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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发布 

 

尊敬的各位老师： 

图书馆从近期到馆的中文期刊中筛选出了《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

信息，供各位老师作为临床参考，有需要的老师可到图书馆阅览室借阅。 

序

号 
篇            名 杂志名称 年.卷(期):页码 

1 
预防老年人失能核心信息中国专家共识

（2019）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2019.38(10):1073 

2 胸痛基层诊疗指南（实践版.2019）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9.18(10):920 

3 急性心力衰竭基层诊疗指南（实践版.2019）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19.18(10):931 

4 
《成人弥漫性胶质瘤相关癫痫临床诊疗指

南》解读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2019.35(10):976 

5 
中国早期结直肠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

（2019.上海）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2019.36(10):709 

6 
2019 年美国《成年人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

营养治疗共识报告》解读 
中国全科医学 2019.22(29):3527 

7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功能性治愈）专家

共识 
中华传染病杂志 2019.37(8):461 

8 
转移性前列腺癌化疗中国专家共识（2019

版）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2019.40(10):721 

9 
中国直肠癌侧方淋巴结转移诊疗专家共识

（2019 版）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22(10):901 

10 
左心耳干预预防心房颤动患者血栓栓塞事

件：目前的认识和建议（2019） 
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 2019.23(5):372 

11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9）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9.47(1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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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ancet Infect Dis：科学家在流感通用疫苗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 

流感病毒感染每年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很多人死亡，这让人听起来不寒而栗，流感

疫苗只有在于人群中传播的毒株完全匹配时才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近日，一项刊登在国

际杂志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西奈山医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

研究开发了一种新方法（利用嵌合血凝素(cHA)）有望推动通用型流感疫苗的开发。 

 

图片来源：C. S. Goldsmith and A. Balish, CDC 

血凝素是流感病毒表面的一种特殊蛋白，其能引导病毒进入宿主细胞中，血凝素由头

部（可变）和茎部（不同毒株之间变化较小）组成；文章中，研究者通过研究开发出了一

种能抵御流感病毒血凝素茎部区域的新型疫苗，同时他们还对多个 cHA 疫苗策略进行分析

来观察是否能够诱导特殊抗体产生，从而帮助机体抵御对流感病毒的感染。 

研究者分析了多个潜在的 cHA 疫苗策略是否能诱导抗体来靶向作用表达血凝素 1 型流

感病毒的茎部结构，同时在测试中研究者还加入了一种能提高疫苗有效成分的佐剂。疫苗

策略的检查包括如下步骤：1）接受基于嵌合 H8/1 血凝素的减毒活疫苗，然后接种非佐剂

嵌合基于 H5/1 血凝素的灭活疫苗（IIV）；2）相同的策略，但 IIV 含有名为 As03 的佐剂；

3）初免-增强策略，包括佐剂 cH8/1 IIV 初免，随后是佐剂 cH5/1 IIV 增强免疫。 

研究者发现，IIV（并非减毒活疫苗）在启动后能诱导机体产生显著的额抗体反应，同

时抗 H1 的效价会显著增加，所有的疫苗策略均能在接种疫苗后诱导可检测到的 H1 毒株抗

体应答反应。研究者 Florian Krammer 表示，这种新型疫苗策略能够诱导广泛的抗体应答反

应，不仅对目前流行的人流感病毒产生交叉反应，而且还对禽流感和蝙蝠流感病毒亚型也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1911/201911022211354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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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交叉反应。与佐剂一起使用的灭活配方在启动后就会引发强烈的抗茎部反应，

这就表明，这种疫苗策略可能足以诱发对尚未出现的流感大流行的保护作用。 

本文研究结果有望帮助研究人员后期开发出新型通用型流感疫苗，目前仅仅是初步研

究结果，研究人员将会在今年年底时公布其它研究结果。 

原文出处：Prof David I Bernstein,Jeffrey Guptill,Abdollah Naficy, et al. Immunogenicity of 

chimeric haemagglutinin-based, universal influenza virus vaccine candidates: interim results of a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1 clinical trial,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2019) 

doi:10.1016/S1473-3099(19)30393-7. 

2、eLife：靶向代谢功能障碍的疗法或有望治疗阿尔兹海默病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eLif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

（Yale-NUS College）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代谢功能障碍或是引发阿尔兹海默病的主

要原因。 

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影响全球老年人的最常见的神经变性疾病，同时其也是引发痴呆

症的常见原因；在新加坡，十分之一 60 岁及以上的个体都会罹患痴呆症。经过 20 多年的

研究后，如今研究人员依然没有鉴别出引发阿尔兹海默病的具体原因，而且目前也并没有

有效的治疗手段。 

目前研究人员提出了两种竞争性的理论来解释阿尔兹海默病的病因，第一种理论认为，

大脑中名为β淀粉样蛋白的特殊蛋白的积累或是主要诱因；而第二种和最近的理论则认为，

代谢功能障碍，特别是细胞线粒体功能异常或许是引发阿尔兹海默病的罪魁祸首。这项研

究中，研究者发现，在β淀粉样蛋白水平明显增加之前患者机体代谢功能缺陷就能被检测

到，他们利用秀丽隐杆线虫就能识别出这些改变，因为秀丽隐杆线虫与人类细胞在分子水

平上共享了很多相似之处，深入研究后研究者发现，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或能有效逆转这

些代谢缺陷并能使线虫的健康和寿命恢复正常。 

研究者 Gruber 表示，尽管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目前靶向特殊蛋白的阿尔兹海默病药物

临床试验还是失败了，如今研究者发现线粒体功能障碍和阿尔兹海默病病理学表现之间存

在强有力的关联，因此通过靶向作用代谢缺陷，尤其是线粒体缺陷，采取一种预防性策略

或能有效抑制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 

研究者解释道，代谢和线粒体功能异常或能作为一般人群和年龄相关疾病（包括阿尔

兹海默病）患者机体老化的基础性特征；因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个体衰老的表现，通过针

对衰老机制而不是在症状出现后治疗疾病的角度来开发预防性和治疗性的策略。 

原文出处：Emelyne Teo,Sudharshan Ravi,Diogo Barardo,et al. Metabolic stress is a primary 

pathogenic event in transgenic Caenorhabditis elegans expressing pan-neuronal human amyloid 

beta, eLife (2019). DOI:10.7554/eLife.5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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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CI：创新性细胞疗法有望治疗对当前免疫疗法并无反应的癌症患者 

在当今精准化治疗癌症的时代，研究人员正在不断努力开发新型个体化疗法来释放机

体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有效治疗多种疾病；尽管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研究者仍

然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来更好地预测哪些患者能因治疗而获益，同时将这些治疗效益扩展到

更多患者及肿瘤类型中。 

 

图片来源：VHIO/created with BioRender. J Clin Invest. 2019. 10.1172/JCI127967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 Vall 

d'Hebron 肿瘤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疗法，其能有效治疗对当前免

疫疗法并无反应的癌症患者。更具体地说，那些携带低突变负担（所谓的“冷”肿瘤）的

胃肠道肿瘤患者已经成为了当前免疫疗法的挑战，基于能识别新抗原的杀伤性 T 细胞给药

疗法目前已在少数“冷”肿瘤患者机体中展现出了潜在的抗肿瘤活性。 

本文研究有望帮助研究人员开发新型疗法来治疗对已批准的癌症疗法并无反应的转移

性癌症患者；此外，研究者还描述了一种微创、基于血液的新方法来识别、测定并追踪抵

御恶性胃肠道癌症所表达的新抗原（肿瘤抗原），这些癌症包括胰腺癌、胃食管癌、胆管

癌和结直肠癌等。研究者 Alena Gros 指出，虽然我们并不期待能够在低突变负担“冷”肿

瘤患者机体血液中找到杀伤性 T 淋巴细胞，但如今研究表明，我们能够识别并选择血液中

的这些细胞，来通过液体活检技术开发新型个体化细胞疗法。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通过联合研究来寻找新型制剂，从而抑制免疫系统的检查点调节、

解析癌症耐药机制及患者对疗法的反应，研究者的主要目标就是开发出新型细胞疗法来有



西安交大一附院图书馆主页 http://www.library.jdyfy.com:22229/ 

                                                                                                          
6 

效治疗癌症患者。最后研究者表示，本文研究或能促进他们从癌症患者血液中寻找新抗原

特异性的 T 淋巴细胞，从而为寻找或开发新型抗癌个体化疗法提供新的思路和希望。 

原文出处：Alena Gros,Eric Tran,Maria R. Parkhurst, et al. Recognition of huma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neoantigens by circulating PD-1+ lymphocytes,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19). DOI:10.1172/JCI127967. 

4、Sci Transl Med：科学家有望开发出治疗帕金森疾病的新型疗法 

日前，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美国

西北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利用患者机体衍生的神经元开发并检测了一种新型帕金森疾

病疗法，其能通过减缓有害基因突变的效应来改善帕金森患者的治疗。 

 

图片来源：Wikipedia 

某些针对遗传性障碍的实验性疗法能靶向作用突变的蛋白或酶类，但本文研究中研究

人员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手段，其代替了修复破损的酶类，研究人员放大了健康酶类的

功能，从而对人类大脑细胞和小鼠模型进行研究，成功减缓了帕金森疾病患者的症状。研

究者指出，野生型葡糖脑苷脂酶（GCase）的激活或许能作为多种帕金森疾病形式的潜在治

疗靶点。 

帕金森疾病是第二大常见的神经变性疾病，其主要会影响大脑黑质区域的神经元的功

能，这些神经元主要负责产生多巴胺，一种用来通过大脑传递信号的化学信使，同时这些

神经元还能传递计划和控制机体运动的相关信息。仅 GBA1 的突变能代表帕金森疾病最常

见的遗传风险因子，GBA1 能编码一种对神经元功能非常重要的名为葡糖脑苷脂酶（G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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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酶类。帕金森疾病相关的突变能促进 GBA1 失活，并产生畸形的 GCase 酶类，从而

引发产生多巴胺的神经元中毒性蛋白质的积累。 

随着神经元的死亡，患者会出现颤抖和行动迟缓等症状，由于一些疗法能够改善患者

的症状，但目前并无阻断治疗疾病的疗法。研究者指出，针对 GBA1 相关帕金森疾病的药

物开发重点关注稳定突变 GCase 的功能，并限制其有害效应，然而这些疗法仅在一小部分

帕金森疾病患者中能够发挥作用；相反，激活野生型 GCase 可能与多种表现出野生型 GCase

活性降低的帕金森疾病形式有关。 

当前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系列新型的化学激活子，其能稳定并放大正常 GCase

的活性，这些能与 GCase 结合的小分子激活剂能够改善帕金森疾病相关的细胞功能异常；

更重要的是，其还能在多种帕金森疾病中发挥作用。研究者 Krainc 说道，本文研究指出了

在遗传和特发性帕金森疾病中调节野生型 GCase 活性和蛋白水平的潜力，同时也强调了个

体化或精准性神经性疾病疗法开发的重要性。 

2017 年研究者 Krainc 及其同事在 Science 杂志上刊文指出，帕金森疾病的某些关键病

理学特征仅在人类神经元中能观察到，并不能在小鼠模型中能观察到；这就强调了患者衍

生的神经元在帕金森疾病药物开发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价值。研究人员希望能对人类神经元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检测来开发能有效靶向作用帕金森疾病患者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候选药物

制剂。 

原文出处：Lena F. Burbulla, Sohee Jeon, Jianbin Zheng, et al. A modulator of wild-type 

glucocerebrosidase improves pathogenic phenotypes in dopaminergic neuronal models of 

Parkinson's disease,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2019). DOI: 10.1126/scitranslmed.aau6870. 

5、Nat Commun：鉴别出促进膀胱癌恶化侵袭的新型分子机制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

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的研究报告中，来自澳大利亚

科廷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

究发现，利用药物来靶向作用

引发癌细胞扩散的机体信号

通路或能帮助减轻膀胱癌的

严重性，相关研究结果或能帮

助理解两种天然蛋白的功能，

即肝细胞生长因子（HGF，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和

c-Met，这两种蛋白均在膀胱 图片来源：Curt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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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中产生，其与癌症的不良预后、侵袭和扩散直接存在密切关联。 

研究者 Pieter Eichhorn 表示，膀胱癌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同时也是治疗成本最高的癌症类型之一；大约 25%的膀胱癌患者在最开始时都会表现为肌

肉浸润性膀胱癌，即癌细胞穿过膀胱组织内层进入到肌肉层中；治疗肌肉浸润性膀胱癌目

前仍然是临床中研究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唯一的方法就是移除整个膀胱组织。 

通过对小鼠模型进行研究后，研究者发现，HGF 和 c-Met 两种蛋白能够刺激特殊通路

表达，从而引发癌细胞释放到血液和淋巴系统中，进而潜在促进原发肿瘤细胞扩散到机体

其它部位中去。研究者发现，利用特殊药物来抑制该通路或能完全阻断膀胱癌细胞扩散到

周围的组织中去。 

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后期研究人员开发治疗早期膀胱癌的新型疗法具有重要意义，当然

了，研究人员还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观察是否这种策略能在人类患者中发挥作用；每年都

有数千名澳大利亚人被诊断为膀胱癌，因此进行高质量深入的研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其

或能帮助研究者寻找膀胱癌的发病机制，并开发出新型有效的膀胱癌个体化疗法。 

原文出处：Wen Jing Sim, Prasanna Vasudevan Iyengar, Dilraj Lama, et al. c-Met activation 

lea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GFβ-receptor regulatory network in bladder cancer progress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DOI:10.1038/s41467-019-12241-2. 

6、Cancer Discov：揭示循环肿瘤细胞靶向扩散到远端器官的分子机制 

很多种癌症都会引发患者死亡，因为肿瘤细胞能离开原发性位点入侵到远端器官中从

而引发癌症患者直至其死亡；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ancer Discovery 上的研究报告中，

来自南加州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对血液中循环的入侵大脑的乳腺癌细胞进行研究后发现，

这些癌细胞或许拥有一种能指示特异性器官偏好的分子特征。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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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结果或能帮助解释血液中的肿瘤细胞如何靶向作用特殊器官，并有望帮助开

发新型疗法来抑制癌症转移。文章中，研究人员从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机体血液中分离得到

乳腺癌细胞，随后在实验室中培育这些细胞，使其能够达到研究的要求。通过对模型中的

肿瘤细胞进行分析后，研究者 Yu 等人在细胞中鉴别出了特殊的调节性基因和蛋白，其能

指挥癌症扩散到大脑中，为了验证这一发现，研究者将人类肿瘤细胞注射到动物模型的血

液中，正如预测的那样，他们发现这些肿瘤细胞扩散到了模型的大脑中，对来自患者的肿

瘤细胞进行分析或能帮助预测肿瘤细胞是否能扩散到患者的大脑中。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靶向作用大脑的肿瘤细胞表面的特殊蛋白或能帮助肿瘤细胞跨

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组织中，而肿瘤细胞中的另外一种蛋白则能够保护肿瘤细胞免于大脑

中的免疫防御机制，从而使得癌细胞能够不断生长扩散。 

最后研究者 Yu 表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未来我们将能够利用来自循环肿瘤细胞的

信息改善扩散性癌症的检测、监测和治疗；未来的治疗目标就是开发一种新型药物，来去

除循环肿瘤细胞或靶向作用分子特征抑制癌症的扩散。 

原文出处：Remi Klotz, Amal Thomas, Teng Teng, et al.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exhibit 

metastatic tropism and reveal brain metastasis drivers, Cancer Discovery (2019). 

DOI:10.1158/2159-8290.CD-19-0384. 

7、Nat Metabol：重新定向心脏病药物来靶向清除癌细胞 

衰老（老化）是一种细胞压力反应，其会导致老化和损伤的细胞发生稳定的生长停滞，

过去 10 年里，科学家们发现，衰老细胞在一系列人类疾病的发生上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包

括癌症、关节炎和动脉粥样硬化等；此前研究结果表明，利用药物或特殊遗传手段来消除

衰老细胞就能使得小鼠更加健康且长寿，同时消除衰老细胞还能改善包括纤维化、白内障

等 20 多种疾病的进展。 

 

图片来源：CC0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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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toclax 是一种抗癌药物，其能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来选择性地清除衰老细胞，这类药

物就被称为 senolytics（长寿药物），临床试验中，navitoclax 能潜在有效治疗白血病和淋巴

瘤，然而其却会引发诸如血小板和巨噬细胞死亡等严重的副作用，因此目前研究人员迫切

需要鉴别出一种能有效消灭/消除衰老细胞的新药；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Metabolism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伦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一类

新型的 senolytic 药物。 

当对用于临床中的药物文库进行筛选并对正常和衰老细胞进行检测后，研究者发现，

哇巴因(乌本苷，ouabain)或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候选药物来清除衰老细胞，其属于强心甙类

化合物（包括地高辛和洋地黄毒苷）的一种，强心甙类药物通常在临床中用来治疗心脏性

心律失常和房颤，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强心甙类化合物能选择性地清除多种类型

的衰老细胞，包括因辐射、癌症或化疗药物（依托泊苷或阿霉素）所引起的衰老等，实际

上，能有效清除多种衰老细胞的哇巴因或许有望作为一种广谱型的 senolytic 药物。 

研究者 Jesus Gil 表示，这些药物目前正在临床中使用，因此我们需要对其重新定向来

使其能够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一系列疾病，目前很多患者正在接受地高辛治疗，因此研究

人员就想知道，接受地高辛治疗的患者是否比未接受治疗的患者情况更好；后期研究人员

将会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来分析哇巴因在老年小鼠、肝脏癌前病变组织中的效应。 

原文出处：Ana Guerrero, Nicolá s Herranz, Bin Sun, et al. Cardiac glycosides are 

broad-spectrum senolytics, Nature Metabolism (2019). DOI:10.1038/s42255-019-0122-z. 
 

8、Blood：中美科学家联手揭示化疗导致耐药性白血病复发之谜 

化疗已使最常见的儿童期癌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成为最可治愈的癌症

之一，但是科学家们有证据表明这种治疗也可能使某些患者复发。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

自中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报道由治疗引起的突变在某些 ALL 复发的患者中引起了耐药性。

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Blood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herapy-induced mutations drive the 

genomic landscape of relapse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复发 ALL 中存在化疗诱导的

突变。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美国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计算生物学系主任 Jinghui Zhang 博士说，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儿童 ALL 的进化动态，这种进化动态首次表明化疗药物，特别是硫嘌

呤类药物，能够引起导致患者产生耐药性的突变发生。”硫嘌呤类药物是一类在大多数 ALL

治疗阶段中使用的药物。 

这项研究涉及 103 名年轻的 ALL 复发患者。大多数患者在确诊后九个月或更长时间复

发。分析显示，这些患者中约有 20％在复发时具有与治疗有关的突变，其中的一些突变与

耐药性有关。Zhang 说：“这些突变特征是特异性的，并且与治疗有关，这是因为它们仅

存在于复发的 ALL 患者的基因组中，而不存在于其他儿童癌症或成人癌症的基因组中。”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肿瘤学系主任 Ching-Hon Pui 博士说，这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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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突显了对毒性较小的疗法和精准医疗方法的需求。处于开发中的候选方法包括诸如

CAR-T 细胞和双特异性抗体之类的免疫疗法。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肿瘤学系研究员、药物科学系研究员 Jun J. 

Yang 博士说，“这项研究表明当 ALL 中出现耐药突变时，可能需要个体化治疗。”另一

名论文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为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周斌兵

（Bin-Bing Zhou）教授。 

复发仍然是主要的死亡原因 

ALL 是最常见的儿童癌症。通过目前的治疗，90％以上的儿童患者成为长期存活者。

对白血病复发的患者而言，预后是令人沮丧的。复发导致 70％至 80％的 ALL 患者死亡。 

原因不确定 

尽管先前的研究已确定了复发特异性的耐药性突变，但是这些突变的起源尚不清楚。

一些科学家提出，ALL 复发是由确诊时存在的耐药性白血病细胞驱动的。 

全基因组测序分析 

参与这项研究的儿童 ALL 患者在中国接受了治疗。这些研究人员对在诊断和复发时收

集的白血病细胞以及正常 DNA 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该分析还包括对在治疗 16 例患者期

间定期收集的白血病细胞进行靶向深度测序。 

这些研究人员确定了参与药物反应的 12 个基因中的复发特异性获得性突变，包括

FPGS，即一个新型的与复发相关的基因。他们还揭示了两种新的突变模式或特征。他们发

现硫嘌呤类药物引起了这些新的突变特征之一。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由这类药物引起的这些

突变导致多药耐药性。 

耐药性和复发时间表 

这项研究中患者复发的时间表以及参与药物反应的这 12 个基因中存在的复发特异性

突变为病因提供了线索。 

大多数患者（55％）在确诊后 9 至 36 个月内复发，而且复发时药物治疗尚未结束。这

组患者在 12 个耐药基因中具有最多的复发特异性突变，特别是与较早复发的患者相比。数

学建模、突变分析和其他证据表明更早复发可能是由确诊时存在的耐药性肿瘤细胞引起的。 

这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两步过程来解释较晚复发。这个过程指出确诊时存在的部分

耐药性肿瘤细胞获得治疗相关的突变，随后这些耐药性的肿瘤细胞分裂并最终导致复发。 

Yang 说，“这表明耐药性并非预料之中的必然。通过改变剂量或治疗时间可能能够预

防这一点。”Pui 说，基于这些发现，可能需要筛查复发患者的耐药性突变。 

原文出处：Benshang Li , Samuel W. Brady , Xiaotu Ma , et al.Therapy-induced mutations 

drive the genomic landscape of relapse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lood blood.2019002220. 

October 24, 2019https://doi.org/10.1182/blood.20190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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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ancer Res：科学家们在胰腺癌中发现了“抑癌细胞” 

胰腺癌是传统抗癌药物难以治疗的一种癌症。最近，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

的研究者们发现，含有一种名为Meflin的蛋白质的细胞在抑制胰腺癌的恶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小组还表明，可以通过人为增加细胞中这种蛋白质的含量来限制癌症的发展。这

些发现可能有助于开发针对胰腺癌的新疗法。该研究发表在最近的《Cancer Research》杂

志上。 

癌细胞被由成纤维细胞组成的基质细胞包围。此前研究认为，这群基质细胞至少存在

两个亚群：促进癌症进展的亚群和抑制癌症进展的亚群。尽管目前已经鉴定出多种促进癌

症的成纤维细胞的标记，然而，抑制癌症的成纤维细胞的特性目前仍然未知。 

为了确定抑制癌症的成纤维细胞的标志物，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病理学系

Masahide Takahashi 教授和 Atsushi Enomoto 副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对胰腺周围存在大量成

纤维细胞进行了研究。并鉴定出一种名为 Meflin 的蛋白质。研究小组集中研究了这种蛋白

质，并根据对 71位胰腺癌患者组织的研究发现，Meflin含量较高的患者癌症恶化速率较慢。

研究小组通过小鼠实验还表明，没有 Meflin 的小鼠的胰腺癌进展更快。因此，他们得出结

论，Meflin 是抑制癌症的成纤维细胞亚群的标志物。 

该研究还表明，向成纤维细胞施加维生素 D 刺激有助于增加细胞中 Meflin 的含量，并

且可以通过人为地增加这种蛋白质来抑制胰腺癌的进展。Takahashi 教授说：“我们希望开

发能增加 Meflin 表达的药物，从而开发出抗胰腺癌的新疗法。 

原文出处：Yasuyuki Mizutani，etc. Meflin-positive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inhibit 

pancreatic carcinogenesis. Cancer Research，2019；canres.0454.2019 DOI：10.1158/0008-5472. 

CAN-19-0454. 

10、Sci Rep：抗击癌症之光——新型光敏剂精准击杀癌细胞 

目前，光动力学疗法在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关键是利用光

敏剂的荧光特性。然而，目前应用于临床和诊断的光敏剂，依然存在荧光亮度低、对细胞

的毒性高、组织渗透性差等问题。 

近日，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通过采用不同的阴离子与荧光染料配对，可灵

活调节光敏剂的细胞毒性和光毒性，不仅可以在诊断中降低细胞毒性，提高荧光亮度，还

可以在癌症治疗中提高光毒性，更有效的杀伤癌细胞，同时降低副作用。 

光动力学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是 1970 年左右出现的肿瘤治疗方法，它通

过肿瘤组织对光敏剂的选择性吸收和潴留，然后用合适波长和剂量的光来激发光敏剂产生

细胞毒性物质来杀伤肿瘤细胞，从而达到治疗目的。随着各种新型光敏剂、激光器的研究

成功，光动力学疗法的技术也愈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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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T 疗法有三大因素：光敏剂、可见光、氧气，其中光敏剂为核心因素。目前光敏剂

的发展已经经历三代。第一代光敏剂主要是血卟啉类，第二代光敏剂为二氢卟吩类，目前

应用较多的第二代光敏剂是是 5-氨基乙酰丙酸(5-aminolevulinicacid，5-ALA)，它是光敏剂

内源性卟啉Ⅸ(protopor-phyrinⅨ，PPⅨ)的前体，可进入靶细胞的线粒体内，在机体血红素

合成的过程中代谢成为 PPⅨ从而发挥光敏剂的作用。第三代光敏剂，则是第二代的光敏剂

偶联上不同的靶向分子如单克隆抗体，以提高其靶向性，降低 PDT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 

然而，对于目前用于治疗和诊断的光敏剂，依然存在荧光亮度低、对细胞的毒性高、

组织渗透性差等问题。 

光敏剂导致的毒性由两种因素共同决定：1）细胞毒性，即光敏剂在没有光源激发时对

细胞的毒性；2）光毒性，即光敏剂在相应光源激发时对细胞的毒性。由于光敏剂的靶向性，

会在肿瘤组织保持较高的浓度。因此，对于肿瘤近红外(NIR)成像技术，需要降低细胞毒性

和光毒性。而对于 PDT，则需要增强光毒性以增强对肿瘤细胞的靶向杀伤，同时需要降低

细胞毒性以避免对正常组织的毒性。 

该研究是 Sophia 和 Richard Lunt 夫妇合作的成果。他们首次证实了阴离子能够独立的

控制荧光染料的细胞毒性和光毒性。 

Sophia and Richard Lunt 

该研究发现，将发荧光的阳离子如 Cy+与不同的阴离子配对，可调节近红外(NIR)成像

技术和光动力学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 PDT)中光敏剂/荧光染料的细胞毒性。 

左侧的阴离子(anion)细胞毒性更强；中间的阴离子具有合适的光毒性，适用于光动力

学疗法；右侧的阴离子细胞毒性低，适用于成像技术。Cy+为商业化荧光染料七甲川菁

(heptamethine cyanine) ；下排为阴离子：Iodide、SbF6-、PF6-、CB-、FPhB-等。 

研究人员发现采用较小的阴离子配对时，细胞毒性往往较高，即使在低浓度时依然如

此。相反，采用较大的且卤化的阴离子配对时，即使浓度提高 20 倍，依然没有细胞毒性。

同时发现了一组适用于PDT的理想配对，不但具有高光毒性，细胞毒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同阴离子配对下 Cy+对 A549 的细胞毒性。(A)Cy+与 I、SbF6-、PF6-、CB-配对时细

胞毒性高；(B) Cy+与 PhB-、CoCB-配对时细胞毒性中等；(C) Cy+与 TPFB-、TFM-、TRIS-

配对时无细胞毒性。 

低细胞毒性、高光毒性的配对可用于光动力学疗法。而在活细胞成像中则需要细胞毒

性低的荧光染料，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持细胞活性，从而使成像更清晰，另一方面可以提高

荧光染料浓度，使成像更亮。研究人员对不同细胞毒性的配对进行了比较，证明通过阴离

子的调节可提高活细胞的体外成像亮度，而且阴离子对细胞毒性的调节并不限于某一特定

的荧光阳离子，即这种调节效果可以应用于其它的荧光染料中。研究人员通过不同的阴离

子配对实现了对 Cy+和 Cy7+成像效果的提升，也对其体内成像效果进行了初步的验证。 

商业化荧光染料(Cy7Cl)和新型荧光染料(Cy)可通过阴离子调节细胞毒性，获得更高的

亮度。(A)商业化荧光染料(Cy7Cl) 和 TPFB、TRIS 平衡离子配对后降低对 A549 细胞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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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B)(C) Cy+和高细胞毒性的 PF6 配对导致荧光亮度降低，和低细胞毒性的 TPFB 配对导

致荧光亮度升高。(D)(E)与商业化荧光染料 Cy7Cl 相比，和 TPFB 配对后明显提高了荧光亮

度。(F)(G) CyPF6 可用于小鼠肿瘤的荧光成像。 

该研究为荧光染料的细胞毒性和光毒性在细胞水平的调控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可以

应用于光动力疗法和近红外(NIR)成像技术，也可应用于新发现的和现有的荧光物质，包括

组装荧光探针、荧光粉、纳米晶体、以及其它的杂化纳米粒子。 

绿色荧光蛋白照亮了生命科学研究，在绿色荧光蛋白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也获得了 2008 年诺贝尔奖化学奖，该研究照亮了癌症光动力学疗法之路，期待其在临床中

实现更快的转化。 

原文出处：Deanna Broadwater, Matthew Bates, Mayank Jayaram, et al. Modulating cellular 

cytotoxicity and phototoxicity of fluorescent organic salts through counterion pairing. Sci Rep. 

Sci Rep. 2019. 

11、ACS Nano：中国科学家研制出微型“血栓探测器” 

把一块特殊的生物材料，制成仅有正常血管十分之一厚的柔性传感器，将其贴在血管

或心脏周围，就可在体外设备清晰记录血栓形成初期、中期和末期全身血压的细微变化，

精准确定血栓位置。 

记者 11 日从南京理工大学获悉，该校化工学院冯章启教授课题组原创的这项技术取得

阶段性突破，并已完成动物临床医学评价，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纳米》（ACS 

Nano）上。 

心血管疾病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对这类疾病进行预测与术后跟踪，是临床有

效诊疗的关键。然而，目前各类分子筛查和影像学技术仍缺乏精准识别功能，冯章启课题

组的新技术就试图破解这一难题。 

据论文第一作者李通博士介绍，课题组长期研究生物电子材料与纳米器件，此次他们

采用一种厚度仅有 200 微米的高效柔性纳米纤维材料，它能够精确感受压强变化，再以电

压形式表现出来。 

同时，这种材料具有优异的稳定性、敏感性以及生物相容性，课题组用它设计制造了

一种柔性植入式压力传感器，并在动物实验中将传感器植入到成年猪的外周血管和心脏部

位，获得了实时、精准的血压变化信号。 

“未来，这种柔性传感器可以在心血管手术时植入病人体内，通过无线信号发射器，

病人和医护人员在手机端就能实时了解心血管系统的病变情况。”冯章启说，此外，这种

精准“压力计”还可用于脑颅压、肾脏压、眼压等领域。 

原文出处：Tong Li，Zhang-Qi Feng, Minghe Qu, et.al. Core/Shell Piezoelectric Nanofibers 

with Spatial Self-Orientated β-Phase Nanocrystals for Real-Time Micropressure Monitoring of 

Cardiovascular Walls. ACS Nano August 3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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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AMA Oncol.放疗栓塞联合化疗——局部晚期肝内胆管癌一线治疗的新方法 

导读：放疗栓塞术能否提高不可切除肝内胆管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日前， JAMA 

Oncology 在线发表了一项来自法国的 2 期临床试验（MISPHEC）中，41 例患者接受选择

性内放射联合化疗作为一线方案，肿瘤反应率提高到 39%，22%的患者实现了降期手术；

患者的总体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 14 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 22 个月。该研究结果提示选择

性内放疗可以作为不可切除肝内胆管癌降期的治疗选择。 

不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ICC）预后较差。选择性内放射治疗（SIRT）是一种很有潜

力的肝脏肿瘤治疗方法，但目前尚缺乏关于 SIRT 联合化疗的前瞻性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

SIRT 联合化药治疗不可切除 ICC 的疗效。 

这项钇-90（Y90）微球治疗胆管癌的 2 期临床试验（MISHEC）试验，入组患者来自

法国的 7 个有 SIRT 经验的中心，均为从未接受过化疗或动脉导管治疗的 ICC 患者。给予 8

个周期的顺铂 25 mg/m2 和吉西他滨 1000 mg/m2（吉西他滨在 SIRT 前后周期的剂量降至

300 mg/m2）一线化疗，21 天为 1 个周期，第 1 天和第 8 天进行；在第 1 周期（肿瘤局限

在半肝内）或第 1、3 周期（肿瘤涉及两个半肝）进行玻璃 Y90 微球的选择性内放射治疗。

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根据 RECIST 1.1评估的 3个月治疗反应率，次要终点包括毒性效应、PFS、

OS、疾病控制率以及根据 Choi 标准评估的反应率。 

在 41 例患者中，26 例（63%）为男性，平均年龄（SD）为 64.0（10.7）岁。3 个月时

根据 RECIST 评估的反应率为 39%（90%CI，26%-53%），确认后的最佳反应率为 41%，

疾病控制率为 98%。根据 Choi 标准评估的反应率为 93%。中位随访 36 个月（95%CI，26-52

个月）后，中位 PFS 为 14 个月（95%CI，8-17 个月），12 个月时 PFS 率为 55%，24 个月

时 PFS 率为 30%；中位 OS 为 22 个月（95%CI，14-52 个月），12 个月时 OS 率为 75%，

24 个月时 OS 率为 45%。41 例患者中，29 例（71%）有 3～4 级毒副作用，9 例（22%）可

行手术治疗，其中 8 例（20%）达到 R0 手术切除。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经过术后 46 个月

（95%CI，31 个月-NR）随访，中位复发生存仍未达到。 

该研究表明，SIRT 联合化疗作为不可切除肝内胆管癌的一线治疗具有抗肿瘤活性，并

且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实现了降期手术。相关的 3 期试验也正在开展中。 

动脉导管放疗栓塞术（TRAE）也称选择性内放射治疗（SIRT），是一种通过向肝脏

靶区供应血管注入放射性微粒球（如钇-90）以达到人体内局部放射性治疗的革新疗法，与

动脉栓塞化疗（TACE）有同工异曲之处。由于正常的肝脏组织对辐射也很敏感，≥40Gray

的肝区照射即可导致肝血清酶升高、无黄疸性肝肿大、腹水等肝损伤表现，传统外照射治

疗在肝癌中的应用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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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miamivascular 

钇-90 是一种纯β辐射元素，放射衰减后为稳定的锆；其物理半衰期为 64.2 小时，辐

射的平均组织穿透为 2.5 mm，最大穿透为 11 mm。在肿瘤供应血管内注入数以百万计的钇

-90 微球，可产生局限性的高剂量辐射，且肝坏死风险相对较低。此外，相较于 TACE 微球

（约为 100 微米以上），TRAE 微球单位更小（约为 25~35 微米），可到达肿瘤微血管，

栓塞后综合征发生率相对更低。 

需要注意的是，TRAE 作为难度较高的经导管栓塞术，也存在非靶区栓塞的风险，主

要包括肺和胃肠道等非靶区灌注。TARE 术前需确认动-静脉分流入肺程度有限（放射性核

素扫描肝-肺分流＜20%）以及无微球到达胃肠道的可能性。 

原文出处：Edeline J,Touchefeu Y,Guiu B,et al.Radioembolization Plus Chemotherapy for 

First-lin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 Phase 2 Clinical 

Trial.JAMA Oncol 2019;:.DOI:10.1001/jamaoncol.2019.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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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论文各结构部分的重要性及处理顺序 

SCI 论文的一般结构共包括 11 个部分。各部分在论文中所占篇幅空间比重不一样。论

文标题所占空间最少，图、表、结果与讨论等部分可能所占空间较大。 

但是，从读者角度看，表达论文中最重要的思想、最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的是论文标题，

其次是摘要，接着是图、表结果与讨论等。 

论文各部分的重要性次序提醒我们，越是简短的占空间少的部分越是论文的精华部分，

越能引起读者注意，越发要求我们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最大的关注，用最大的努力写好。 

否则，就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或兴趣，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就无法得到传播和

交流，无法被人们接受或评判，那么，我们所做研究的意义就所剩无几了，我们继续进行

科学研究和写论文就缺乏目标和动力了。 

论文各结构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的处理顺序 

SCI 论文结构各部分有排列顺序，那么在写作过程中是否也按照同样的顺序处理每一

个部分呢?似乎应该这样，我们建议先拟订一个临时标题，再着手往下写。笔者和许多同行

们的经验是，完全顺着写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就拿标题来说，起初拟订的标题往往在论文初稿写完后，需要根据成稿的内容和作者

更明确的认识对之进行加工，甚至整个标题推翻重写。但是，拟订的标题毕竟对论文的写

作有提示作用，而且重写劳动量也不大。 

而摘要、引论等部分按顺序写，若有问题，回头来修改的工作量就太大了。我们在实

践中发现，按照研究工作的进展以及所取得成果这个顺序去写论文初稿比较切实可行。 

首先，整理图和表，将它们按照逻辑关系顺序进行排列。第二，参考图表写材料与方

法部分。这实际上是在回答图表数据是怎么来的问题。第三，写引论部分。这是回答用上

述方法获取上述数据的背景以及针对什么问题而采用这些方法寻找答案的。第四，撰写结

果与讨论部分，回答研究结果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所得结果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的问题。 

最后，顺理成章地写摘要，修改标题。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对论文的整体内容了如

指掌，能够比较准确地作出总结，提炼论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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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急性肾损伤新药！安斯泰来高度选择性 PPARδ调节剂 ASP1128 获美国

FDA 快速通道资格！ 

日本药企安斯泰来（Astellas）近日宣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授予 ASP1128

快速通道资格，用于治疗冠状动脉搭桥和/或瓣膜（CABG/V）手术后发生中重度急性肾损

伤（AKI）风险增加的患者。 

快速通道资格（FTD）旨在加速针对严重疾病的药物开发和快速审查，以解决关键领

域严重未获满足的医疗需求。实验性药物获得快速通道资格，意味着药企在研发阶段可以

与 FDA 进行更频繁的互动，在提交上市申请后如果符合相关标准则有资格进行加速审批和

优先审查，此外也有资格进行滚动审查。 

AKI 是由于心脏和/或血管手术、外伤、感染、心脏病或接受肾毒性抗癌治疗而住院的

患者中常发生的一种肾功能突然丧失。AKI 发生在高达 30%的心脏手术患者中。2%-6%的

心脏手术相关 AKI 患者需要透析。目前，还没有预防或治疗 AKI 的药物。临床表现部分是

由于早期发生的线粒体缺陷，驱动可导致 AKI 的多种病理生理事件，并似乎与 AKI 的严重

程度和进展为慢性肾脏疾病（CKD）有关。 

ASP1128 是一种强效、高度选择性 PPARδ调节剂，是治疗 AKI 的潜在首创疗法。

ASP1128 被认为通过促进线粒体内的脂肪酸氧化而对 CABG/V 手术后处于细胞应激下的肾

细胞发挥保护作用。此外，ASP1128 可能具有减少全身和局部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的潜力。 

临床前数据显示，在急性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用于 ASP1128 进行干预可改善线粒体功

能、整体能量代谢和肾脏性能。在 AKI 动物模型中，ASP1128 改善了肾功能、组织病理学

和损伤生物标志物。目前，ASP1128 的概念验证 II 期研究 1128-CL-0201 正在进行中，这是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在美国入组约 220 例患者。 

原文出处：U.S. FDA Grants Fast Track Designation to Astell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SP1128 for Patients at Risk for Acute Kidney Injury. 

2、囊性纤维化新药——突破性三联疗法 Trikafta 欧盟进入审查，美国上月获

批，可治疗 90%患者 

Vertex 制药公司是囊性纤维化（CF）治疗领

域的全球领导者。近日该公司宣布，欧洲药品管

理局（EMA）已受理 VX-445（elexacaftor）、

tezacaftor、 ivacaftor 三联方案的营销授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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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该 MAA 申请批准这款三联疗法用于治疗年龄≥12 岁的 CF 患者，具体为：囊

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因子（CFTR）基因中存在一个 F508del 突变和一个最小功能突变的

患者，或存在 2 个 F508del 突变的患者。 

Vertex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医疗官 Reshma Kewalramani 医学博士表示：“EMA 受理三

联疗法的 MAA，标志着我们努力为全球更多的 CF 患者提供新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

期待着与 EMA 就这款三联疗法的审查展开合作。” 

在美国，这款三联疗法已于上月底批准，品牌名为 Trikafta（elexacaftor/tezacaftor/ 

ivacaftor 和 ivacaftor），该药适用于：CFTR 基因中存在至少一个 F508del 突变、年龄≥12

岁的 CF 患者，具体为：携带一个 F508del 突变和一个最小功能突变的患者，或携带 2 个

F508del 突变的患者。此前，FDA 已授予 Trikafta 优先审查资格、快速通道资格、突破性药

物资格（BTD）。 

F508del 突变是导致 CF 的最常见突变。此次批准，首次使大约 6000 例年龄≥12 岁、

携带一个 F508del 突变和一个最小功能突变（F/MF）的 CF 患者拥有了一款可靶向疾病内

在病因的治疗药物。此外，对于目前有资格接受 Vertex 公司另外三种 FDA 批准的 CF 药物

治疗的约 12000 例携带一个或两个 F508del 突变的 CF 患者，现在也有资格接受 Trikafta 治

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Vertex 公司在提交 Trikafta 新药申请（NDA）3 个月后便收到了

FDA 的批准，该批准较 FDA 审批计划目标日期大大提前了 5 个月，创下了 FDA 审批速度

的新纪录，同时也比行业观察人士预期的早了很多。 

此次批准，基于 2 项全球性 III 期临床研究的积极结果。其中一项是针对携带一个

F508del突变和一个最小功能突变 CF患者的 24周 III期研究，另一项是针对携带 2个F508del

突变 CF 患者的 4 周 III 期研究。2 项研究结果均显示，主要终点（肺功能，ppFEV1）和全

部关键次要终点均有显著改善。在这些研究中，Trikafta 的耐受性均良好。 

 

囊性纤维化（CF）是由囊性纤维化跨膜电导调节因子（CFTR）基因突变导致 CFTR

蛋白功能缺陷或缺失所致的罕见遗传性疾病，该病困扰着全球约 7 万人。CFTR 蛋白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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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细胞膜的离子运输，基因突变能导致蛋白产物功能的破坏或丧失。当细胞膜离子运输

被中断，某些器官粘液涂层的粘度将变稠。该病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呼吸道积聚厚厚的粘液，

导致呼吸困难及反复感染。 

目前，Vertex 公司已上市的 CF 药物包括 Kalydeco（ivacaftor）、Orkabi（lumacaftor/ 

ivacaftor）和 Symkevi/Symdeko（tezacaftor/ivacaftor），这三种药物可治疗全球约 40000 例

患者，约占所有 CF 患者的 50%。而此次批准的这款新的三联疗法 Trikafta 可将治疗范围扩

大到全球 90%的 CF 患者。 

尽管已手握 4 款 CF 药物，但 Vertex 公司在 CF 领域的工作尚未结束。目前该公司正在

开发一款基因疗法，用于这 4 款药物无法治疗的剩余 10%CF 患者。 

 

Trikafta 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上市，该药定价为每年 31.1 万元，略高于华尔街预期，

但与 Vertex 公司首个 CF 药物 Kalydeco 相当。业界对 Trikafta 的商业前景非常看好，SVB 

Leerink 分析师 Geoffrey Porges 预测，该药到 2023 年的销售额将达到 46 亿美元，到 2025

年将达到 66 亿美元。Jefferies 分析师 Michael Yee 则预测，Trikafta 在 2020 年将突破重磅

（10 亿美元）门槛。 

然而，Trikafta 的上市可能意味着 Vertex 公司另外 2 款药物命运的终结。与 Symdeko

和 Orkambi 相比，Trikafta 将 CF 患者的疗效受益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除了最稳定的

患者（或因地理或年龄原因无法获得三联疗法治疗的患者）外，Symdeko 和 Orkambi 的其

他所有患者群体预计将迅速消失。 

今年早些时候，投行 William Blair 分析师预测，Vertex 公司的 CF 专营权最终将达到

102 亿美元的峰值销售，占据市场份额的 80-85%。当该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 Proteost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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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s 公布令人失望的三联疗法临床项目数据时，这一预测得到了加强。 

原文出处：Vertex Announces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Application Validation for VX-445 (Elexacaftor), Tezacaftor and Ivacaftor Triple Combination 

Treatment in Cystic Fibrosis 

3、新型靶向抗癌药！强效法尼基转移酶抑制剂 tipifarnib 治疗 HRAS 突变头

颈部鳞癌疗效强劲！ 

Kura Oncology 是一家临床阶段的生物

制药公司，专注于肿瘤学精准药物的开发。

近日，该公司公布了新型靶向抗癌药

tipifarnib II 期 RUN-HN 研究的最新数据，结

果显示：在先前已接受过多种疗法治疗的 HRAS 突变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患者中，

tipifarnib 作为单药疗法显示出持久的抗肿瘤活性。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7 日数据截止日期，共有 21 例具有高 HRAS 突变等位基因频率的

HNSCC 患者入组了 II 期 RUN-HN 试验，这些患者先前已接受的疗法中位数为 2（范围：

0-6），所有患者对最后一次治疗均无反应。 

这 21 例患者中，有 18 例患者可进行疗效评估，其中 10 例达到了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

（RECIST）规定的部分缓解（PR），即客观缓解率（ORR）为 56%（n=10/18，95%CI:0.31-0.78）。

此外，8 例患者病情稳定，包括 2 例达到未经证实的 PR，其中一例正在等待确认性缓解评

估。在 3 例不可评估的患者中，2 例在初始缓解评估之前中止，1 例在数据截止日期等待初

始缓解评估。 

18 例可评估患者中，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 6.1 个月，而这些患者对最后一次先

前疗法的中位 PFS 为 2.8 个月。10 例病情 PR 患者的中位 PFS 为 8.3 个月，8 例病情稳定患

者的中位 PFS 为 4.5 个月。 

目前，已被批准二线治疗 HNSCC 的三种疗法——Keytruda、Opdivo、Erbitux 的总缓

解率（ORR）范围在 13-16%，PFS 约为 2 个月。 

 

tipifarnib 分子结构式（图片来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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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HN 研究的首席调查员、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 Alan Ho 医学博士表示：

“tipifarnib 是一种靶向疗法，已被证实作为一种单药药物针对携带 HRA 突变的 HNSCC 患

者具有快速和持久的抗肿瘤活性，这种疾病可以抵抗当前的标准护理药物，包括免疫疗法。” 

tipifarnib 是 Kura 公司的先导药物，这是一种强效、高度选择性的法尼基化抑制剂，于

2014 年 12 月从杨森获得许可。法尼基化是一个关键的细胞信号传导过程，与癌症的发生

和发展有关。 

tipifarnib 目前处于临床开发，用于多种实体肿瘤和血液学适应症的治疗。此前，该药

已在超过 5000 例癌症患者中进行了研究，在特定患者亚组中表现出了令人信服和持久的抗

癌活性，包括携带突变 HRAS 的鳞状肿瘤以及不携带突变 HRAS 的淋巴、骨髓和实体肿瘤。 

原文出处：Kura Oncology Reports Durable Anti-Tumor Activity in Phase 2 Trial of 

Tipifarnib in HRAS Mutant Head and Neck Canc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