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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10   34   2019 10 22  

 

            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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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2019 8  ··························· 2 

 

1 Cell  ··········································· 3 

2 Nature ··········································· 5 

3 Nature - p53  ······························ 6 

4 Cell Stem Cell YAP  ··············· 7 

5  ·················································· 8 

6 PNAS:  ···························································· 9 

7 Cell Death Dis  ································11 

8  ················································ 14 

9 Sci Trans Med CAR-T ················ 18 

 

SCI  ································································· 21 

 

Commun Biol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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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发布 

2019 年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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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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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抗感染治疗

专家中国共识 
国际呼吸杂志 2019.39(17):1281 

2 
器官移植术后 HBV 感染诊疗规范（2019

版）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9):1924 

3 
肝血管瘤诊断和治疗多学科专家共识

（2019 版）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9):1928 

4 
《2019 年亚太肝病学会共识建议：慢加急

性肝衰竭管理更新》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9):1933 

5 

《2019 年英国胃肠病学会和英国原发性

硬化性胆管炎协作组指南：原发性硬化性

胆管炎的诊断和治疗》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9):1937 

7 肠易激综合征东西方指南对比解读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2019.28(9):961 

8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源性休克

VA-ECMO 治疗规范（vl.2019） 
中国临床医学 2019.26(4):667 

10 
中国骨质疏松性骨折骨修复策略专家共

识（2019） 
中华创伤杂志 2019.35(9):769 

12 
《2018 美国风湿病学会/美国银屑病基金

会:银屑病关节炎治疗指南》解读 
中华风湿病学杂志 2019.23(8):574 

14 临床静脉导管维护操作专家共识 中华护理杂志 2019.54(9):1334 

18 
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

疗中国专家共识(2019 年修订版)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2019.35(9):868 

19 
《2019 年欧洲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管

理指南》推荐意见介绍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9.34(16):1201 

20 
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诊断 -ICD-11 和

DSM-5 解读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9.34(17):1281 

22 2019 年中国血管性认知障碍诊治指南 中华医学杂志 2019.99(35):2737 

23 中国过敏性哮喘诊治指南（第一版，2019） 中华内科杂志 2019.58(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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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ell：重磅！中国科学家揭秘肝癌发生发展机制！ 

2019 年 10 月 3 日，国际顶尖期刊《cell》(SCI 影响因子 36.216)在线发表了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团队、中科院药物所周虎研究员团队、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高大明

研究员团队、美国“登月计划”临床蛋白质组肿瘤分析协作组(Clinical Proteomic Tumor 

Analysis Consortium, CPTAC)与至本医疗科技合作的关于中国乙肝病毒阳性的肝细胞癌

(HBV-HCC)多维蛋白组学最新研究成果 (Integrated Proteo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这是一篇迄今为止中国肝癌，特别是 HBV 病毒感

染的肝癌的多维基因蛋白质组学的最大的队列研究，也是发表的国际最高影响因子文章, 

至本医疗科技作为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团队之一，也成为首家荣登国际影响力期刊 CELL

的中国肿瘤精准医疗公司。 

该文绘制了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全景式肝癌队列多维蛋白组学图谱，发展机制，为肝

癌的精准分型与个体化治疗、疗效监测和预后判断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策略。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肝癌大国。据 2018 年发布的《中

国肝癌大数据报告》显示，原发性肝癌全球每年新发病例

85.4 万，中国 46.6 万，约占全球的 55%，这意味着，全球

新发肝癌一半在中国。中国的肝癌发病率居高不下。在男

性中，肝癌已是第三大高发的癌症，仅次于肺癌与胃癌。 

研究团队提到，肝细胞癌约占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的

85%-90%，最主要的病因是乙肝病毒 (HBV)和丙肝病毒

(HCV)的慢性感染，以及酗酒和代谢综合征。数据显示，估

计全球有 2.92 亿人感染乙肝病毒（HBV）。值得注意的是，

HBV 感染是导致中国肝癌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其中约 85%

的肝癌患者携带 HBV 感染标志。 

在本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收集了 159 例乙肝病毒阳性

的肝癌和癌旁样本，运用最先进的组学技术测定了外显子

组、转录组、全蛋白组、磷酸化蛋白组数据，开展了肝癌

多维蛋白组学研究，通过对庞大基因和蛋白数据的大规模

集中扫描，绘制出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全景式肝癌队列的

基因蛋白组学图谱，多维度地揭示从基因突变到转录以及

蛋白质翻译的整个过程。该研究首次结合了多组学整合分析手段，对肝癌发生和发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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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认识，对肝癌的基因蛋白图谱的解析与分子分型，预后和潜在治疗新靶点的发现，

以及为提升肝癌的临床治疗水平、改善预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使得更多的肝癌患者能够

获益。 

在这项最新的研究中，研究团队首先揭示了中国肝癌突变谱与西方肝癌突变谱的不同

之处。其中，AXIN1（18％ vs 8％），TSC2（7％ vs 0％），SMARCA2（5％vs 0％）等

基因在中国 HBV 肝癌队列的突变频率显著高于 TCGA HBV 肝癌队列，而 CTNNB1（19％

vs 35％），ARID1A（10％vs 16％）等基因则与 TCGA 的数据相比突变频率较低。 

值得关注的是，该研究中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肝癌样本含有由马兜铃酸诱导产生的“突

变特征谱”，同样在蛋白质谱数据上也检测到了由马兜铃酸引起的突变所编码的蛋白突变

肽段。马兜铃酸曾在肝癌领域长期引发广泛关注及争议，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12

年列为 I 类致癌物。本次研究发现，马兜铃酸“突变特征谱”与肿瘤突变负荷（TMB）、

肿瘤新抗原（Neoantigen）、肿瘤微环境免疫耐受（CD8+T 细胞浸润， PD-L1 等免疫检查

点丰度）等的临床指标显著相关。这些发现提示了免疫治疗可能会对这类肝癌产生疗效，

同时，也充分反映出利用中国人肝癌数据开展临床转化研究的重要性。 

 

其次，肝癌患者的蛋白质组数据整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亚型，它们分别是代谢驱动型

（metabolism subgroup，S-Mb）、微环境失调型（Microenvironment dysregulated subgroup, 

S-Me）和增殖驱动型(Proliferation subgroup, S-Pf)。我们发现这三类蛋白亚型与基因组稳定

性与基因突变、TNM 分期、肿瘤大小、癌栓有无、甲胎蛋白（AFP）及等临床特征都存在

显著相关。研究还发现，这三类亚型患者的预后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别，这将为肝癌的临床

预后判别，以及肝癌的个性化治疗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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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研究从多组学角度系统性地揭示了肝特异性代谢通路异常在 HBV 相关的肝癌

中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发现超过 80%的肝脏特异性基因在肝癌中呈现蛋白表达下调，而且

肝特异性代谢途径中的大多数蛋白（如糖异生，解毒和尿素-氨代谢）在肝肿瘤中显著减弱，

然而胆固醇代谢的关键酶（SOAT1，SOAT2，HMGCR 等）和谷氨酰胺代谢相关蛋白（GLS

和 GLUD2）在肿瘤中表达显著上调。这些数据表明在 HBV 相关的肝癌中，肝特异性代谢

途径发生了重编程。 

作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之一，至本医疗科技的计算肿瘤学部副总裁施巍炜博士表示，

“多维组学的优势和意义，在于它可以全面地获取肿瘤不同维度的信息，利用组学间的交

叉互补，探索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从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单一组学的不足。至本很荣幸在

这个项目中承担了肝癌多维基因蛋白质组数据的主要生物信息分析和肝癌临床样本病理部

分的工作，我们希望未来和临床更紧密的结合，为每一位癌症病人提供全面、准确的分子

水平信息，推动癌症治疗的革新。” 

原文出处：Qiang Gao, Hongwen Zhu, et al. Integrated Proteo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Oct 2019. 

2、Nature：揭示真菌微生物组促进胰腺肿瘤发生机制 

细菌性营养不良伴随着结肠癌和肝癌等恶性肿瘤的癌变，并且近期经发现还与胰腺导

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的发病机理有关。但是，人们尚未明确

真菌微生物组（mycobiome，又称为 fungal microbiome）与肿瘤发生是否有关。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真菌从肠腔迁移到胰腺中，而

且这与 PDAC 的发病机制有关。相比于正常的胰腺组织，人类患者和 PDAC 小鼠模型中的

PDAC 肿瘤具有的真菌增加了大约 3000 倍。基于α和β多样性指数，PDAC 肿瘤的真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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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组组成与肠道或正常胰腺中的真菌微生物组组成不同。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9 年 10 月

2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he fungal mycobiome promotes pancreatic 

oncogenesis via activation of MBL”。 

 

图片来自 Nature, 2019, doi:10.1038/d41586-019-02892-y。 

具体而言，在小鼠和人类中，侵袭到 PDAC 肿瘤中的真菌群落明显富集马拉色菌

（Malassezia spp.）。在缓慢进展性 PDAC 模型和侵袭性 PDAC 模型中，剔除真菌微生物组

可阻止肿瘤生长，而重新定植马拉色菌菌种——但不是假丝酵母属（Candida）、酵母属

（Saccharomyces）或曲霉属（Aspergillus）中的菌种——可加快肿瘤发生。 

这些研究人员还发现，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annose-binding lectin, MBL）与真菌细胞

壁中的聚糖结合来激活补体级联反应，这是肿瘤进展所必需的，然而剔除肿瘤外区域中的

MBL 或 C3 或者敲低肿瘤细胞中的 C3aR，都可阻止肿瘤生长。 

此外，在 Mbl 缺陷型小鼠或 C3 缺陷型小鼠中，对真菌微生物组进行重编程并不会改

变 PDAC 进展。 

由此可见，这项研究表明致病性真菌通过激活 MBL 来驱动补体级联反应，从而促进

PDAC 肿瘤生长。 

原文出处：Berk Aykut et al. The fungal mycobiome promotes pancreatic oncogenesis via 

activation of MBL. Nature, 2019, doi:10.1038/s41586-019-1608-2. 

3、Nature：揭示α-酮戊二酸是 p53 介导的肿瘤抑制的效应因子 

肿瘤抑制基因 TP53（编码蛋白 p53）在大多数人类癌症中以及在 70%以上的胰腺导管

腺癌（PDAC）中发生突变。野生型 p53 在细胞应激反应中积累，并调节基因表达以改变细

胞命运和阻止肿瘤产生。众所周知，野生型 p53 也可以调节细胞代谢途径，不过人们对 p53

依赖性的抑制癌症进展的代谢变化仍然知之甚少。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 p53

重塑癌细胞代谢，从而促进染色质和基因表达发生有利于维持癌变前细胞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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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lignant cell fate）的变化。在源自发生 KRAS 突变的 PDAC 小鼠模型的癌细胞中恢

复 p53 功能导致α-酮戊二酸（αKG）积累，其中αKG 也可作为一部分染色质修饰酶的专

一性底物。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α-Ketoglutarate links p53 

to cell fate during tumour suppression”。 

 

图片来自 Nature, 2019, doi:10.1038/s41586-019-1577-5。 

p53 诱导了癌变前细胞分化特征性的转录程序，并且这种效果可通过添加细胞渗透性

的αKG 加以部分重现。作为一种αKG 依赖性染色质修饰，5-羟甲基胞嘧啶（5hmC）的水

平升高伴随 p53 触发的肿瘤细胞分化，而 5hmC 水平下降则表征了从癌前病变到去分化的

恶性病变的转变，这与 Trp53 的突变有关。 

通过抑制酮戊二酸脱氢酶（ox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一种参与三羧酸循环的酶）来

增强 p53 缺乏的 PDAC 癌细胞中的αKG 积累，可以特异性地导致 5hmC 升高、肿瘤细胞

分化和肿瘤细胞适应性下降。相反，增加细胞内的琥珀酸（αKG 依赖性双加氧酶的一种竞

争性抑制剂）水平会使 p53 驱动的肿瘤抑制作用减弱。 

这些数据表明αKG 是 p53 介导的肿瘤抑制的效应因子，并且αKG 在 p53 缺陷型肿瘤

中的积累可以驱动肿瘤细胞分化并抵抗恶性肿瘤进展。 

原文出处：John P. Morris IV et al. α-Ketoglutarate links p53 to cell fate during tumour 

suppression. Nature, 2019, doi:10.1038/s41586-019-1577-5. 

4、Cell Stem Cell：揭示 YAP 在肝脏上皮稳态和再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肝脏是身体内以代谢功能为主的一个器官，并在身体里面起着去氧化、储存肝糖、分

泌性蛋白质的合成等作用。肝脏也制造消化系统中之胆汁。 

在人体的所有器官中，肝脏的再生能力最为强大。至于肝脏如何进行自我修复及再生，

专家学者们尚未得到统一的结果。一项新进研究揭示了一种不明细胞对肝脏再生具有重要

意义，它可以使肝脏组织得以再生却不会形成肿瘤。这些新发现的细胞也称为肝细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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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功能比普通的肝细胞更强大。在既往研究中，研究人员认为肝脏中的一类成体干细

胞（即卵圆细胞）在肝脏的再生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后续研究证实卵圆细胞最后

分化为胆管细胞。 

肝脏在损伤后可以大量再生，而且作为两种主要的上皮细胞类型，肝实质细胞

（hepatocyte）和胆管上皮细胞（biliary epithelial cell, BEC）在肝实质再生中起重要作用。

除了代谢功能外，BEC 细胞还显示出巨大的可塑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促进肝脏的重新定

植。 

 

图片来自 Cell Stem Cell, 2019, doi:10.1016/j.stem.2019.04.004。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和荷兰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单细胞 RNA 测序，以探究 BEC

细胞和肝实质细胞在稳态时和在遭受损伤后的异质性。他们发现了显著的稳态 BEC 细胞异

质性，这反映了一种 YAP 依赖性程序的波动激活，但并未发现转录上定义的祖细胞样 BEC

细胞的证据。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Cell Stem Cell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Single-Cell 

Analysis of the Liver Epithelium Reveals Dynamic Heterogeneity and an Essential Role for YAP 

in Homeostasis and Regeneration”。 

这种转录特征确定了稳态时的动态细胞状态，并且对损伤作出高度的反应性。YAP 信

号是由生理水平的胆汁酸（bile acid, BA）诱导的，也是 BEC 细胞在暴露于胆汁酸下存活

下来所必需的，此外也是在遭受损伤时肝实质细胞重编程为胆管祖细胞（biliary progenitor）

所必需的。 

总之，这些发现揭示了肝脏导管上皮内的分子异质性，并揭示 YAP 在哺乳动物肝脏中

是一种保护性变阻器（protective rheostat）和再生调节因子（regenerative regulator）. 

原文出处：Brian J. Pepe-Mooney et al. Single-Cell Analysis of the Liver Epithelium 

Reveals Dynamic Heterogeneity and an Essential Role for YAP in Homeostasis and Regeneration. 

Cell Stem Cell, 2019, doi:10.1016/j.stem.2019.04.004. 

5、科学家发现“分步式”肝癌精准治疗新策略 

10 月 3 日凌晨，《自然》在线发表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肿瘤研

究所与荷兰癌症研究所的合作研究成果“诱导和利用肿瘤细胞弱点治疗肝癌”。该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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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Cas9 基因敲除技术结合高通量化合物筛选，首次发现诱导 TP53 基因突变的肝癌细

胞发生衰老进而特异清除肝癌细胞，对正常生长细胞无影响的肝癌精准治疗策略，创新性

地阐述了“One-two punch（组合拳式或分步式）”肝癌治疗模式，有望为肝癌精准治疗提供

新思路。 

肝癌是一种多基因参与、多因素介导、病理机制复杂的恶性肿瘤。最新流行病学统计

数据显示，东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肝癌高发区，而我国是肝癌 “重灾区”。全球每

年大约新增肝癌病例 85 万例、死亡病例约 80 万例，其中中国的肝癌新增与死亡病例约占

全球总数的一半，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肝细胞癌（HCC）是原发性肝癌的主要类型，约占肝癌患者 85%-90%。对于早期肝癌，

手术切除和肝移植仍是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由于肝癌早期诊治困难，病情进展快、

预后较差，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失去了手术时机。 

近十年来，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们对肝癌基因组特性有了

较深入的了解，许多信号通路中相关基因的突变与肝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然而与肺癌常

见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等不同，肝癌的主要突变类型并不能直接作为有效的药物靶点，

无成药性。在临床上，非特异性的多靶点药物索拉非尼和乐伐替尼是中晚期肝癌患者的标

准疗法，然而其临床疗效有限。 

长期以来，针对细胞增殖特点研发的抗肿瘤化疗药物如氟尿嘧啶、铂类、紫杉醇等，

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人体内增殖更新的正常细胞如造血系统细胞、小肠上皮细胞、

毛发上皮细胞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毒副作用严重。 

据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研究员覃文新介绍，该团队与荷兰癌症研究所 Rene Bernards 教授

实验室合作，利用肝癌细胞的自身特点（如 TP53 基因突变），首先特异地将肝癌细胞诱导

进入某种特定状态（如细胞衰老），该状态下的肝癌细胞存在获得性弱点，根据该弱点进行

药物筛选，并将此策略称为“One-two punch（组合拳式或分步式）”肝癌治疗模式。其“first 

punch”类似拳击中组合拳的第一招“虚招”，即利用肿瘤细胞存在的特异突变，将其特异

地诱导到某种特定状态如细胞衰老状态，使肿瘤细胞露出“破绽”，而对人体其他增殖的正

常细胞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接下来的“second punch”类似拳击中组合拳的“实招”，精

准地将衰老的肿瘤细胞清除掉。 

Rene Bernards、Leila Akkari 助理教授和覃文新为文章共同通讯作者，仁济医院上海市

肿瘤研究所王存博士、金浩杰博士与荷兰癌症研究所 Serena Vegna 博士、Bente Benedict 博

士为共同第一作者，仁济医院上海市肿瘤研究所为第一单位。该研究得到了来自欧洲研究

理事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多项基金的资助。 

6、PNAS:抵抗伤口感染的新型防御机制 

导致伤口愈合不良的炎症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严重后果。柏林大学慈善机构的研究人员

发现了一种新的防御机制，使我们的皮肤能够主动杀死细菌。该机制的核心是称为“I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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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信使分子，其作用方式将来可能用于预防伤口感染。这项研究的结果发表在最近的

《PNAS》杂志上。 

细菌或其他病原体在皮肤伤口上的定植会导致严重的炎症。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

导致败血症或截肢，因此，及时治疗至关重要。但是，越来越多的细菌产生抗生素抗性，

导致治疗选择越来越受到限制。由 CharitéMitte 校园皮肤科，性病学和变态反应学系的 PD 

Frank Siebenhaar 博士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现已确定了一种新的内源性机制，该机制可帮助

预防伤口感染而无需使用抗生素。 

 

（图片来源：Www.pixabay.com） 

研究人员研究了一种假说，即皮肤对病原体的防御可能包括“肥大细胞”，这是一种

防御性免疫系统细胞。肥大细胞负责人体对其他无害物质的反应，产生流鼻涕或瘙痒等症

状。但是，研究人员怀疑它们的作用超出了异常免疫反应范围，一些结果表明它们在我们

机体对病原体的防御中发挥作用。对此，PD Siebenhaar 博士的研究小组研究了肥大细胞是

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皮肤对细菌伤口感染和伤口愈合的宿主反应。 

研究人员使用动物模型研究了肥大细胞缺失对感染后伤口愈合的影响。研究人员观察

到，如果不存在肥大细胞，在感染后的第五天，伤口中存在的细菌总数会高出 20 倍。这导

致感染的伤口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闭合。根据研究人员的发现，肥大细胞的杀细菌作用是

信使分子 IL-6 释放的产物。该分子刺激皮肤表层的细胞，促使它们释放“抗菌肽”，以达

到杀死细菌，病毒和真菌的目的。 

PD 博士 Siebenhaar 博士说：“我们的研究表明肥大细胞参与皮肤对细菌的宿主防御机

制的性质和程度。”他补充说：“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肥大细胞在人体中的重要性，

以及它们的作用超出了单纯的变态反应介质的作用。”利用他们对 IL-6 及其关键功能的了

解，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免疫系统完整的动物中，感染前将 IL-6 应用于伤口也能改善对

细菌的防御能力。研究人员还能够在人体组织中复制这种效应。皮肤科医生解释说：“从

理论上讲，IL-6 或具有类似作用方式的物质可用于预防伤口感染。下一步，我们将探讨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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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细胞和白细胞介素 6 在慢性伤口愈合问题患者中的功能。我们将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以

期寻求一种新的，最好是无抗生素的伤口治疗方法”。 

原文出处：C. Zimmermann, D. Troeltzsch, V. A. Giménez-Rivera, S. J. Galli, M. Metz, M. 

Maurer, F. Siebenhaar. Mast cells are critical for controlling the bacterial burden and the healing 

of infected wound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201908816 DOI: 

10.1073/pnas.1908816116 

7、Cell Death Dis：治愈新希望！直捣肝癌转移与耐药关键点 

导读：肝细胞癌(HCC)是一种高死亡率的恶性肿瘤，癌细胞易发生转移，导 HCC 致难

以治愈、死亡率极高。临床数据显示 HCC 转移后对多数化疗药物耐药，手术与放疗亦无计

可施。因此，确定可监测 HCC 转移轨迹的生物标志物及化疗耐药的 HCC 的靶向药物成为

目前肝癌研究领域的重大难题。 

近日，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人员证明 ZEB1 是通过驱动癌细胞发生上皮-间充质转

化（EMT）上调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其表达程度可预测 HCC 的转移潜力。同时他们

分析了癌细胞耐药机制，指出 PKC 抑制剂是破解 HCC 化疗耐药难题的有效手段。两项成

果加成，也许 HCC 的治愈将不再遥不可及。 

 

HCC 转移的监测仪——ZEB1 

说到 HCC 转移，就免不了提及 EMT。EMT 是具有上皮性质的细胞由于其胞内相关细

胞因子发生程序性变化，使其转化为间充质细胞的生物学过程。 

EMT 发生的主要特征为细胞间粘附分子(如 E-cadherin)表达的减少、细胞骨架角蛋白转

化为波形蛋白及形态上具有间充质细胞的特征等。通过 EMT，HCC 上皮细胞失去了细胞极

性，失去与基底膜的连接，获得了较高的迁移与侵袭、抗凋亡和降解细胞外基质的能力。

因此，EMT 是HCC 细胞获得迁移和侵袭能力的重要生物学过程，而驱动 EMT 的相关分子，

就应该是 HCC 转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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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1 表达促进 EMT 

研究人员分析了 8 种 HCC 源性细胞系中 ZEB1，ZEB2，E-cadherin 和波形蛋白表达，

发现E-cadherin与ZEB1/2的表达呈负相关，其中ZEB1是一种转录抑制因子，可与E-cadherin

基因启动子结合，抑制 E-cadherin 的表达，同时促进角蛋白向波形蛋白的转化，进而激活

了 EMT。换言之，ZEB1 正是 EMT 的主要驱动者。 

来自HCC患者独立队列的研究数据显示，ZEB1 的表达程度与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S）

和无病生存期（DFS）呈负相关，他们指出，ZEB1 表达可预测多个独立队列的 HCC 复发

和患者生存情况，这就证实 ZEB1 的存在或血管浸润是 OS 和 DFS 的独立预后标志物，也

是 HCC 转移的监测仪。 

 

不同 ZEB1 表达水平的 HCC 化疗耐药谱 

另外，他们发现 ZEB1 的表达提高 HCC 细胞的运动能力的同时，还诱导 HCC 的化疗

耐药。而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根据 HCC 细胞中 ZEB1 的表达程度不同，HCC 细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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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化疗药耐药。 

只要 ZEB1 有所表达，化疗耐药就会相应存在。也就是说，ZEB1 的表达还可作为 HCC

化疗耐药的分层标准。这也说明 DNA 破坏剂对转移性 HCC 的作用可能乏善可陈，毕竟想

完全抑制 ZEB1 表达不大容易。 

转移性 HCC 的潜在靶向药物——PKC 抑制剂 

解决了 HCC 转移的生物标志物和化疗耐药分层问题，接下来自然是最令人头疼的化疗

耐药问题。 

既然 HCC 的化疗耐药跟 ZEB1 脱不了关系，那就从 ZEB1 入手。 

研究人员发现 ZEB1 和 PRKCA mRNA 的表达具有显著的正相关，PRKCA 丰度与间充

质状态相关，PRKCA 底物仅在 ZEB1 表达的化疗耐药的 HCC 细胞中显示强信号。通过使

用 PKC 抑制剂（UCN-01 等）下调 PRKCA 表达，破坏了 PKC 底物的磷酸化，进而降低了

HCC 细胞的存活率。机制分析显示 ZEB1 诱导的 EMT 可大大增加 PRKCA 的表达以及 PKC

底物的磷酸化，同时使 HCC 细胞对 PKC 抑制剂诱导的细胞凋亡敏感。也就是说，PKC 抑

制剂可作为化疗耐药的转移性 HCC 的潜在靶向药物。 

 

肝癌细胞根据 EMT 状态对 PKC 抑制剂起反应 

进一步的动物实验表明，PKC 抑制剂——UCN-01 可显著延长化疗耐药的 HCC 动物的

存活率，甚至可实现肿瘤的完全治愈！他们指出 UCN-01 对所有肝癌细胞系均具有抗肿瘤

活性，无论是原发肿瘤还是继发肿瘤皆效果喜人，而其对 ZEB1 诱导的化疗耐药 HCC 疗效

尤为显著。而且，这种治疗作用仅对肝癌组织有效，不伤害其他正常组织，这就免除了毒

副作用的后顾之忧。换言之，PKC 抑制剂有望在肝癌治疗中大放光彩。 

这项研究解决了目前肝癌治疗的两大难题，为肝癌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方向，也为治

疗药物的使用提出了宝贵建议。但目前皆暂时局限于细胞和动物实验，相应结论仍需更多

临床数据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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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1 诱导的 EMT 使化疗耐药的 HCC 对 UCN-01 敏感 

原文出处：Rahul Sreekumar,et al.Protein kinase C inhibitors override ZEB1-induced 

chemoresistance in HCC.Cell Death & Disease volume 10, Article number: 703 (2019). 
 

8、揭秘肠道菌群与多种疾病之间的神秘关联！ 

近年来，随着科学家们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开始发现机体肠道菌群或与多种人类疾

病发生直接相关，本文中，小编就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享给大家！ 

 

图片来源：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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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肠道菌群或与高血压和抑郁症发生直接相关 

近日，在美国心脏协会 2019 年高血压科学会议上，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科学家们报告

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者发现，高血压患者与高血压联合抑郁症患者机体肠道菌群

存在一定差异。 

研究者 Bruce R. Stevens 表示，人类数由数量大致相同的细胞和细菌组成的综合体，肠

道菌群的生态与机体生理和大脑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这就会使得一些人患上高血压

和抑郁症。未来卫生健康专家或许就能靶向作用机体肠道来抑制、诊断并选择性地治疗不

同形式的高血压。目前研究人员有望基于当前研究结果开发新型疗法来改善对疗法耐受的

高血压患者的治疗，大约有 20%的高血压患者对疗法并无反应，甚至是对多种药物都没有

反应。 

（2）Nat Med：北大科学家发现肠道菌群调控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新机制 

doi：10.1038/s41591-019-0509-0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以雄激素过多、排卵功能障碍和多

囊卵巢为特征，常伴有胰岛素抵抗性。而目前研究人员还不清楚 PCOS 患者发生排卵功能

障碍和胰岛素抵抗的机制，这严重限制了相关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发展。 

此前的研究发现代谢健康的改善与较高的微生物群基因含量和微生物多样性增加有关。

因此，来自包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乔杰院士与庞艳莉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

学院姜长涛研究员在内的合作团队研究了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对 PCOS 相关卵巢功

能障碍和胰岛素抵抗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杂志上。 

（3）Immunity：肠道菌群竟会诱发机体衰老？ 

doi：10.1016/j.immuni.2018.09.017 

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栖息于人类机体肠道中的不同细菌群落是如何对机体

功能产生显著影响的，包括机体免疫系统等；肠道菌群有时被称为“共生菌”，其存在于

所有生活在一定功能平衡下的动物机体中，当这种平衡被打破后就会诱发宿主机体出现共

生失调（commensal dysbiosis）的表现，比如疾病或药物，这常常与一系列疾病有关，甚至

会降低机体的寿命，尽管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目前他们仍然并不清楚肠道菌群是

如何影响机体健康的。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Immunity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阐明了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后如何诱发宿主机体发生共生失调，从而促进

年龄相关疾病的发生。文章中，研究者对黑腹果蝇进行了相关研究，黑腹果蝇是一种常用

来研究肠道菌群生物学特征的模式生物，研究人员想通过研究阐明肠道菌群和免疫系统之

间的相互作用，他们重点对一种名为肽多糖识别蛋白 SD（PGRP-SD）的受体蛋白进行研究，

这种蛋白属于一类模式识别受体，2016 年研究人员发现，PGRP-SD 能够检测外源性细菌病

原体，并刺激果蝇机体中的免疫系统抵御病原体的感染。 

（4）Nature Protocols and Nature：科学家阐明肠道菌群和糖尿病发生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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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8/s41596-018-0064-z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Protocol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厄勒布尔大学等机

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花费了 10 多年开发了一种新方法，该方法能研究肠道菌群代谢如何

影响机体的健康；这种方法能用于代谢组学研究，即通过化学分析的方法来解析细胞代谢

中数千种分子的详细信息。2016 年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就利

用这种方法阐明了肠道菌群代谢和糖尿病发生之间的关联；在这种新方法的帮助下，研究

人员就能对来自一份血液样本中的的 2000 种代谢产物进行分析，代谢产物是一种在机体代

谢过程中形成的微型分子，包括氨基酸、脂质和糖类分子等。 

研究者 Tuulia Hyotylainen 教授说道，收集数据是进行分析的重要一步，但却并不总是

像实际数据分析那样需要那么多时间，而且收集到的大量数据还需要与生物学和医学问题

联系起来。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就对其工作方法进行了详细描述，通常情况下，一篇科

学论文的方法部分很难被其它研究人员所复制，特别是在具有大量数据的复杂研究中。科

学方法和研究结果同样重要，因此利用可靠的方法来得到高质量的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 

 

（5）Cell：揭示肠道菌群产生的咪唑丙酸导致 2 型糖尿病机制 

doi：10.1016/j.cell.2018.09.055 

近年来，肠道菌群（gut microbiota）与健康和几种疾病的病情有关。然而，仅少数研

究探究了发生变化的肠道菌群是否能够直接影响疾病。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瑞典哥德

堡大学萨尔格伦斯卡学院的研究人员证实肠道菌群能够影响细胞对胰岛素作出反应的方式，

因而能够导致 2 型糖尿病，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Cell 期刊上。 

这些研究人员发现初治（treatment-na？ve）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与组氨酸的

不同代谢有关，其中组氨酸主要来源于饮食。这接着导致咪唑丙酸（imidazole propionate）

形成。咪唑丙酸破坏细胞对胰岛素作出反应的能力。因此，降低细菌产生的咪唑丙酸数量

可能成为一种治疗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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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ci Transl Med：肠道菌群或和多发性硬化症发生直接相关 

doi：10.1126/scitranslmed.aat4301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即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并且破坏神经细胞

周围的保护层，这种保护层由髓磷脂组成，而髓磷脂是一种由蛋白质和脂质构成的生物膜

状结构，这就是为何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将寻找疾病靶点抗原的工作重点都聚焦于髓磷脂

膜的成分上的原因了。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苏黎

世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表示，我们或许有必要拓宽研究视野，来更好地了解多发性硬

化症的发病机制；研究者指出，T 细胞能与名为 GDP-L-海藻糖合酶的蛋白质反应，而该酶

类在人类细胞和细菌细胞中形成，而研究人员在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胃肠道菌群中也频繁

发现这种酶类，研究者 Mireia Sospedra 说道，免疫细胞能在肠道中被激活，随后迁移到大

脑中，当其遇到人类目标抗原的突变时就会诱发炎性级联反应。 

（7）Diabetes Care：肠道菌群或与 1 型糖尿病发病有关！ 

doi：10.2337/dc18-0777 

近日，来自昆士兰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阐明了糖尿病和机体肠道之间的关联，相

关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 Diabetes Care 上，该研究或能帮助研究人员开发出新型疗法来减缓

患者 1 型糖尿病的发展。研究者表示，肠道微生物组的改变或能帮助预测和监测机体疾病

的进展。 

Emma Hamilton-Williams 博士说道，1 型糖尿病常常是因胰腺组织遭到免疫攻击而诱发

的一种糖尿病，此前研究人员推测肠道菌群和糖尿病进展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未知的关系，

而目前他们并未阐明机体胰腺功能和肠道菌群之间的直接关联。文章中，通过对参与者的

粪便样本进行研究，研究者发现，肠道菌群的改变或许并不仅仅是疾病所引发的副作用，

而其可能与糖尿病的进展有关。 

（8）FASEB J：南方医科大学发现肠道微生物群与败血症患者的器官损伤有关 

doi：10.1096/fj.201900398RR 

败血症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可导致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发表在 FASEB 杂志上的一项新

的人体研究首次表明，脓毒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在器官损伤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进行

这项实验，研究人员首先比较了两组人的粪便微生物组成：一组患有败血症，另一组没有。

他们观察到，与第二组相比，第一组的肠道微生物群在功能和组成水平上都发生了变化。 

然后，研究人员将粪便移植到受体小鼠体内，诱导小鼠脓毒症，并检查小鼠的器官损

伤。尽管所有小鼠均已感染脓毒症，但第一组粪便移植小鼠的肝脏损伤比第二组粪便移植

小鼠更为严重。这些初步发现表明，针对肠道微生物群可能有助于人们从败血症中恢复。 

（9）Nat Commun：高脂肪饮食导致糖尿病，肠道微生物或是罪魁祸首 

doi：10.1038/s41467-019-11370-y 

研究人员发现，我们的饮食选择会削弱我们的肠道免疫系统，导致糖尿病的发展。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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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肥胖期间，我们的免疫系统经常对通过肠道组织"渗漏"并导致炎症

的细菌成分做出反应。反过来，炎症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从而使人容易患糖尿病。在一项

近日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新研究中，多伦多综合医院研究所和病理学系

大学健康网络(UHN)的 Dan Winer 博士和他的团队强调了高脂肪饮食如何影响肠道免疫系

统中的 B 细胞，特别是那些生产一种叫做 IgA 的蛋白质的 B 细胞。 

研究者表示，在肥胖期间，肠道中有一种 B 细胞的水平较低，这种细胞能产生一种名

为 IgA 的抗体。IgA 是由我们的身体自然产生的，对调节我们肠道中的细菌至关重要。它

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帮助中和利用环境变化的潜在危险细菌，比如当我们摄入不平衡或脂

肪含量高的食物时。 

（10）Nature：肠道微生物可能会影响 ALS 的进程 

doi：10.1038/s41586-019-1443-5 

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老鼠身上进行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统称肠道微

生物群）可能会影响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的进程，也被称为卢伽雷氏症。研究人员发现，

小鼠接受了某些肠道微生物株或已知由这些微生物分泌的物质后，一种类似 ALS 的疾病的

进展变慢，初步结果表明，该菌群调节功能的发现可能适用于 ALS 患者，相关研究成果于

近日发表在 Nature 上。 

“我们长期以来的科学和医学目标是阐明微生物群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影响，而大脑

是一个迷人的新领域，”免疫学教授 Eran Elinav 说道。他的团队与计算机科学与应用数学

系的 Eran Segal 教授一起进行了这项研究。Segal 解释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微生物

群影响大脑功能和疾病，我们想研究它在 ALS 中的潜在作用。” 

9、Sci Trans Med：新型 CAR-T 首换新靶点，有望告别血癌淋巴癌复发！ 

导读：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预后差，生存期短，成人 5 年总体生存率不到 40%，复

发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只有 6 个月，其治疗已成为国际难题。目前，以 CD19 分子为靶点

的 CAR-T 疗法（CD19 CAR-T）在治疗复发难治性 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上取得了巨大成

功，但相应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层出不穷的复发病例让 CAR-T 发展严重受阻。 

近日，美国希望之城贝克曼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次将 CD19 CAR-T 的靶点替换为 B 细

胞活化因子受体（BAFF-R），开发出新型 BAFF-R-CAR-T 细胞，成功克服了原细胞疗法

的复发难题，于动物实验中实现了 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的完全治愈！也许，告别血癌淋

巴癌不再遥不可及。 

CD19 CAR-T 是将识别 CD19 的抗体可变区基因序列与淋巴细胞免疫受体的胞内区序

列拼接并转染至患者 T 细胞中，形成 CD19 CAR-T 细胞，使其能够特异性攻击具有 CD19

抗原的 B 细胞，最终清除具有 CD19 抗原的肿瘤细胞。研究显示，CD19 CAR-T 治疗儿童

及成人难治复发性 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的完全缓解率(CR)可达 90％以上，疗效远高于化

疗。但是，数据同时指出 CD19 CAR-T 治疗的缓解维持时间不一，短则 2 个月，长则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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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缓解期过后，多数患者都经历了复发，而一旦复发，患者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将大大降

低。 

 

CD19 CAR-T——复发难题悬而未决 

目前认为 CD19 CAR-T 细胞治疗 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后的复发分为两种模式，一种

是 CD19 阳性复发，一种是 CD19 阴性复发。对阳性复发患者可再次追加 CD19 CAR-T，但

缓解效果不一，通过延长 T 细胞的持久性可以在缓解期内阻止肿瘤复发，但只能暂时控制，

无法完全清除白细胞克隆，复发依旧是难题。而阴性复发患者就更加麻烦，其体内 CD19

的缺失导致 CD19 CAR-T 彻底失效，复发避无可避。无论哪种复发模式，都意味着以 CD19

为靶点难以满足疾病的长期控制甚至治愈的需求。 

靶点以新换旧，有望彻底断绝复发之路 

原靶点效能不够，研究人员将目光转向了 B 细胞表面另一重要受体——BAFF-R。

BAFF-R 是 B 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LyS)的专一受体，与 BLyS 结合后可介导 B 细胞存活和

成熟，调节 B 细胞的增殖、发育和分化。BAFF-R 仅在晚期祖 B 细胞中和 B 细胞成熟并最

终分化为浆细胞的整个过程表达，却在造血干细胞及其他组织细胞中不见踪影，更重要的

是，其在 CD19 CAR-T 抗性 B 细胞中正常或过表达，因此，BAFF-R-CAR-T 的出现是众望

所归。 

研究人员发现，CD19 CAR-T 抗性的人类 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动物模型经

BAFF-R-CAR-T 治疗后皆可观察到明显的肿瘤消退，生存期延长。其中，人类 Burkitt 淋巴

瘤动物模型在 BAFF-R-CAR-T 治疗后肿瘤完全消退，长期生存率达 100％！换言之，

BAFF-R-CAR-T 对 CD19 阴性复发患者可有出奇制胜的疗效。 

进一步的对比实验结果显示，在原发性 CD19 阳性、阴性混合的 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

瘤动物模型中，BAFF-R-CAR-T 对两种肿瘤皆能彻底根除，而 CD19 CAR-T 的治疗皆因复

发而失败。也就是说，BAFF-R-CAR-T 对两种类型的肿瘤皆有活性，BAFF-R-CAR-T 是无

法使用 CD19 CAR-T 的原发性 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新希望。同时，强烈的疗效对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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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 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中，BAFF-R-CAR-T 的预后更令人满意。而

BAFF-R-CAR-T 对 CD19 阳性的强效作用，也证明其对 CD19 阳性复发也应有奇效。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指出，对比 CD19 CAR-T，BAFF-R-CAR-T 的疗效更加令人瞩目，

具有强大的体内抗肿瘤作用，这就意味着 BAFF-R-CAR-T 有望作为淋巴瘤和白血病患者的

一线 CAR T 疗法，这也是广大血液肿瘤患者的福音。相信告别血癌淋巴癌的那一日，不会

太晚。 

 

BAFF-R-CAR-T 的治疗作用 

原文出处：Hong Qin,et al.CAR T cells targeting BAFF-R can overcome CD19 antigen loss 

in B cell malignancies.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5 Se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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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选稿投稿 

1、拟投期刊的选择 

（1）选用 SCI 收录期刊。目前 SCI 收录核心刊 3000 种，加上增补期刊约 5600 种。

研究者可事先将 SCI 中自己感兴趣的期刊找出来备用。 

（2）利用 SCI 收录期刊的影响引子(Impact Factor)来选择期刊。期刊的影响因子是该

刊前 2 年发表的文献在当前的平均被引次数。《科学》、《自然》影响因子很高，SCI 收

录中国期刊影响因子都在 1.00 以下。期刊影响因子愈大，有用信息愈多。作者可根据期刊

的影响因子排名决定投稿方向。 

（3）利用学科带头人的影响或国际学术交流的条件，物色最了解中国学术研究、信任

中国学者的那部分期刊投稿。SCI选用的期刊中约1/3为美国期刊，因而要注意选美国期刊。 

2、如何准备投稿 

选择适合刊物投稿：从杂志 homepage 下载 Instruction for Author，按投稿要求，如投稿

份数、论文体例、长度、图表、参考文献引法、配图说明(Figure legends)等，逐条遵循。Letter 

to editor-in-chief : ①声明文稿权转让；②未一稿多投，和在稿件未作出决定前不准备一稿

多投；③所有列出作者均对文稿有确切贡献；④文稿内容真实，无作伪；⑤所有作者均已

阅读文稿，且同意送稿；⑥通信作者地址、电话、Fax、e-mail；⑦通信作者签名。勿一稿

多投。 

3、向国外生物医刊投稿注意事项 

A. 期刊选择： 

选择期刊的方法：如果论文主题在一个很窄的分支学科内，那么选择范围只能限制在

几种刊物；如果论文信息交叉了几个研究领域，则可有许多种选择。 

B. 阅读和使用投稿须知： 

（1）读刊头(masthead statement，通常放在期刊前面的文题页上)，以了解刊名、简单

的办刊宗旨、编辑委员会组成、编辑部成员、出版商及其联系地址等。 

（2）浏览目录(table of contents)，确定该刊物是否发表你研究领域的文章及发表的比

例有多大。 

（3）注意栏目设置，确定拟投稿件的栏目。 

（4）看拟投栏目文章的范例，了解撰写要求及格式。 

（5）某些期刊刊登投稿和接收日期(submitted and accepted dates)，可据此计算论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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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周期。 

（6）广告数量可间接判断期刊质量。因为广告公司都愿意将金钱投到质量高、影响大

的期刊上。 

（7）通过 11 或 12 月份出版的杂志最后几页上的“所有权、管理和发行声明”(statement 

of ownership，management，and circulation)查找期刊发行量。 

（8）核查有无北美和欧洲以外国家作者撰写的文章。 

（9）有些期刊还刊登报道计划，作者可依此拟订自己的投稿计划。 

C. 投稿注意事项： 

论文撰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并非一稿就能完成，往往需要反复易稿(修改)才能使文章

达到投稿的要求，即"5C"—正确(correctness)、清楚(clarity)、简洁(concision)、完整(completion)

和一致(consistency)。 

D. 投稿： 

（1）准备投稿信(covering letter，submission letter)：生物医学期刊的编辑往往需要一

些有关作者及其论文的信息，而作者也希望给编辑提供一些有助于其全文送审及决策的信

息。这些信息都应该包括在投稿信中。 

（2）稿件包装：所谓稿件包装是指将稿件及其拟投期刊所需的伴随资料一并装人信封。 

（3）稿件邮寄：邮寄稿件应注意：应至少自留一份打印底稿；信封要足够大，并足够

结实；正确的投稿地址及收稿人(“投稿须知”中常有说明，多要求直接寄给主编)；照片不

可过大，最大不超过 8.5 英寸 x11 英寸？贴足邮票；航空邮寄；以打印稿(hard copy)投稿。

几乎所有的英文生物医学期刊均不接受传真(fax)投稿，某些期刊仅允许一些没有图表的短

文或“给编辑的信”通过电子邮件(e-mail)投稿，长篇论著、研究报告等文章决定刊用后方

接受软磁盘。以上信息可以从“投稿须知”中获得、有的期刊在“投稿须知”中特别指出

投稿地址与订刊或订单行本地址不一样，以免造成时间耽搁 。 

修回退稿 

1、正确对待审稿意见和退稿 

国际核心刊物的审稿人大多是各领域权威学者，杂志出版社经常征询编委意见，选择

最佳审稿队伍。审稿是无报酬的，审稿人的工作态度大多极其认真。因此，对审稿意见要

十分尊重，对每一条批评和建议，都要认真分析，并据此修改论文。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意

见，要极其慎重和认真地回答，有理有据地与审稿人探讨。 

如何对待杂志拒文，是作者犯难的问题。这里必须分析被拒绝的理由。第一类拒绝是

“完全的拒绝”，主编通常会表达个意见，对这类文章永远不愿再看到，再寄送这类文章

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是文章包含某些有用数据和信息，主编拒绝是因数据或分析有严重缺

陷，这类文章不妨先放一放，等找到更广泛的证据支持或有了更明晰的结论后，再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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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新”文章寄给同一杂志，主编通常会考虑重新受理该文。有审稿人抱怨，个别中

国作者在论文被一家杂志拒绝后又原封不动地寄给另外一家杂志，而他们再次被邀请审稿

并对此非常反感，论文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影响因子不同的刊物接受论文的标准和要求差

别很大。如果被拒论文不是由于文稿中的错误，而是重要性或创新性不够，作者仔细考虑

审稿人意见并认真修改文稿后，可以寄给影响因子较低的刊物。 

值得注意的是，审稿人由于知识限制和某种成见，甚至学术观点不同，判断错误并建

议退稿常会发生。如何处理情况？最近某青年的论文被杂志拒绝，经反复讨论检验，判断

审稿人是错误的；为了论文及时发表，我们建议作者礼貌和认真地回信给主编并指出审稿

人的错误，要求主编将意见转给审稿人，然后撤回论文再做必要改进，改寄影响因子更高

的杂志；结果论文立即接受，并得到很好评价。 

2、退稿后若干注意事项 

（1）稿件追踪(follow-up correspondence)。如果投稿 2 周仍无任何有关稿件收到的信息，

也可打电话、发 e-mail 或写信给编辑部核实稿件是否收到。 

（2）稿件退修(revised manu)。几乎所有的经审查学术水平达到出版要求的自由来稿，

在发表前都需要退给作者修改其表述及编辑格式，如压缩文章篇幅、重新设计表格、改善

插图质量、限制不规则缩写词使用等。然而退给作者修改的稿件并不代表文章已经被接受，

文章最终接受与否取决于作者对文章关键性重要内容和表述方式的修改能否达到审稿专家

及编辑的要求。通常退给作者修改的材料包括原稿、审稿专家意见、(reviewers' comments)

和一封编辑的信(covering letter)。当作者收倒退修稿后，首先应该仔细地阅读退修信(modify 

letter)和审稿专家意见。然后应考虑能否或愿意接受审稿专家或编辑的意见，修改稿件。 

（3）如何处理稿件修回？从主编回信和审稿人(reviewer)修回意见可看出文章录用的可

能性。主编的回信会特别提到你文章的科学先进性(scientific priority)；审稿人对文章总的评

价中会提到对文章是否感兴趣(interesting)等；修回不要仓促，反复阅读、理解审稿人的问

题。对每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要逐条回答(response to reviewer1，2，3)；对修回稿中已修改

的地方要具体标明(page, lines)；给主编回信，感谢给文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并指出按修改

建议已作的修改，未作修改的地方要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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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 Biol：潜在药物可治疗心脏病 

心脏病是全球范围内主要的死亡原因，会触发炎症反应，导致心脏形成疤痕。随着时

间的流逝，这种损害最终会导致无法治愈的心力衰竭。 

对此，来自圭尔夫大学的开创性研究可能有助于开发治疗心脏病和预防心力衰竭的潜

在药物（目前尚无治愈方法）：生物医学科学系的 Tami Martino 教授和博士生 Cristine Reitz

发现了控制心脏病发作后控制人体修复反应的新型药物靶标。在发作后数小时内服用相关

药物可防止疤痕形成。这也将消除患者在余生中服用可能使心脏衰弱的药物的需求。 

“这项研究确实令人兴奋，因为它打开了使用生物医学疗法治愈心脏病发作并防止随

后发生心力衰竭的大门。”Martino 说。 

在人体的几乎所有细胞中存在调节昼夜节律的“时钟”。它由在 24 小时昼夜周期中相

互作用的基因和蛋白质组成，以调节例如心率和血压等关键功能。 

在心脏中，这种时钟机制控制着健康的心血管生理以及心脏对损伤的反应和修复过程。 

研究人员的新成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Biology》上。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

名为 SR9009 的药物，该药物靶向细胞时钟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且破坏了心脏病发作

后触发不良免疫反应的基因的表达。 

在 Martino 的小鼠实验中，这种治疗减少了称为 NLRP3 炎性小体的细胞传感器的产生，

该传感器会促进形成疤痕。研究人员首次表明，在心脏病发作后再进行常规治疗（例如再

灌注）后给予这种治疗可减少炎症并改善心脏修复。 

“没有疤痕，没有心脏损伤，没有心脏衰竭-人们甚至可以不受心脏病伤害，因此可以

在心脏病发作中幸存下来。”她补充说，这一发现最终可能有助于其他涉及早期不良炎症

反应的心脏疗法，例如器官移植或瓣膜置换。它也可能有助于治疗其它炎症相关疾病，例

如治疗脑外伤，中风或严重烧伤等。 

原文出处：Cristine J. Reitz, Faisal J. Alibhai, Tarak N. Khatua, Mina Rasouli, Byram W. 

Bridle, Thomas P. Burris, Tami A. Martino. SR9009 administered for one day after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prevents heart failure in mice by targeting the cardiac inflammasome. 

Communications Biology, 2019; 2 (1) DOI: 10.1038/s42003-019-0595-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