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脐带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首先,血液中的造血干细胞可
以用来治疗多种血液系统疾病和免
疫系统疾病 ,包括血液系统恶性肿
瘤、血红蛋白病(如地中海贫血)、骨
髓造血功能衰竭(如再生障碍性贫
血)、先天性代谢性疾病、先天性免
疫缺陷疾患、自身免疫性疾患、某些
实体肿瘤(如小细胞肺癌、神经母细
胞瘤、卵巢癌)等。

干细胞移植术 :可治疗急性白
血病、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慢性白
血病、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症、地中海贫血、神经
母细胞瘤、某些遗传性疾病、严重风
湿、类风湿、红斑狼疮等结缔组织疾
病。

用于细胞疗法:各种恶性肿瘤、
胶原性疾病、慢性白血病等。

用于再生医学:治疗某些神经、
肌肉、肝脏、心肌、皮肤疾病等。

脐血作用大

主治血液病

本报讯 近年来，一向陌生的词汇“干细胞”渐渐进入公众视野。“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脐带血储存”……很多与干细胞相关的新闻报道见诸各媒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干细胞”都可用于临床治疗，目目前仅
“造血干细胞”应用技术成熟。

相关资料显示 ,在中国白血病
的自然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三 ,每年
新增约4-5万名白血病患者,其中2万
多名是儿童,而且以2-7岁的儿童居
多。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医疗工作者,

都在加紧研究治疗方法。
科学研究发现 ,脐带血中含有

丰富的未成熟的造血干细胞 ,这些
干细胞可以发育成血液和免疫系统
的细胞 ,可用于治疗多种血液系统
疾病 ,包括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骨髓
造血功能衰竭,先天性代谢性、免疫
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及某些实体肿
瘤。脐带血中所含造血干细胞的比
例高于成人骨髓及外周血 ,可以用
来替代骨髓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省脐血库工作人员介绍 ,脐带
血是指新生儿脐带被结扎后 ,存留
在脐带和胎盘中的血液。工作人员
说 ,虽然每个新生儿脐带中只有很
少量的血 ,但这些血液中含有大量
的造血干细胞 ,是成体干细胞的主
要来源之一。

与骨髓和外周血相比 ,新生儿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异体排斥反应
小 ,免疫原性低 ,再生能力和速度是
造血干细胞的10-20倍。因此,建议那
些高龄产妇、有家族病家庭的孩子
出生后 ,如果担心孩子会出现健康
问题 ,就可以将孩子的脐带血储存
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保存脐带血

留住重生希望

随着干细胞的关注度日
益提高，某些机构开始混淆各
种干细胞的概念，甚至利用获
得医疗准入的造血干细胞的
概念去包装其他未获得医学
准入的干细胞而进行公开的
商业炒作，从而造成社会上孕
产妇越来越多的迷惑，造成有
些无辜的产妇及产妇家庭受
到了权益的侵害。

此前央视《焦点访谈》曾
曝光了无锡某干细胞公司非
法利用干细胞治疗的内幕。节
目中提到，三年前,昆明市民张
英患有结肠癌晚期 ,经咨询后 ,

该公司工作人员声称 ,一般的
癌症根本没有问题 ,如果不去
他们那里就没有希望了 ,最坏

的结果也可以带癌生存至少10

年。救妻心切的张英丈夫,卖掉
住了几十年的住房 ,凑得36万
元 ,支付给该公司注射了三剂
胚胎干细胞。然而,张英的病情
并未好转,三个月后去世。另外,

一位石家庄的患者也称向该
公司汇款24万用于注射胚胎干
细胞。山东电视台公共频道

《真相力量》也曾报道过医院
内干细胞储存机构乱象。其
中，有一家储存机构是从产妇
胎盘中提取造血干细胞进行
保存 ,工作人员称 ,胎盘造血干
细胞不仅可以治疗多种疾病 ,

还可以美容养颜、抗衰老。而
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卫生监督
所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说 ,胎盘

造血干细胞目前不能用于临
床 ,即使存储 ,真正患病的时候
便没用了。

据悉，在2009年国家卫生
计生委(原卫生部)关于公布首
批允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
疗技术目录》的通知中提到,除
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术被批准
可以用于临床治疗外 ,其他干
细胞均排除在外，也就是说,除
了造血干细胞外 ,储户在干细
胞库储存的其它类别干细胞
根本无法使用。目前,干细胞的
成熟应用 ,主要是在治疗恶性
血液病方面 ,而用于治疗恶性
血液病的干细胞为造血干细
胞。造血干细胞的来源主要有
三个:骨髓、外周血、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

任何干细胞，储存不是目
的，使用才是目的。简而言之，
有医学临床价值的干细胞才有
储存的意义。那么，什么干细胞
才有储存的意义呢?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
《首批允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
医疗技术目录》中，明确了仅有
造血干细胞是唯一获得国家许
可用于临床的细胞，治疗血液
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疾病。

按照准入的基本原则“同
源性”，即来源于血液用于血
液，造血干细胞的来源获得准
入的只能是骨髓、脐带血和外
周血；其他来源如社会上炒作
得最热的脐带和胎盘都是人体
组织而非血液，都不具备准入
的条件。

同时，根据国家卫计委办
公厅印发《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治疗技术管理规范(试行)》的

通知，开展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与其
功能、任务相适应，且必须确保
有合法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来
源，只能接受具有《血站执业许
可证》的正规脐血库提供的脐
带血造血干细胞。也就是说，储
存在任何其他非正规干细胞库
的任何类型的干细胞，在万一
需要使用时，根本无法获得临
床医院的合法使用。

干细胞有医学临床价值，才有储存意义

工作人员将细胞保护剂注入脐血袋。

干干细细胞胞未未必必都都可可用用于于临临床床治治疗疗
目前仅“造血干细胞”应用技术成熟

干细胞储存、配型应委托合法机构

骨髓方面，中华骨髓库统
一管理和规范开展志愿捐献、
HLA分型和患者检索配型等
工作。截至2007年，中国建立了
3 1个省级分库。脐带血方面，
全 国 正 规 合 法 的 脐 血 库 有 7

家。但是，什么是正规合法的
脐血库呢?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简称
脐血库)是由国家统一规划、经
国家卫计委批准设立、省卫计
委督导监管的特殊血站，必须
通过卫生行政部门的执业验收
合格并获得《血站执业许可证》
后开展相关脐带血采供业务。

国家批准的正规脐血库
实行“公自并存，以自养公”的

政策，即一个脐血库具备“公
共库”和“家庭库”的同步建
设。公共库的目的是接受产妇
无偿捐献的脐带血，以供全社
会的有需要的患者配型使用，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家庭库是
为社会上部分经济条件允许
且有健康风险意识的公民提
供有偿的自体脐带血储存服
务。在国家不投入资金的情况
下，由家庭库运营的收益，承
担公共库的公益建设和社会
服务。

中国脐带血库董事会主席
甘源先生指出 :“我国脐带血库
设置和开展时间较晚,具有移植
资质和经验的医院甚少,一些医

生从没接触过干细胞移植,技术
远落后于国际,造成脐带血应用
的落后。”

中国目前公共应用约2800

份,自体脐血库应用约60多例,治
疗疾病包括神经母细胞瘤、白
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
贫血等。

所以，无论捐献脐带血还
是自存脐带血，必须委托国家
批准的正规脐血库才可以得到
合法合规安全高质的保障，才
能够确保未来一旦使用时，可
以获得移植医院的使用。而非
正规血库储存的造血干细胞或
者其他细胞，没有任何医疗机
构会接受使用。

社会上一些储存机构都会
声称自己合法，而大多数储存
机构都是打着科研的名义进行
商业炒作，而科研是不可以进
行商业交易的。

血液和干细胞为国家控制
的准入项目，所以，大家可以用
以下方式简单地验证对方是否
真的合法合规，即查阅储存机
构是否具备相关法律依据、相
关资质和证书：

1 .是否可以出具国家卫生
计生委(原卫生部)批准设立的
批文文件(脐带血为血液，必须
获得国家卫计委级别审批);

2 .是否持有省卫生计生委
(原卫生厅 )颁发的《血站执业
许可证》;

3 .是否可以出具省卫生计
生委的红头文件。

全国合法正规的脐带血保
存机构(脐血库)有几家?

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实行
“一省一库”统一管理，截至到
现在，全国获得国家颁发血站
执业许可证，正式执业的正规
脐血库仅有7家，分别是：广东
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北京
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浙江
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山东
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四川
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上海
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天津
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除了造血干细胞国家建有
实体储存库外，其他干细胞均
没有国家设立的具备服务性质
的储存机构。

储存时认准
正规合法机构

山东省脐血库工作人员
接收脐带血。

制备好的脐血先被存放在临时
储罐内，待血样检测结束后统一放
入存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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