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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发布 

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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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 年版）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

杂志 
2019,46(6):423 

2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 年版）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

杂志 
2019,46(6):447 

3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的抗病毒治

疗及适应症：《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2019 年版）》解读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

杂志 
2019,46(6):466 

4 
血色病国际有关 HFEp.Cys282Tyr 纯合

基因型血色病的治疗推荐意见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27(12):980 

5 四肢骨转移瘤外科治疗指南 中华骨科杂志 2019,9(24):1485 

7 
《直肠肛门日间手术临床实践指南

（2019 版）》解读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22(12):1118 

8 
终末期左心疾病相关肺高压中国专家

共识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2019,35(12):705 

9 
中国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TAVI）技

术心脏团队模式及心脏外科医师职能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2019,35(12):717 

10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临床应用的

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9,54(12)：815 

11 
中国左心耳封堵预防心房颤动卒中专

家共识（2019）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9,47(1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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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Science 子刊：靶向 CXCR2 有望治疗激素抵抗性前列腺癌 

激素疗法极大地延长了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命，但是这种治疗最终无效，而且这种疾病

变得致命。之所以会产生抵抗性，是因为一小部分前列腺癌细胞完全不受这种治疗的影响，

结果就是在开展这种治疗之时，它们也会茁壮成长。靶向这一部分致命性的癌细胞一直是

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杜克大学、中国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杭州医学

院、中国医科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鉴定出一种细胞表面受体，它是对激素疗法产生

抵抗力的前列腺癌细胞的功能和存活至关重要。他们在实验室研究中发现靶向这种受体可

可阻止前列腺癌生长。一种利用最初用于治疗肺部疾病的药物开展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当

中。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argeting 

cellular heterogeneity with CXCR2 blockade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rapy-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论文通讯作者为杜克大学病理学系系主任 Jiaoti Huang 博士和杜克大学医学院外

科学系的 Qing Cheng 博士。 

 

前列腺腺泡腺癌（最常见的前列腺癌）的显微照片，图片来自 Wikipedia。 

Huang 说，“我们注意到前列腺癌中有两种类型的细胞。绝大多数是管腔肿瘤细胞

（luminal tumor cell），它们对激素疗法敏感。但是，还有一小部分细胞是神经内分泌细胞，

它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不表达雄激素受体，因此可以在激素治疗中生存下来。

我们的假设是这一小部分细胞具有生存能力，因而有助于促进肿瘤复发。而这正是我们所

发现的。” 

Huang 及其同事们从新鲜的人前列腺癌组织中分离出神经内分泌细胞，并在实验室中

进行了研究。在早期前列腺癌中，它们占所有肿瘤细胞的比例不超过 1％，但是在晚期前

列腺癌和转移性前列腺癌中，它们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并且它们几乎构成了一种特别致

命的前列腺癌形式---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的全部。 

当前的前列腺癌治疗专门针对大多数的管腔肿瘤细胞，它们表现很好。这些研究人员

发现，激素疗法不仅不会影响神经内分泌细胞，而且实际上还可以富集神经内分泌细胞群体。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于前列腺瘤生长是由神经内分泌细胞表面上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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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CR2 的受体驱动的，这种受体为前列腺肿瘤细胞增殖和扩散创造了最佳环境。CXCR2

也由免疫细胞表达并参与炎症反应，而且科学家们目前正在开发抑制它的功能的药物，用

于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 

Huang 及其研究团队在实验室和动物实验中对一种称为 navarixin 的药物进行了测试，

结果表明它与药物恩杂鲁胺（enzalutamide）联合使用可杀死激素抵抗性前列腺瘤，而仅使

用恩杂鲁胺没有疗效。 

Huang 说，“由于 CXCR2 在各个阶段的前列腺癌中都被神经内分泌细胞广泛表达，因

此靶向 CXCR2 可能特别有益于那些所患的前列腺癌是晚期的、复发的和对目前可用疗法

有抵抗力的患者。这些发现的真正意义需要在临床环境中进行测试，以便确定晚期前列腺

癌患者是受益于 CXCR2 抑制剂的单独使用，还是受益于 CXCR2 抑制剂与一种激素抑制剂

的联合使用。” 

原文出处：1.Yanjing Li et al. Targeting cellular heterogeneity with CXCR2 blockade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rapy-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9, 

doi:10.1126/scitranslmed.aax0428. 

2、Science 子刊：我国科学家开发出针对 ctDNA 甲基化特征的机器学习算法

来诊断结直肠癌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广州优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和澳门科技大

学的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针对癌症甲基化特征的机器学习算法来诊断结直肠癌。相关研究

结果发表在2020年1月1日的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irculating 

tumor DNA methylation profiles enable early diagnosis, prognosis prediction, and screening for 

colorectal cancer”。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描述了他们诊断和预测结直肠癌的新方法以及它

的效果如何。 

 

结肠类癌（colonic carcinoid）的组织病理图，图片来自 Wikipedia/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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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检测结直肠癌的金标准是结肠镜检查---不幸的是，这种方法是侵入式的，这会

让患者感到不舒服和尴尬。鉴于此，许多人放弃了测试，可悲的是，其中的一些人患上了

结直肠癌，但长时间未被发现。拒绝检测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结直肠癌是全球第三大致

命癌症。科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继续寻找其他方法来检测这种疾病。一个有前景

的研究领域涉及在血液中寻找这种疾病的标志物，这种方法的侵入性要小得多。不幸的是，

这样的测试仍然不如结肠镜检查有效。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研究了组合使用

两种诊断工具来提高准确性的可能性。 

第一种诊断工具涉及鉴定结直肠癌特异性的甲基化特征。这些研究人员通过比较患有

结直肠癌的人和没有患结直肠癌的人的癌组织来做到这一点，更具体地说，他们寻找循环

肿瘤 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的甲基化差异。一旦找到了这些 ctDNA 甲基化

标志物，他们便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在有风险患上结直肠癌的人群中发现癌症。这种算法针

对来自 801 个患有结直肠癌的人和 1021 个未患有结直肠癌的人的细胞数据进行了训练，并

学会了区分细胞类型。一旦这种方法知道要寻找什么，他们就会对已知患有结直肠癌的患

者进行测试。他们报道这种方法的灵敏度为 87.5%，特异性为 89.9％。 

这些研究人员还报道，他们与这种诊断工具一起开发的一种改良的预后模型经发现在

预测患者长达 26.6 个月的死亡风险方面是有用的。他们还发现其中的一种 ctDNA 甲基化标

志物--- cg10673833---在这种筛选过程中特别有用。 

原文出处：1.Huiyan Luo et al. Circulating tumor DNA methylation profiles enable early 

diagnosis, prognosis prediction, and screening for colorectal cancer.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0, doi:10.1126/scitranslmed.aax7533. 

2.Using a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with cancer methylation signatures to diagnose 

colorectal cancer 

3、Immunity：我国科学家揭示靶向巨噬细胞中的胆固醇代谢可清除病毒感染 

最近的证据表明胆固醇代谢和先天免疫之间存在关联。在病毒感染后，巨噬细胞表现

为胆固醇合成减少，同时包括 I 型干扰素（IFN-I）在内的抗病毒基因表达增强。IFN-1 可

诱导 25-羟基胆固醇积累，这会阻止病毒入侵。但是，尚不清楚其他胆固醇相关的代谢产物

或酶是否调节先天免疫。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的王红艳（Wang Hongyan）课题组和上海大学的魏斌（Wei Bin）教授合作筛选了调节

胆固醇代谢的多种酶的表达水平，以更好地了解胆固醇代谢物如何抵抗病毒感染。相关研

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Immunity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argeting 7-Dehydrocholesterol Reductase 

Integrates Cholesterol Metabolism and IRF3 Activation to Eliminate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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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Immunity, 2019, doi:10.1016/j.immuni.2019.11.015。 

为了找到参与抗病毒感染的酶或相应的天然胆固醇代谢物，这些研究人员从感染了乙

型肝炎病毒（HBV）的患者和感染了水疱性口炎病毒（VSV）的小鼠中筛选了肝组织中差

异表达的基因。 

7-脱氢胆固醇还原酶（7-dehydrocholesterol reductase, DHCR7）是一种将 7-脱氢胆固醇

（7-DHC）转化为胆固醇的酶。携带 Dhcr7 突变的患者患有智力障碍。但是，DHCR7 在先

天免疫中的作用尚不清楚。这项新的研究表明敲除 DHCR7 基因或 DHCR7 抑制剂治疗可以

促进 IRF3 激活和 I 型干扰素（IFNβ ）的产生，从而在体内或体外清除多种病毒。 

有趣的是，用于治疗乳腺癌的化疗药物三苯氧胺（Tamoxifen）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批准用于抑制 DHCR7 的酶活性。 

这项新的研究还揭示了三苯氧胺治疗在细胞水平上抑制了 VSV 和寨卡病毒的感染，这

表明三苯氧胺可能作为一种抗感染药加以使用。用 DHCR7 抑制剂 AY9944 处理的小鼠血

清 7-DHC 浓度显著增加，这会促进 IRF3 磷酸化并增强巨噬细胞中的 IFNβ 产生，从而保

护小鼠免受致死剂量的 VSV 或 H1N1 流感病毒的侵害。 

此外，这项新的研究发现病毒感染增强了 AKT3 的表达，而 7-DHC 处理则进一步激活

了 AKT3。AKT3 直接结合 IRF3 并且在 IRF3 的 Ser385 位点上诱导 IRF3 磷酸化，此外 TBK1

在 IRF3 的 Ser386 位点上诱导 IRF3 磷酸化，从而实现 IRF3 的二聚化和完全激活。 

总之，这项新的研究表明，胆固醇代谢的中间产物 7-DHC 和 DHCR7 抑制剂均可通过

激活 AKT3 和 IRF3 来促进 IFN-1 的产生和抗病毒反应。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开发治疗病毒

感染的新药物。这项新的研究还提供了有关胆固醇代谢如何调节先天免疫力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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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1.Jun Xiao et al, Targeting 7-Dehydrocholesterol Reductase Integrates 

Cholesterol Metabolism and IRF3 Activation to Eliminate Infection, Immunity (2019). DOI: 

10.1016/j.immuni.2019.11.015. 

2.Targeting cholesterol metabolism in macrophages to eliminate viral infection 

4、4D 打印封堵器 修补完心脏“漏洞”就消失 

针对心血管内科常见的房间隔缺损疾病，能不能设计出一种

生物可降解、组织相容性好、并发症少，且在心脏“漏洞”修补

完毕之后即可自动消失的封堵装置，以替代传统的金属封堵器？

近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冷劲松

教授课题组，在国际权威期刊《先进功能材料》上发表的一篇题

为《4D 打印可生物降解及远程驱动控制的形状记忆封堵装置》的

学术文章，从医工结合角度给出肯定的答案。 

统计资料显示，先天性心脏病约占临床各种常见先天性异常疾病的 28%。我国每年新

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新增病例超过 10 万例。其中，房间隔缺损是一种典型的先心病。心脏

封堵器自上世纪 70 年代发明以来，广泛用于先心病的介入治疗。目前市场上的心脏封堵器

主要由形状记忆镍钛合金丝编织而成，虽然这些封堵器能够提供有效密封，但存在不可降

解、金属离子析出、传导阻滞、血栓、溶血、镍过敏、腐蚀或中毒等各类并发症。 

封堵器能否成为一个临时的“桥梁”？也即植入心脏后，周围组织向封堵器内聚拢过

来，生长完成达到内皮化，待封堵器作用发挥完毕，即逐渐自行降解并被机体吸收。在多

项国家自然基金的支持下，冷劲松课题组与哈尔滨医科大学心内科密切合作，将可编程的

形状记忆聚合物与 4D 打印技术相结合，设计并制备了可个性化定制、可生物降解的形状

记忆聚合物封堵器。 

专家评价认为，4D 打印个性化可降解形状记忆聚合物封堵器，有望成功解决金属封堵

器不可降解、过敏、腐蚀、生物相容性差等问题，拥有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可望成为金

属封堵器的潜在替代装置。 

5、造血干细胞或为化疗提供新方向 

1961 年 Till JE， McCulloch EA 用小鼠体内脾结节方

法第一次证实了造血干细胞的存在。八十年代后，

Weissman 等多个实验室相继通过细胞表面标记分离出高

度纯化的不同阶段的造血干祖细胞。在小鼠造血干细胞的

研究中，造血干细胞的分离是通过细胞表面标记 Lineage 

Sca-1c-kit 或者细胞代谢方面的特性(侧群细胞)借助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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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细胞仪实现的。九十年代通过引入 CD34 这个细胞表面标记区分小鼠中长期造血干细胞

和短期造血干细胞。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基于 SLAM 家族分子（CD41，CD48 和 CD150）

进一步富集造血干细胞，SLAM 分子在造血干细胞的表达比较稳定，并且能够广泛的应用

于各品系的实验小鼠。 

德国乌尔姆大学近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骨髓中的某些特殊干

细胞巢可以延缓造血干细胞老化进程，而化疗有可能会严重破坏这些干细胞巢。 

造血干细胞可以通过增殖分化产生红细胞、白细胞等人体内所有类型的血液细胞。骨

髓中的干细胞巢是造血干细胞存在的微环境，就像它们的庇护所，为这些干细胞提供所需

养分，维持其功能。 

研究人员在小鼠实验中发现，造血干细胞是否老化及老化速度取决于它们所处的位置。

在一些特殊的位置——与骨髓窦状毛细血管紧邻的干细胞巢中，一些老年实验鼠有着和年

轻小鼠增殖分化能力相同的“年轻”造血干细胞。他们在英国《自然•细胞生物学》杂志上

发表报告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些干细胞巢中的造血干细胞发育成各系前体细胞后就处于休

眠状态，细胞分裂次数减少，因而可以保持“年轻”。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干细胞巢对某些化疗方案尤为敏感，很可能会在化疗中被严重

损坏。这一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优化人类肿瘤治疗的化疗方案提供了新方向。 

6、全球首个血友病基因疗法！BioMarin 公司 valrox 单次输注治疗 A 型血友

病，3 年后年出血率减少 96%！ 

 

BioMarin 是一家全球性的生物技术公司，专注于开发治疗严重且危及生命的罕见和超

罕见遗传疾病的创新疗法。近日，该公司宣布，评估基因疗法 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c

（valrox，BMN270）治疗重度 A 型血友病疗效和安全性的 I/II 期研究的三年数据已发表于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文章标题为：Multiyear Follow-up of AAV5-hFVIII-SQ Gene 

Therapy for Hemophilia A。这也是 NEJM 发表有关 valrox 的第二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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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单次输注 valrox 实现了持久的临床相关益处：接受 4e13vg/kg 或 6e13vg/kg

剂量 valrox 治疗的所有 13 例受试者，出血事件年化率大幅降低、完全停止使用预防性因子

VIII；其中 12 例受试者还经历了靶关节（target joint）出血的完全消除。 

反复出血进入同一关节导致“靶关节”，其定义为 6 个月内发生≥3 次出血进入同一

关节内。血液进入关节可导致疼痛，最终导致关节损伤和永久性损伤（血友病性关节病）。

靶关节的消除是指连续 12 个月内出血进入关节的次数少于 2 次。 

除了报告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外，这篇文章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基因治疗研究中观察到

的变化性，并对 DNA 持久性的机制提供见解。文章指出，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ALT）水平的短暂升高，没有持续肝损伤的迹象，也没有受试者退出研究。 

 

6e13 vg/kg 剂量队列的年出血率和因子 VIII 水平：接受 6e13vg/kg 剂量 valrox 输注的 7

例受试者，给药三年后，年治疗出血事件的中位数为 0，平均年化出血率从基线（接受预

防性标准护理）时的平均（+SD）16.3＋15.7 次事件/年（中位数：16.5 次事件/年）下降至

第三年的 0.7＋1.6 次事件/年（中位数：0.0 次事件/年），减少了 96%。 

在进入研究前一年，仅有一例接受预防性治疗的受试者没有发生需要额外因子 VIII 治

疗的突破性出血事件。在治疗第三年，共有 6 例受试者（86%）没有发生出血事件。在第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1/2020010412244946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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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第二年、第三年，71%（5 例）、86%（6 例）、86%（6 例）受试者无需输注因子

VIII。相比之下，仅 17%（1 例）受试者在进入研究前一年无需输注因子 VIII。所有受试者

都经历了靶关节的完全消除。 

此外，采用显色底物（CS）分析法、以每分升国际单位（IU/dL）计，在治疗 3 年期间

因子 VIII 表达水平足以达到止血效果。因子 VIII 的表达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期，因为

下降的速度已经大大减慢，这可能预示着持久的、长期的表达。在 valrox 输注第 1、第 2、

第 3 年末，平均因子 VIII 活性水平分别为 64、36、33 IU/dL，中位因子 VIII 活性水平分别

为 60、26、20 IU/dL。 

6e13vg/kg 剂量队列外源性因子 VIII 的年化使用：在 6e13vg/kg 剂量下，外源性因子

VIII 使用的中位数从每年 138.5 次减少到第 3 年的每年 0 次。在进入研究的前一年，每例

受试者的因子 VIII 输注的平均年化次数为 136.7＋22.4 次；在第 3 年末，外源性因子 VIII

使用的平均年化次数降低 96%，至平均 5.5＋9.4 次。在输注 5 周后发生的 98%的因子 VIII

输注被报告与 2 例受试者全膝关节置换术相关，这是由于先前存在的慢性血友病性关节病

所致。在第 5 周后，该队列共报告了 11 次治疗出血事件，其中 10 次发生在一例受试者身

上，这例受试者在给药后的因子 VIII 表达最低。 

安全总结：总的来说，在 I/II 期和 III 期研究中，valrox 继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并

且所有剂量在受试者中都能耐受。没有受试者体内产生针对因子 VIII 的抑制剂，也没有受

试者退出研究。所有受试者均保持无需因子 VIII 预防性用药。皮质类固醇使用是短暂的，

没有长期的临床后遗症。没有受试者出现血栓事件。在所有研究中，与 valrox 相关的最常

见不良事件包括短暂的输注相关反应以及在肝功能测试中测量的某些蛋白质和酶水平的短

暂、无症状和轻度至中度升高。 

 

A 型血友病也被称为因子 VIII（FIII）缺乏或经典血友病，是一种由凝血因子 VIII 缺

失或缺陷引起的 X 连锁遗传病，患者会反复发生持续或自发性出血，特别是在关节、肌肉

或内脏器官中，长期可导致残疾。目前，重度 A 型血友病的护理标准是每周 2-3 次静脉输

注凝血因子 VIII 的预防性治疗方案。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1/2020010412015040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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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rox 是一种基于腺相关病毒（AAV）的基因疗法，开发用于 A 型血友病的治疗。该

药通过向患者体内递送凝血因子 VIII 功能基因，恢复 VIII 的产生，从而消除或减少静脉

VIII 输注需求。 

目前，valrox 治疗重度 A 型血友病成人患者的上市申请已提交给欧盟和美国的监管机

构。欧盟方面，EMA 已受理营销授权申请（MAA），并将在 2020 年 1 月开始加速评估。

美国方面，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已提交至 FDA，预计 FDA 将在 2020 年 2 月启动审

查。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盟和美国，这是针对任何类型血友病基因治疗的第一份上市申请。

如果获批，valrox 有潜力成为欧盟和美国的首款血友病基因疗法。此前，valrox 已获 EMA

授予优先药物资格（PRIME）、获 FDA 授予突破性药物资格（BTD）、获 EMA 和 FDA

授予孤儿药资格。 

今年 5 月底，BioMarin 公司宣布，valrox 治疗重度 A 型血友病达到了美国和欧盟监管

审查的预先规定的临床标准。截至 2019 年 5 月 28 日，在 III 期 GENEr8-1 研究的 20 例患

者队列中，有8例患者在第23-26周时达到凝血因子VIII活性水平≥40国际单位/分升（IU/dL）

的预先规定标准。 

今年 7 月，在第 27 届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2019 年大会上，BioMarin 公司公

布了正在进行的 I/II 期研究 6e13 vg/kg 剂量队列的三年数据。结果显示，单次给药

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c 后，出血率控制和因子 VIII 使用减少在第三年继续维持。在研

究开始前，患者平均年出血率（ABR）为 16.3 次、中位 ABR 为 16.5 次；三年后，平均 ABR

降至 0.6 次，中位 ABR 为 0。这意味着，患者的平均 ABR 降低了 96%，目标关节出血 100%

消除。在三年内，患者平均年化因子 VIII 使用率也降低了 96%，所有患者继续保持无需因

子 VIII 预防性治疗。患者因子 VIII 水平在三年内维持足以达到显著的止血效果。因子 VIII

的表达已经进入一个平稳期，下降的速度已经大大减缓，这可能实现持久的、长期的表达。 

原文出处：BioMarin Announc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Publishes 3 Years of 

Follow-up Data in Phase 1/2 Study of Valoctocogene Roxaparvovec Gene Therapy for 

Hemophilia A 

7、Nature：静脉注射可显著提高结核疫苗的功效 

在全球范围内，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但死于结核病的人数仍超过其他任何

传染病。卡介苗（Bacille Calmette-Guérin, BCG）是唯一商业可用的人类结核病疫苗（TB

疫苗），它是由减毒牛型结核杆菌悬浮液制成的活菌苗。卡介苗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是

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疫苗之一，但它的功效差异很大。 

鉴于猴子极易感染结核杆菌（TB），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

研究所（NIAID）和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以猴子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静脉注射 TB

疫苗可高度保护猴子免受结核杆菌感染，相比之下，作为现行标准的给送途径，将 TB 疫

苗直接注射到皮肤中提供很小的保护作用。这一发现表明仅改变 TB 疫苗的给送方式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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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著地增强它的保护能力。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20 年 1 月 2 日的 Nature 期刊上，论

文标题为“Prevention of tuberculosis in macaques after intravenous BCG immunization”。 

 

图片来自 Nature, 2020, doi:10.1038/s41586-019-1817-8。 

论文资深作者、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疫苗研究中心微生物学与分子遗传学教授 JoAnne 

Flynn 博士说，“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相比于标准的通过皮肤注射给送 TB 疫苗的猴子，我

们发现在通过静脉注射给送 TB 疫苗的猴子的肺部中，细菌负担减少了 10 万倍，而且在 10

只接受静脉注射的猴子中，有 9 只猴子的肺部没有炎症。” 

静脉注射 TB 疫苗的想法来自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疫苗研究

中心的 Robert Seder 博士的早期实验。Seder 在动物和人类中均发现静脉注射疟疾疫苗更有

效。 

为了测试这种疫苗注射方法是否对 TB 有效，Flynn 及其同事们测试了 TB 疫苗（即卡

介苗）的几种给送途径和剂量。他们将一群猴子分为 6 组：未接种疫苗的猴子、通过皮肤

注射给送标准疫苗剂量的猴子、通过皮肤注射给送更大疫苗剂量的猴子、通过皮肤注射和

喷雾给送疫苗的猴子和通过静脉注射一次性给送更大疫苗剂量的猴子。6 个月后，他们将

这些猴子暴露于结核杆菌（TB）中并监测了它们的感染迹象。 

所有接受标准疫苗剂量给送的猴子均具有持续的肺部炎症，而且它们肺部中的结核杆

菌的平均数量仅比未接种疫苗的猴子少。通过皮肤注射给送更大疫苗剂量的猴子以及通过

皮肤注射和喷雾给送疫苗的猴子在抵抗 TB 方面提供了类似的适度保护。另一方面，静脉

注射疫苗提供了几乎完全的保护；这些接受静脉注射疫苗的猴子的肺部几乎没有结核杆菌，

而且在这一组猴子中，仅有一只猴子出现了肺部炎症。 

Flynn 解释说，“静脉给送途径如此有效的原因是这种 TB 疫苗快速地通过血液到达肺

部、淋巴结和脾脏，并在 T 细胞被杀死之前，让它们作好发动免疫攻击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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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nn 及其研究团队在所有通过静脉注射给送疫苗的猴子的肺部中发现了卡介苗和活

化的 T 细胞。在其他组的猴子中，肺组织中未能检测到卡介苗，而且 T 细胞反应相对较弱。

接下来，他们计划测试较低剂量的静脉注射卡介苗是否可以提供相同水平的保护而且不会

产生诸如暂时性肺部炎症之类的副作用。 

但是在将这种方法用于人体之前，科学家们需要知道它不仅安全而且实用。静脉注射

疫苗需要更多的技巧，并且有更高的感染风险。Flynn 说，“我们离实现这项研究的转化潜

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最终希望在人类身上进行测试。” 

原文出处：1.Patricia A. Darrah et al. Prevention of tuberculosis in macaques after 

intravenous BCG immunization. Nature, 2020, doi:10.1038/s41586-019-1817-8. 

2.Delivering TB vaccine intravenously dramatically improves potency, study shows 

8、STM 重磅：确认 tau蛋白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关键驱动因素 

发表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的一项

研究中，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记忆与衰

老中心的科学家们进行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对病理性

tau 蛋白缠结的脑成像可以可靠地预测阿尔茨海默症患

者未来一年或更早出现脑萎缩的位置。相比之下，几十

年来一直是该疾病研究和药物开发焦点的淀粉样蛋白

斑块的位置，被发现作用不大。 

该研究结果让研究人员越来越认识到，tau 比淀粉样蛋白更直接地导致阿尔茨海默症的

大脑退化，同时也展示了他们最近开发的基于 tau 的 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脑成像

技术在加快阿尔茨海默症临床试验和提高患者个性化护理方面的潜力。 

研究通讯作者、UCSF 和 Lawrence Berkeley 国家实验室神经学家 Gil D. Rabinovici 教授

说：“tau 的扩散与第二年大脑发生变化之间的匹配确实令人震惊。Tau 的 PET 成像不仅预

测了我们将要看到多少萎缩，还可以预测发生的位置。这些预测比我们使用其他成像工具

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强大得多，并进一步证明 tau 是该疾病的主要驱动因素。” 

随着其它疗法的失败，Tau“脱颖而出” 

长期以来，阿尔茨海默症领域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争论淀粉样斑块和 tau 蛋白缠结的相

对重要性。这两种错误折叠的蛋白簇是在对患者大脑的尸检研究中被发现，都是在 20 世纪

初由 Alois Alzheimer（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首次发现的。几十年来，淀粉样蛋白阵营一

直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用淀粉样蛋白靶向药物来减缓阿尔茨海默症的多项高调尝试，但

结果要么令人失望，要么喜忧参半。 

许多研究人员现在开始重新审视 tau 蛋白，并研究它是否才是阿尔茨海默症的重要生

物学驱动因素。淀粉样蛋白在大脑中广泛积累，有时甚至在没有任何症状的人中也是如此，

与之相反，tau 恰好集中在脑萎缩最严重的地方以及有助于解释患者症状差异的位置，例如，

与语言和记忆相关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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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共同通讯作者、分子神经成像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 Renaud La Joie 说：“没有

人怀疑淀粉样蛋白在阿尔茨海默症中的作用，但越来越多关于 tau 的发现开始改变人们对

实际导致疾病因素的看法。尽管如此，仅从死后的脑组织来看，很难证明 tau 蛋白缠结会

导致大脑退化。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开发非侵入性的大脑成像工具， 我们可以查看 tau

在疾病早期积聚的位置是否预示着后来的大脑退化。” 

追踪 tau 积聚的新技术 

尽管早期有人担忧 tau 可能无法在活体大脑中测量，但科学家们最近开发出一种名为

flortaucipir 的可注射分子（目前正在 FDA 审查中），它与大脑中错误折叠的 tau 结合，并

发出一种温和的放射性信号，可以通过 PET 扫描获得。 

Rabinovici 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医学博士 William Jagust，是最早采用 tau 的 PET

成像来研究正常老化大脑中 tau 蛋白缠结分布的团队之一。他们这项新研究首次尝试测试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 tau 水平是否可以预测未来的大脑退化。 

La Joie 通过 UCSF 记忆与衰老中心招募了 32 名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所有人都接受

了使用两种不同示踪剂的 PET 扫描，以测量他们大脑中淀粉样蛋白和 tau 蛋白的水平。无

论是在研究开始时，还是在一到两年后的随访中，参与者还接受了核磁共振扫描，以测量

他们的大脑结构的完整性。 

研究人员发现，在研究开始时，参与者大脑中 tau 蛋白的总体水平预测了在他们随访

时(平均 15 个月后)会发生多少退化。此外，tau 的局部积聚模式预测了相同位置随后的萎缩，

准确率超过 40%。相比之下，基线淀粉样 PET 扫描只正确预测了未来大脑退化的 3%。 

La Joie 说：“tau 蛋白的积聚预示着变性的发生，这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 tau 蛋白是

阿尔茨海默症神经变性的关键驱动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PET 扫描显示，与年龄较大的参与者相比，较年轻参与者的大脑中 tau

蛋白的总体水平更高，同时，基线 tau 蛋白与随后的脑萎缩之间的联系也更强。研究人员

说，这表明其他因素（可能是其他异常蛋白或血管损伤）可能在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症中发

挥了更大的作用。 

预测萎缩是一种“有价值的精准医学工具” 

这一结果增加了研究团队的希望，UCSF 记忆与衰老中心和其他机构目前正在研究以

tau 为靶点的药物，可能通过阻断这种疾病中神经变性的关键驱动因素，为患者提供临床益

处。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表示，使用 tau 的 PET 预测以后的大脑退化能力可以实现更个性

化的痴呆症护理，并加快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 

Rabinovici 说：“当人们听到阿尔茨海默症的诊断结果时，首先想知道的就是他们自己

或所爱之人的未来会怎样。这是记忆的长期衰退还是迅速衰退为痴呆、病人能独立生活多

久、他们会不会失去说话或四处走动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除非用

最一般的术语。但现在，这种工具第一次可以让我们通过揭示疾病背后的生物过程，让患

者和家属有了对疾病的预期。” 

Rabinovici 表示，Tau 的 PET 可能是未来临床试验中极为有价值的精准医学工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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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跟踪患者体内 tau 积聚的能力将使临床研究人员可以为每位患者寻找减缓甚至防止特

定脑萎缩模式的治疗方法。” 

9、黑磷复合支架有望为长距离神经缺损治疗提供新策略 

严重外伤患者的长段神经缺损一直是临床治疗难题，

我国每年有数百万人因此肢体残疾、功能受限。近日，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人员在《纳米快报》上在线发表最

新研究成果，报道了一种负载黑磷纳米材料的聚己内酯三

维支架，在低氧化应激条件下可诱导血管新生，并刺激神

经再生。研究结果提示，黑磷复合支架有望为长距离神经

缺损治疗提供新策略。 

研究人员介绍，严重四肢创伤患者常发生肢体伴神经缺损，而当缺损距离大于 5 毫米

时，现有的临床常用治疗方法都不太理想。一是自体神经移植，也就是俗称的“拆东墙补

西墙”，这一方法存在着对供区损害、尺寸不匹配、来源有限等缺陷。二是异体神经移植，

但一方面来源受限，另一方面可能产生排异反应，因此疗效并不理想。此外，虽然神经导

管有望替代现有治疗手段，为神经再生提供机械通道，然而目前大多数产品无法提供神经

纤维修复所需要的营养微环境，因而只能治疗短距离缺损。 

该研究创新性地将目光聚焦到黑磷这种新型纳米材料上。研究人员首先按不同比例制

作了黑磷复合支架，多层支架表面布满微孔结构，能够为轴突生长输送营养物质。由于黑

磷在动物体内的生物相容性仍然存在争议，研究人员将支架植入大鼠患肢，通过长期体内

实验，证实了该材料的安全性。研究人员通过免疫荧光技术对神经再生相关标记物进行了

鉴定，发现黑磷的引入确实有助于神经再生。研究明确了其修复神经损伤的机制，即黑磷

纳米支架激活钙离子信号通路，上调神经内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从而促进轴突和

髓鞘再生，同时黑磷纳米支架通过调控内皮细胞增殖和迁移性能，促进微血管新生。 

10、Nature：美国华人科学家重磅新成果：重编程 T 细胞增强癌症免疫疗效 

美国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华人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限制过继细胞疗法有效性的分

子 “刹车”。 

这种新的治疗策略可增强癌症免疫治疗的效果，从而减缓肿瘤生长，并延长癌症小鼠

的寿命。 

北京时间 2019 年 12 月 12 日 2 时，《自然》发表了这项研究。 

这一发现为开发更有效的过继细胞疗法，如嵌合抗原受体（CAR T-cell）疗法提供了很

好的前景。 

免疫治疗的目的，是利用患者自身的肿瘤特异性 T 细胞进行抗癌治疗。 

在向病人回输之前，实验室对这些 T 细胞进行收集、扩增，必要时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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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病人对治疗有很好的反应，但是过继细胞疗法对实体瘤的治疗效果较差。 

文章的通讯作者，圣裘德儿童医院免疫系研究员迟洪波博士说：“我们的目标是提高

肿瘤特异性 T 细胞的持久性及其抗肿瘤的疗效。我们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重新编程肿瘤

特异性 T 细胞，使其同时具有更好的持久性和强大的杀伤活性。这项研究的临床前模型的

结果令人兴奋。” 

研究人员利用 CRISPR-Cas9 技术，进行了体内筛选实验并确定了肿瘤特异性 T 细胞

中的一种分子，即 REGNASE-1。 

这种分子起到了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的作用。 

REGNASE-1 被删除时，T 细胞的寿命、疗效和在肿瘤中的累积均显着增强。 

与接受对照 T 细胞治疗的小鼠相比，接受 REGNASE-1 敲除的 T 细胞治疗的白血病

和黑色素瘤的小鼠，其寿命更长，肿瘤更小。 

REGNASE-1 先前被认为可抑制 T 细胞的活化。 

圣裘德儿童医院免疫系的韦俊博士说：“这项研究表明，REGNASE-1 还抑制了两种

重要的 T 细胞信号传导途径。” 

他和龙凌云博士，是这项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 

韦俊博士在这项研究中发现转录因子 BATF 和 TCF-1 是 REGNASE-1 的新靶点。 

BATF 促进 T 细胞代谢，增强 T 细胞累积和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 

TCF-1 延长 T 细胞寿命。 

韦俊博士强调说：“传统观点认为，这些过程是相互抑制的，增加 T 细胞的抗肿瘤活

性意味着 T 细胞寿命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敲除 REGNASE-1 能够同时增强肿

瘤特异性 T 细胞的杀伤活性和细胞寿命。” 

迟洪波和他的研究组认为，联合治疗是临床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方向。 

为了进一步增强该项研究的临床应用前景，他们进行了 CRISPR-Cas9 的二次筛选，

并发现当把信号因子 PTPN2 或 SOCS1 和 REGNASE-1 一起敲除后，可以进一步改善 T 

细胞治疗小鼠肿瘤的效果。 

迟洪波博士补充道：“我们希望能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并探索是否有可能将 

REGNASE-1 作为癌症治疗的新靶点。” 

作者简介： 

通讯作者迟洪波，免疫学专家，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医学

院 Richard Flavell 实验室攻读免疫学博士后。他 2007 年在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开展独立

工作，现在是研究员和 Robert Webster 讲席教授。主要从事免疫代谢和系统免疫学研究，

在包括 T 细胞所介导的适应性免疫的信号和代谢通路研究，以及树突状细胞介导的 T 细

胞反应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绩。 

原文出处：Wei， J.， Long， L.， Zheng， W. et al. Targeting REGNASE-1 programs 

long-lived effector T cells for cancer therapy. Nature (2019) doi：10.1038/s41586-019-182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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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NAS：探究“最致命”肺癌，科学家发现 CRISPR-Cas9 系统新应用 

小细胞肺癌（SCLC）是一种极易复发、恶性程度极高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在肺癌中占

比约为 15%～20%。由于确诊时肿瘤很可能已经广泛扩散，因此小细胞肺癌往往很难治愈。

尽管大规模测序研究已经在人体 SCLC 肿瘤中发现了许多反复突变的基因，但我们对于它

们的功能仍然知之甚少。 

然而，这一局面或许将在不久之后被打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支研究团队将

CRISPR-Cas9 系统应用于小细胞肺癌中靶基因突变的研究，并借助这一系统发现基因 p107

在 SCLC 中起着抑癌基因的作用，p107 与其近亲 p130 的丧失导致明显的肿瘤表型。 

p107 和 p130 是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家族的成员，二者都在大约 6％的人类 SCLC 肿瘤

中反复突变。研究人员将 CRISPR-Cas9 系统改编为成熟的 SCLC 小鼠模型，通过模拟 Trp53 

/ Rb1 中 p107 和 p130 缺失对该方法在 SCLC 中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在肿瘤发生 5.5 个月

后，研究人员从感染动物的肿瘤中分离出基因组 DNA，随后对相应的 sgRNAs 靶向的基因

组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度测序，发现检测到的绝大多数序列包含移码插入或缺失，每个

肿瘤都有 1-4 个不同的突变等位基因，这验证了使用 CRISPR-Cas9 系统对 SCLC 中候选肿

瘤抑制基因缺失进行建模的可行性，并证明 p107 与 p130 一样，都是 SCLC 中的功能性肿

瘤抑制因子。 

 

（p107 的丢失会加速 SCLC 中的肿瘤进展） 

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观察到，与 sgp130 感染的动物相比，sgp107 感染的动物

在癌症晚期还表现出更高的纵隔淋巴结转移发生率。与 p130 缺失相比，p107 缺失导致肺

内早期肿瘤病变分布的改变。随后，研究人员增加了磷酸化组蛋白 H3（pHH3）染色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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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分析两组动物肿瘤中的增殖和凋亡率。结果显示来自 sgp107 感染动物的晚期肿瘤显示

出更高的增殖率。有趣的是，在早期肿瘤中并未观察到这种差异。实验数据表明，与 p130

的丢失相比，p107 的丢失对 SCLC 的发育有明显的影响。 

 

这项研究证明了使用 CRISPR-Cas9 系统在 SCLC 小鼠模型中模拟肿瘤抑制基因丢失的

可行性，这为验证 SCLC 中频繁突变的其他候选基因的功能打开了大门，也将有助于验证

未来 SCLC 的治疗靶点。 

原文出处：Sheng Rong Ng, William M. Rideout III, Elliot H. Akama-Garren, et al. 

CRISPR-mediated modeling and functional validation of candidate tumor suppressor genes i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NAS. December 2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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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四大英文论文查重网站，查重就靠它们了！ 

写论文的心酸，相信许多科研小伙伴都深有体会。为了让各位更顺利的完成论文，小

编找了几个比较靠谱的英文论文查重网站。小编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淘宝上用那些免费

的，或极便宜的查重服务，因为只要用了，几天后，你的文章可能就会被卖掉！！ 

turnitin 

网址：https://www.turnitin.com/    

turnitin 是世界上主流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之一，它的系统与国际著名出版商（收录 80%

以上的 SCI 期刊）指定使用的 CrossCheck 反剽窃检测系统的技术支持、检测能力以及比对

数据库基本一致。因此，科研人员在投稿外文期刊前使用 turnitin 系统自查，有利于提升论

文质量和投稿录用率。 

turnitin 会提供详细的原创性检测报告，并会标记重复的内容；24 小时自助检测；无人

工干涉；报告可以即下即删，不留底，杜绝了安全隐患。turnitin 账号目前不对个人开放，

账号只能到学校管理员那里申请或者问指导老师申请。  

Plagium 

网址：http://www.plagium.com/    

这个网站有些功能是需要收费的，不过免费的检查也是有的，只要内容不是太长就行。

因此小伙伴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截取自己比较不放心的部分进去搜索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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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快速搜索：对于偶尔的免费搜索，只需把文本粘贴到文本窗口中，然后单击快速

搜索。只要没有太多的搜索，就不会收费。        

深度搜索：提供了更多级别的 extra 搜索和其他显示工具。必须注册一个 Plagium 帐户

才能使用它。文件上传：如果有 Microsoft Word，PDF 或本机文本文件，只需上传文件。

然后，Plagium 将生成有关文本重用的报告。必须有付费的 Plagium 帐户才能使用此功能。   

PolishMyWriting 

网址：http://www.polishmywriting.com/    

只要把写好的文章或是段落粘贴在上面的文本框，系统就会自动识别里面的语法错误

和拼写错误。所有的拼写错误都会用红色标记出来，语法错误会用绿色帮你标记出来，最

重要的是 PolishMyWriting 还会贴心地用蓝色字体给出写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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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cape 

网址：http://www.copyscape.com/ 

这个网站提供的是查询网页是否抄袭的服务，首页进去就有一个网址的输入框。然而

如果一个网址在本月内被频繁查询，次数已达上限，则需要注册成为铂金用户才能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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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心血管预防重大里程碑！“鱼油”Vascepa 获批，首个辅助他汀类 

降低高危患者心血管风险的药物！ 

 

HLS Therapeutics 是一家专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市场的专业制药公司。近日，该

公司宣布，加拿大卫生部（Health Canada）已批准鱼油衍生药物 Vascepa（icosapent ethyl，

二十碳五烯酸乙酯）用于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存在高甘油三酯、因存在心血管疾病或糖

尿病而具有心血管事件高风险、存在至少一个其他心血管风险因素的患者，降低心血管事

件（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塞、非致死性卒中、冠状动脉血运重建、需要住院治疗

的不稳定性心绞痛）的风险。 

Vascepa 由 Amarin 公司开发，HLS 公司在 2017 年授权获得了该药在加拿大的独家权

利，该公司计划在 2020 年 2 月中旬将该产品推向市场。 

在美国，Vascepa 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获得 FDA 批准上述新适应症和标签扩展。经过

十多年的开发和测试，Vascepa 现在是 FDA 批准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药物——作为最大耐

受剂量他汀类药物的辅助疗法，用于甘油三脂（TG）水平升高（≥150mg/dL）、存在心血

管疾病或糖尿病、有两个或更多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成人患者，降低心肌梗塞、中风、

冠状动脉血运重建、需要住院治疗的不稳定性心绞痛的风险。 

心血管疾病是全世界死亡的首要原因。对于使用他汀类药物治疗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水平得到控制，但甘油三酯（TG）水平仍然偏高的血脂异常患者，Vascepal 是

首个获批能有效降低残余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的药物。该药的上市，将为医护人员提供一

种新的治疗选择，以加强对许多有心脏疾病风险的个体的心血管保护。 

此次批准，基于里程碑心血管结局研究 REDUCE-IT 的结果。该研究的首席调查员、

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心血管介入治疗项目执行主任 Deepak L.Bhatt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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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表示：“Vascepa 获批作为他汀类药物治疗的补充，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这是心血

管预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从近 30 年前他汀类药物问世以来，心血管疾病预防领域没有

发生过如此重大的变化。许多患者将受益于这一历史性的护理进步。” 

 

REDUCE-IT是一项全球性研究，共入组了 8179例已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高危患者，

这些患者 LDL-C 得到良好控制但 CV 事件的风险仍然很高。研究中评估了 Vascepa（每日

4g）相对于安慰剂的疗效和安全性，中位随访时间为 4.9 年。 

结果显示，该研究达到了主要终点，在意向性治疗群体中，与安慰剂相比，Vascepa

使首次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相对风险降低了 25%，数据具有高度统计学

意义（HR=0.75，95%CI:0.68-0.83，p＜0.001）。MACE 由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塞

（MI 或心脏病发作）、非致死性卒中、冠状动脉再血管化（如支架和旁路手术）和需要住

院的不稳定心绞痛组成。此外，在已发表的探索性分析中，与安慰剂相比，Vascepa 将总的

（首次及后续）心血管事件的相对风险降低了 30%，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该研究中，

Vascepa 治疗组最常见（发生率＞5%且高于安慰剂组）的不良事件为：外周水肿（6.5% vs 

5.0%）、便秘（5.3% vs 与 3.6%）、心房颤动（5.3% vs 3.9%）。 

 

心血管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仍是人类的头号杀手。尽管他汀类疗法可以减少心血管不

良事件风险，但很多患者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下降到达标的情况下，心

血管疾病的重要指标甘油三酯（TG）的水平依然偏高，对健康造成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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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cepa 是经过严格的、复杂的、FDA 监管的生产工艺从深海鱼中提取的高纯度 EPA

（二十碳五烯酸）单分子处方型产品。该产品的生产工艺可有效消除杂质并分离和保护单

分子活性成分，Vascepa 也因其独特的临床特征获得多个国际专利。Vascepa 能够降低相关

患者群体的甘油三酯（TG）水平而不升高 LDL-C 水平。 

在美国，Vascepa 于 2012 年获 FDA 批准，辅助饮食控制，用于严重(≥500 mg/dL)高

甘油三酯血症成人患者，降低甘油三酯（TG）水平。自 2013 年上市以来，针对这一重要

利基适应症的处方已经超过 800 万张。 

目前，Vascepa 正在接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审查，用于服用他汀类药物控制

胆固醇水平但有高甘油三酯（大于等于 135mg/dL）并存在其他心血管（CV）风险因素的

高危患者，降低 CV 事件风险。EMA 预计将在 2020 年底之前完成审查。 

原文出处：HLS Therapeutics Announces Health Canada Approval for Vascepa® to Reduce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