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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上海产业技术研究
院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通过“创
新伙伴计划”等战略合作模式，广
泛开展与临床的合作研发，积极
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特别
是面对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
亡率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产
研院以恶性肿瘤为主要攻关内
容，整合旗下各个“组学”研究中

心、实验动物资源平台和生物信
息学技术平台，创建了临床医学转
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转化中
心”），建立了多平台融合的肿瘤个
性化诊断、治疗和药物研发技术
体系、质控体系和技术标准规范
体系，与多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资
源充分结合，面向医药行业和临
床医院提供个性化肿瘤分子分型
诊断、个体化治疗方案、抗肿瘤药
物筛选等技术服务和临床应用。

转化中心坚持“技术创新与
推广应用”相结合，通过测序技术
的引进、应用与创新发展，对基因
检测技术平台进行优化和拓展，
提高现有测序技术平台的适用性
和优势，建成包含基因筛查、数据
分析管理和检测报告生成的完整
的检测技术体系，实现面向临床
提供基因检测优质服务的能力。
同时，围绕临床转化需求，首先开
展了“难治性乳腺癌的精准分层

研究与基因组数据库构建”的攻
关项目。短短半年内，完成了
4300 份临床样本的乳腺癌特异
基因 BRCA1 和 BRCA2 的突变
筛查，发现 750个突变，其中 306
个突变在公共数据库中未有报
道；另有 78个变异位点为致病突
变，约有一半为新发突变。由此，
转化中心构建了高质量乳腺癌表
型组和基因组数据库，成为临床
诊断和治疗中十分宝贵的基因参
考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转化中心
还进一步开发了基于二代测序的
乳腺癌 BRCA1 和 BRCA2 靶向
测序试剂盒和临床检测试验标
准。目前，正努力推进此项产品
的临床大样本验证、临床检测试
剂申报和推广应用。该项检测技
术和分析方法及数据库的构建，
不仅可直接推动临床乳腺癌
BRCA1/2基因的检测应用，还可
同时应用于如卵巢癌等其它重要
肿瘤的基因检测。

此外，转化中心融合产研院
框架下实验动物资源平台和生物
信息学技术平台，建立了药物转
化创新中心，充分利用来自多家
三甲医院的肿瘤样本资源，建成
了生物信息学技术贯穿始终的、
多技术平台整合的、致力于肿瘤
治疗新药研发与个性化治疗临床
应用的、可复制可拓展的肿瘤异
源小鼠（PDX）模型技术服务平台
体系和技术标准规范体系，实现
了 PDX 小鼠模型样本资源的标
准化、规模化和信息一体化，为肿
瘤学研究提供支撑平台，促进抗
肿瘤新药研发和个性化治疗研究
的发展。 （下转第六版）

临床医学转化研究中心

编者按：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以“开放创新，服务产业”为核心理
念，面向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汇聚创新资源，强化协同
创新，重点围绕信息通信、生物医学、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
领域，搭建了 个共性技术研发与服务平台，推动产业链上
下游联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充分发挥“智囊、桥
梁、平台、枢纽”的功能。
《院报》产研院专版将开辟专栏介绍产研院共性技术研

发与服务平台建设情况。本期，请跟随小编走进“临床医学转
化研究中心”，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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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目前，药物转化创新中心可

提供肝癌、胰腺癌、肺癌、儿童
脑肿瘤等来源的异源肿瘤小鼠
模型，已向社会开放个性化医
疗相关抗肿瘤药物研发及临床
技术服务。其中，中心针对冻存
PDX 肝癌样本和新发肝癌病
人，分别开展了抗肿瘤药物个
性化治疗的应用探索。今年已
接种 15例复苏样本、90例新鲜
样本，即将正式开展针对肝癌
的一线药物药敏测试，为识别
药物敏感性分子标签、特定药

物的伴随诊断方案研发奠定数
据基础。

此外，积极开展规模化 PDX
小鼠模型资源建设，目前共计完
成 PDX小鼠模型 250例。2015
年，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合
作开发肝癌 PDX模型，已成功
建立 150例肝癌荷瘤小鼠模型，
形成目前国际上最大的肝癌
PDX模型库；与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合作，已成功建立 60例胰
腺癌荷瘤小鼠模型，造模成功率

达到 63%，超过文献报道水平；
与上海市肺科医院合作，已成功
建立 9例肺癌荷瘤小鼠模型；与
新华儿童医院合作，已成功建立
3例髓母细胞瘤荷瘤小鼠模型，
该模型目前在国际上尚属罕见。
同时，中心今年已建立肝细胞癌
原代细胞系 30例，肺癌原代细
胞系 3例，髓母细胞瘤细胞系 9
例，合计 42例。

为更好地支撑转化中心的
核心功能建设，今年药物转化创

新中心还自主开发了 PDX数据
库和数据分析平台，对 PDX小
鼠资源、临床信息、遗传背景信
息、其它组学信息、国际公开数
据、数据分析结果等不同层次的
数据进行了高度整合，实现了
PDX项目资源的信息化管理，并
利用算法进行质量管控，深入挖
掘相关信息，为制药、医疗产业
的潜在客户提供个性化医疗、伴
随诊断等全面的数据管理和生
物信息服务。完成了 PDX样本

信息、临床信息和遗传背景信息
管理系统建设，构建了可复制可
拓展的 PDX小鼠技术规范。目
前已形成近 40份操作规程和近
30份表单的基于人源肿瘤移植
（PDX）的技术规范，该规范用于
组织采集、样本运送、样本接受、
保存、肿瘤移植、传代、组织修
取、组织脱水包埋、病理切片制
作、模型命名、标签制作等多个
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为
系统的复制推广搭建了良好的
应用拓展空间。

3月 19日，以“北斗导航 -精准农业
跨界融合发展”为主题的“金桥产业技术
创新会议”第十四次会议顺利召开。本次
会议由上海科学院、上海产业技术研究
院、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
活动中心、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上海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上海西虹桥商务开发有限公
司共同举办。

会议由上海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赵毅主持，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汪懋华作大会主题报告，武汉大学前
校长、昆山杜克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刘经南，上海市农业机械化管理
办公室主任施忠，上海华测导航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延平分别作了
主题报告。

精准农业的发展已有 20 多年的历

史。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开始了变量施
肥的尝试。1993年 GPS民用化开始后，
也为精准农业应用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
和装备支持。一批农业制造商将 GPS技

术应用于 GS数据管理技术，实施差异性
农业管理，既施肥又施药，由此催生了一
批装备制造企业，同时带动了很多相关
产业的蓬勃发展。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

业部也开始了对精准农业的探索，如：在
北京以及上海的五四农场建设了相关的
示范工程，并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果。现
如今，精准农业已经成为导航界和农业
界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领域，在我国东北
和西北得以初步应用，但应用水平还较
低，有赖于导航和农业学术界与产业界
的进一步推进。

通过相关补贴政策的实施和引导，
上海市在“十二五”期末已基本完成了农
机的更新换代，做到机电一体化，这也为
今后智能化农机和北斗导航发挥作用奠
定了基础。“十三五”期间，上海农机发展
迎来了良好机遇，其指导思想是依靠北
斗导航和精准农业，进一步提升机械化
程度，为下一步智能化、自动化发展打好
基础，做到依靠控制农机工业装置实现
变量施肥，实现自动驾驶在拖拉机、插秧
机和播种机等机械上的应用。

北斗导航—精准农业 跨界融合发展

汪懋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今天，农机企业要与地
理信息企业保持密切合作和交流，推动农业机械装
备朝信息化、机械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只有拓展思
路，将农业发展与农机导航设备发展相结
合，与信息化发展相结合，才能实现我国
现代化农业发展与北斗产业的共赢。

融合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
大数据背景下的泛在测绘

将促进原创性的研发、引起技术创新的新高潮、推
动服务模式的多样化、促进信息产业大发展。而“跨界
合作，发挥优势，做好服务”是做好以“互联网 +农

业”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的关键。

跨界合作，发挥优势，做好服务

刘经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不管农机如何自动化，农机自动导
航如何先进，平台如何高效，对农民而言，他们最
关心的就是把地种好，把粮价卖高。只有让农民
挣到钱了，服务于农业的企业才能盈利，整个农
业的现代化进程才能向前推进。

让农民增产增收是
做好现代农业的基础

景贵飞
国家遥感中心主任

农业智能化、信息化的前提是精准定位
智能化、信息化是农机装备重要方向，其

前提是精准定位，位置不精准，反而会成为负担。农
情信息采集、农业机械作业、农业机械管理、变量施肥
等都离不开对精确位置的掌握。上海在“十三五”期间还
将进一步推动北斗导航定位在现代农业上的应用。

施 忠
上海市农业机械化
管理办公室主任

北斗应用，服务是关键
我们不能光搞北斗，一定要

把天上所有的东西都运用起来，这样对我们用户是
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要推广北斗技术，更需要推广
北斗应用和服务，把北斗的应用和服务做起来，

特别是服务，北斗的主题应该是
“中国服务”。

曹 冲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
协会研究员

中国要发展适合自己国情的精准农业
精准农业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可能照搬美国、

欧洲、日本的模式。现在我国农业需要的是一个完整
的解决方案，但我们的农业现在还处于一个比较
初级的阶段，只关注装备和某一个环
节，将来要做深入，让农民能真正用

得起，一定要有一个适合
目前国情的解决方案。

吴才聪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赵延平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斗导航将在精准农业领域大行其道
北斗导航在中国农业领域的应用前景

非常巨大。这个前景不仅仅是自动驾驶的
前景，还包括变量控制、精准施肥、喷药，才能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精准农业。北斗导航定位也将渗透到农机、农具、
农资、农民、作物、牲畜、农产品等物联网的方方面面。

（以上观点由规划研究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