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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医院对“人造血液”
项目进行科学研究。

用人造血液替代人自身血液的想法产生
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当
时战场上死亡者太多，其中重要原因是伤员
失血过多。另一个原因是，自从1900年奥地
利医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发现ABO血型
后，输血既受到献血者人数和献血量的限制，
还受制于血型。

如果能研制一种血液的替代品，而且不
受供血者和受者血型的限制，就有可能挽救
大量伤病员的生命。1947年，首次应用于临
床的右旋糖酐是最早的“人造血液”。右旋糖
酐在人体内水解后会转变成较低分子量的化
合物，与血浆具有相同的胶体特性，会迅速代
谢成葡萄糖，并能扩充血容量、维持血压，因
此可用于出血及外伤休克时急救。直到今
天，这一方式也还在使用。

20世纪60年代，一次意外的契机和发现，
启动了人造血液从设想迈向现实的第一步。

1966年年初的一天，美国辛辛那提医院
儿科教授利兰·克拉克和其助手在做一项生
物化学试验时，一只老鼠意外掉进了一种白
色的氟化碳溶液中。当时克拉克和助手们并
不知道这个情况。几个小时之后，大家做完
试验整理容器和器械时，发现了那只可怜的
老鼠。但是，它没死，而且像鱼一样在白色溶
液里活蹦乱跳。

一般情况下，老鼠掉进水里或溶液里都
会淹死，但这只老鼠却能在一个装有氟化碳
溶液的瓶子里长时间存活，其中必有原因。
随后克拉克再次把一只小鼠放进一个盛有全
氟碳液体的烧杯中，使其浸没在液体里。过
了几小时小鼠居然还活着。原因在于，这种
特殊的氟碳液体能携带足够的氧气以维持生
命，而且没有毒性。克拉克在1966年6月24
日的《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能否利用氟
化碳携带和输送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的特性
来研制人造血液。

在克拉克的启示下，1978年，日本医生内
藤良一和其同事用全氟碳奈烷和全氟碳三丙
胺的混合物做原料，经乳化制得一种氟化碳
化合物，并且在自己身上注射了200毫升，反
应良好。1979年4月3日，一名61岁的日本

老人患胃溃疡，吐了大量的血，需要手术。手
术者正是福岛中心医院的内藤良一医生。但
是这名病人的血型极为罕见，医院里没有这
种血型的血液。内藤良一决定为病人使用他
们发明的全氟碳人造血。他们给病人输注了
1000毫升人造血，结果手术成功了，病人起死
回生。

此后，研究人员进一步认识到，全氟碳人
造血的黏度同人血差不多，比重比人血略大
些。但它在某些方面比人血的功能更好，不
仅可以扩充血容量，而且携带氧气和排出二
氧化碳的能力比人血大约高出2倍，也不受血
型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输注，其化学稳定性也
好，可存放时间达半年，对人体无害，在体内
64小时后可自动通过肺部呼吸和尿液排出体
外。因此特别适用于大出血急救和一些大型
手术。

1980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和第三军医大学经过5年努力研制成功人
造血，于6月19日和6月30日在上海第一医
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分别给两位病人输入，患
者无任何不良反应，并且都完全康复。

全氟碳（PFC）只含氟原子和碳原子，因此
又叫“氟碳人造血液”，或人造白色血液。但
是，这种血液的缺点也显而易见。由于没有
人血的营养成分，因而不能输送营养物质；由
于不含血小板，因而没有凝血功能；由于不含
白细胞和多种抗体，没有免疫力，也就不能抗
感染。

没淹死的老鼠带来了启示

无论是 PFC，还是 HBOC，
都只能替代一部分血液的功能，
即红细胞携氧和排出二氧化碳
的功能，因此，这样的人造血液
并不足以完全替代人的血液。
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作用，包
括在急救和战场上用于创伤失
血，以恢复人体供氧能力；供手
术过程中的突然急需输血、治疗
贫血病，以及维持通向肿瘤组织
的氧流量，以使化疗更为有效
等。另外，人造血液还可以避免
人血中的多种病原微生物，如艾
滋病病毒、各种肝炎病毒传播的
疾病，还可提供对某些患者的高
氧治疗，如抢救一氧化碳中毒的
病人。

但是，人的血液有大量的
成分，还有很多生理功能，其中
蕴含了许多复杂的机理。人血
中除了红细胞，还有多种类型
的白细胞和抗体（执行免疫功
能）、血小板（执行凝血功能）和
多种营养物质。如果能研制出
具备人血所有成分的全血，才
算是人造血液的完全成功，这
当然很困难，也是人类的一个
远大目标。

2011 年，巴黎居里大学的
研究人员从一名志愿者的骨髓
中提取出造血干细胞，并利用一
组混合生长因子诱导这些细胞
生长发育成红细胞。2013年12
月，有日本研究人员称，利用干
细胞培育出能够携带氧的红细
胞，在此基础上有望大量培育用
于输血的红细胞，这种源自人自
身干细胞发育成的红细胞显然
比PFC和HBOC都有更大的优

点，因为它们本身是“原装”的，
更能适应人的生理功能。

至于用诱导的多能干细胞
生成红细胞来制造人造血，也有
一些国家如英国在投入研究。英
国的苏格兰国家输血服务中心和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团队正在
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培养出
人造红细胞，并对一些地中海贫
血患者开展临床试验。

在改进和完善人造血液方
面，美国研究人员正在研发一
种称作六氟化硫的合成液体。
六氟化硫可溶解大量氧气，成
本低廉，也易于制作，并且储藏
简单。但在操作过程中，病人
需要通过特定面具吸入 70%-
100%的氧气，因此，在医院以
外的环境下使用可能受到限
制。

此次日本研究人员研制的
是一种改进型的人造血液，包
含人造血小板和人造红细胞，
用一种叫做脂质体的细胞膜成
分制成非常微小的“袋子”，即
直径为250纳米的血红蛋白囊
泡，然后分别往里面填入血小
板和血红蛋白。这种血液的进
步是有了血小板，因此除了能
供氧和排出二氧化碳外，还有
凝血功能。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全
球会有1174亿单位的捐献血液，
但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临床使
用。如果各种人造血液能成功
和大量应用于临床，就会为解决
血荒，以及避免输血传染疾病做
出巨大贡献。

（本报综合）

人类正不断改进和完善人造血液

通山县洪港镇三源宜岭小学

25名师生到武汉参观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陈科任报道：观看小学素质教

育展演、接受博物馆历史文化教育……11月28日，应武昌区
教育局邀请，通山县洪港镇三源宜岭小学25名师生走出大
山，接受素质教育的熏陶。

通山县洪港镇三源宜岭小学是一所只有40余名学生的
初小，学生都是留守儿童，教学条件比较落后。近年来，在武
汉市政协等单位牵头帮扶下，来自武汉民间多个爱心团体，
到该学校进行献爱心帮扶活动。

当天，该校师生们观看了武汉丁字桥小学学生们带来的
书法、舞蹈、乐器演奏等才艺表演，既开阔了眼界，又拉近了
彼此的距离。在湖北省博物馆，一幅幅照片、一件件文物让
学生们感受到历史的博大精深。

武昌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深沟通
交流，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跟随时代的步伐，做
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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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血红蛋白氧载体（HBOC）的
人造血液研究也方兴未艾。HBOC与血液
相似，主要是利用其与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
携氧的功能作为血液的替代品，它们在颜色
和形态上更像人血，呈暗红色或紫红色，由
灭菌处理的血红蛋白制成，是一种没有细胞
成分的人造血液。

生产HBOC的血红蛋白有多种来源，比
较适宜的是过期的人类血液的红细胞、人类
胎盘，其次还可以用牛血红细胞等。但是，
这些血红蛋白都要经过处理，不能直接输入
人体。因为，即便血红蛋白进入人体可以起
到携带和释放氧气的功能，但如果没有细胞

膜的保护，血红蛋白的分解速度会非常快，
而且还会产生副作用，如导致肾脏严重损
伤。

因此，现在的HBOC大多使用比天然分
子坚固得多的改进型血红蛋白，或者对血红
蛋白包裹一层生物保护膜。

但是，HBOC人造血也有显著的缺点，
它在人体血液中比红细胞100天的循环周
期短得多，只停留一天左右，而且 HBOC
还可进入细胞间的微小空间结合一氧化
氮，可导致病人血压升高，还可导致腹部不
适和绞痛，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自由基的释
放。

美国一家医药公司开发的一款牛源血
红蛋白人造血产品“血纯”，是从牛血中获得
的高纯度、无病原微生物的牛血红蛋白，再
用戊二醛进行聚合，提升这种人造血液的性
能，并降低其副作用。“血纯”在常温下保存
期在3年以上，与各种血型都具有较高的兼
容性，运输氧气的能力与正常血液相当，但
副作用发生率比输血高出约5%。

由于南非有较高的艾滋病感染率（13%
左右），因此“血纯”早在2001年就被南非政
府批准用于外科手术和治疗贫血。不过，由
于“血纯”有一些副作用，而且存在疯牛病等
动物源病毒感染风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尚未批准该产品在美国使用，但是，他们
同意“血纯”试验性使用于一些疾病，如治疗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另一种人造血液研究试验

人造血液正在路上
近日，以日本防卫医科大学研究人员为主的日本研究团队宣布，他们成功开发出了一种可以挽救

许多人生命的人造血液。目前，这种人造血液已经在兔子身上试验并获得部分成功，对10只大出血的

兔子输注人造血液，6只兔子获救。而且，这种人造血液适合任何血型，可保存一年以上。

人类对人造血液的追求其实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这种追求还在路上。

咸宁市实验小学校本课程系列之八

2017 年 5 月，市实验小学开设了着
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机器
人创客课程，将基于“创作的学习”视作
学生真正需要的学习方式，不断培养学
生创造的兴趣、信心与能力，受到了学生
及家长的欢迎。

校园中的创客空间服务于热衷创意、
设计、制造的学生和老师。市实验小学的

“创客教室”就是一个典型的校园创客空
间，里面有场地图、多媒体等。特别是“零
件拆解区”，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将笔
记本电脑、机器人、硬盘等设备拆解还原
成一个个零件。“孩子们特别享受这个拆
的过程。他们还互相提问零件原来属于
设备的什么部分。”一位指导老师说。

据悉，原来的信息技术课只讲硬件

或软件，在电脑上实现即可，现在学校鼓
励学生将软硬件知识和头脑中的创意连
接起来，将他们头脑中有趣的想法变为
实在的产品。

利用每周五下午时间开展机器人
创客课程，分为搭建与编程两大环节。
在搭建、比赛中，学生们让车子在场地
图完成各种挑战任务，既能尝试独立完
成挑战任务，又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并立即向老师请教从而改进调整。很
多学生纷纷表示，每周五下午的创客，
让他们可以动手实践搭建出许多生活
中见到的事物，每次搭建，让他们的想
象力像马儿一样在草原纵横驰骋，没有
僵硬感，看着自己搭建的作品，心里的
成就感油然而生。

对于学校创客课程的开设，家长们
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他们认为，“学校
机器人创客的开设，为孩子们提供了一
个动手实践并且能够去检验从而学到知
识的一个平台。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充
分发挥想象力搭建出各种生活中的事
物，让孩子主观能动性充分被调动，充
实、自信、成就感油然而生。”

目前，以技术革新、课程统整、校园
时空变革等为主体的教育变革，正推动
着现行教育走向一个以学生为主体、实

践为途径、创新与创造为目的的新教育
时代。近年来，学校先后推出了50种校
本课程，创客课程仅仅只是其中一项，目
的在于推进学校的创新思维教育、基础
课程整合和项目式学习方式的开启，从
空间、设备、师资三个方面给予外部支
撑，从课程、活动、评价三个角度提供全
方位改革。围绕“核心素养”进行课程与
学校、学习与实践等多方面研究与创新，
让信息技术教育助推学生的成长，目标
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创客课程让学生“玩物励志”
○ 刘安平 张俊波

沈文炳名师工作室

送教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近日，市教科院组织我市沈文

炳和朱旋农两个名师工作室到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高中部
开展了送教下乡活动。

沈文炳名师工作室成员敖勇波老师在高三（1）班讲授示
范课《能量守恒定律》，他的课堂情绪饱满富有激情，教学内
容环环相扣，教学设计别具匠心，课堂气氛热烈，学生积极参
与，兴趣浓烈，学习效果显著。课后学生纷纷表示通过本节
课的学习对物理的理解更深刻了，真可谓是收获匪浅、意犹
未尽。

课堂上，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高中部全体物理老师也认
真听课，积极思考，课后研讨交流，畅所欲言。一致认为该课
程以教材为中心，回归课本，摒弃了传统的“导学案”课堂，小
鸟饮水的引入一下子就抓到了学生的注意力，很好的把学生
吸引到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多样化，把枯燥的内容讲得生
动有趣。思路清晰，每一步都为下一步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整节课流畅自然，让物理核心素养在课堂上实实在在地体现
出来。

市教科院

举办幼儿园游戏现场展评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余茹报道：11月28日至29日，由市教科

院主办的咸宁市首届幼儿园游戏现场展评活动在市直属机
关幼儿园举行，视频直播同步进行。各县市区幼儿园园长、
骨干教师等120余人现场参加活动，5500余人通过线上直播
观摩活动。

9名教师参加现场展评，教师自主创设游戏环境、设置游
戏主题、提供低结构游戏材料，让幼儿在游戏中发挥主动性
和创造性。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指出，此次活动非常有
意义，契合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发展需求，契合幼儿身心
全面发展需求，契合教师成长需求。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为
大家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为咸宁市幼教事业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

崇阳职业技术学校

举办校企合作论坛
本报讯 通讯员余茹报道：11月29日，崇阳职业技术学

校举办以“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技能提升”为主题的校企合作
论坛。湖北中健、文昌印务、昌奇电子、湖北驰宇等10余家企
业负责人和专家参加论坛。

学校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开设的新专业要实行专业设
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要以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被认定为国家首
批1+X证书试点专业为契机，逐步实现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
证书对接。

企业家们畅所欲言，为如何做好职业技能提升工作积极
建言建策。大家对在本企业就业的崇阳职校毕业生一直给
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在企业成长快、素质高、工资待遇
好，做到了学生满意、家长满意、企业满意。

校企双方还就新专业、新产业、新职业、新技能等方面进
行有益探讨，形成深度合作意向，今后将建立长效机制，深化
产教融合。

市教科院

举办首届“说高考”展示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石欣报道：由市教科院主办的咸宁市首

届“说高考”展示活动于11月22日、26日、27日分别在通山
一中、通城一中、崇阳一中举行。此次活动吸引了全市近500
名高中教师参与。

参加此次展示活动的讲课教师既有入职不久的教坛新
秀，也有深耕讲坛的精英骨干，有的从近年高考真题直接切
入，引导学生审题、悟题、解题；有的围绕高考真题搭建知识
框架，完善知识网络；有的带领学生研究高考命题趋势、预测
命题方向；有的教师带领着学生与高考真题来了一场邂逅
……

据了解，此次活动搭建了我市高考复习备考交流平台，
通过众人拾柴，集思广益，凝聚备考合力，推动备考团队建
设，助力教师专业成长，开创了我市高三复习备考的新局面，
得到参会学校、教师的高度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