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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致 辞 

自 1995 年克莱顿ꞏ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展，

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备重构能

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变革的重要推

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续深入开展好战略

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

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技术

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示要求，

2016 年 8月 25 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发起成

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创新战略院”），

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颠覆

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术的相关

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创新战略院和

“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项目组决定编辑

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

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主   编：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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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美国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开启人工智能 2.0 时代 

【C4isrnet 网站 2020 年 12 月 7 日】近日，美国国会通过了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人工智能领域，法案提出通过下放采购权、

简化报告流程以及开展“联合人工智能中心 2.0”计划等举措来提高

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在国防部中的地位。首先是，赋予联合人工智能中

心更多的采购自主权，以简化采购流程，更快地获取人工智能技术。

其次，在简化报告流程方面，中心直接向国防部副部长报告相关进展，

并设立顾问委员会，为中心提供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咨询和相关建议。

此外，法案还支持开展“联合人工智能中心 2.0”计划，以重新调整

技术研发结构，在明确需求的基础上定向开发新技术，帮助军队更好

地获取作战优势。（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欧盟拟为“数字欧洲”计划拨款 75 亿欧元，重点支持人工

智能与超级计算 

【Innovation News Network 网站 2020 年 12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

拟为“数字欧洲”计划拨付 75 亿欧元，其中 22 亿欧元用于超级计算，

21 亿欧元用于人工智能，17 亿欧元用于网络安全，11 亿欧元用于推

广数字技术，5.8 亿欧元用于高级数字技能。“数字欧洲”计划希望在

2021 年至 2027 年间，为欧洲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确保民众和企业

获得高质量公共服务，提高欧洲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该计划

具体包括：在 2021 年底前至少部署 1 台百亿亿次级超级计算机；在

健康、制造和能源等领域建立可用于人工智能的全欧数据空间及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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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部署泛欧量子通信基础架构并支持开展网络安全产品认证计划；

专设人工智能、先进计算和网络安全硕士培养计划；建立数字创新中

心网络，为中小企业和公共管理部门提供数字技术获取途径；部署适

合社区的城市数字平台等。（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日本宣布将实施 708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聚焦降低碳

排放和推动数字技术发展 

【英国路透社（Reuters）网站 2020 年 12 月 8 日】为从新冠疫情

造成的经济衰退中加速恢复，日本宣布将实施 7080 亿美元的新一轮

经济刺激方案，重点聚焦绿色和数字创新等新增长领域。其中，约

3871 亿美元将用于直接财政支出以及降低碳排放和推动数字技术发

展的项目。（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 85 个创新生物医学项目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 2020 年 10 月 6 日】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NIH）宣布将通过“高风险高回报”研究计划，在未来 5 年为

85 个项目提供总额约 2.51 亿美元的资助。这些项目均为高度创新且

具备高影响力的生物医学或行为研究项目，如脑机接口研究、基于金

刚石量子传感器的核磁共振显微镜研究、微型多器官基因改造研究、

高分辨率抗原表位疫苗研究、研究利用潜伏免疫通路治疗疾病等。（中

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英国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重点投资尖端科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20 年 11 月 19 日】英国宣布在

当前 550 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基础上，未来 4 年将增加 219 亿美元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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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开支，重点投资网络、航天、舰船、人工智能等能够变革未来战争

的尖端军事技术，这是冷战以来最高水平的国防投资。具体而言，未

来 4 年，英国政府将拨款 79 亿美元用于军事装备技术研发，旨在掌

握新的作战技术。英国还将建立一个专门的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并计

划在下一代战斗机中集成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中物院科技信息

中心编译） 

美众议院拟拨 7.5 亿美元发展 5G 技术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 2020 年 11 月 17 日】美国众议

院通过了一项两党立法，将拨款 7.5 亿美元用于发展 5G 技术，以应

对来自外国制造设备的“潜在威胁”。这笔资金将通过美国参众两院

2020 年提出的《美国电信法案》进行拨付。此外，《美国电信法案》

还将推动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为拨款的具体用途和分配提供建议。

（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英国皇家工程院宣布为 8 名新兴技术研究员提供资助 

【英国皇家工程院网站 2020 年 10 月 2 日】英国皇家工程院宣布，

将投入 2200 万英镑资助 8 名英国新兴技术首席研究员，以支持其开

展长期研究。今年获得资助的研究包括新的生物传感技术平台开发、

机器学习技术在化学领域的应用、新型半导体材料、多功能复合材料、

核废料处理新方法、单芯片冷原子系统、离网水生物技术等。（中物

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智库发布报告《美国的科技竞争新战略》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网站 2020 年 11 月 16 日】美国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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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联合成立的中美科技关系研究小组[1]发布了一份政策报告《美国

的科技竞争新战略》，提出了发展基础科研、5G 数字通信、人工智能

和生物技术四大科技领域的政策目标与咨询建议。其中，报告提出的

三大政策目标包括：①通过增加基础研究投入、选择性产业转型升级

等加强美国的创新能力；②制定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以应对当下

和未来的安全威胁；③尽可能保持开放、合乎道德且一体化的全球知

识体系和创新经济体系等。16 条政策建议包括合理分配科研资金，

发展特色商业创新模式，重建美国在全球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

位，广泛吸纳优秀人才，构建多层次（而非仅针对中国）的风险管理

战略，构建多元化的供应链，建立新兴科技联盟等。（中物院科技信

息中心编译）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国防新兴技术简介》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 2020 年 11 月 30 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

（CRS）发布报告《国防新兴技术简介》。报告指出，人工智能、致命

自主武器、高超声速武器、定向能武器、生物技术及量子技术等新兴

技术可能在未来几年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颠覆性影响，也将对美国国

防授权和拨款、军事行动概念和未来作战产生重大影响。报告还介绍

了上述新兴技术的定义、最新进展和潜在军事应用，如人工智能技术

可用于无人驾驶和深层伪造，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Cas9 可用于改

变军事人员体能，合成生物学可用于制造伪装和隐身装置，量子技术

                                           

[1] 该研究小组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 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和美国亚洲协会中

美关系中心共同组织。来自美国学术界、工业界和智库的 29 名权威专家组成了该工作小组，由顶尖的科技

政策专家 Peter Cowhey 担任主席，经过长达一年之久的审议和研究，完成了此份政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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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量子雷达系统和潜艇探测等。（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智库发布报告《技术 2021：数字创新与民主倡议》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网站 2020 年 11 月 19 日】美智库德国马歇尔

基金会发布《技术 2021：数字创新与民主倡议》报告，为美国新一

届政府提出了技术创新关键议题。报告指出，在总统辩论和政治讨论

中，缺少对技术和创新的实质关注和总体规划，但美国需要自上而下

的技术和创新发展规划，以应对技术获取途径变化、技术新全球主义

以及技术负面效应。报告发布了 15 个关键议题及专家对其挑战和解

决方案的分析，包括创建安全的数字身份和弹性数据架构、成立支持

绿色科技和项目的国家银行、实施国家开放计算策略以降低研究人员

获取数据门槛、构建 21 世纪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供应链硬件和软件

的双重安全性等，其他还涉及预测分析技术、互联网隐私规则、网络

风险计量、全球数字交易规则、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治理原

则等。（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未来系列：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和系统

风险》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世界经济论坛（WEF）

发布《未来系列：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和系统风险》报告，重点介绍

了新兴技术环境的内在隐患和系统性风险，呼吁国际社会和业界重视

并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报告具体分析了设备与网络互联共享、人

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身份与访问管理 4 项变革性技术引发的系统性

风险和应对行动，为安全与技术社区、行业和政府领导以及国际社会

提供了 15 项干预措施。报告指出，面对新的系统性风险，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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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不仅要保护系统安全，还要确保互连的业务和社会流程的完整性

及弹性，需要采取创新模式和集体行动，致力于克服网络安全能力短

缺、工具和技术落后、技术创新与安全性方面投资不足以及问责模糊

等关键问题。（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国防技术战略》报告 

【新美国安全中心官网 2020 年 11 月 17 日】美智库新美国安全中

心（CNAS）发布《国防技术战略》报告。报告介绍了美国的研发生

态和全球技术趋势，重点阐述了美国需优先投资的技术及有效的国家

技术战略。报告指出，美国不断变化的国防技术重点损害了其长期的

技术竞争力，应制定系统的技术战略并明确技术投资优先级。报告建

议，在全球信息革命和数字化时代，美国应优先投资可军事化的云计

算、人工智能、自治系统、基因组学等数字和信息技术，具有明确作

战价值的高超声速、定向能武器等关键军事技术，以及有助于抵御战

略技术意外的量子技术、脑机接口、纳米技术等变革性技术。（中物

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自然》杂志发布 2020 年十大科学发现 

【《自然》杂志官网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自然》（Nature）杂志

通过其官网公布了 2020 年十大科学发现，具体包括：①打破物质-

反物质对称性；②南极臭氧空洞的恢复；③爱尔兰史前贵族坟墓中发

现乱伦证据；④利用卫星绘制树木地图；⑤激活潜伏期的艾滋病毒；

⑥揭秘果蝇挑食行为；⑦首次观测到银河系内快速射电暴；⑧冷冻电

镜达到原子分辨率；⑨干扰素缺乏会导致新冠重症；⑩应激/压力如

何使头发变白。（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10 

谷歌、英特尔等多家科技公司组建“现代计算联盟” 

【Tech Crunch 网站 2020 年 12 月 10 日】谷歌、英特尔、戴尔等

主流科技公司组建“现代计算联盟”，共同解决安全、远程办公以及

其他企业服务问题。该联盟的初步工作聚焦于以下四个领域：①性能；

②安全和身份认证；③远程办公、生产力和协作；④医疗保健。其目

标是集中知识和资源，以解决公司面临的“如何在云上工作”和“运

用什么工具”这两大共同问题。现代计算联盟将致力于开发新标准和

可互操作的技术，使得任何使用联盟成员旗下平台或产品的公司，都

可以获得新开发的技术。（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全球超算排行榜更新，日本“富岳”蝉联第一 

【HPCwire 网站 2020 年 11 月 17 日】全球最强超级计算机的 Top 

500 新榜单公布，来自日本的超级计算机“富岳”（Fugaku）蝉联第

一。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为美国能源部的“Summit”和“Sierra”超

级计算机，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位列第 4 位，“天河

2A”位列第 6 位。“富岳”是世界首台采用 ARM 处理器架构的 TOP500

高性能计算集群，峰值性能为每秒 53.7 亿亿次浮点运算。“富岳”首

批计算机于 2019 年开始部署，并计划在 2021 年全面投入运行。（中

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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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可燃冰开采技术 

机械与运载工程领域课题组  

可燃冰被誉为“未来的能源”。其能量密度非常高，同等条件下，

可燃冰燃烧产生的能量比煤、石油、天然气要多出十倍。但是，可燃

冰生成环境复杂、特殊，开采难度很大。在人类日益为能源所困的今

天，可燃冰的成功开采和使用自然是万众瞩目，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1 技术说明 

目前对可燃冰的开采主要有降压开采法、热激发开采法、置换开

采法、抑制剂开采法及混合开采法等。而我国在降压联合混合开采技

术中引领全球。 

（1）降压开采法是通过抽取地下水或气体等方法降低井口的压力，

使得井口附近区域的孔隙压力降低到水合物相平衡压力以下使水合

物分解的方法。 

（2）热激发法是通过升高井口或地层的温度，使地层温度高于水

合物相平衡温度而分解的方法。 

（3）置换开采法是注入 CO2或者其他比甲烷更容易形成水合物的

物质，将水合物中的甲烷置换出来的方法。 

（4）混合开采法是指综合分析每种开采方法的优缺点，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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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开采技术进行了可燃冰的开采。 

2 研发状态和技术成熟度 

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对可燃冰的开发和利用，先后在这个

项目投入了不少的资源和精力： 

位于前苏联西西伯利亚西北部的麦索亚哈（Messoyakha）气田发

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对天然气水

合物藏进行商业性开采的气田。最初采用降压法进行开采，后期结合

化学抑制剂法（甲醇、氯化钙等）进行开采。截止到 2005 年 1 月，

6.9×109m3的天然气是由可燃冰分解得到的。 

2012年康菲石油公司等在美国阿拉斯加Prudhoe Bay Unit地区开

展了 CO2-CH4 置换和降压法联合的水合物试采作业。这次试采共进

行了 30 天，采气 2.4 万方，日最高产气量 5000m3。 

2013 年，日本在渥美半岛-志摩半岛附近利用降压法进行了为期

6 天的第一次海域试采。当地水深 1000m，水合物在海床下约 300m

的砂质地层中，最高日产 2.5 万方，共产气约 12 万方。生产中将井

内压力降至 5 MPa，成功获得了日产 2 万方甲烷气和 200 方水的成果。

但是由于出砂严重造成机械磨损和堵塞，被迫将原计划的 2 周试采时

间缩短为 6 天。 

3 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据保守估计，目前世界上可燃冰所含有机碳的总量相当于全球已

知煤、石油和天然气碳含量的 2 倍以上。海底大量存在的可燃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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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类未来 1000 年的能量需求。 

可燃冰开采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重要的战略意义，引起全球各

主要资源国的高度关注。我国是可燃冰资源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除

了陆地冻土区外，整个南海的可燃冰地质资源量相当于 700 亿吨油的

量，资源储量可达上千亿吨油的量，开发前景十分广阔。若能顺利开

采，将会缓解目前人类面临的能源问题。 

4 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趋势 

可燃冰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我国可燃冰的勘探开

发历程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通过自主研发设计“蓝鲸一号”等海洋

运载装备，我国尝试新的开采方法，在全球率先试采成功，实现了在

可燃冰开采领域的领跑而不是跟随。 

1999 年，我国首次在南海西沙海域得到可燃冰存在的证据；2004

年，首次在台西南盆地发现“九龙甲烷礁”；2007 年，首次在南海神

狐海域钻探获取实物样品，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印度之后第四个

通过国家级研发计划在海底钻探获得可燃冰实物样品的国家；2013

年，在南海珠江口盆地东部海域首次证实超千亿方级天然气水合物矿

藏；2015 年，在南海北部神狐海域实现水合物钻获成功率 100%，再

次钻探证实超千亿方级天然气水合物矿藏；2016 年，通过钻探锁定

试采目标，系统获取了试采目标井储层关键数据，为试采实施奠定了

坚实基础；2017 年，首次在世界上成功实现连续安全可控试采，实

现了我国海域水合物试采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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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海洋可燃冰大多数分布在 300~3000m 水深的海底沉积物中，储

存条件复杂，埋藏深浅不一，分布面积大，其分解出来的甲烷很难聚

集在某一地区内收集；同时在开发过程中易引发工程地质灾害，寻求

安全、可靠、经济的开采技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开采技术层

面尚未找到一个适合现状的高效率、低风险方法。此外，勘探找矿选

区的难度较大。海域水合物地震勘查识别的精度和准确性较低，冻土

区水合物勘查识别仍缺乏有效方法。在可燃冰样品钻取、保存、测试

和分析实验等方面缺少相应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标准。目前国际上尚

无成熟的商业化开采技术可供借鉴，针对水合物特殊储层的井孔及储

层保护等钻完井技术还不成熟。基于降压、加热及置换等原理的天然

气水合物开采方法存在一些实际操作问题。 

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可燃冰自身所含的能源量远低于将其从埋

藏处开发输送至地表所需的能源消耗，即经济效益很低甚至负利润。

目前可燃冰开采成本高达 200 美元/m3，而开采页岩气的成本仅 3 美

元/m3，开采天然气的成本约 1 美元/m3。可燃冰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但也带来了困难，由于技术与成本问题，可燃冰开采要进入大规模商

业开采仍需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先解决技术问题，成本才能随之降低。 

6 技术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具体实施措施 

可燃冰技术发展涉及勘探、开采、运输、加工使用等系列大工程： 

在勘探方面，立足勘探开采，掌握核心技术。我国海洋和陆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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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冰尽管资源储量大，但区域内水合物丰度不同，因此需要开展深入

细致的勘察与基础科学研究评价，为可燃冰商业化生产奠定选址基础，

这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开采方面，要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和实验模拟工作，要考虑如何

能够在提高开采率的同时又兼顾环境影响，研发出二者兼备的综合开

采技术，实施科学开采。 

鉴于可燃冰行业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尚处于成长期，需要政府

在政策和资金两个层面提供大力支持。 

7 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模的预测 

“十二五”时期以来，国家颁布了《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划》，

在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与评价力度，适时

开展试开采工作”，将可燃冰的勘探、开采列入国家未来发展规划中，

为我国可燃冰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为可燃冰开发制定了具体

的发展规划：2006~2020 年是调查阶段；2020~2030 年是开发试生产

阶段；2030~2050 年进入商业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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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肿瘤免疫治疗 

医疗卫生领域课题组 

肿瘤免疫治疗是通过重新启动并维持肿瘤-免疫循环，恢复机体

正常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控制与清除肿瘤的一种治疗方法。包括

单克隆抗体类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性抗体、癌症疫苗、细胞治疗

和小分子抑制剂等。当前，肿瘤免疫治疗已成为科学界与投资界的热

门。2012 年 6 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出论文《肿瘤研究 200 年》，

明确提出肿瘤治疗方法已转变成手术、放疗、化疗、生物免疫治疗四

足鼎立。2013 年 12 月，《科学》杂志将肿瘤免疫治疗列为年度十大

科学突破之首。而在产业化领域，2013 年 8 月美国高盛报告，八大

可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创新，癌症免疫疗法排名第二，预测在将来免疫

治疗可能会像当前的化疗一样，成为癌症治疗的一线方法。2016 年，

MIT 技术评论将“免疫工程”列为年度十大突破性技术之首，认为基

因工程改造的免疫细胞正在挽救癌症患者的生命，核心内容就是免疫

治疗。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 James P. Allison 首次发现

阻断 CTLA-4 能够激活免疫系统的 T 细胞攻击癌细胞，同时研发出世

界上第一种用于免疫-肿瘤疗法的CTLA-4抗体。日本京都大学Tasuku 

Honjo 首次发现 PD-1 是激活 T 淋巴细胞的诱导基因，其后续研究揭

示了 PD-1 是免疫反应的负调节因子。两位科学家因在通过抑制负向

免疫调节的癌症免疫治疗方法的重要贡献获得 2018 年诺贝尔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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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医学奖。 

1 免疫疗法可能会取代化疗成为治疗癌症的新疗法 

19 世纪中期，德国病理学家 Rudolf Virchow 观察到人类肿瘤组

织中出现免疫浸润，随后美国医生 William Coley 试图将细菌培养液

（含 Coley 毒素）注射进无法切除的软组织肿瘤，以诱发免疫治疗反

应，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对免疫机制理解的不足，肿瘤免疫治疗前进的

步伐停滞了近 1 个世纪。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非特异性免疫的治疗

方法，如 IL-2、IFN-α等，由于伤害性免疫反应的存在，在肿瘤治疗

中并未获得长足的发展。直到免疫检查点对 T 细胞免疫应答的开关控

制使机体免于伤害性免疫反应等基础研究的突破，为肿瘤免疫治疗带

来了转折。随着 CD28-细胞毒性 T 淋巴相关抗原 4(CTLA4)的相互作

用的发现，以及更多的免疫检查点得到确认，如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1-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1 配体 1（PDl-PDL1）等，它们作为机体免疫

应答正负驱动网络的一部分，遵循共用的基本原则，使用单克隆抗体

对免疫检查点进行调控将对免疫应答产生普适作用，这一过程并不依

赖于肿瘤组织学或肿瘤特异性抗原的特异性。 

自肿瘤免疫治疗药物 Yervoy（ipilimumab．anti-CTLA-4）于 2011

年获批以来，已经历了三代免疫疗法的发展。第一代药物包括开启肿

瘤免疫治疗新纪元的 Ipilimumab 和 Sipuleucel T（一种自体树突细胞

免疫治疗），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1 年完成Ⅲ期临床试验。然而由于

在规模化生产和商业运作上过于复杂，Sipuleucel T 并未得到大规模

应用。紧接第一代药物，肿瘤免疫治疗研发进入到急速扩张期，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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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现了许多新的免疫作用机制和靶点，可将这一阶段的药物归类为

第二代。第二代药物中最引入瞩目的是 PDI 和 PDLI 阻断抗体。第一

个 PDI 靶向药物 Pembrolizumab 和 Nivolumab 在 2014~2015 年获得了

FDA 和 EMA 的上市批准。而 PDL1 靶向药 tezolizumab 和 Durvalumab

目前正在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此外，靶向 CD19+B 细胞恶性肿瘤的

双特异性T细胞链接抗体( BITE )Blinatumomab在2015年批准上市。

可作为自体细胞治疗的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ransduced T cells，CAR-Ts)也正在开发中。溶瘤性病毒治疗

药物 T-vec 主要针对无法切除的复发性黑色素瘤的治疗，在 2015 年

10 月被 FDA 批准上市。起初的肿瘤免疫治疗的市场价值主要集中在

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然而，新技术开发和运用在不断挖掘免疫系统

抗击肿瘤的潜能，不断扩展肿瘤免疫治疗多样性。随之而来的新一代

治疗方法将涉及多种免疫机制和作用形式，可称下一代肿瘤免疫治疗

为第三代治疗。 

2 肿瘤免疫疗法是当前和未来新药研发的焦点 

肿瘤免疫疗法是当前药物研发的焦点，其中最热门的靶点是

PD-1/PD-L1。全球共有 5 个 PD-1/PD-L1 新药上市，分别是 Opidivo

（BMS），Keytruda（MSD），Tecentriq（Roche），Imfinizi（Astrazeneca），

Bavencio（Merck KGaA/Pfizer）。2018 年 6 月，我国首个肿瘤免疫治

疗药物欧狄沃 TM（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用于治疗经治非小细胞肺癌，是国内首个也是目前唯一获批上市

的 PD-1 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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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热点总结为：免疫生物学、癌症免疫疗

法的新靶点、免疫检查点抑制及免疫检查点阻断、靶向肿瘤的蛋白及

多肽疫苗、新型免疫疗法及癌症研究的范式转变、肿瘤免疫治疗中的

免疫逃逸与肿瘤免疫联合疗法、免疫疗效的评估和预测和癌症免疫疗

法临床实践 8 个方向。目前，我国在肿瘤免疫治疗方面的研究总体上

落后于国际水平，国内多家研究机构的主要研究内容仍然集中在肿瘤

免疫治疗的免疫生物学方向。中国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军医

大学等机构在开展相关研究。 

肿瘤免疫治疗产品主要分为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两大类。

检索 THOMSON REUTERS CORTELLISTM 数据库 2012 年 9 月 1 日

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收录的已上市肿瘤领域药物，共计 237 个。其中

肿瘤免疫治疗性药物共有 84 个，占所有上市肿瘤药物的 30.8%。虽

然其中含有通过免疫调节治疗肿瘤的药物，也证明了肿瘤免疫治疗性

药物在肿瘤治疗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疫苗和抗体类药物处于临床试验

后期者居多，但 CAR-T 疗法和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尚处早期临床试

验。 

全球肿瘤免疫治疗专利技术主要研发机构，排名前十位的研发机

构中，有六家来自美国，占全球总申请量的 8.5%；两家来自德国，

一家来自日本，一家来自英国。中国没有研发机构入围。美国是肿瘤

免疫治疗专利技术的研发主体，其具有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的研发机

构还是以国际大型公司为主。肿瘤免疫治疗专利技术在全球 55 个国

家或地区进行申请和授权。美国和欧盟是关键技术研发并进行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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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的核心地区。我国肿瘤免疫治疗专利技术主要研发机构是大学

和科研院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军医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郑州大

学位居前五名。 

3 免疫治疗可作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赶超欧美的重要突破

口 

在我国肿瘤免疫治疗领域已取得的良好成果基础之上，需充分发

挥我国临床样本资源优势，优化资源配置，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

系统生物学等前沿学科紧密合作，紧跟国际免疫学研究前沿趋势，我

国肿瘤免疫治疗将取得更大突破，逐步走向国际前沿，为认识肿瘤发

生发展机制、攻克肿瘤、改进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最终为促进人类

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应加强布局，肿瘤免疫治疗有望成

为医药生物领域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重要突破口。 

同时，应加强传统治疗与免疫治疗联合疗法的高质量临床研究。

如何进一步提高疗效与特异性，扩大适应证，是未来研究的方向。同

时，结合精准医学发展，筛选生物标志物，从而可以预筛选过继细胞

治疗可以发挥作用的肿瘤患者，将对于肿瘤的免疫细胞治疗具有非常

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在深入研究不同治疗手段之间相互作用机制

的基础上，如何将传统的肿瘤治疗方法与现有的免疫细胞治疗相结合，

或者将不同的免疫细胞疗法相结合，从而达到最好的疗效，仍需要进

一步的探究。另外，要利用健康大数据，建立新的以整体生存率为主

要指标的免疫细胞治疗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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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观察思考栏目重点刊登颠覆性技术战略

研究各课题组阶段成果和认识；观点荟萃栏目主要刊登与颠覆性技术

有关的观点和看法，特别是期望刊登多种不同观点的争鸣，重在引发

讨论。观察思考和观点荟萃栏目内容要求为原创作品。 

如需引用本刊文章，请与作者联系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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