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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
薛社普

生于 1917 年 10 月，广东省新会县人，1943 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博

物系，1947 年于同校生物系获硕士学位。1947 年赴美留学，1951 年于美国华
盛顿大学获理科哲学博士学位。1951 年回国后，任大连医学院解剖科副教授，
1954 年兼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组胚教研室副教授。1954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5 年调至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任副研究员，同年 7 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生
物系教授。1958 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实验形态学系副主任，
1959 年任组织胚胎教研室副主任、教授。1973 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形态系
主任。1978 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细胞生物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组胚教研室主任、教授。19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部
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细胞生物学与生殖生物学家——薛社普
薛社普院士是我国细胞生物与生殖生物学
学科创始人之一，是中国细胞分化调控研究的开
拓者。主要学术成就如下：

1 提出细胞分化可调控性实验依据
细胞增殖与分化的调控研究，质疑“细胞分
化一旦决定和已分化后即不可逆”的传统概念，
提出细胞分化可调控性实验依据。

3) 分化中的性腺可在其髓质或皮质两个诱
导拮抗抗体体系的调控下改变其性分化比率。
4) 骨 髓 瘤 可 在 诱 导 分 化 剂 ( 如 维 甲 酸 及
DMSO) 或 调 节 因 子 (如 红 细 胞 分 化 去 核 因 子
EDDFs 等细胞因子) 的作用下进行分化，为肿瘤
细胞的诱导分化提供理论依据。
5) 用同位素

35

S-蛋氨酸等示踪剂研究细胞

起源与鸡胚层细胞增殖，在我国首次发表了同位

1) 建立胚胎脊髓移植术，揭示鸡胚颈段脊髓

素放射自显影的论文 [2-3]，证明鸡胚卵黄球没有蛋

存在“节前交感神经柱 (Terni 核团)”。该核团细

白质合成代谢和自我更新能力，本身不能形成细

胞的超量增殖和预定自动退化死亡的命运可于

胞，提出了对前苏联勒柏辛斯卡娅的《活质学

该段脊髓移植至适宜微环境 (胸段) 条件后发生

说》 [4]的否定观点。

改变，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可分化为新的节前交
感柱。证明外周微环境中的支持与营养等因素可
以调控细胞的分化。该研究于 1951 年发表于美
[1]

国《实验动物学报》 。

2 享誉国际的男性节育药棉酚的实验研究
生殖细胞的发生与分化调控及计划生育药
物作用机理的研究，建立了节育药的动物实验研

2) 鸡胚胚层细胞可在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

究模式、起效评估指标和一整套多学科的功能与

改变其分化类型或在病毒的感染后癌变；已恶变

形态定位、定量、定性的检测技术方法，为我国

的肿瘤细胞在胚体内有被诱导分化为胚胎组织

男性生殖及国产节育药棉酚、雷公藤单体等抗精

的潜能。

子发生及抗生育机理作出了开拓性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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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阐明了棉酚抗精子发生的作用环节，药物在

3) 发现哺乳类红细胞中存在能调控终末分

体内的代谢动态、毒性、毒理及三致 (致癌、致畸、

化的基因表达、诱导核染色质浓 (固) 缩、去核

致突变) 遗传效应。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70 多篇，

和逆转造血系肿瘤细胞恶性的红细胞分化去核

[5]

出版了《男性节育药棉酚的实验研究》专著 。

因子 (EDDFs) 家族。该因子能组织特异地激活

棉酚的研究曾获 1986 年和 1987 年中央卫生部及

红系和非红系骨髓瘤细胞珠蛋白基因表达，并抑

计生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 WHO 及美国人口

制癌基因活动而促进细胞分化。提纯的 EDDFs

委员会的基金资助，应邀在美国 9 个城市进行专

活性物质能特异地与 β 珠蛋白基因的增强子

题报告、学术交流和科研协作，影响深远。

HS-2 序列结合，起转录因子作用。对体外培养的

3 红系细胞终末分化的机理及其调控因
子 EDDF 的研究
揭 示 了 自 然 去 核 类 (哺 乳 类 ) 和 非 去 核 类
(鸟类) 红细胞在种系发生上“核骨架-核纤层–中
间纤维 (波形蛋白纤维)”体系的结构功能差异和
自然去核的规律，提出自然去核是种系进化演变
结果的假说。创建了网织红细胞胞质体杂交模型
的实验体系，发现哺乳类红细胞中存在一系列显
然是进化产物的红细胞分化去核因子 (Erytboid
differentiation denucleation factors，EDDFs)，具
有调节终末分化期相关基因程序性表达、核浓
(固) 缩、自然去核和诱导造血系 (骨髓) 肿瘤细
胞再分化的作用。
1) 创建了可调控骨髓瘤细胞恶性生长的哺
乳类网织红细胞胞质体的杂交模型，及可供筛选
抗癌药物之用的突变细胞系 HL-60，裸鼠传代的

骨髓肿瘤细胞系有高活性的抑制生长和促进分
化的作用。
4) 在上述基础上克隆了不同终末分化阶段
的相关 EDDF 基因家族 6 个成员，在 GenBank
中查询证明为未见报道的新基因序列。根据其中
可引起细胞核浓 (固) 缩，终止细胞分裂增殖的
基因，提出了核染色质浓缩理论以及利用这些基
因诱导分化，抑制肿瘤细胞恶性生长的治疗肿瘤
新概念。
薛社普院士在科研中倡导团队精神，并以提
携青年学子为己任，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
优秀的科研与教学人才。他从教 60 载，从 20 世
纪 60 年代起开始培养研究生，迄今已培养博士、
硕士生 33 名，并出版了《协和人体胚胎学图谱》[6]。
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做了
大量组织领导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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