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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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筛查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国际呼吸杂志 2019.39(21):1604 

2 
胰腺囊性肿瘤认知误区及应对策略 2018 版

《欧洲胰腺囊性肿瘤循证指南》解读 
中国全科医学 2019.22(35):4283 

3 癌症疼痛管理药学专家共识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2019.25(11):801 

4 艾滋病合并侵袭性真菌病诊治专家共识 中华传染病杂志 2019.37(10):581 

5 
感染诱发的老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诊

断与治疗中国指南 2019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

病杂志 
2019.18(11):801 

6 小肠移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19.40(10):580 

7 
中国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专家共识

意见（2019，新乡）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2019.36(11):793 

8 
中国早期结直肠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

精简版（2019，上海） 
中华消化杂志 2019.39(10):664 

9 中国狼疮肾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中华医学杂志 2019.99(44):3441 

10 肝硬化诊治指南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11）:2408 

11 
脂肪性肝病诊疗规范化的专家建议（2019

修订版）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11）:2426 

12 儿童肝母细胞瘤诊疗规范（2019 年版）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11）:2431 

13 胆道闭锁诊断及治疗指南（2018 版）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11）:2435 

14 
腹腔镜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操作流程

专家建议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11）:2441 

25 
《2019 年美国肝病学会临床指南：酒精相关

性肝病的诊断和治疗》推荐意见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11）:2447 

16 
2019.V1 版《NCCN 结直肠癌诊治指南》更

新要点解析 
中国全科医学 2019.22（33）:4031 

17 中国腹膜后肿瘤诊治专家共识（2019） 中华肿瘤杂志 2019.4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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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经胶质瘤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一览！ 

（1）Cell Rep：新研究揭示神经胶质瘤的药物靶点 

doi：10.1016/j.celrep.2019.09.088 

近日，来自瑞典 Karolinska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找到了针对脑肿瘤胶质母细胞瘤的 10 种

肿瘤特异性潜在药物靶标。结果发表在最近的 Cell Reports 杂志上，研究者表示，位于肿瘤

血管内内皮细胞中与疾病相关的变化，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治疗癌症的可能的临床靶标。

仅在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中表达的蛋白质可以用作攻击肿瘤的血液供应的靶标或用于治疗药

物的靶向递送，而不会影响正常的大脑。” 

人体中有 200 多种不同的细胞类型，每种类型都有自己的作用。了解这些细胞类型之

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了解器官的工作方式以及疾病中细胞的变化。细胞身份由表达的特定

蛋白质决定，并可以通过测量细胞内发现的蛋白质转录本来预测。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

员分析了人脑组织和脑肿瘤胶质母细胞瘤样本，这是一种具有很高死亡率的不治之症。 

（2）Nature：首次发现神经胶质瘤与健康的神经元形成突触 

doi：10.1038/s41586-019-1563-y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证实严重的脑癌可整合到大

脑的神经连接中。他们发现称为高分级神经胶质瘤的脑瘤会与健康的神经元形成突触，劫

持来自健康神经元的电信号，从而促进它们自身的生长。实验表明利用现有的抗癫痫药破

坏这些电信号可极大地降低人类肿瘤在小鼠体内的生长，这就为一种潜在地治疗神经胶质

瘤的新方法提供了首个证据，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 

研究者表示，高分级神经胶质瘤最致命的方面之一是癌细胞扩散性地侵入正常的脑组

织，从而让肿瘤和健康的脑组织整合在一起。”她补充说，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神

经胶质瘤如此难治。“这是一种非常隐蔽的肿瘤类型。它们实际上整合到大脑中。发现肿

瘤将自身连接到大脑中是“令人不安的”。不过，她仍然表示，她对这些知识对神经胶质

瘤患者意味着什么持乐观态度。她说，已有几种药物可以治疗癫痫等电信号障碍，这些药

物可能对神经胶质瘤有用。她说，“这一发现确实充满希望。我们之前忽略了这种疾病的

整个方面。如今，我们有了一条全新的探索途径，可以补充现有的治疗方法。” 

（3）PNAS：发现可高效杀伤脑胶质瘤干细胞的药物 

doi：10.1073/pnas.1816626116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SRI）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种化合物可以高效选择性杀伤脑胶

质瘤干细胞，而正是这群细胞使得脑胶质瘤如此致命。这项研究于近日发表在 PNAS 杂志

上，来自 TSRI 的科学家发现一种被他们命名为 RIPGBM 的化合物可以杀伤病人肿瘤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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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胶质瘤干细胞，杀伤效果是现在脑胶质瘤标准治疗药物替莫唑胺的 40 倍。他们还发现

RIPGBM 具有高度选择性，不会杀伤其他种类的脑细胞，同时可以显著抑制小鼠身上的脑

胶质瘤的生长。 

“我们的发现为治疗了脑胶质瘤提供了极具潜力的新方法。”TSRI 化学副教授、该研

究通讯作者 Luke Lairson 博士说道。美国每年有 10000 人确诊患上脑胶质瘤，难以治疗，

诊断后的中位生存期只有一年。 

（4）Cancer Cell：发现脑胶质瘤的致命弱点 

doi：10.1016/j.ccell.2019.01.020 

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抑制脑胶质瘤中一个

特殊蛋白质的活性可以增加脑胶质瘤对放疗的敏感性，从而提高胶质瘤这种最常见、最恶

性的脑癌的治疗，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 Cancer Cell 杂志上。 

脑胶质瘤非常难治疗，中位生存期仅为 15-16 个月。放疗和化疗是标准的治疗方法，

都旨在损伤和破坏肿瘤细胞的 DNA，但是它们的治疗疗效会随着肿瘤产生抵抗性而下降。

在这项新研究中，UCSD 药学院病理学教授 Frank B. Furnari（通讯作者）、博士后研究员

Jianhui Ma 博士（第一作者）及其同事发现了胶质瘤用于促进治疗抵抗性的新机制：同源

性磷酸酶-张力蛋白（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PTEN）的磷酸化，该蛋白由 PTEN

基因编码。 

（5）Nat Med：研究揭示脑胶质瘤是否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产生响应的分子机制 

doi：10.1038/s41591-019-0349-y 

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成功用于治疗一系列肿瘤，但是它们治疗脑胶质瘤的疗效

并不显著，也无法预测其疗效，同时仅仅只有低于 10%的病人可以产生长期的反应。为了

明白脑胶质瘤病人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产生反应的决定因素。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

员对 66 名使用 PD-1 抑制剂（nivolumab 或 pembrolizumab）进行标准治疗的脑胶质瘤病人

进行了纵向追踪记录，其中包括 17 名长期响应患者。 

基因组和转录组学分析显示无响应者肿瘤内与免疫抑制信号表达相关的 PTEN 突变显

著增多，肿瘤中携带 PTEN 突变的肿瘤细胞相互之间连接更紧密，从防止了免疫细胞渗透

进入肿瘤及肿瘤微环境中。相反的是，响应者肿瘤内 MAPK 信号通路（PTPN11，BRAF）

的突变较多。“这些突变在病人接受 PD-1 抑制剂治疗之前就存在了，因此检测这些突变也

许可以提供预测病人是否对免疫治疗产生疗效的生物标记物。”该研究作者、哥伦比亚大

学神经肿瘤学教授 Fabio M. Iwamoto 博士说道。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产生响应的肿瘤与

肿瘤表位清除、T 细胞克隆多样性及肿瘤微环境导致的进化模式分叉相关。 

（6）Nat Med：胶质瘤患者福音！术前免疫治疗将生存期延长一倍！ 

doi：10.1038/s41591-018-0337-7 

一项由 UCLA 领导的研究发现对于患复发性胶质瘤的患者而言，手术前采用免疫治疗

药物进行治疗比在手术后采用药物治疗更有效。近年来免疫治疗药物（可以激活机体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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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摧毁癌细胞的药物）已经被证明可以有效治疗晚期、转移性癌症。但是这些药物还没

有展现出任何可以帮助恶性胶质瘤患者的迹象，恶性胶质瘤是一种恶性致命的脑癌。平均

而言，大多数患上复发性胶质瘤的患者只能活 6-9 个月。 

这项研究由 UCLA 的 David Geffen 医学院分子和医学药理学教授 Robert Prins 和神经

肿瘤学教授 Timothy Cloughesy 博士领导完成，于近日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杂志上。两

位教授都同时为 UCLA 的 Jonsson 综合癌症中心的科学家。这项研究第一次发现免疫检查

点抑制剂药物派姆单抗可以有效治疗复发性胶质瘤患者。在这项研究中，在手术前进行药

物治疗的患者的平均生存期是手术后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的两倍。派姆单抗是一种可以抑

制免疫检查点蛋白 PD-1 的抗体，PD-1 可以阻止 T 细胞攻击癌细胞。而癌细胞通常会使用

PD-1 使 T 细胞失能。但是利用派姆单抗这样的药物抑制 PD-1 可以激活免疫系统更好地攻

击癌细胞。 

（7）Cancer Res：β-catenin 异常激活可稳定 EZH2 促进神经胶质瘤形成 

doi：10.1158/0008-5472.CAN-18-1304 

Wnt/β-catenin 信号途径是一个高度保守的信号通路，在动物胚胎的早期发育、器官形

成、组织再生和其他生理过程中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该信号途径的异常激活是导致肿

瘤发生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但是这种异常激活导致肿瘤形成的隐藏机制还没有得到完全

揭示。最近来自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华人学者 Suyun Huang 等人发现β

-catenin/USP1/EZH2 信号调控轴的异常是导致神经胶质瘤形成的关键因素。相关研究结果

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Cancer Research 上。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在肿瘤发生过程中，β-catenin 信号途径在稳定 EZH2 并

控制 EZH2 介导的基因表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β-catenin/TCF4 能够激活去泛素化酶 USP1

的转录，而 USP1 能够与 EZH2 发生直接相互作用并对其进行去泛素化，USP1 介导 EZH2

的稳定能够促进其向 CDKN1B，RUNX3 和 HOXA5 启动子的招募过程，增强组蛋白

H3K27me3 的水平增加并抑制靶基因的表达。 

（8）Sci Rep：华人学者发现抗癌新靶标，死死控制脑胶质瘤命门！ 

doi：10.1038/s41598-018-31864-x 

来自弗吉尼亚理工-加利永研究所（Virginia Tech Carilion Research Institute，VTCRI）

的研究人员表示一个涉及人体生物节律的基因也许是致命的脑胶质瘤的一个潜在治疗靶标。

这项新发现于近日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题为“Casein Kinase 1 Epsilon Regulates 

Glioblastoma Cell Survival”，该研究指出一个特殊基因可以很明显地维持肿瘤细胞生存，

尽管这个基因通常与生物节律有关。 

全世界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治疗脑胶质瘤的方法，但是此前没有人发现这个基因是治

疗胶质瘤的靶基因之一。“我们已经发现抑制这个基因也许可以抑制肿瘤干细胞自我更新

并分化成为胶质瘤细胞的能力，而肿瘤干细胞被认为是这类难治疗的癌症的特点之一。”

Sheng 说道。“尽管在设计一种新疗法之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我们这项早期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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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很有希望。” 

（9）PNAS：靶向疗法治疗神经胶质瘤 

doi：10.1073/pnas.1805751115 

神经胶质瘤是一类大脑癌症，该类癌症的治疗手段往往是手术切除伴随放疗或化疗处

理。虽然上述组合型疗法能够使得患者的存活时间达到 10 年，但仍旧无法完全消除癌细胞。 

最近，来自 MIT 等机构的研究者们希望能够直接向脑部输送一类药物用于延长患者的

寿命。这类药物靶向神经胶质瘤细胞中常见的突变（25%），并且常见于 45 岁以下的患者

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种快速确认该突变是否存在的手段，如果存在，则能够通过微型颗

粒将药物缓慢地输送到脑部病灶区域，有效时间维持几天或几周。 

（10）Clin Cancer Res：胶质瘤预后为什么这么差？可能是因为这个基因突变！ 

doi：10.1158/1078-0432.CCR-17-1901 

尽管我们对胶质瘤的生物学的理解有了迅猛的进展，但是胶质瘤的预后仍然很差。为

了找到和胶质瘤相关的基因突变，来自印度科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对印度胶质瘤患者进

行了全外显子测序（WES），并将之与 TCGA 的数据联合在一起，结果找到了一个和胶质

瘤相关的重要信号通路，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杂志上。 

研究人员对 42 名星形细胞瘤患者的肿瘤组织进行了 WES，并将之与 TCGA 的数据进

行了对比。同时他们对印度患者数据及 TCGA 数据中的基因突变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找到和

胶质瘤相关的突变的信号通路。研究人员使用病人来源的胶质瘤干细胞样细胞、胶质瘤细

胞系和小鼠移植模型对降钙素受体（calcitonin receptor，CALCR）进行了功能分析。 

2、多篇文章解读干细胞移植研究领域新成果！ 

（1）Nat Med：利用多能性干细胞移植在动物中生长出功能齐全的肺部 

doi：10.1038/s41591-019-0635-8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能够使用移植的干细胞在小鼠

胚胎中生长出功能齐全的肺部。这一发现表明人们最终有可能使用这种技术在动物中为需

要肺部移植的患者生长出人肺部，以及研究新的肺部治疗方法，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期刊上。 

研究者 Wellington V. Cardoso 博士表示，由于供移植用的供者肺部供应有限，全世界

有数百万患有无法治愈的肺部疾病的人因没有得到治疗而死亡。我们的研究表明最终有可

能开发出新的策略来在动物体内产生用于移植的人类肺部，以作为等待供者肺部的替代方

法。科学家们致力于通过在合成支架上或在已剥离原始细胞的肺部组织中培养干细胞来对

肺部进行生物工程改造。尽管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人们仍然无法产生能够维持动

物模型存活的功能齐全的肺部。 

（2）Science 子刊：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有望治疗非甾体类抗炎药引起的胃溃疡 

doi：10.1126/scitranslmed.aat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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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研究

人员开发出一种 NSAID 相关性胃溃疡猪模型，发现相比于注射生理盐水（作为对照），通

过内窥镜在粘膜下注射递送脂肪组织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adipose-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 ADMSC）在第 7 天和第 21 天时快速地促进溃疡愈合，并产生更少的炎性浸润，

增强再上皮化（reepithelization）和新血管形成（neovascularization）。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

表在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期刊上。 

然而，只有少数植入的 ADMSC 在体内显示了肌成纤维细胞和上皮细胞表型，这表明

溃疡愈合过程对干细胞转分化的依赖性可能要小得多。进一步实验表明粘膜下注射间充质

干细胞（MSC）衍生性分泌蛋白质组（secretome）的治疗效果可与 MSC 移植相媲美。 

（3）JAMA：临床试验表明非清髓性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有望治疗复发缓解型多发性

硬化症 

doi：10.1001/jama.2018.18743 

非清髓性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nonmyeloablative 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非清髓性自体 HSCT）代表着一种减缓或预防的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症

（relapsing-remitting multiple sclerosis）的潜在有效方法，但是人们并不清楚它是否优于疾

病改善治疗（disease-modifying therapy， DMT）。在一项新的临床研究中，为了比较非清

髓性自体 HSCT 与 DMT 对疾病进展的影响，来自美国、瑞典、英国和巴西的研究人员开

展了一项随机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登记号：NCT00273364）。结果发现，与 DMT 治疗相

比，非清髓性自体 HSCT 治疗显著延长了病情进展时间，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JAMA

期刊上。 

这些作者在 2005 年 9 月 20 日至 2016 年 7 月 7 日之间，在美国、欧洲和南美的 4 个中

心共招募了 110 名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在前一年接受 DMT 治疗后至少出现 2

次疾病复发；扩展残疾状态量表（Expanded Disability Status Scale， EDSS，评分范围为 0

到 10，10 为最严重的神经神经残疾）的评分为 2.0～6.0。这些作者对这些患者进行了随机

分配。最后一次随访发生在 2018 年 1 月，数据库锁定发生在 2018 年 2 月。 

（4）Neurology：临床试验表明造血干细胞移植可逆转视神经脊髓炎 

doi：10.1212/WNL.0000000000008394 

在一项新的临床研究中，来自美国西北大学费恩柏格医学院和梅奥诊所的研究人员报

道造血干细胞移植可逆转一种使人衰弱的神经系统疾病，这种称为视神经脊髓炎

（neuromyelitis optica）的疾病导致一半的患者在确诊后 5 年内失明和失去行走的能力。大

多数患者在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5 年后保持良好，并且能够避免每年花费高达 50 万美元的

药物治疗，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Neurology 期刊上。 

视神经脊髓炎，以前被归类为多发性硬化症（MS）的一种罕见亚型，但如今被认为是

另一种疾病。与多发性硬化症和大多数其他自身免疫疾病不同的是，视神经脊髓炎具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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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标志物 AQP4，它与疾病活动度相关。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的血液中不再具有可

识别的 AQP4。 

（5）Nature：全球首例！一名日本妇女成功接受由重编程干细胞制成的角膜进行的移

植手术！ 

doi：10.1038/d41586-019-02597-2 

近日，一名四十多岁的日本女性成为了世界上首个使用重编程干细胞修复角膜的人，

在 8 月 29 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日本大阪大学的眼科专家 Kohji Nishida 表示，这名女性

眼睛中修复角膜的干细胞发生了丢失，角膜是覆盖并保护眼睛的一层透明层结构，这种状

况会使她视力模糊并可能导致失明。 

为了对这名女性进行治疗，研究者表示，他们的团队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ips）制造

出了角膜细胞片，通过将来自供体的皮肤细胞重编程为胚胎样状态，随后细胞就能够转化

称为其它类型的细胞，比如角膜细胞等。研究者 Nishida 说道，自从一个月前接受移植手术

以来，这名女性眼睛中的角膜依然清晰，而且视力也有所改善。 

（6）ACS Nano：新型纳米技术平台有望加速干细胞移植领域研究 

doi：10.1021/acsnano.9b01875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ACS Nano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罗格斯大学的科学家们

通过研究开发了一种新型纳米技术，其或能增强对干细胞移植的研究，有望帮助改善多种

疾病人群的治疗，包括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疾病、其它神经变性疾病和中枢神经型损伤

等。 

研究者开发的这种新型纳米技术平台利用特殊的小棒结构来进行感应，其能帮助研究

者证实人类干细胞的身份以及相应的生物标志物，同时并不会破坏这些干细胞；这是干细

胞临床研究中研究人员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其限制了后期进一步的分析和生物医学应用。

研究者 KiBum Lee 教授说道，当前基于干细胞疗法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标准细胞表

征步骤的破坏性，基于新开发的纳米技术，我们就能够在不损害细胞活力的前体下，灵敏

而准确地对细胞进行特征表征。 

（7）Nature：重大进展！28 天内在体外将造血干细胞的数量扩大 900 倍，让无需接受

调理治疗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成为可能 

doi：10.1038/s41586-019-1244-x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可能

破解了在没有放疗和化疗的情况下进行干细胞移植和基因治疗的密码。几十年来，科学家

们在实验室中培养大量造血干细胞的尝试一直受阻。这些罕见的骨髓细胞单独负责产生血

液和免疫系统中的所有细胞。培养这些细胞的困难严重阻碍了许多研究工作，包括那些让

某些癌症或血液疾病患者更容易和更安全地接受干细胞移植或基因治疗的研究工作。 

如今，这些研究人员破解了这些密码。通过调整培养这些细胞的营养液中的组分、用

于支持它们生长的专门分子和培养它们所需的物理条件，他们首次证实诱导来自小鼠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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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干细胞在短短 28 天的时间内自我更新数百甚至数千次是可能的。论文共同通讯作者、斯

坦福大学遗传学教授 Hiromitsu Nakauchi 博士说道，“这是我作为干细胞研究员的人生目标

之一。50 年来，世界各地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大量培养这些细胞的方法。如今，

我们鉴定出一系列条件，足以让这些细胞的数量在短短一个月内扩大 900 倍。我们认为这

种方法可能引发在人体中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基因治疗的变革。” 

（8）Cancer：自体干细胞移植立奇功！显著延长淋巴结周围 T 细胞淋巴瘤患者生存期！ 

doi：10.1002/cncr.31861 

根据一项最新发表在 Cancer 杂志上的研究，自体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SCT）也许对一些处于首次完全缓解期（first complete remission，CR1）

的淋巴结周围 T 细胞淋巴瘤（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PTCL）患者有好处。 

研究人员在一项队列研究中原本期望招募最新诊断、组织学确诊的恶性 PTCL 病人，

但是仍然将处于 CR1 的病人包含在了其中。他们分析的数据来自 213 名达到 CR1 的 PTCL

病人，其中 119 人患有淋巴结周围 T 细胞淋巴瘤。其中 83 人没有接受 ASCT 治疗，36 人

在 CR1 期间接受了巩固性的 ASCT 治疗。 

（9）Cell Res：新研究挖掘干细胞在移植疗法中的应用 

doi：10.1038/s41422-018-0072-0 

最近，来自 Stowers 医学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种能够从成体脐带血中分化形成

造血干细胞的方法。这一方法能够更加方便特殊疾病，例如白血病、血液紊乱、免疫系统

疾病以及癌症等的，除了少部分配型成功的骨髓移植以外的细胞移植治疗。 

根据美国相关机构的调查数据，目前骨髓配型成功的患者仅仅为 30%，而根据美国癌

症协会的数据，2018 年被诊断患有血液癌症的患者的数量将达到 170000 人。成体脐带干

细胞相比骨髓移植来说兼容性更好，但其数量难以满足如今的移植疗法的需求。“如果我

们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得到更多的脐带成体干细胞，就能够降低所需的脐带的数量，这将是

巨大的进步”。 

（10）Nat Med：首次证实人神经干细胞移植可改善脊髓损伤猴子的抓力 

doi：10.1038/nm.4502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报道移植到猴子受损脊髓中的人神经干细胞成熟为神经

元，触发神经连接形成，从而让这些猴子抓住橙子的能力得到改善，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

表在 Nature Medicine 期刊上。 

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神经学家 Jonathan Glass（未参与这项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告诉

《科学家》杂志，“这种类型的细胞疗法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最终可能是一种治疗中

枢神经系统损伤甚至可能是治疗人类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合理方法。”Glass 指出，经过一段

时候后发生的干细胞分化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正如它们在猴子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建立

神经连接的能力一样，但还需开展更多的研究来证实在人类遭受脊髓损伤后，这些细胞能

够生长出极长的轴突来连接运动神经元和感觉神经元。 



西安交大一附院图书馆主页 http://xajdyfytsg.superlib.libsou.com/ 

                                                                                                          
10 

 

3、多篇重要研究成果解读癌症扩散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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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158/2159-8290.CD-19-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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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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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揭示促进癌症扩散的生存技能！ 

doi：10.1038/d41586-019-02570-z 

癌症从原发性位点扩散到继发部位的过程被称之为癌症转移，这通常是致命性的；发

生转移开始的时间依赖于原发位点肿瘤尺寸、阶段和其分化状态，癌症转移需要癌细胞经

历一些变化，包括那些促进其获得侵袭性特性的变化等。E-钙黏蛋白（E-cadherin）表达的

缺失会促进细胞发生迁移，但该蛋白如何发挥其转移中心调节子的角色，目前研究人员并

不清楚；日前，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究报告中，Padmanaban 等人就通过研究

发现，E-钙黏蛋白或许就在癌细胞转移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而这与其对细胞侵袭和迁移

的影响似乎并不相同。 

E-钙黏蛋白存在于上皮细胞膜上，而上皮细胞是机体表面的屏障，当上皮-间充质转化

（EMT，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过程被诱发，E-钙黏蛋白缺失发生时，上皮

细胞就会获得间充质细胞的特性，后者具有高度的流动性。EMT 通常是由特定的刺激所激

活的，比如暴露于信号蛋白 TGF-β中等，这一过程通常发生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其在机体

伤口愈合过程中能帮助器官内的正常上皮细胞进行定位，然而，EMT 也会被癌症的发育和

扩散所拦截。 

（3）Commun Biol：新发现！电磁场或能有效阻断乳腺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 

doi：10.1038/s42003-019-0550-z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ommunications Biology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俄亥俄州

立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电磁场（electromagnetic fields）或能抑制某些乳腺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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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到机体其它部位中去。研究者指出，低强度的电磁场能够通过抑制癌细胞迁移扩展物的

形成来阻碍特殊乳腺癌细胞的运动，目前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对细胞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未

进行动物或人体临床试验。 

研究者 Jonathan Song 说道，癌细胞往往具有进行最具破坏性事件的倾向，其不仅会在

局部增殖还会进行全身扩散，这就使其非常难以应对，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单一癌细

胞进行分析，旨在理解促进癌细胞具有破坏性的分子机制。癌细胞具有毁灭性的标志之一

就是其会迁移到机体其它区域，而利用特定级别的电磁场似乎就能够有效阻断癌细胞的扩

散。 

（4）Mol Cancer Res：靶向作用关键蛋白或能有效抑制卵巢癌细胞扩散 

doi：10.1158/1541-7786.MCR-18-1233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Molecular Cancer Research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在实验室中阻断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发挥作用或有望

抑制卵巢癌细胞生长和失控分裂。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细胞培养物进行研究鉴别出了一种特殊蛋白或能作为靶向

杀灭高级浆液性卵巢癌细胞的潜在治疗靶点；这类卵巢癌中，大约 70%的患者都会出现化

疗耐受性并发生疾病复发，因此研究人员迫切需要开发出治疗这类卵巢癌的新型疗法。研

究人员鉴别出了一种新方法，其能使得高级浆液性卵巢癌细胞处于“睡眠”状态，即细胞

衰老（senescence）。 

（5）Nat Commun：大数据助力科学家阐明乳腺癌扩散的分子机制 

doi：10.1038/s41467-019-10148-6 

如今科学家们能够利用大量基因组数据来及早发现患者的疾病状况，但同时这也能帮

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研究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进行大数据分析，

确定了一种更好的模型来对抗乳腺癌的扩散并能帮助测试有潜力的药物。 

实验室当前所使用的方法通常会利用细胞系或在平板上培养细胞，来模拟患者机体中

肿瘤的生长；扩散是最常见的癌症相关死亡的原因，大约与 90%的癌症患者死亡直接相关，

截至目前，很少有药物能够治疗患者的癌症转移，而且研究人员也并不清楚在药物开发的

过程中到底哪个环节出错了。 

（6）Nat Methods：新型工具或能鉴别出引发癌症扩散的罪魁祸首！ 

doi：10.1038/s41592-019-0371-5 

癌症能在机体远端“扎根”（癌症转移）是引发 90%实体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癌

症转移是复杂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研究人员仍然很难对癌症转移进行深入研究，近

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Method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耶鲁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

研究设计了一种新方法，其能帮助鉴别出癌症中最危险的遗传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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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Sidi Chen 教授说道，癌症转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并不像是一个基因控

制一切，在癌症转移过程中存在成千上万种潜在的遗传相互作用，我们很难知道哪一种是

最重要的。利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人员开发出了包含大约 1.2 万个独特结构（能

在细胞中敲除基因的 DNA）的文库，这些结构能够靶向作用参与人类癌症转移的 325 对基

因，其中多个基因发生突变都会引发小鼠机体中肿瘤的恶性扩散。 

（7）Nature：新研究揭示为何癌症最常扩散到肝脏 

doi：10.1038/s41586-019-1004-y 

胰腺导管腺癌（PDAC）是最常见的胰腺癌类型，目前是美国癌症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当癌症扩散到另一个器官时，它最常转移到肝脏。 

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肝实质细

胞（hepatocyte，也译作肝细胞）---肝脏的主要功能细胞---处于一种连锁反应的中心，这种

连锁反应使得肝脏对癌细胞特别敏感。这些肝细胞通过激活一种称为 STAT3 的蛋白来对炎

症作出反应，这种蛋白接着增加其他的称为 SAA 的蛋白产生，SAA 蛋白接着重塑肝脏和

创建癌细胞“接种”所需的“土壤”。这些研究人员证实通过利用阻断 IL-6---驱动这种连

锁反应的炎症信号-的抗体阻断这一过程可限制癌症扩散到肝脏中的潜力，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 

（8）NEJM：新型药物有助于治疗扩散性三阴性乳腺癌 

doi：10.1056/NEJMoa1814213 

根据最近的一项临床试验数据，一种新的“智能药物”已经为患有转移性三阴性乳腺

癌的女性带来了希望。该试验的数据今天发表在 NEJM 杂志上。 

研究者表示，这种药物有可能改变临床实践，因为数据看起来非常引人注目，尽管试

验中患者数量相对较少，对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需求未得到满足，我们发现这种新

疗法可使肿瘤明显缩小”。三阴性乳腺癌是一种侵袭性疾病，相对于其他乳腺癌，在年轻

女性和非裔美国女性中更为常见。三阴性乳腺癌不表达雌激素受体，孕酮受体或 HER2。

因此，从历史上看，治疗仅包括用于三阴性乳腺癌的化学疗法而不包括靶向疗法，例如激

素疗法或赫赛汀。 

（9）Cell：揭示癌细胞通过劫持免疫细胞在体内扩散机制 

doi：10.1016/j.cell.2018.12.038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了浸润性皮肤癌

释放出的分子对进行健康的免疫细胞进行重编程，从而有助于这种癌症扩散。利用抑制性

药物靶向这些分子可能有助于阻止这种侵袭性皮肤癌在治疗后复发，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Cell 期刊上。 

文章中，研究人员获取了小鼠和人类肿瘤样本中来自于侵袭性黑色素瘤边缘的细胞，

以便研究它们产生的一种称为肌球蛋白 II 的蛋白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些细胞中高水平的

肌球蛋白 II 不仅让它们更具有迁移性，而且还触发释放对免疫系统进行重编程的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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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化学物质会影响周围健康的称为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并劫持它们的天然的癌症杀伤

能力。这意味着这些免疫细胞并不攻击癌细胞，而是最终有助于这些癌细胞存活下来。这

些化学物质中的一些还在血管中形成小孔，从而允许癌细胞逃逸到血液中并侵入身体的新

部位。 

（10）Cancer Res：科学家鉴别出一种能有效抑制乳腺癌生长和扩散的特殊蛋白 

doi：10.1158/0008-5472.CAN-18-0842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ancer Research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立大

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了一种特殊蛋白或能抑制乳腺癌的生长和扩散，相关研究结果

有望帮助开发改善乳腺癌治疗的新型疗法或策略。研究者表示，这种名为 Nischarin 的新型

蛋白或能参与一系列生物学过程，包括乳腺癌细胞迁移和运动的调节等，尽管此前研究人

员发现，Nischarin 或许能作为一种肿瘤抑制子，但本文中，研究人员希望能继续深入研究

利用该蛋白开发更好的癌症疗法。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蛋白质 Nischarin 在外泌体释放过程中的重要功能，外泌体

是一种纳米尺寸的囊泡结构，其中包含有蛋白质、遗传物质和其它参与生理学和病理学过

程的物质等；肿瘤衍生的外泌体包含多种细胞间通讯的信号分子，这些信号分子能参与肿

瘤的进展以及癌症的转移，肿瘤中的外泌体会影响肿瘤微环境中多种类型细胞间的相互作

用，并能调节肿瘤的发育、进展以及转移，原发性肿瘤释放的外泌体则能增强癌细胞的“播

种”及生长转移。 

4、JPD：靶向作用肠道中的α-突触核蛋白有望有效减缓帕金森疾病的进展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Journal of Parkinson's Diseas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乔治城

大学医学中心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靶向作用肠道中的α -突触核蛋白

（alpha-synuclein）或能有效减缓帕金森疾病的进展。 

肠道中所产生的α-突触核蛋白聚集物在帕金森疾病的发病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目

前研究人员想通过研究检测一种假设，即通过一种能抑制细胞内α-突触核蛋白聚集的化合

物来靶向作用肠道神经系统，就能在短期内恢复肠道的功能，并可能客气减缓中枢神经系

统的进行性恶化。 

医学博士 Michael Zasloff 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帕金森疾病或许始于

机体肠道，α-突触核蛋白的聚集被认为在疾病发病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其出现在肠道神

经系统中（ENS，enteric nervous system），而且会沿着末梢神经向上直达中枢神经系统，

并最终引发炎症和部分大脑组织的破坏，靶向作用肠道神经系统中α-突触核蛋白聚集物的

形成或有望减缓帕金森疾病的进展。 

当肠道神经遭遇感染时其就会产生防御性蛋白，而α-突触核蛋白就是其中一种防御性

蛋白，比如，在急性细菌性胃肠道感染的儿童中，其肠道神经系统会产生α-突触核蛋白，

在接受肠道移植且更易于患胃肠道感染的儿童中，研究者发现，肠道神经元会在急性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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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开始时就产生α-突触核蛋白，该过程会持续数月，其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护机体的

神经细胞。在神经细胞中，α-突触核蛋白能够包裹入侵的病毒并干扰病毒的复制，同时其

还能将自身粘附于包含神经递质的小型囊泡结构中，并从神经细胞中被释放出来，一旦到

了外面，其就能够吸引来自周围组织的保护性免疫细胞了。 

研究者 Denise Barbut 指出，最近有数据表明，在病毒和细菌感染的情况下α-突触核蛋

白就会被诱导产生，同时其还能通过保护肠道神经系统来发挥免疫功能，并能向机体适应

性免疫系统发出警报，在病原体感染前先发制人地保护中枢神经系统不受影响。在慢性胃

肠道感染或肠道屏障功能损伤的情况下，当α-突触核蛋白的表达超过其清除能力时，其所

形成的神经毒性聚集物就会在肠道神经系统中进行毒性聚集，并向中枢神经系统进行转运。 

为了确定靶向作用肠道神经元中的α-突触核蛋白是否能够帮助治疗帕金森疾病患者，

研究人员利用名为 ENT-01 的化合物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ENT-01 是角鲨胺的合成性衍生

物，而 ENT-01 分离自角鲨的胆汁，研究结果表明，ENT-01 能够转移来自神经细胞膜的α

-突触核蛋白并恢复肠道神经元正常的电活性，研究者在 2018 年对 50 名患者进行了 2a 期

临床试验，研究者 Barbut 表示，肠道神经系统在帕金森疾病患者中并不会发生不可逆的损

伤，这项研究中我们首次阐明了可以逆转人类机体的神经变性过程；除了肠道症状外，患

者的运动、非运动症状（比如幻觉）、抑郁和认知功能都有可能会受益。 

目前研究者正在对 110 名患者进行了的 2b 期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旨在评估口服

ENT-01 对患者便秘和神经性症状的治疗疗效；帕金森疾病是一种缓慢的进行性障碍，其会

影响机体的运动、肌肉控制和平衡，同时其也是第二大常见的年龄相关的神经变性疾病，

65 岁以下的人群中有 3%的人群会受到帕金森疾病的影响，而 85 岁以上的人群则有 5%的

人群会受到该病的影响。 

原文出处：Barbut Denisea，Stolzenberg Ethanb，Zasloff Michael, et al. Gastrointestinal 

Immunity and Alpha-Synuclein, Journal of Parkinson's Disease (2019). DOI: 10.3233/JPD- 

191702 

5、Nat Cell Biol：一种新型的组合拳疗法有望治疗胰腺癌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Cell Biology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 Sanford Burnham 

Prebys 医学发现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一种由两种抗癌化合物组成的药物组

合，其或能有效促进小鼠机体中的胰腺肿瘤萎缩，这或许有望支持这种药物在临床实验中

进行直接评估，此前 FDA 批准这种化合物组合用以治疗某些白血病和实体瘤，包括黑色素

瘤等。 

研究者 Ze'ev Ronai 博士表示，如今胰腺癌的治疗非常滞后，因为缺乏有效的疗法来攻

击这种肿瘤组织；这项研究中，我们鉴别出了一种潜在的疗法组合，其或能用来帮助抵御

恶性的胰腺癌；目前研究人员正在与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肿瘤学家们讨论如何将这种

新方法用于临床评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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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癌是一种致死性的癌症，其通常难以诊断，因为直到患者疾病进入到晚期才会出

现疾病症状，比如腹部疼痛、皮肤和眼睛发黄、体重减轻等。仅有不到 10%的胰腺癌患者

能存活超过 5 年时间，据美国癌症协会数据显示，2019 年将会有超过 5.6 万美国人接受胰

腺癌的诊断。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名为 L-门冬酰胺酶（L-Asparaginase）的药物让胰腺肿

瘤缺乏关键的营养物质（天冬酰胺）而饿死，天冬酰胺是一种蛋白质合成所需的氨基酸；

研究者发现，胰腺癌并不会死亡，其会开启一种压力反应通路，来促进癌细胞自身产生天

冬酰胺，随后他们利用第二种药物来治疗胰腺癌小鼠，这种药物能阻断癌细胞的压力反应

通路并促使胰腺肿瘤发生萎缩。目前 FDA 批准 L-门冬酰胺酶用来治疗特定的白血病，而第

二种药物名为 MEK 抑制剂，其被批准用来治疗诸如黑色素瘤等皮肤癌。 

医学博士 Eytan Ruppin 指出，本文研究为阐明天冬酰胺抑制剂和 MAPK 信号抑制剂联

合作用来攻击胰腺肿瘤、抑制其生长奠定了基础；后期我们将会通过对患者的数据进行深

入的计算分析来进一步支持相关的研究发现。很显然，研究人员目前并不能找到治疗癌症

（尤其是胰腺癌）的单一灵丹妙药，而是需要找到针对癌症多个弱点的几种药物，本文研

究发现为治疗胰腺癌提供了一种新型策略；研究者希望后期能够很快在胰腺癌患者机体中

进行药物疗效的测试。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两种治疗手段都能使得小鼠机体中的黑色素瘤缩小，由于目前

胰腺癌的临床治疗需求巨大，因此后期科学家们还需要投入更大经历来开发治疗胰腺癌的

有效疗法。 

原文出处：Pathria, G., Lee, J.S., Hasnis, E. et al. Translational reprogramming marks 

adaptation to asparagine restriction in cancer. Nat Cell Biol (2019) doi:10.1038/s41556-019- 

0415-1 

6、Nature：重磅！科学家鉴别出能控制人类血液干细胞自我更新的特殊蛋白！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

通过研究发现了一种特殊蛋白和人类学学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之间的关联，研究者表示，

激活该蛋白或能促进血液干细胞在实验室条件下自我更新至少 12 倍。在体外条件下增殖血

液干细胞往往能极大地改善血液癌症（比如白血病）和多种遗传性血液疾病的治疗选择。 

研究者 Hanna Mikkola 博士表示，尽管我们已经对血液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研究了很

多年，但如今依然面临着很多关键的挑战，即如何在实验室条件下促进人类血液干细胞自

我更新，如今我们不得不通过研究来克服这些问题了。血液干细胞，即造血干细胞，其存

在于骨髓中，在骨髓中其能进行自我更新并分化称为多种类型的血液细胞；而且骨髓移植

疗法也能被用来治疗血液或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然而骨髓移植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寻

找合适的骨髓供体并不总是可行，而且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也会排斥外源性细胞，移植的

干细胞数量有时候也并不足以成功治疗患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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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血液干细胞从骨髓中被移除置于实验室培养皿中时，其会快速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

其要么会死亡，要么就会分化称为其它血液细胞；研究者的目标就是在可控的实验室条件

下使得血液干细胞能够自我更新，这或许有望开启治疗多种血液疾病的新思路，同时也能

帮助科学家们通过多能干细胞来产生血液干细胞。为了阐明如何在实验室中促进血液干细

胞自我更新，研究人员分析了当血液干细胞失去自我更新能力过程中被关闭表达的基因，

同时研究者注意到哪些基因在血液干细胞分化成为特殊血细胞（比如白细胞或红细胞）中

会关闭表达，随后研究者将血液干细胞置于实验室平皿中来观察哪些基因的表达会被关闭，

利用多能干细胞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就能够制造出缺失自我更新能力的血液干细胞，同时

他们还能监测哪些基因的表达处于失活状态。 

研究者发现，MLLT3 基因的表达与血液干细胞自我更新的潜能密切相关，MLLT3 基

因所表达的蛋白能为血液干细胞提供必要的指令来使其能够维持自我更新的能力，其能通

过与其它调节性蛋白协同作用来保持血液干细胞的重要部分在细胞分类时能正常发挥作用。

研究者想知道是否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维持血液干细胞中 MLLT3 蛋白的水平就足以改善其

自我更新的能力，利用一种病毒载体，研究人员就能将活性的 MLLT3 基因插入到血液干

细胞中，同时他们观察到，功能性的血液干细胞会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的繁殖速率增长了至

少 12 倍。 

研究者 Mikkola 说道，如果我们考虑治疗一个病人需要的血液干细胞的数量，那么这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我们并不仅仅关注数量，我们还需要确保在实验室中产生的血

液干细胞能够通过制造移植所需要的所有血液细胞类型来持续发挥功能。最近有研究人员

通过研究鉴别出了一类特殊的小分子（用于制造医疗用药的有机分子）能够在实验室中促

进人类血液干细胞增殖，随后研究者利用这种小分子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其能够改善血

液干细胞自我更新的能力，但细胞并不能够维持合适的 MLLT3 的水平，而且在移植到小

鼠体内后也无法正常发挥功能。 

此前研究发现的这种小分子非常重要，但本文研究基于此前研究结果；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所开发的新方法能将血液干细胞暴露在这种小分子中，并插入了活性的 MLLT3

基因，这种新方法或许就能够制造出能够更好地整合到小鼠骨髓中的血液干细胞，从而就

能有效产生所有血液细胞类型并能维持其自我更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MLLT3 基因能够

以一定的安全速率来维持血液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这些血液干细胞无法获得任何危险的特

性，比如大量增殖、突变或产生诱发白血病风险的异常细胞等。 

后期研究人员还将继续深入研究确定哪些特殊蛋白和血液干细胞 DNA 中的哪些元件

会影响 MLLT3 基因的开关，以及如何在实验室培养皿中利用特殊制剂来控制这一过程，

研究者有信心开发出新型策略，在不使用病毒载体的情况下开启/关闭 MLLT3 基因的表达，

以便其能在临床条件下安全使用。（生物谷 Bioon.com） 

原文出处：Calvanese, V., Nguyen, A.T., Bolan, T.J. et al. MLLT3 governs human 

haematopoietic stem-cell self-renewal and engraftment. Nature (2019) doi:10.1038/s41586-019- 

17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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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tructure：细菌抗病毒感染机制新发现 

最近，新亚利桑那大学领导的研究揭示了细菌对抗病毒的最新策略之一的结构和功能：

由高度组织化的酶组成的“舰队”，能够提供快速的免疫反应，迅速切碎病毒入侵者的有

害 DNA。 文章结果发表在最近的《Structure》杂志上。 

酶是活细胞中可加速化学反应的蛋白质。一些酶可以呈现多种形状，每种具有不同的

功能，并在它们之间切换。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特定的酶 SgrAI 的会通过形变缓慢切割侵

入性 DNA。但是，当许多此类酶连接并围绕一定长度的 DNA 缠绕时，它们会形成一条细

丝，将 DNA 切割能力提高 200 倍。 

文章作者霍顿说：“ SgrAI 酶含有两个金属原子，它们必须将它们放在 DNA 会被切

割的位置旁边。非细丝形式的酶结构将两个金属原子之一置于错误的位置。在细丝结构中，

我们看到了酶形状的变化，将那个原子‘推’到正确的地方。” 

快速的免疫反应非常重要，因为攻击细菌的病毒（称为噬菌体）会在向细菌细胞注入

自身遗传物质。进入后，噬菌体遗传物质会劫持细菌的复制机制以完成自我复制。最终，

新合成的病毒从捕获的细胞中爆发而感染其他细菌。 

霍顿说：“在修复它们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还有许多其他医学上

重要的酶都在使用这种机制。当它们不起作用时，会导致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糖尿病

等疾病的发生，这是细胞生物学的基础。” 

原文出处： Smarajit Polley, Dmitry Lyumkis, Nancy C. Horton. Mechanism of 

Filamentation-Induced Allosteric Activation of the SgrAI Endonuclease. Structure, 2019; 27 (10): 

1497 DOI: 10.1016/j.str.2019.08.001 
 

8、JCI：新靶点有助于糖尿病眼部并发症的治疗 

近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在一项最新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可能导致眼

后感光组织的退化的新途径。这项发现有助于科学家们更进一步地开发出针对治疗糖尿病

引发视力损伤并发症的新药。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专注于糖尿病性黄斑水肿，这是一种糖尿病患者常见的

并发症，当眼中的血管将其液体泄漏到控制详细视力的视网膜部分时会发生。 

该疾病的当前疗法是通过阻断蛋白 VEGF，该蛋白导致异常的血管生长。但是，由于

对于一半以上的糖尿病性黄斑水肿患者而言，这种治疗方法还不够充分，因此研究人员长

期以来一直怀疑，更多的因素会导致这些患者的视力下降。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证明类血管生成素 4（angiopoietin-like 4）在黄斑水肿中起作用。众所周知，该信号蛋白是

一类血管生长因子，在心脏病，癌症和代谢性疾病中起作用，而糖尿病就是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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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结果最近发表在《Journal of Clinical inverstigation》杂志上。 

在这项新研究中，Sodhi 博士和他的团队发现类血管生成素 4 既独立于 VEGF 活性又与

VEGF 活性协同作用，并且他们发现了一种阻止它的潜在方法。 

研究人员通过将实验室中生长的人血管组织细胞暴露于低水平的 VEGF 和血管生成素

样 4。他们惊讶地发现，低水平的 VEGF 和低水平的血管生成素样 4 联合使用对血管细胞

通透性具有协同作用，并使小鼠视网膜血管的渗漏增加了一倍。 

Sodhi 说：“这告诉我们，两个分子的阈值水平都可以达到亚阈值，而其中一个分子都

不足以做任何事情，但是联合使用就会产生巨大的效果。” 

但是，类似的实验表明，血管生成素样 4 也可独立于 VEGF 增加血管形成。 Sodhi 说：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患者尽管使用了目前的抗 VEGF 疗法仍会继续视力下降。” 

为了测试这一点，研究小组研究了血管生成素样 4 蛋白是否与实验室生长的人血管细

胞中的一种 VEGF 受体结合。他们发现，血管生成素样蛋白 4 不与经典的 VEGF 受体结合，

而是与另一种研究较少的蛋白“神经毛蛋白”发生相互作用。 

利用新鉴定的受体，研究人员接下来试图研究一种实验室生长的受体在能够与血管细

胞相互作用之前是否能够阻断血管生成素样 4。 

为此，他们给糖尿病小鼠模型的眼球中注射了神经菌毛蛋白受体可溶性片段，与未接

受治疗的小鼠类似，接受治疗的糖尿病小鼠血管渗漏得到了部分改善。 

为了进一步探索这种基于受体的新疗法对人类患者的潜在价值，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

从糖尿病性黄斑水肿患者的眼睛中收集的液体样本中培养了人类血管细胞，并将其暴露于

可溶性受体神经菌毛蛋白。研究人员说，与未处理的细胞相比，用该受体处理的糖尿病性

黄斑水肿细胞明显减少。 

Sodhi 说：“这使我们对这种方法也适用于人眼充满信心。”接下来，研究人员希望了

解血管生成素样 4 与神经毛蛋白受体之间的分子相互作用。 

原文出处：Akrit Sodhi, Tao Ma, Deepak Menon, Monika Deshpande, Kathleen Jee, 

Aumreetam Dinabandhu, Jordan Vancel, Daoyuan Lu, Silvia Montaner. Angiopoietin-like 4 

binds neuropilins and cooperates with VEGF to induce diabetic macular edema.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19; 129 (11): 4593 DOI: 10.1172/JCI120879 

9、Nat Commun :揭秘癌症免疫治疗患者反应巨大差异关键原因，有望覆盖所

有患者！ 

导 语：癌症免疫治疗的问世曾一度扭转了之前癌症治疗的僵局，获得了众多科学家的

认可。然而，随着癌症免疫治疗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弊端日渐显露出来，就拿 CAR-T 疗法

来说，肿瘤细胞靶点并未完全突破。目前还未完全掌握所有癌细胞的表面特异性抗原蛋白，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靶点。如果想要未来使用 CAR-T 治疗更多种类的癌症，我们必须不断地

发现新靶点。其次，CAR-T 细胞或多或少还是会存在一些风险，例如细胞因子风暴以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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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毒性等。最后，也是目前癌症免疫治疗最需要突破的一点：各癌症患者之间存在极大的

治疗反应差异。 

近日，墨尔本伦敦大学学院和彼得•麦克卡伦癌症中心的科学家们在这一领域终于取得

了突破：他们发现，白细胞释放出有毒的蛋白质来杀死癌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不同于化

疗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它们利用自身细胞包膜的物理特性来保护自己免受任何伤害。这

极大程度上解释了癌症患者对癌症免疫疗法的反应差异，相关文章已在线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癌症免疫细胞治疗，是从我们的身体中把与癌细胞和病毒等异物战斗的免疫细胞从患

者血液中取出，在实验室培养增加数量，回输到体内，再次恢复患者免疫的力量，攻击肿

瘤的治疗方法。 

癌症发生之后，人体主要是通过第三道防线进行对抗，发挥作用的是各类免疫细胞。

而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CTL 细胞）则是 T 细胞中的主力军，杀起癌细胞来干脆利落。这

一类细胞都带着 CD3+CD8+的分子标记，它们可以直接攻击被病原体“附身”的细胞或者

发生变异的癌细胞，在查看过细胞身份证“MHC 蛋白”后就会毫不犹豫的分泌“穿孔素”

和“颗粒酶”，能够直接穿过细胞的身体（细胞膜），使细胞全身溶解而死。 

虽然 CTL 和靶细胞都暴露在突触内的穿孔素中，但只有靶细胞膜被破坏，而 CTL 无

一例外地逃脱了。这极大程度上引起了该研究团队的兴趣。为何穿孔素会有选择性地进行

破坏呢？这会是还谜题的突破点吗？为此，科学家们对穿孔素进行了研究。 

穿孔素是负责打孔的蛋白质。他们发现穿孔素对细胞表面的粘附强烈地依赖于 

molecules—so-called 包围和保护白血球的膜中的脂质。在最初，分泌的穿孔素通过钙依赖

性膜结合与靶细胞相互作用，通过其 C2 结构域介导。其次是低聚成短和非插入式预孔组件，

并最终通过插入和进一步组装整个成熟孔跨质膜。越来越多有序和更紧密的脂质分子堆积

导致穿孔素结合减少，并且当人为地破坏白细胞中这种脂质的顺序时，细胞对穿孔素便变

得更加敏感。当白细胞暴露在如此多的穿孔素中，结合穿孔素仍然不能杀死白细胞，这表

明必须有另一层保护。进一步探索发现，这是因为一些脂质分子的负电荷被运送到细胞表

面，与剩馀的穿孔素结合，阻止它破坏细胞膜。 

其实，现有研究已经提示了我们，局部脂质顺序可以改变细胞之间的交流方式。但令

人惊讶的是，精确的物理膜特性也可以提供如此重要的保护层来抵御分子打孔机（穿孔素）。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了解到 CTLs 通过在突触内质膜的两种保护特性来实现这一

点：CTL 膜排斥穿孔素通过将其脂类在免疫突触中的有序状态（脂筏），同时也暴露在突

触内的磷脂酰丝氨酸（PS），从而产生负电荷的汇，隔离并使任何残留的穿孔素失活。细

胞对穿孔素的抗性支持了它们杀死多个目标的能力，并使它们能够维持免疫平衡从而进行

自我保护。总之，CTL 通过动态控制其膜脂组成来保护自己免受穿孔素的侵害。 

该研究为癌症免疫治疗的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有望再次打破目前癌症治疗的僵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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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Jesse A. Rudd-Schmidt, Adrian W. Hodel, Lipid order and charge protect killer T 

cells from accidental death.Nature Communications 27 November 2019 

10、Science:正常细胞也能杀死癌细胞？科学家发现对抗肝癌新策略 

VIB-KU 鲁汶癌症生物学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肿瘤周围的健康肝脏组织激活了抑制

肿瘤生长的防御机制，这种机制在肝脏正常水平以上的过度激活会引发小鼠不同类型肝肿

瘤的消除。这一发现确定了一种对抗肝癌的新策略，并可能激发动员正常细胞杀死癌细胞

的新治疗方法，该研究结果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 

对抗肿瘤 

当前的化学疗法旨在杀死迅速增殖的癌细胞，但由于癌细胞会迅速产生耐药性，因此

这种疗法通常只是暂时有效的。其他诸如免疫疗法之类的方法并不针对肿瘤细胞本身，而

是激活免疫系统的天然防御功能。 

Georg Halder 教授领导的这项研究表明，不仅免疫系统，肝肿瘤周围的非癌性肝细胞

也具有杀死附近肿瘤细胞的能力。他们通过实验激活肝肿瘤小鼠中的这种新机制时，这些

小鼠存活的时间明显更长，并且肿瘤负荷大大减少。 

Halder 教授说：“虽然研究表明存在这种抗肿瘤机制，但尚不清楚激活的肝细胞究竟

如何引起癌细胞的消除，但这显然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意外的基因 

通过研究来自癌症患者的肿瘤组织和肝癌小鼠模型，研究人员发现 YAP 和 TAZ 基因

在肝脏肿瘤周围被激活，这是抗肿瘤机制的驱动力。这一发现令人惊讶，因为 YAP 和 TAZ

通常在不同的人类癌症中高表达，它们驱动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传统上被认为是促进

肿瘤的基因，却发现具有抗肿瘤功能，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癌症基因及其在正常组织中的

功能的看法。 

肿瘤周围肝细胞中的 YAP / TAZ 抑制肿瘤生长。 

寻求新疗法 

尽管这种抗肿瘤机制可以杀死肝脏中的肿瘤和转移灶，但尚不清楚是否可以在其他器

官中激活类似的机制。鉴于 YAP 活化的肝细胞对肝肿瘤具有惊人的抗肿瘤作用，这一发现

有可能为新型抗击策略提供开创性的见解。 

肿瘤周围肝细胞中 YAP / TAZ 的过度活化导致肿瘤消除。 

这一非凡的发现确定了一种对抗小鼠癌症的全新策略，但这项研究是这种新型抗肿瘤

机制的第一个分子表征，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将这些发现应用于癌症患者，下一步

是测试该机制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类癌细胞。 

原文出处：Iván M Moya , Stéphanie A Castaldo, Georg Halder ,et al.Peritumoral Activation 

of the Hippo Pathway Effectors YAP and TAZ Suppresses Liver Cancer in Mice.Science, 366 

(6468), 1029-1034 2019 Nov 22.PMID: 31754005 DOI: 10.1126/science.aaw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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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相同不同知多少? 

经常会有作者伴对文献综述、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这几个概念有所困惑，那么它们之

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谁大谁小呢？ 

No.1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简称综述）是对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专业或某一个方向的课题、问题或研

究专题搜集大量资料，通过分析、阅读、整理、提炼出本领域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或建

议，做出综合性介绍和阐述的一种学术论文。 

传统的综述写作没有固定的格式和写作流程，没有严格的数据统计分析过程，也没有

评价纳入研究质量的统一标准，其质量高低受作者专业水平、资料收集广度及纳入文献质

量的影响很大，不能定量分析干预措施的总效应量。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作者首先客观地展

示文献的研究结果，再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对文献进行综合地汇总和解读。 

No.2 系统综述 

系统综述（又称系统评价）是指应用明确的方法，查询、选择和严格地评价相关研究，

从中提取数据并采用适当的统计学方法合并数据，得出综合性结论的过程。以期为解决某

一具体临床问题而提供证据。 

还有人将系统综述定义为，它是运用一些减少偏倚的策略或分析方法针对某一具体问

题的所有研究进行严格地汇总和分析，可以使用 meta 分析，也可以不使用。系统综述并非

一定要做 Meta 分析，对多个研究进行了 Meta 分析的系统综述称为定量系统综述，没有进

行 Meta 分析而仅仅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的系统综述称为定性系统综述。 

No.3 Meta 分析 

Meta分析的定义是指在文献评价中将若干项研究结果合并成一个单独估计值的一种统

计方法。简单地说，Meta 分析就是一类统计学方法，有完全随机设计的，也有析因设计的等。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 meta 分析的定义应

该更为广泛，将其与系统综述等同。这一想法在

文献标题中的使用尤为广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文章的标题叫“某某问题的 meta 分析”。但需

要注意的是 meta 分析不能等于系统综述，采用

了 meta 合并的系统综述才能叫 meta 分析，否则

就只能叫系统综述。为了助于理解，小编找到一

张图，它们的关系如下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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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lzheimer Dis：低剂量氢甲硫氨酸可有效缓解认知功能衰退 

最近发表在《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TauRx 报告了药代

动力学分析的结果。该研究分析了 1,000 多例轻度肝硬化患者的治疗剂量，血液水平和氢

甲基蛋氨酸药物对大脑的药理活性之间的关系。这些结果表明，即使以先前在两项三期全

球临床试验中测试的最低剂量的氢甲基硫氨酸（8 毫克/天），该药物对认知能力下降和脑

萎缩具有浓度依赖性的治疗作用。 

氢甲基蛋氨酸是 WHO 批准的先前称为 LMTM 的一种化合物的通用名。该药物可阻断

tau 蛋白在大脑中的异常聚集，这已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是临床痴呆的重要驱动因素。在 2012

年至 2012 年之间的 3 期全球临床试验中，该研究针对了 1,700 例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氏

病患者，对氢甲基蛋氨酸进行了 150-250 mg /天的剂量测试，以及 8mg/天的低剂量测试。

令人惊讶的是，在试验的任何临床结果中，高剂量和低剂量的氢甲基硫氨酸之间没有差异。 

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些结果，研究人员使用了参与两个已完成的两项 3 期氢甲基蛋氨酸

试验中任一者的 1,162 名患者的血浆浓度数据，进行了新的药代动力学人群分析，以测量

该药物的血液水平如何与其对大脑的影响相关。使用一种新的测定方法，研究人员发现氢

甲硫氨酸在 8 毫克/天的剂量下的作用由血药浓度决定，并且大多数患者在此剂量下具有足

够高的血药浓度，可导致认知能力显著降低。衰退和脑萎缩。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稍高剂

量的氢甲基蛋氨酸为 16 毫克/天，这将确保所有患者都具有使药物活性最大化所需的血液

水平，因为在更高的浓度和剂量下其作用会达到稳定状态。他们发现，许多药物具有典型

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现在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试验中测试的高剂量氢甲基蛋氨酸的药理作用

并不优于在 8 mg / day 剂量的高血脂患者中看到的药理作用。 

分析还显示，尽管氢甲基蛋氨酸在服用该药物作为阿尔茨海默病常规使用对症治疗的

附加疗法的患者中具有相似的浓度反应曲线，但这些患者的最大疗效降低了一半。这一发

现支持了一种假说，即针对这种情况的对症药物会干扰氢甲基蛋氨酸的改善疾病的治疗作用。 

“由于我们已经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库支持氢甲硫氨酸在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氏病患

者的临床试验中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这项试验证实了每天 16 mg 氢甲硫氨酸对这些类型患

者的潜在疗效，”阿伯丁大学 Caude Wischik 教授兼 TauRx Therapeutics Ltd 执行主席说。 

他指出，氢甲基蛋氨酸在家中以方便的口服形式服用，与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测试的

各种其他阿尔茨海默氏病治疗方法不同，它不需要患者去诊所进行静脉输液或注射。 

阿尔茨海默氏病杂志主编乔治•佩里教授评论说：“广泛的数据，经验和现在的药代动

力学，都突出了氢甲基蛋氨酸治疗作为阿尔茨海默氏病重要的新途径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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