說這些疾病涉及多基因、多靶點通路和網絡
調控或是存在病毒與人體基因組／蛋白質組之間複
雜的相互作用關係，過去醫藥界沿用傳統的、針對
單一靶點的研究方法已難以適用於相關治療藥物的
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中醫整體的、多靶點的、
多層次的作用和調節，就顯示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特別是中藥複方，在幾千年的醫療實踐中顯示出
確切而獨特的療效，但由於其成分和作用機理的複
雜性；加上中藥的辨證論治、隨症加減原則，使得
臨床產生和積累了大量的不同人群、不同組分、不
同配比、不同劑量的個體化的療效數據，對研發現

代藥物存在不少困難。談到中藥研究實驗，陳教授
堅持最佳中藥複方理應從這些臨床數據中提取，而
不應完全通過動物實驗篩選。

由於缺少方法學支撐，成為中醫藥臨床研究中
的重大技術難題。陳教授認為，必須通過探索和發
展新的中藥研發模式來解決。他指出，中藥新藥研
發的新趨勢將朝着研究深入化、定量化和系統化三
個特點發展。

中藥可發展成朝陽產業
張伯禮教授以 「國家重大新藥專項中的中藥研

究與開發」 為題作學術演講時首先指出，面對 13
億人民的醫改必須與中醫藥發生作用！他以身為臨
床大夫幾十年的經驗表示，使用中藥治病，包括治
愈各種慢性病、急性病和疑難病，中藥的治療功效
毋容置疑。其中包括一些中藥與西藥同用，更能產
生很強的互補性。他認為中藥研發重點要抓緊標準
，中藥新藥開發可成朝陽產業，前途無量。

分子靶向藥物成研發主流

丁健教授的學術專題演講為 「分子靶向抗腫瘤
藥物──進展與思考」 。他指出，分子靶向抗腫瘤
藥物已經成為當今國際抗腫瘤藥物研究和開發的主
流並具有廣闊前景。研究顯示根據不同分子分型研
製抗腫瘤藥物，具確切療效。丁教授認為生物學標
誌物研究加速了新藥的研發進程，包括關注基因突
變、耐藥性及藥物毒副作用。他在演講中又提及不
少人關心的中藥靈芝的抗腫瘤評價，甚至以本身親
人在化療期間同時服用靈芝為例，指一方面能減輕
化療副作用和使病患增進食慾，此外能夠支持病患
（體質）繼續進行化學治療。

化學與中藥關係互補

化學藥學專家陳新滋教授 「從中藥出發的新藥
研究」 專題演講中，亦以研究開發有效而副作用低
的抗癌藥作為引子，帶出近十年來在發掘新藥的過
程中，傳統中藥逐漸引人注目，成為新藥的寶貴來
源。一些從中藥中分離或衍生出來的藥物成功治療
了一些西藥無法治愈的疾病。越來越多的中藥和含
中藥活性的化合物被發現具有潛在的生物活性，為
發展有效的新藥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

陳教授說，化學與中藥有密切的關係，而中藥
對化學有更大的貢獻，兩者是互補的關係。

組高水平海內外研究團隊
姚新生教授在學術演講中，揭示中藥防治疾病

的科學內涵，並以 「探討中藥產品邁出國門走向世
界的發展戰略」 為題指出：新世紀為傳統中藥的發
展帶來了新的機遇，應引導產學研結合，及時將揭
示傳統藥物、特別是中藥成方製劑作用物質基礎及
作用機理研究工作提到中藥科技創新工作的重要議
事日程上來。

姚教授透露，正在構思組成高水平海內外研究
團隊，主要依託中、日、韓三國藥物學家，包括從
海外的著名大學、研究院所，着重選擇生物學建模
、藥理活性評價與作用機理研究、計算機模擬篩選
與結構修飾、全合成研究方面的知名專家和有強烈
合作願望的科學家，對中藥複方展開系統性研究。

美國藥典接受中藥標準
一直致力中藥系統研究的果德安教授專題講述

「質量標準導向的中藥相關基礎研究」 。他認為研
究的目標是建立集合中藥特點的分析方法學體系，
制訂科學的中藥標準，包括其化學分析、體內代謝
（進入人體內有層次過程發揮）和生物機制等。

果教授其中一項研究──丹參質量標準制訂成
果，已被美國藥典採納，成為第一個由中國制訂而
被美國藥典接受的中藥標準。據悉，還有靈芝、三
七等標準亦已通過美國藥典委的初審。

論壇的主禮嘉賓包括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醫生；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天津中
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
中醫藥大學校長陳凱先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暨
南大學藥學院中藥及天然藥物研究所所長姚新生教
授；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
所長丁健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浸會大學校
長陳新滋教授，以及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
呂愛平教授。

高永文：優勢互補創新藥
高永文局長在致詞時表示，香港中醫藥發展背

靠祖國，二十多年來得到內地不少中醫藥傳統名家
及臨床研究專家的支持，建立具規範性的基礎架構
。他說，目前國際正形成一股多靶點藥物研發的潮
流，這與中醫藥原理（理論基礎）不謀而合！很高
興看到在香港舉辦中藥新藥研發高峰論壇，凝聚了
頂級專家，正好為中藥研發提供創新思維。他期望
香港的同道能夠抓緊時機，結合內地深厚中醫藥資
源，整合力量，優勢互補，攜手合作，研發和創造
國際認受的中藥新藥。

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在開幕禮上表示，論壇匯聚
了著名中藥研發專家，正好為中醫藥業走向科學化
、現代化和國際化提供重要的動力。他說，藥物研

發的工作十分艱巨，期望通過論壇的交流探討，為
中藥新藥研發帶來新的突破。

張伯禮：願以浸大為載體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張伯禮

在開幕儀式上的發言具有鼓舞作用。張教授說，中
藥雖然古老，但理念絕不落後。經過近二十年的努
力，中醫藥發展在內地有很大的進步。面對國際社
會醫藥需求的新形勢，以及內地醫療改革提供的契
機，都為中藥新藥的研發，提供平台、動力和資源
。他表示，把中藥新藥研發的頂尖科學家召集一起
共聚交流深入研討，令人興奮！他願意通過浸會大
學作為載體，加強內地與香港的中醫藥合作。

陳新滋：政學企業同合作
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教授說，科研創新是長期

的社會投資，需要政府、大學和業界三方合作。他
希望政府在政策和資源等方面能給予大力支持；大
學進行中藥創新研發也需要與企業緊密合作。長遠
來說，這種投資、投入的得益者將是整個社會，而
且也惠及全球。

論壇召集人浸大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致
謝詞時表示，期望通過高層次和專業交流研討，從
老祖宗的數據內找出具體的方法和組合，結合現代
多學科與技術，研發和創造可以影響世界的中藥新
藥。

集合了全國乃至全世界具影響力的中醫藥科學家與本
地中醫藥業界專家、學者和企業家，上周日（12月9日）
匯聚香江，出席由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舉辦的
「2012香港中藥創新藥物研發高峰論壇」 ，共同就中藥
的現代化發展前景和策略，進行深入討論。10位中藥研
發前沿科學家應邀作出專題演講，交流最新科研成果，為
中藥新藥的研發模式和實質性展開，提供了可貴可行的創
新思路和具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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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專家的專題演講揭示了人類已經告別了盲目尋找藥物的階段，現

在研發新藥的主流是理性設計藥物，即通過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的機理

，在計算機的幫助下有針對性地設計出藥物，然後據此組成一系列化合物

進行篩選。這也成為中藥新藥研發的主流。

多靶點協同研發名方
藥用植物研究專家孫曉波教授專題演說 「現代

生物醫藥技術驅動下的中藥創新藥物研發」 ，他介
紹了其團隊在網路藥理學原理的指導下，通過電腦
資訊採集，生物模組挖掘，運用基因晶片、蛋白晶
片技術及雙高通量基因表達檢測技術等多種現代分
子生物學技術對冠心丹參滴丸等多種名方的化學成
分進行系統分析，構建多成分──基因──疾病網
路圖，並對組方中多靶點協同作用機制進行深入研
究，旨在發現藥效物質，探索藥物作用機理，衍生
新方，發現新藥。

從實踐中總結探索
曾擔任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副總裁、現任職

上海中醫藥大學的徐宏喜教授，通過總結多年來從
事中藥新藥研發的一些實際例子，包括不少失敗例
子，以「中藥現代化之實踐與探索」為題，闡釋中醫
藥的特色和優勢，分析制約中醫藥發展的瓶頸問題
，尋找中藥發展的空間與突破點，探索中藥創新發
展的策略，推動中醫藥現代化、科學化、產業化和
國際化。

新藥研發須以臨床導向
來自第二軍醫大學藥學院的少將級張衛東教授

，演講題為 「中藥新藥發現的若干思考」 ，張教授
指出中藥新藥研發選題的理念，必須以病人及患者
為中心；以臨床之需求為導向；以特色和療效為基
礎。他認為，中藥的臨床研究應從基於靶點到基於
疾病網絡的藥物發展模式轉變。

從中藥複方找組合藥物
中醫藥學專家呂愛平教授以 「一種從中藥複方

中尋找抗風濕組合藥物的方法」 為題，展示了藥物

研發的前景。他指出，多數慢性疾病的病理生理機
制非常複雜，用傳統的方法找到一種化合物來針對
其靶點進行干預和治療，顯然是不全面的。即如使
用一種單一化學成分的藥物來治療具備複雜分子網
路機制的類風濕關節炎，其療效也顯然不能令人滿
意的。

他指出，從理論上來說，組合藥物（化合物組
合）應該可以滿足複雜疾病複雜分子網路的需要，
但問題是如何來創立和構建組合藥物的藥理網路，
並能與疾病複雜分子網路比對和評價。呂教授以類
風濕關節炎為例，整合中醫藥臨床資料庫發現中醫
藥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臨床常用中藥組合和中藥複
方；在相關中藥化學庫中尋找這些中藥複方（組合
）對應的有效成分；再在生物醫學資料庫中查找這
些化學成分的靶蛋白。根據不同組合化合物所對應
的不同組合的靶蛋白，整合現有網路藥理學技術方
法和生物資訊學方法，構建與之相應的不同化合物
組合的藥理網路，並與類風濕關節炎的分子網路或
者其中心模組進行比對和評價，尋找能夠有效治療
類風濕關節炎的組合藥物。該方法將為從中藥複方
中找到以組合化合物為目標的新藥開發提供技術幫
助。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最近與中國航天醫學基礎
與應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完成一項有關轉化醫學的

聯合研究，首次在臨床樣本中發現影響骨形成的非編碼
核酸分子靶點，研究人員並成功逆轉骨質疏鬆過程中已
經失去的骨質。研究結果對團隊日後開發針對骨病的創
新 藥 物 ， 提 供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基 礎 。 研 究 論 文
「miR-214 targets ATF4 to inhibit bone formation」於

最新一期的國際著名科研雜誌《自然─醫學》上發表。

論文刊國際著名科研雜誌
研究團隊首先從骨病（骨質疏鬆骨折、換人工關節）

患者的骨樣本入手，通過多個臨床中心的搜集，對非編
碼核酸進行了篩查。北京李英賢博士的團隊研究了這種
非編碼核酸對於體外培養的成骨細胞的生物學行為的影
響及在骨形成過程中的生理調節作用。浸大團隊透過核
酸靶向遞送系統，以小鼠進行實驗，研究伴隨年齡增長
過程中發生骨質疏鬆的病理生理機制，研究人員並成功
逆轉骨質疏鬆所流失的骨量；換言之，今次發現可望促
進骨量的增加，向解決醫學上增齡過程中流失了的骨無
法補回的難題邁進了一大步。

這是首個從臨床樣本中發現能影響成骨細胞骨形成
的非編碼核酸分子靶點，具有非常重要的臨床意義。京

港團隊基於轉化醫學模式系統地整合了靶點、遞送、治
療的工作，對基礎與臨床學科的合作研究具有重要的示
範意義。

論文的共同通訊作者、中醫藥學院教學部副教授張
戈博士說，在人類基因組中，屬於能夠編碼蛋白質的基
因不足 2%，其餘超過 98%的基因組全屬非編碼的 「暗
物質」或稱為 「垃圾 DNA」，至今功用未明。但
ENCODE研究計劃（DNA百科全書）最新發表的研究
顯示，所謂 「垃圾DNA」都是十分有用的基因成份，
負責基因精細調控的重任，可能比傳統的編碼基因更具
有調節功能。

張戈博士說： 「今次的研究解讀了人類基因組的其
中一項 『暗物質』 ，但相信只是冰山一角，我們正在開
展設計針對性的創新藥物研究，包括從浩瀚的天然產物
庫中尋找適合作試驗的化合物，這將是全新的靶點，我
們也是在摸着石頭過河，當中存在很多有趣的未解之謎
，我們仍在探索中，需要一個更大規模的多學科背景科
研團隊的合作。」

這項研究是浸大新成立的 「骨與關節疾病轉化醫學
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身兼研究所所長的中醫藥學院院
長呂愛平教授說，研究所是由中醫藥學院提議聯合浸大
理學院共同成立專注骨與關節疾病轉化醫學研究的平台
，匯聚了多學科的科研人才，開展多項跨學科的前沿研
究課題。呂教授說研究所正計劃進行更大規模的資源整
合，希望有更多優秀的多學科背景的年輕人加入，正如
這篇論文的其中一位第一作者郭保生博士，便是中醫藥
學院的年輕科研工作者，反映研究所具有強大的發展潛
力。

有關論文的內容，可瀏覽網頁：http://www.nature.
com/nm/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3026.html。

◀浸大校長陳新滋教授（左三）、中醫
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右二）與學院
領導層分享張戈博士（右三）研究團隊
的喜悅

浸大中醫藥團隊
發現促進骨量增生方法

探索新模式 多學科參與

臨床作導向 多靶點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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