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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被

稱為「人工肺」的ECMO在醫院臨床使用成功救治許多重症患者，然而

這種關鍵時刻的「救命神器」，在中國卻長期依賴進口。香港文匯報記者

9日從西安交通大學獲悉，該校第一附屬醫院歷經5年潛心研究，攜手四

川大學國家生物醫學材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單位，成功研發出具有長效

穩定抗凝塗層的國產ECMO系統，從而一舉打破了國外在這一領域的技

術壟斷，也極大地推動了具有更好生物相容性的整套國產化高端醫療器械

投入市場的進程。

國產ECMO系統樣機製備完成
內地多家醫療機構合力研發 攻克抗凝技術打破國外壟斷

據了解，ECMO中文全稱是體外膜肺氧
合，可廣泛應用於嚴重急慢性心功能衰竭

及嚴重急慢性呼吸衰竭患者急救。在醫學應用
中，當ECMO運轉時，設備會先將患者靜脈血
引出體外，然後經過特殊材質人工心肺旁路進
行氧合，再將氧合後的血液輸回患者動脈或靜
脈系統，暫時替代患者心肺功能，起到較
長時間的心、肺支持作用。ECMO作為
生命的最後一道防線，其在生命支持上的
價值凸顯，也代表着一個醫院、一個地
區，甚至是一個國家危重病救治的最高水
平。

中國每280萬人用一台設備
目前世界上的ECMO設備主要來源於德
國、美國、意大利等，近年來，中國內地
一些醫院亦開始引入使用。然而，由於國
外長期的技術壟斷，使得我國全國ECMO
設備短缺，耗材匱乏等問題突出，且費用昂貴
（每台約150萬元至300萬元人民幣，其中每套
耗材約5萬元至8萬元人民幣）。根據此前媒體報
道，ECMO設備在一些發達國家已廣泛應用，其
中，德國平均每2萬人至4萬人便擁有一台EC-
MO。而我國有260家醫院可以做ECMO，但全
國僅有500台左右，相當於平均每280萬人擁有
一台ECMO。這種壟斷和資源稀缺性，也導致
中國ECMO救治只能在少數高水平醫療中心得
以實施，而無法推廣至基層醫院。
在今年抗疫期間，雖然經過多方徵調和緊急
採購，武漢一線ECMO資源仍然捉襟見肘。為
了徹底擺脫這種受制於人的窘境，內地很多醫
療機構開始在研發上紛紛發力，然而ECMO設
備的國產化面臨諸多制約，其中最重要的是關
鍵材料和技術尚未掌握。
「ECMO系統最重要的核心技術有三點，包
含膜式氧合器製造、血泵設計及抗凝塗層技
術。」據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科研團隊
介紹，長期以來，膜式氧合器和血泵已經實現
了大規模商業化，但抗凝塗層技術則一直被國
外技術封鎖，這也是導致ECMO國產化困難重

重的主要原因。在此情況下，四川大學國家生
物醫學材料工程研究中心不負眾望，成功攻克
並開發了長效抗凝塗層技術。「有了這個技
術，在加上西安交通大學開發的離心泵及程控
監測系統，最終團隊與陝西京典生物科技聯合
研製出國產化ECMO系統。」

有望降低市價挽救更多生命
據介紹，在國際ECMO領域，對於如何提高
ECMO系統的組織相容性、降低血液破壞、減
少炎症反應及血栓形成，是公認的提高ECMO
系統使用時間的關鍵技術。西安交大一附院作
為西北地區最早開展ECMO技術的單位，經過
幾十年幾代人的努力，成為全國使用ECMO救
治病種最複雜的中心之一，並培養了一批技術
過硬的ECMO專業人員。此次聯合研製的國產
化ECMO系統，經過多次測試以及大動物實驗
研究證實，系統性能穩定、生物相容性良好。
專家表示，隨着本次研發的基於長效穩定抗凝
塗層的國產化ECMO系統樣機製備完成，有望
完全打破國外技術壁壘，大大降低市場價格，
使更多患者從中獲益，挽救更多生命。

「國產 ECMO 系統
實現重大突破」消息一
經發布，便引發熱議。
業內專家和多位西安資
深醫生均表示，一場突
如其來的疫情，讓很多

醫療機構認識到高端醫療救護設備國產
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對於一線醫生
而言，在振奮的同時，我更關心這些成
果何時能進入市場，何時能轉換成醫療
資源，何時能普惠眾生？」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西安交通大學第
一附屬醫院早在2003年SARS期間就已
接觸ECMO，並開始進行臨床動物實驗
與技術培訓。至今ECMO技術已經非
常成熟，救治範圍輻射陝西、甘肅、寧
夏等地區，成功救治數百例患者，並創
造了無數個第一次：2005年應用EC-
MO成功救治第一例心功能不全瓣膜患

者；2009年實施西北第一例清醒狀態下
ECMO；2013 年成立 ECMO 團隊；
2018年完成西北第一例ECMO陸空轉
運心臟病重症患者等。

專家籲盡快制定國產標準
對於此次研發成功的國產ECMO系

統，該院並未給出明確的市場化時間
表。業內專家指出，研發成功只是走出
了第一步，由於之前ECMO系統一直
依賴進口，我國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標
準。「大家都在研發，也都有了成果，
誰優誰劣，如何使這些成果成為符合標
準的成熟產品走入市場，可能還有相當
長的一段路要走。」因此，專家建議相
關部門盡快制定ECMO國產標準，為
企業研發提供質量標準指導，同時在資
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和傾斜。「通過國
產ECMO的成功，可以引導更多國產

高端醫療設備加快從研發到上市的速
度。」

在西安某三甲醫院供職的王醫生表
示，「我個人認為目前國產ECMO要
實現市場化，除了技術突破，可能還需
要解決幾個基本問題。」一方面，由於
ECMO資源的稀缺，很多醫院沒有或者
嚴重缺乏ECMO專業人才，這將極有
可能影響市場容量；其次，患者如何盡
快接受國產ECMO，必須要拿出足夠讓
人信服的數據；第三，國產化設備的使
用能減少患者多少支出，降費空間有多
大，這都是影響市場化的主要因素。
「作為中國醫生，我做夢都希望有一天
診室內全部用上國產設備。我希望借此
次ECMO研發成功的契機，各方應盡
快形成合力，讓成果早日實現應用，讓
更多的患者早日受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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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市場化還有多遠？

■國產 ECMO有
望完全打破國外技
術壁壘，大大降低
市場價格。

受訪者供圖

■國產ECMO經測試系統性能穩定、生物相容性良好。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深圳特區報》報
道，一款名為光威弈 Pro 系列的內存
條，由深圳一家高端存儲芯片測試企
業——嘉合勁威電子科技公司生產製
造。記者7日在嘉合勁威的坪山工廠見
到，一排排光威弈Pro系列的內存條和
SSD（固態硬盤：用快閃記憶體存取資
料，速度達到傳統硬碟10倍快）在車間
內有條不紊地進行生產、檢測、包
裝……該系列產品從芯片製造、封裝，
到模組測試、製造，全鏈條都實現國產
自主化。
該產品的出現，既打破國外技術壟
斷，又有利於上下游企業實現核心技術
國產化，標誌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取
得又一突破。
嘉合勁威電子科技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張

喆介紹，之前的存儲顆粒領域幾乎一直被
國外廠商壟斷，雖然有些SSD開始宣傳國
產化，但主要集中在主控固件的自主化，
顆粒部分一直沒能做到國產顆粒大量零
售。在國內的存儲產品取得突破的基礎
上，他們設計生產了這兩款產品，主要用
於日常使用的PC以及服務器行業，已經與
市場上曙光、同方、北京計算機所等公司
產品完成適配。

達國際水平 可替代進口
今年4月底，光威弈Pro系列內存條在

電商平台正式上架後，首日銷量突破
5,000條，固態硬盤5月上架後也備受消
費者好評。據介紹，兩款產品經過國內
的模組廠商和整機廠商的驗證，達到國
際先進水平，可以替代國外進口產品。

全鏈條實現國產自主化
在內存條出廠前，須對芯片產品的功

能、性能測試，從而將功能、性能不符
合要求的產品篩選出來。在嘉合勁威的
車間內，「銀芯1號」正在有序地進料、
出料，這是他們自主研製的全自動化
DRAM芯片測試設備。DRAM即動態隨
機存取存儲器，是內存條最重要的組成
部分。「銀芯1號」每個批次的檢測時間
只需1分鐘至3分鐘，每天的產能達到2
萬顆，比起人工測試更高效、更專業、
更可靠。
「目前國內芯片行業測試普遍依賴人

工，較為落後。國外DRAM芯片測試設
備則價格昂貴，於是我們自主研製出一
套測試設備，軟件和硬件都是自主研
發。」張喆表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
知識產權局9日在北京發布最新知識產權統
計數據稱，截至2020年6月底，中國國內
（不含港澳台）發明專利有效量199.6萬
件，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 14.3
件。中國國內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排
名前 3 位的省區市依次為北京（141.5
件）、上海（56.1件）、江蘇（31.9件）。

知產事業發展保持平穩
國家知識產權局當天線上舉行2020年第
三季度例行新聞發布會，集中發布專利、
商標、地理標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半
年統計數據。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
中國主要知識產權指標符合預期，知識產
權事業發展保持平穩。
專利方面，2020年上半年，中國發明專

利申請68.3萬件，共授權發明專利21.7萬
件，其中，國內發明專利授權17.6萬件；
共受理PCT（《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
利申請2.95萬件，同比增長22.6%，其中，
國內2.68萬件，同比增長20.7%；共受理專
利覆審請求2.62萬件、專利無效宣告請求
0.26萬件，分別結案2.57萬件、0.43萬件。
商標方面，2020年上半年，中國商標申

請量為428.4萬件；商標註冊量為262.9萬
件；共收到中國申請人馬德里商標國際註
冊申請3,875件，同比增長36%；共收到各
類商標評審案件申請16.6萬件，結案19.2
萬件。截至2020年6月底，中國有效註冊
商標量為2,741.4萬件，中國申請人馬德里
商標國際註冊有效量為4.1萬件。
地理標誌方面，2020年上半年，中國國
家知識產權局核准使用地理標誌產品專用

標誌企業322家，核准註冊地理標誌商標
364件。截至2020年6月底，累計批准地理
標誌產品2,385個，核准專用標誌使用企業
8,811家，累計註冊地理標誌商標5,682件。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方面，2020年上半

年，中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登記申請5,176
件，同比增長78.2%；發證5,262件，同比
增長111.6%。
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方面，2020年上半

年，全國各省區市專利侵權糾紛行政裁決案
件總量5,320件。全國專利商標質押金額853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45%，質
押項目數4,678項，同比增長52%。其中，專
利質押金額651億元，同比增長61%，質押
項目數4,171項，同比增長54%；商標質押總
金額202億元，同比增長8.8%，質押項目數
507項，同比增長34%。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9日，隨
着最後一聲炮響，匯集8種有毒有害氣體的
雲南大（理）臨（滄）鐵路紅豆山隧道貫
通，標誌着中國首例、世界罕見的有毒有
害氣體隧道掘進難題順利攻破。
大臨鐵路紅豆山隧道於2016年開工，是
目前中國鐵路建設中遇到的唯一一座匯集
了8種有毒有害氣體、長距離大規模強湧
水、高地溫、長段落花崗岩蝕變的長大隧
道。隧道位於雲南省臨滄市境內，全長
10,616米，毗鄰瀾滄江，群山環抱，地理環
境極為複雜。
「紅豆山隧道之所以稱為世界罕見『毒

氣』隧道，是因為有害氣體的種類最多、
濃度最高、危害程度最大，其有毒有害氣
體高度以上危險區域佔隧道全長的73.8%，
每掘進一米都充滿未知與挑戰。」中鐵十
局大臨鐵路項目部副總工程師全斐告訴記
者，「只有參與其中的人才知道貫通的分
量和勝利的來之不易。」
由於沒有可借鑒的施工經驗，施工單位

多次邀請石油、煤礦等行業知名專家現場
會勘，研究有害氣體的處理方案；同時在
紅豆山隧道建立「特殊地質專業研究實習
基地」，組織管理人員、作業人員共同學
習研討，形成了一套針對多種有害氣體的

控制標準和施工方法，成功解決了多種高
濃度、有突出危險有害氣體隧道施工難
題。

有效改善滇中滇西交通
目前，大臨鐵路建設路基完成99%，橋

樑完成98%，隧道完成98%，各項工作按
照計劃有序推進。
大臨鐵路北起大理，跨越瀾滄江後到達
臨滄，線路全長202公里，設計時速為每小
時160公里。建成通車後，將有效改善滇
中、滇西區域交通格局，起到助推中國與
周邊國家互聯互通的積極作用。

首款「中國芯」內存條在深量產內地每萬人口發明專利14.3件

雲南「毒氣」隧道貫通 攻破世界性掘進難題

■光威弈Pro系
列的內存條打
破了國外技術
壟斷，實現核
心技術國產自
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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