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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上新高地

“中国标准”，精准“降糖”

“您被诊断为‘1.5 型糖尿病’，而不是‘2 型糖尿病’。”6 月 22

日上午，在湘雅二医院门诊诊室，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周智广教授拿着刘先生的抗体检测结果“一锤定

音”。

1.5 型糖尿病？刘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周智广解释说，“1.5 型糖尿病”又叫“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

糖尿病(LADA)”，由于起病在成人期，早期临床表现酷似 2 型糖

尿病，极易被误诊。但其实，它的发病原因异于 2 型糖尿病，以免

疫系统缓慢性破坏胰岛 β细胞为主，从而导致血糖升高。

困扰刘先生 2 年多、血糖控制不理想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善于“躲猫猫”的 1.5 型糖尿病也曾让医生们头疼不已。“在

临床中，有 10%左右的患者常常被误诊，导致治疗方法不正确而

加重病情。”周智广说，糖尿病病因分型诊断困难，曾是医学界的

难题。

如何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

“线索藏在血液里。”中南大学代谢内分泌研究所副所长肖

扬副主任医师介绍，当人的免疫系统出问题“误杀”胰岛 β 细胞

时，被“误杀”的胰岛 β 细胞会释放多种自身抗原到血液中，比

如谷氨酸脱羧酶。面对这些抗原，人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如谷

氨酸脱羧酶抗体，它存在于近七成的 1.5 型糖尿病患者血液里。

检测这些自身抗体，就能证实免疫系统是否“叛变”，从而

实现病因精准分型。

1993 年，周智广团队查阅国外文献发现，猪脑中存在高活

性的谷氨酸脱羧酶，可提取用于抗体检测。

但这种酶在猪死亡后低温环境中只能保持 4 个小时活性，

如何有效获取呢？

那一年，长沙飘雪的冬天，凌晨四五点几个年轻人就出门

到处买猪脑。一拿到猪脑就赶紧装进保温桶，赶回实验室把它

放进低温冻箱，等待实验时提取。

无数次的实验操作和检测后，当液体闪烁计数仪的计数呈

现有规律的高低区别时，周智广和团队成员内心欣喜若狂：“抗

体被检测出来了！”他们在国内率先建立了抗体检测方法，实现

了糖尿病分型诊断重大突破。

但很快，问题又出现了。提取猪脑抗原操作繁琐耗时，灵敏

度和特异度也不理想。

“一个是解决抗原来源，一个是提升灵敏度。”糖尿病免疫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干教授介绍，随着全球分子生物

学技术发展，团队改进制备方法，获得了量大纯度高、免疫原性

好的人源性抗原。同时，自主研制了旋转孵育器，增加抗原和抗

体的分子碰撞频率，让他们结合“更紧密”，抓“凶”更精准。

“我们在国内率先建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配体法，

使抗体检测敏感性由不足 50%提高到 82%，成为了当前糖尿病

抗体检测的金标准。”黄干教授自豪地说，在 2012 年国际糖尿病

免疫学会国际标准化检测评估中，该院 3 种常见抗体检测质量

全球排名第一。

目前，作为全国检测中心，该院每年接受全国送检标本 2 万

余人次。通过筛查，在新发 2 型糖尿病中 1.5 型患病率为 8.6%。

据推算，我国逾 1200 万 1.5 型糖尿病患者将得到精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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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200万 1.5型糖尿病人将得到精确诊断

郭柯宇（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高考结束，我又收到了来自亲朋好友的灵魂拷问：“学医

好吗？”

今年是我学医的第八个年头。汶川地震那年，作为一个四

川娃，12 岁的我目睹了“白衣天使”的伟大，在心中萌发了学医

的种子。

我想把这次作为湖南日报青年观察员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我跟着老师们一起看门诊、做实验。感受最深的，是带孩子来看

病的家长。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是不是要终身打

胰岛素，有没有治愈的方式？”

看着他们期盼的眼神，让我意识到做一名好医生，仅局限

于临床工作是不够的，还有很多医学科学问题要去解决。

医学科研之路并不平坦，甚至充满质疑。听说周智广老师在

研究 1.5型糖尿病之初，就因“这类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列入

目录，研究风险大”，而收到一些国内权威专家的善意“劝退”。但他

坚持：“临床上有一部分这样的病人治疗效果差，就值得研究。”

学医好吗？说实话，时间长、耗费大，强度大、作息不规律，

非常累。但身边的老师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停下努力

和探索的脚步。正是他们的大爱与坚守，给患者和家庭带来帮

助与希望。在门诊中，我也听说了一些患者从绝望中走出，上大

学、谈恋爱、结婚生子的故事。这就是医生最大的成就感吧。

学医吗？真的很“上头”。我越发坚定，学医是我人生最正确

的选择。

6 月 22 日 ，

周智广教授（中）

在向糖尿病患者

家属讲解病情及

诊疗计划。

学医吗？令人“上头”的那种【青年观察】

据统计，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已高达 12.8%，近 40 年患病

率增加近 20 倍。

研发安全有效的糖尿病治愈方案，是患者的迫切希望，

也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重大健康和社会问题。

1 型糖尿病和 1.5 型糖尿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自身免疫

疾病，但前者的胰岛 β 细胞被“误杀”速度更快，常常起病急、

预后差，治疗难度大。

有没有方法“纠正”免疫紊乱，从而扭转“误杀”的局面？

2012 年起，团队与美国哈肯萨克大学医学中心赵勇教授

团队合作，在全球率先开展“干细胞教育疗法”。

“就像老师教育学生一样，告诉免疫细胞，不要再攻击胰岛β
细胞了。”糖尿病细胞治疗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俞海波副

研究员解释，这种治疗方法是将患者的外周血免疫细胞“T细胞”

提取，让其流经脐血多能干细胞教育器，与干细胞接触，经过8—9

小时的“教育”后，再将该T细胞回输患者体内。这期间，干细胞可

实现信号释放，并将信号传递给T细胞，使其“改邪归正”。

项目期内，他们成功治疗了来自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

等世界各地的 44 例患儿。两年随访结果显示，患者机体免疫

紊乱逐渐恢复正常，免疫系统达到平衡状态，胰岛功能下降

速度平均延缓 29%，胰岛功能衰竭比例平均减少 23%。有的患

者甚至在随访的 15 个月期间，完全脱离胰岛素治疗。

治愈的曙光出现，大家的劲头更足了。

“大量研究发现，1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调节性 T 细胞存在

数量及功能的缺陷，因而补充有效的调节性 T 细胞是逆转攻

击的新希望。”俞海波介绍，2016 年，团队率先在国际上开展

了脐血调节性 T 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目前已治疗 25 例，随

访结果显示该疗法安全有效。

这两项创新性细胞疗法，突破了 1 型糖尿病单一依靠胰

岛素注射治疗的局限，2018 年至 2021 年连续 4 年被美国青少

年糖尿病联盟评为全球领先技术。

治疗新突破——

细胞疗法另辟蹊径带来治愈曙光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赵晓华

如 何 攻 克 糖 尿 病 一 直 是 医 学 界 探 求 的 课

题。人类与糖尿病漫长的交手中，认知不断被刷

新。

过去认为，大多数起病于儿童期或青少年

期的是 1 型糖尿病，成年期发生的糖尿病属于 2

型糖尿病。

其实不然。世界卫生组织（WHO）历经 5 次

更改标准，将糖尿病从临床分型向病因分型转

变。这意味着，不能仅依靠临床表现为糖尿病分

型，同样的高血糖背后，发病原因并不一样。

如何拨开迷雾找到“元凶”，为糖尿病人实

现精准“降糖”？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谢内分泌科周智广

教授团队探索了 20 余年，一步步接近糖尿病的

真相。特别是近 10 年来，他们实现了糖尿病分型

诊断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诊断和治疗的准确

率；创新细胞疗法突破治疗瓶颈，为治愈糖尿病

带来新希望；制定糖尿病防治“中国标准”，成为

WHO 糖尿病分型诊断标准的重要依据。

6月 22日，科研人员在进行蛋白提取实验。

有了诊断方法，周智广看待糖尿病的视角也变了。

中国的糖尿病“家底”如何？诊疗方案和欧美有何不同？

如何让最新诊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这一系列问题待解。

基于抗体检测技术的独特优势，湘雅二医院牵头组织了

3 项全国大型流行病学调查，系统阐明了 1.5 型糖尿病、经典 1

型糖尿病、暴发 1 型糖尿病的患病特征与规律，填补了我国在

全球糖尿病版图中的数据空白。

团队牵头制定了首部《中国 1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和《成

人隐匿性自身免疫糖尿病诊疗中国专家共识》，并在全国培

训 3 万余名临床医师，通过指南和共识，规范基层医生的诊疗

路径，给他们提供应对和处理糖尿病的标准。

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大，需要频繁监测。为实现“血糖仪

进口替代”，团队与三诺生物共同研发生产血糖监测产品，血

糖试纸价格降低了 57.1%，并显著提高了血糖达标率。

这些有价值的临床研究和应用，成为 WHO 糖尿病分型

诊断标准的重要依据。

2019 年，WHO 更新了糖尿病诊断分型，将 1.5 型糖尿病

定义为混合型糖尿病的一种类型。作为亚洲唯一代表，周智

广受邀参加了全球首个《国际成人隐匿性免疫糖尿病治疗共

识》的制订，“中国标准”造福世界。

2020 年，国际糖尿病免疫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 1 型

糖尿病领域的顶尖学术会议 25 年来第一次走进中国，周智广

担任了此次大会主席。

“未来我们将在 3 个方面继续推进，一是研究更简便的抗

体检测试剂，让基层医疗机构也能实现抗体检测，惠及更多

患者；二是研究出干细胞治愈糖尿病的方法；最后就是实现

糖尿病的预防。打一针就能预防，那多好！”周智广说，保障人

类健康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新时代，医学科技工作

者肩负着更大的使命，需要有更大的担当。

防治新共识——

“中国标准”造福世界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名片】
糖尿病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国

糖尿病患者超过 1.4亿人，迫切需要有效的干

预策略和诊治方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

谢内分泌科周智广教授团队突破糖尿病分型

诊断和治疗瓶颈，与香港大学、三诺生物传感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完成的“糖尿病免疫

诊断与治疗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获

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得到全球

广泛关注。

6月 22日，科研人员在进行胰岛自身抗体检测。

6 月 22 日，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糖尿病免疫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在

进行血清标本加样。

本版图片均为湖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