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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有益于人民
1962 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等研制出一台心脏起搏器，成
功抢救了国内第一例病患，但这
台心脏起搏器足有写字台大小，
且由于相关医疗技术并不成熟，
总体救治率比较低下。
1972 年，方祖祥和同事与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医院医
师合作，加急研制了国内第一台
由晶体管驱动的射频感应式起搏
器，成功应用于性命垂危的一名
心脏病患者。随着起搏器研究的
不断改进，这名患者健康地活到
了今天，成为了世界上依靠起搏
器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人。

方祖祥：1938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 年毕业于物理系。1963 年至
1970 年从事弱信号接收技术、激光通讯等研究，先后完成了相关仪、激光脉冲测
距、经大气传输的激光通讯等项目，
并投入应用。1972 年起从事医学电子学方面
的研究工作，
1974 年研制成我国第一台埋藏式心脏起搏器并进行了国内首例临
床应用。1980 年至 1988 年从对心动过缓转向当时尚未起步的心动过速的研究，
并在全国推广。
倡导无创伤性心脏电生理参数检测和心动过速治疗的方法，
撰有心脏起搏、心电生理方面的 40 余篇论文，担任过中国心脏起搏与电生
理杂志副主编及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中国医疗器械杂志编委。曾任中国生物
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及心律学分会副主任。

“边
求学在艰苦岁月：
干边学，敢想敢闯”

为今后的
敢闯、
勇于实践的信念，
科研创新作了一些铺垫。
1961 年方祖祥毕业后留 校
任教，被分配入新成立的无线电
方 祖祥 的 求学 和 科 研 生 涯
电子学系(时称物理三系)从事弱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步伐，也见
信号接收和雷达技术的科研工
证了我基国科研事业的光辉历
作。这是一门新的学科,方祖祥与
史。
同事们一起一边自学信息论、信
方祖祥 1956 年考入复旦物
号预测等知识，一边自己动手在
理系时，国内高校普遍采用苏联
日夜奋战，
物理楼搭建实验平台，
教材，
注重理论和严格的推导，
还
边干边学，终于建造出能发射和
留下很多习题, 需要花费大量时
接收的雷达系统并研发出处理弱
间去思考和练习，给他带来了很
正当大
信号的相关仪。可惜的是，
大压力。但经过努力，他适应了
家准备积累实验数据时，开始了
新的学习方法，培养了勤思苦练
一系列运动，科研工作被束之高
的能力，在大学前两年的基础课
阁，无果而终。
程学习中，取得优良的成绩。通
1969 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
过两年的基础课和实验课的学
岛事件。冲突中发现苏联的坦克
习，打好了物理学的根基和实践
很坚固，
耐攻击。要摧毁它必须先
的技能，受用终生。
精确测出距离，用炮弹炸其塔楼。
进入三年级，正逢 1958 年大
精度的要求是精确到 1 米。复旦
跃进，
师生们停课去参与
‘大炼钢
军宣队挑选光学、电子学的部分
、在校搞
铁’
、下乡‘放高产卫星’
教师进行攻关。方祖祥被选中，
承
创造发明等社会实践。
担电路设计和调试。
那个时期，
方祖祥下过乡，炼
在大家的努力下，仅用半年
过铁，但更多是在校搞点科技实
攻克了激光测距光机电各项关键
一
践。如射流技术和水声。当时，
顺利
技术，
研制的样机全面达标，
架美国的无人机被我军打下，研
通过验收。这使方祖祥第一次体
究发现，上面的射流控制元件竟
会到科研协同攻关的魅力和成功
然没有损坏，比电子元件的可靠
的喜悦。
性高很多。于是师生们合计一起
鉴于此次成功，学校又接受
也
研究射流技术。当时既无技术、
了总参下达的闽浙前沿海岛间激
无设备，但当时提倡自力更生、奋
光保密通信的任务。经讨论采取
没有条件的
发图强，有条件要上，
于是土法上马， 用激光经大气、对视、互通的方
创造条件也要上。
。既保密又机
案，
“ 可望即可通”
找來一些废旧管材和空气压缩机
方祖祥在其中负
动，
“随架随用”。
搭建实验平台，一遍遍地改进气
责多路通信系统的研制。
道结构做模拟实验，这样当然搞
经过 3 年的努力，项目实现
不出名堂，
但培养出了动手能力。
了 7.3 公里的全天候通信，但在
其后也在老师指导下自已设计制
实现更长的 30 公里通信时遇到
造了水声探测仪，在湖水中做过
了困难。经过数次实验，找到原
实验。也在校内试制出盖革缪勒
因不在光电通讯系统本身，而在
计数管。
大气紊流造成的光束晃抖, 超越
科研起步：开发先进
了接收范围。从而使他们知道了
技术 贡献于社会
“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得考虑
外周环境的影响”，明白了“实践
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方祖祥认为，虽然当时国家
这次 经 历也 确 定了 方 祖 祥
是一穷二白，但毛主席说一张白
的科研观，日后，他一再坚持研
纸上可以画出最美妙的图画。
究生搞科研写论文不仅要有 新
他们那一代人正是在这种思
思想和理论推导, 还必须要有实
想指导下培养出不畏艰难、敢想
主办：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

验数据。
“要
攻关起搏器研制：
真正有益于人民”
1972 年是方祖祥科研 生 涯
方祖
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开始，
祥从军工科研转向了医学电子领
域，
一干就是几十年。
4 月的一个清晨，方祖祥见
到了生物系教师伍于添陪同来的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刘忠豫医师，
要求尽快研制一台新型的心脏起
搏器，用以抢救一位性命垂危的
心脏病病人。这位病人叫胡 **，
是一个 28 岁的姑娘，三度房室传
导阻滞，
没有自身心率，
只能一刻
不停地靠静脉输药维持生命，一
年多来，
所有浅表血管全已用尽，
几无扎针之处，
命悬一线。唯一救
命办法，
就是安装心脏起搏器。
通俗来讲，起搏器应用于心
动过缓的病人。当心率低至 40 以
下时病人不仅胸闷、头晕、黑曚,
甚至危及生命。起搏器是唯一救
生工具。它是一个电脉冲发生，刺
激心脏使随之跳动。现代的起搏
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自适应调控
系统，功能极其繁杂。
早在 1952 年，美国已有体外
起搏器临床应用的报导，并投入
生产。1958 年，瑞典医生研制的
埋藏式心脏起搏器问世。60 年代
初，
我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
有
为此，
上海第
需要但又无法进口。
一人民医院曾于 1962 年研制出
由继电器控制，
一款体外起搏器，
足有一张“八仙桌”那么大，病人
由导线与其连接，无法走动。后改
缩小为
用电磁感应，
闸流管驱动，
保健药箱大小，可以携带短途行
动。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工厂停
工，
人员流散，
无法生产。故此刘
医师才来复旦求助。情况危急，人
命关天，
方祖祥当即答应。
起搏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脉冲发生器，
二是电极导线。方祖
祥承担起搏器电子电路的研制。
在明确医学临床要求后立即确定
方案，采用晶体管驱动的射频感
应方式组成小巧的起搏脉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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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
器,可以随身携带。三天后，
经动
盒”
大小的起搏瓷做出来了，
物实验后，
很快就应用在胡 ** 身
上，
终于保住了她的性命。
胡 ** 经历
从 1972 年手术起，
至今
了大大小小 20 余次心脏手术，
已健康生活了 47 年，
成为世界上靠
起搏器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人。
这一次尝试让方祖祥明白将
电子技术结合医学应用于临床，
还能
“救命”
。在其后几年里，
全国
复旦科教
各地的需求雪片般飞来，
仪器厂电子车间赶制了 2000 余台
起搏器，
供国内急需。那些年，
方祖
祥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急人
大量来信，
他除认真作答外，
所急，
有求必应，
经常为抢救病人
加班到深夜。他深知这点辛劳换来
了病人的生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
特别是见到
的事情是完全应该的，
他感
病人获救而重返工作岗位时，
受到由衷的喜悦。
为满足不同病种的需要，
1973 年至 1976 年间，方祖祥与
同事们配合医院，相继研制了适
应不同病症需要的体外按需式、
按需埋藏式、程控多功能式等 5
种起搏器，都在国内领先应用于
临床。
因为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和
救治病患的经历，方祖祥获得
1977 年全国科技大会重大成果
奖、
1986 年中国科技进步奖。
心脏起搏的供求缓解之后，
80 年代初，方祖祥又开始了新的
征程——
—攻克心动过速。他与苏
州医学院的蒋文平教授一起在国
内领先研制出食道起搏器，发现
将精确调控的电脉冲通过食管靠
近心脏进行电刺激，可终止大多
数人的心动过速。还可测定不少
的心脏电参数，对当时心脏病学
界颇感困惑的心律失常作出了明
确的诊断和选用防治药物。这一
方法大大改观了心律失常诊断和
用药的盲目性，深受医师和病人
的欢迎，
在全国广泛推广。食道调
搏已被卫生部认定为心律失常诊
沿用至今。
断治疗的规范方法，
操作易，费
食道调搏无创伤，
用低，在医疗资源十分匮乏的时

代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无创伤
性心脏生理学研究的道路，取得
了和国外创伤性同类仪器的相同
效果。
方祖祥对自己也对学生常讲
的一句话是：
要心怀全局，敢于创
走自已的路。
新，弄清机理，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希望国产起搏器走出国门”
由于学校不断延聘，方祖祥
70 岁才退休。退休后仍在医学电
子领域耕耘。除仍参与一些科研
外，更多的是培养接班人。
尽管方祖祥与他的团队开创
了国内起搏器研发制造的先河，
但在改革开放后，国内市场还是
被国外占领，内企奄奄一息。为
发展民族产业，他投身于张江的
一家医疗器械上市公司，担任顾
问，研发适合国人需求的新型起
搏器，
终于在两年前获准投产。
进入新世纪, 美国领先发展
了用于急救
“心脏猝死”
的自动体
外除颤器（AED）,并在国内迅速
应用，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日、欧也随之在公共场所、人群密
效果显著。
集区广泛设置和应用，
“发展 AED,
中国医务界发出号召
防止国人猝死”。方祖祥又老将出
马，参与开发 AED。经过六年努
力，终于取得国家的第一张注册
准产证，
产品于去年上市后，
已救
活了 2 名猝死患者。
他还受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局的审评专家，负责审评有源植
入类医疗器械，为医疗器械的市
。
场准入把好
“第一道关”
方祖祥对自己的要求是，活
到老、
学到老、
工作到老。每年他
都会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保持与
医学和工程界的联系，更新自己
的学术思维，并将自已的学术见
解与工经验传授给后人，
方祖祥的心愿是，在有生之
年能见证国产起搏器、AED 救活
更多的病人，
并能走出国门，
进入
国际市场。
文 / 郁钧瑾 符俊虎 董劲松
崔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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