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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发布 

2019 年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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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病实验室诊断指南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

学杂志 
2019.46(4):273 

2 淋球菌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指南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

学杂志 
2019.46(4):277 

3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功能性治愈）专

家共识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8):1693 

4 
《2019 年世界胃肠病学会全球指南：胰

腺囊性病变的诊治》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8):1702 

5 

《2019 年澳大利亚专家共识：血液和恶

性实体肿瘤患者免疫抑制期间 HBV 的管

理》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8):1706 

7 
生物反馈疗法调治银霄病专家共识
(2019)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 2019.47(9):1033 

8 不孕症诊断指南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9.54(8):505 

9 
中国门静脉高压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

术临床实践指南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27(8):582 

10 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第 2 版)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19.35(8):636 

12 
中国成人心脏外科围手术期营养支持治

疗专家共识（2019）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9.31(7):801 

13 
可切除的进展期结直肠癌围手术期治疗

专家共识（2019）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22(8):701 

14 
胃癌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专家共识

（2019 版）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22(8):711 

16 
胸主动脉腔内治疗围手术期管理中国专

家共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19.99(32):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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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脂肪肝研究领域最新成果！ 

 

（1）三篇文章齐发！科学家开发出非酒精性脂肪肝新疗法！ 

doi：10.1016/S2468-1253(19)30184-0    

doi：10.1016/S2468-1253(19)30094-9   

doi：10.1002/hep.30509 

近日，刊登在国际杂志 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和 Hepatology 上的研

究报告中，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的科学家们阐明了人工合成的胆汁酸联合活性制剂

非熊去氧胆酸（nor-urso）在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上的疗效，原发性硬化性胆管

炎是一种迄今为止无法治愈的肝脏疾病。  

在一项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发现，nor-urso 同样能有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目前有

超过四分之一的奥地利人会遭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影响，非酒精性脂肪肝通常是由不良的

生活方式、机体过多的脂肪和糖分以及缺乏运动导致的，而且常常与肥胖并行。在 50-60

岁的人群中，有 35%-50%的人群都会患上脂肪肝，脂肪肝是一种无声的疾病，通常仅会在

个体偶然间体检时被发现，然而长期的脂肪肝则会严重影响机体健康，并会导致肝硬化和

肝癌发生，在所有脂肪肝疾病中，大约 10%-30%会被归类为最危险的脂肪肝脂肪性肝炎

/NASH，其随后会引发 15%-25%的患者患上肝硬化。 

（2）Science：靶向神经酰胺双键可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脂肪肝 

doi：10.1126/science.aav3722 

胰岛素抵抗和脂肪肝是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

国、巴西、澳大利亚和文莱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小的化学变化---改变两个氢原子的位置---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42626.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ai-de-zhuan-hua-yi-xue-yan-jiu198411.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40788.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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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健康的小鼠和具有胰岛素抵抗性和脂肪肝的小鼠之间存在差异。进行这种改变可以阻

止摄入高脂肪饮食的小鼠出现这些症状，并且逆转肥胖小鼠中的前驱糖尿病（prediabetes），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Science 期刊上。 

这些研究人员通过让一种称为二氢神经酰胺去饱和酶 1（dihydroceramide desaturase 1， 

DES1）的酶失活来改变代谢疾病的轨迹。这样做可阻止这种酶从称为神经酰胺的脂肪脂质

中移除两个氢原子，因而具有降低体内神经酰胺总量的作用。DES1 的作用是通常将一个保

守的双键插入到神经酰胺和其他主要鞘脂类的主链中。这一发现突出了神经酰胺在代谢健

康中的作用，并指出 DES1 是一种“可被药物靶向的”靶标，可能能够用于开发治疗前驱糖

尿病、糖尿病和心脏病等代谢紊乱的新方法。 

（3）Nat Commun：鉴别出抵御肥胖相关脂肪肝的重要信号通路 

doi：10.1038/s41467-019-10684-1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维也纳医科

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揭示了瘦素刺激肝脏分泌脂质并减少肝脏脂肪产生的分子机制，

该过程的发生或是大脑脑干中神经元的激活所致，相关研究结果有望帮助研究者开发抵御

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与肥胖相关）的新型疗法。 

瘦素是脂肪组织所产生的一种激素，其主要参与控制食欲和饥饿的满意程度，瘦素能

够穿过血脑屏障并向大脑发送信号表明机体中脂肪的含量，病理性过重（肥胖）或脂肪肝

患者通常会表现出机体中循环瘦素水平的增加，而这取决于机体脂肪量的增加，然而，抵

达大脑中的瘦素信号或许会因机体瘦素耐受而被限制。 

（4）Cell：关键蛋白有助于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 

doi：10.1016/j.cell.2019.04.010 

脂肪肝是目前尚无治疗的疾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伴随几种不同严重程度的肝功能

障碍，其特征在于发病原因是肝细胞中脂肪的积累并且不是由高度饮酒引起的。这种疾病

是发达国家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影响着全世界约 25％的人口。 

最近，研究人员提出了治疗脂肪肝的可能治疗靶点——生物医学研究所（巴塞罗那 IRB）

的一个研究小组已经确定了一种可以防止这种疾病的因素，即蛋白质Mitofusin 2。“Mitofusin 

2 作为治疗脂肪肝的可能治疗目标出现，脂肪肝是一种无法治疗的疾病。这种疾病的早期

诊断很困难，医生目前只建议减轻体重，以缓解病情，”Antonio Zorzano 解释说。最严重的

疾病形式之一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其中脂肪的积累伴随着炎症的发生。在

发表在 Cell 杂志上的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观察到 NASH 患者中 Mitofusin 2 水平的降低，

即使在疾病的早期阶段也是如此。 

（5）Cancer Prev Res：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可减少脂肪肝、炎症和肝癌 

doi：10.1158/1940-6207.CAPR-18-0188 

在抗击癌症方面，武器库中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工具：我们吃的食物。这是因为食物中

的一些营养成分已被发现在预防癌症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它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因为世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40595.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7704.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4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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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癌症研究基金会（World Cancer Research Fund）报道，30%至 50%的癌症病例是可以预

防的，因此首先把重点放在预防癌症产生上。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研究了作为一种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的番茄的癌症预防

效果。在幼年时，小鼠感染了一种称为二乙基亚硝胺的肝脏致癌物，随后摄入不健康的高

脂肪饮食，这种高脂肪饮食类似于西方饮食，含有或不含有含番茄红素的番茄粉。他们随

后评估了番茄粉如何好地保护小鼠免受炎症和癌症。对人类来说，这相当于每天吃两到三

个番茄或一份番茄酱意大利面，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Cancer Prevention Research 期刊上。 

这些研究人员首次证实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粉能够有效地降低这些小鼠摄入的高脂肪

饮食促进的脂肪肝、炎症和肝癌产生。给小鼠喂食番茄粉增加了有益菌群的丰富度和多样

性，并阻止了一些与炎症有关的细菌的过度生长。 

（6）Cell：新研究发现 caspase-2 抑制剂有望治疗脂肪肝 

doi：10.1016/j.cell.2018.08.02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中的最为侵袭性的形式，包括一系列慢性肝病，

并已成为肝脏移植的主要原因。NAFLD 和 NASH 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但是人们认为，

让良性 NAFLD 加快进展为侵袭性 NASH 的一个因素是肝内蛋白错误折叠引起的内质网应

激升高。这导致肝组织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过度堆积。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使用小鼠

和人类临床样本，发现作为一种蛋白裂解酶，caspase-2 是 NASH 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通

过鉴定 caspase-2 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这种酶的抑制剂可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来阻止导

致 NASH 的致病进展，甚至可能逆转这种疾病的早期症状。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Cell 期刊上。 

（7）Lancet 子刊：脂肪肝的诊断与个体化治疗新方案 

doi：10.1016/S2213-8587(18)30154-2 

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以及大约 34％的肥胖儿童）患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体力活动少，高脂肪，糖和果糖和/或遗传倾向的饮食可能是潜在的原

因。然而，脂肪肝包括广泛的肝脏疾病，其中可能不仅涉及肝脏本身。 NAFLD 是一种复

杂的异质性疾病，可导致各种并发症，如严重的肝损伤，2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为了

避免这些继发性疾病，必须及时诊断脂肪肝，必须精确评估肝脏，心脏和其他器官疾病的

风险。然后可以开发个性化的预防和治疗，”该研究的作者说道。 

近年来，NAFLD 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发现和结果。很难将来自基础研究、临床肝病

学和内分泌学研究中的大量新数据整合到临床实践中。 Norbert Stefan 教授等人评估了

NAFLD 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并通过一篇评论文章中进行了总结。作者提出在临床中使用

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以便对可能的继发性疾病进行特定的风险预后。 

（8）PLoS ONE：吃多了得脂肪肝？可能是没选对吃的时间！ 

doi：10.1371/journal.pone.0201261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ai-de-zhuan-hua-yi-xue-yan-jiu198411.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27892.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2698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26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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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的病因学涉及多种复杂的因素，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过量摄入蔗糖，

这会扰乱肝脏脂质代谢，从而导致脂肪肝。但是蔗糖诱发脂肪肝的生物学机制并没有被解

释清楚。而研究人员近日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新见解。考虑到饮食行为对代谢很重要，

研究人员研究了是否限时食用高脂饮食（HSD，仅在活跃期喂食，对大鼠而言也就是每天

夜晚）可以清除蔗糖对大鼠脂质稳定性的负面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上。 

在他们的实验中，雄性 wistar 大鼠要么随意进食(ad lib.)，要么限制进食时间禁食淀粉

主食（CD）或者 HSD。结果发现随意进食的大鼠在白天会食用约 20%的食物，而限制进

食时间不会显著影响大鼠总的食物摄入量。 

（9）Hepatology：上海生科院发现治疗脂肪肝和胰岛素抵抗的潜在新分子 

doi：10.1002/hep.29926 

近日，来自上海生科院的李于研究员课题组在国际学术期刊 Hepatology 上发表了一项

最新研究进展，他们发现肝脏 CREBZF 分子可能是治疗脂肪肝和胰岛素抵抗的潜在靶点分

子。胰岛素是负责脂肪酸从头合成的重要调控因子，在肝脏中促进葡萄糖转化成脂质。但

是胰岛素信号如何转导进入细胞并调节脂质合成还没有得到完全揭示。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 ATF/CREB 家族成员 CREBZF 通过胰岛素-Akt 信号途径

发挥作用，是调节脂质合成的关键因子。研究人员观察到，在再进食过程中，Insig-2a 出现

表达下调，导致 SREBP1c 发生进一步加工促进脂质合成，但是 Insig-2a 表达下调的机制还

不明确。 

（10）J Hepatol：小心！红肉和加工肉会增加非酒精脂肪肝风险！ 

doi：10.1016/j.jhep.2018.01.015 

一项最新研究已经将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与大量消耗红肉及加工肉联系在了一

起。NAFLD 是一种肝脏代谢综合征，其主要的病理特点就是胰岛素耐受和炎症。该研究领

导作者 Shira Zelber-Sagi（海法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说道：“不健康的西方生活方式在 NAFLD

的发生和进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就是缺乏运动、大量消耗果糖和饱和脂肪。 

这项研究涉及对 40-70 岁人群的交叉分析。所有参与者都在特拉维夫医疗中心接受肠

镜检查，同时同意参加 2013-2015 年的代谢和肝病筛查研究。该研究涉及 800 个参与者，

357 名完成了关于他们食用的肉及常用做饭方式的问卷调查。不健康的加工方法包括将肉

进行煎或者烤，因为这些过程会产生一些叫做杂环胺（HCAs）的促炎症化合物。 

2、PNAS 促进癌症的端粒酶也能保护健康细胞 

马里兰大学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新研究揭示了端粒酶的新作用。端粒酶在正常组

织中唯一已知的作用是保护某些定期分裂的细胞，如胚胎细胞、精子细胞、成体干细胞和

免疫细胞。科学家们认为，端粒酶在所有其他细胞中都是关闭的，除了在恶性肿瘤中，端

粒酶可以促进细胞无限分裂。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24699.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9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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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新研究发现，端粒酶在正常成年细胞衰老过程中的一个临界点会重新激活。就在

细胞死亡之前，端粒酶的爆发减缓了细胞衰老的压力，减缓了衰老的进程，减少了可能导

致癌症的 DNA 损伤。这项研究发表在 2019 年 9 月 2 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上，题为"Transient induction of telomerase expression mediates senescence and reduces 

tumorigenesis in primary fibroblasts"。 

"这项研究重塑了目前对端粒酶在正常细胞中的功能的理解，"该研究的高级作者、UMD

细胞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副教授 Kan Cao 说道。"我们的研究首次表明，端粒酶在成年细胞

中除了促进肿瘤形成外，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现在可以说，端粒酶在细胞生命周期的关键

时刻被调控激活，发挥着重要作用。" 

端粒酶可以阻止端粒的缩短，端粒是细胞染色体末端的一种特殊的 DNA 蛋白结构，可

以保护染色体不受损伤。端粒酶在胚胎发育和干细胞分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正常的成年细胞中，端粒酶被关闭，端粒随着每一次细胞分裂而缩短，直到达到一个临界

长度。在临界的端粒长度，细胞停止分裂，死亡或经历 DNA 损伤，可能导致恶性肿瘤。 

在这项新研究之前，科学家们认为端粒酶在大多数成年细胞中的表达只能导致无限的

细胞分裂，就像癌症肿瘤那样。 

cao 和她的同事们在实验室中观察到端粒缩短的同胞小鼠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怀疑端

粒酶可能在成年细胞中起作用。这些小鼠是野生型小鼠和转基因小鼠的后代，这些小鼠经

过许多代的繁殖，没有能力产生端粒酶。所有的兄弟姐妹的端粒都异常短，但研究人员发

现，没有从野生型父母那里继承产生端粒酶的基因的老鼠，寿命更短，组织萎缩，并患有

自发性癌症。 

为了知道发生了什么，Cao 和她的同事们比较了老鼠（兄弟姐妹）的皮肤细胞，发现

虽然两个细胞系都相对短的端粒，但来自端粒酶缺陷的老鼠细胞的不久就停止分裂且发生

了更多的恶变。 

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当非端粒酶缺陷小鼠的皮肤细胞接近临界端粒长度时，

它们自然会产生端粒酶的爆发，这减缓了端粒缩短的过程，并减少了可能导致癌症的 DNA

损伤量。Cao 教授说，这些结果表明，端粒酶在细胞寿命接近尾声时表达，可以减轻衰老

带来的冲击，导致细胞的逐渐死亡。 

研究人员还发现，重新激活端粒酶缺失细胞中表达端粒酶的基因可以拯救它们，延长

它们的分裂能力，减少 DNA 损伤。 

为了验证他们在小鼠身上观察到的情况是否适用于人类，研究小组对人类皮肤细胞进

行了实验室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类细胞在接近临界端粒长度时也会表达端粒酶。此外，

无法表达端粒酶的人类皮肤细胞比表达端粒酶的皮肤细胞更快地达到临界端粒长度，并显

示出明显更多的 DNA 损伤。 

Cao 说，研究人员的下一步工作是找出端粒酶在细胞接近临界端粒长度时是如何表达

的，并探索端粒酶作为缓冲端粒缩短压力的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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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Linlin Sun el al.，"Transient induction of telomerase expression mediates 

senescence and reduces tumorigenesis in primary fibroblasts，" PNAS (2019). www.pnas.org/ 

cgi/doi/10.1073/pnas.1907199116 

3、Nature：揭示癌细胞“腐化”邻近的健康细胞，促进癌症生长 

一项新的研究揭示紧邻肿瘤周围的健康细胞变得更像干细胞，从而支持癌症生长。这

一发现是利用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IlariaMalanchi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的一种新技

术取得的。这种技术可用于研究肿瘤周围的组织，即肿瘤微环境（tumour microenvironment），

其中已知肿瘤微环境会影响癌症的生长和扩散以及治疗反应。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9 年

8 月 29 日的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Metastatic-niche labelling reveals parenchymal cells 

with stem features”。 

 

图片来自 Nature, 2019, doi:10.1038/s41586-019-1487-6。 

Ilaria 说，“我们的新技术使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研究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变

化。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变化如何与肿瘤生长和转移相关，从而使我们能够制定更好的

策略来治疗这种疾病。” 

“我们发现肿瘤微环境中的非癌细胞（non-cancerous cell）返回到干细胞样状态（stem-cell 

like state），因而实际上支持癌症生长。通过腐蚀邻近细胞，癌症改变了它所在的局部环境，

从而支持其自身的存活。” 

这种新技术依赖于经过基因改造后释放一种细胞穿透性荧光蛋白的癌细胞，这种荧光

蛋白可被与癌细胞相邻的健康细胞摄取。这些颜色标记的细胞可被鉴定出来，并且与未与

肿瘤接触的其他未被标记细胞进行比较。Ilaria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小鼠中使用这种方法来

研究已扩散到肺部的乳腺癌周围的细胞。来自德国弗里茨利普曼研究所 Alessandro Ori 实验

室的数据证实这些经过标记的细胞与未标记的细胞产生不同的蛋白。 

这些研究人员发现，与在肿瘤微环境外部发现的肺细胞不同，肺部中经过标记的细胞

具有干细胞样特征。他们证实在实验室进行三维培养时，来自小鼠肺部的这些细胞支持肿

瘤生长，这表明它们有助于癌症的存活和生长。 

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9/08/29/1907199116
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9/08/29/1907199116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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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测试肿瘤微环境中这些干细胞样细胞的潜力，Ilaria 与英国惠康基金会

-MRC 干细胞研究所的 Joo-Hyeon Lee 合作。Lee 利用它们培养肺部类器官或“微型肺部

（mini-lung）”。 

这些未标记的健康肺细胞形成的微型肺部主要由肺泡上皮细胞组成。相比之下，取自

肿瘤微环境的经过标记的细胞出乎意料地形成具有更广泛细胞类型的微型肺部。 

Lee 解释道，“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从邻近癌细胞获取蛋白的细胞获得了干细胞

样特征。它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成为不同的细胞类型。这证实了癌症对它的邻近细胞

的强大影响，使得它们易于发生变化。” 

这些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方法将被其他科学家所采用，以获得对癌症引发的局部变化

的更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有助于癌症生存、扩散和对治疗产生抵抗性。 

这种方法的潜在应用并不局限于癌症---类似的方法可以让科学家们研究体内不同细胞

类型之间的相互作用。 

原文出处：1.Luigi Ombrato et al. Metastatic-niche labelling reveals parenchymal cells with 

stem features. Nature, 2019, doi:10.1038/s41586-019-1487-6.2.Cancer cells 'corrupt' their healthy 

neighbors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19-08-cancer-cells-corrupt-healthy-neighbors.html 

4、Cell Rep：揭示抗病毒免疫新机制 有望帮助开发出更好的疫苗来抵御多种

感染性疾病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ell Report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澳大利亚沃尔特与伊丽

莎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一种特殊的分子开关，其或会影响机体对病毒感染

所产生的免疫反应，以及机体是否会产生特殊抗体。研究者表示，免疫系统或会通过不同

的通路来保护机体抵御不同病毒的感染，相关研究有望帮助研究者制定新策略开发新型疫

苗来抵御此前难以预防的病毒感染。 

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包括多种复杂的细胞和信号分子网络，其能产生抵御感染的多种

反应，研究者 Sheikh 表示，T 细胞对于协调特殊免疫反应非常关键，其能招募其它细胞并

指挥其对不同微生物产生免疫反应，比如细菌、真菌或病毒等。我们都知道，蛋白质 T-bet

对于许多免疫细胞的功能都非常重要，同时研究者也想通过研究理解其在一系列免疫 T 细

胞中扮演的关键角色，T 细胞能够帮助机体形成保护性的抗体。 

抗体是一种长寿蛋白质，其通常在机体感染后产生；抗体能与其它蛋白质特异性结合

（比如微生物表面的蛋白质），对于保护机体抵御相同病原体再次感染至关重要，而疫苗

则是通过刺激机体产生对特殊感染性疾病的抗体来发挥作用。研究者发现，T-bet 或许就是

一种必要的开关，其能促进 T 细胞刺激抗体产生从而对病毒感染产生反应，T 细胞中 T-bet

的水平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病毒进入机体的方式以及在初期阶段其诱发机体产生

炎症的水平，随后其就会影响机体对病毒的免疫反应。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487-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487-6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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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结果结局了科学界长期存在的一种争议，即免疫系统如何有效区分不同的病

毒感染以及机体免疫反应，文章中，研究者对比了 T-bet 开关在机体对两种病毒免疫反应中

的关键角色，包括流感病毒和淋巴细胞性脉络丛脑膜炎病毒(LCMV)，LCMV 会诱发脑膜炎。

这些病毒会激活机体中相似免疫细胞的反应，然而研究者却鉴别出了机体反应中特殊的改

变，这或许就会帮助产生不同水平的保护性抗体，T-bet 对于衡量机体遭遇病毒感染时产生

的抗体水平至关重要。 

本文研究结果或能帮助开发抵御多种病毒感染的新型疫苗策略；目前抵御多种感染性

疾病的疫苗都依赖于强大且长寿抗体的产生，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控制机体应对感染时抗体

产生水平的分子机制，我们或许就能够开发出新型疫苗来刺激机体保护性抗体的产生。 

原文出处：Amania A. Sheikh et al, Context-Dependent Role for T-bet in T Follicular Helper 

Differentiation and Germinal Center Function following Viral Infection, Cell Reports (2019). 

DOI:10.1016/j.celrep.2019.07.034 

5、Nat Genet：新发现！科学家鉴别出诱发遗传性胰腺癌风险的基因突变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Genetic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美国 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对一组极易患癌的家庭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鉴别出了一种

罕见的遗传性基因突变，其或会明显增加个体在一生中患胰腺癌和其它癌症的风险。识别

出这种此前未知的突变或能帮助研究人员对这种较强胰腺癌家族史的个体进行常规检测，

从而确定其是否携带有这种突变（RABL3 基因），如果确定是的话，研究人员或许就能在

疾病早期对患者进行筛查。 

目前有研究证据表明，通过筛查高风险个体来发现胰腺癌或能改善患者的预后，此外，

患者的亲属也能够选择进行检测来排除其机体是否也携带有 RABL3 基因突变。大约 10%

的胰腺癌都有一定的家族模式，尽管目前研究人员鉴别出了一部分基因突变，然而在大多

数情况下，致病性的基因缺陷并不为人所知，一种促进个体易患胰腺癌的遗传性突变就会

发生在 BRCA2 上，该基因会引发某些乳腺癌和卵巢癌。研究者所鉴别出的 RABL3 基因的

突变会增加个体在其一生中患癌的风险。 

研究者表示，因为疗法有限，胰腺癌让研究人员非常头疼，而家族性的胰腺癌又是一

种遗传性基因突变引发一个家族内多个病例的疾病，深入研究家族性胰腺癌或有望帮助研

究人员开发出新型预防性策略和疗法。相比促进细胞恶性病变的体细胞基因突变而言，

RABL3 是一种癌症易感基因突变，个体出生时就会携带该基因突变，而且突变还会增加个

体在一生中患癌症的风险；尤其是，RABL3 突变会加速细胞内已知胰腺癌蛋白 KRAS 的运

动，这种改变会促进 KRAS 在细胞膜中的布局，并诱发一系列促进细胞癌变生长的事件发生。 

由于 KRAS 的活性会在大部分胰腺癌中发生改变，因此持续研究 RABL3 突变对 KRAS

活性的影响或许能够帮助研究人员阐明胰腺癌发生的机制并开发出新型靶向性疗法。研究

https://www.cell.com/cell-reports/fulltext/S2211-1247(19)30931-3?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2211124719309313%3Fshowall%3Dtrue
https://www.cell.com/cell-reports/fulltext/S2211-1247(19)30931-3?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2211124719309313%3Fshowall%3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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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强调，RABL3 突变在一般人群中非常罕见，但对其进行检测（RABL3 的其它突变）或

能揭示其他未解决的遗传性癌症综合征家族人群的遗传倾向。在家族人群中鉴别出特殊突

变或能帮助指导其亲属进行相应的胰腺癌筛查。 

最后研究者 Nissim 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针对这种特定基因突变的测试手段，但后期

研究人员将会开发出针对这种基因突变的测试技术；而且针对该突变进行检测将会被推荐

给有较强胰腺癌风险家族史的人群中。 

原文出处：Sahar Nissim, Ignaty Leshchiner, Joseph D. Mancias, et al. Mutations in RABL3 

alter KRAS prenylation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hereditary pancreatic cancer， Nature Genetics 

(2019). DOI：10.1038/s41588-019-0475-y 

6、JCO：新型疗法组合有望显著改善胰腺癌患者的存活率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密歇根

大学 Rogel 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通过进行一项临床试验发现，一种新型药物或有望帮

助治疗胰腺癌。 

在 1 期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对一种名为 AZD1775 的抑制剂进行了研究，其能够阻断

Wee1 酶类的活性，而 Wee1 在 DNA 损伤修复过程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这项试验建

立在科学家们近 20 年的研究基础上，研究人员重点研究改善胰腺癌的新型疗法，目前胰腺

癌的治疗并不合适于利用手术进行。 

放疗和化疗药物吉西他滨能够通过诱发细胞 DNA 损伤来发挥作用，这两种疗法均能治

疗胰腺癌，胰腺癌细胞拥有一种能够修复细胞损伤的方法，这或许常常会限制疗法的治疗

效用；研究者 Meredith Morgan 博士表示，我们发现，AZD1775 能够抑制胰腺癌保护自身

细胞抵御放疗和吉西他滨的效应，同时并不会影响正常的细胞。 

研究者Kyle Cuneo说道，如果我们能够促使胰腺癌细胞中的DNA 损伤反应失效的话，

或许就能够消除癌细胞对疗法的耐受性，并使得癌细胞对放疗和化疗的效应变得敏感。文

章中，研究人员招募了 34 名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患者进行研究，让这些患者接受 AZD1775

以及放疗和吉西他滨进行治疗，研究者想要通过研究确定在疗法组合中抑制剂 AZD1775 的

最大耐受剂量，他们发现，上述疗法组合的治疗效果要比预期患者的总体存活率要好一些。 

胰腺癌尤其容易扩散到机体远端部位，这就是为何胰腺癌患者 5 年存活率仅为 9%的原

因。研究者指出，如果我们要治愈胰腺癌，我们就需要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全身治疗和局部

治疗，研究数据表明，AZD1775 就能够做到这两点。本文研究中，患者的中位存活期平均

为 22 个月，疾病无进展时间平均为 9 个月，此前一项在一组相似患者中使用吉西他滨治疗

的研究结果表明，患者的总体存活期为 12-14 个月。 

最后研究者表示，将 AZD1775 加入到放疗治疗和吉西他滨治疗中就能够让患者机体产

生较好的耐受性，研究结果令人鼓舞；后期研究人员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来证实这

种药物组合在治疗胰腺癌中的效果。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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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Kyle C. Cuneo, MD1; Meredith A. Morgan, PhD1; Vaibhav Sahai, MBBS, MS1; 

et al. Dose Escalation Trial of the Wee1 Inhibitor Adavosertib (AZD1775) in Combination With 

Gemcitabine and Radiation for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19). DOI:10.1200/JCO.19.00730 

7、多模 PET 成像为临床前肿瘤学提供新见解 

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可获得使用放射性示踪剂的三维（3D）功能成像，

显示出动物和人体模型内生物分子活动的空间分布。为患者提供更个性化的癌症治疗的需

求，正推动着临床前 PET 肿瘤研究的发展。众多的肿瘤类型及其对不同治疗手段的反应不

一，使得对有效治疗癌症方法的探求变得极具挑战。 

PET 等非侵入性体内成像技术实现了癌症相关过程的实时可视化，研究人员因此能更

好地了解肿瘤演进的过程。通过与磁共振成像（MRI）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等其它成

像方式组合，在同一个实验中可以得到结构和功能成像。 

整合功能和解剖学信息 

PET/CT、PET/MR 和 PET/SPECT/CT 等多模系统，能够提供放射性示踪剂、骨和软组

织的定量三维断层图像，进一步深化对癌症生物学和治疗的认识。由于 PET/CT 简单易用、

吞吐能力高、在骨、肺应用中的分辨率高，因而成为肿瘤研究中很有价值的工具。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已被广泛用于癌症治疗学和肿瘤生物学研究，以及示踪剂的开发。 

虽然 PET/MR 在临床前成像中的应用尚欠成熟，但由于其无电离辐射成像能力及其多

参数成像的潜力，在肿瘤学中赢得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另一项主要优势是其出色的解剖软

组织对比度，在检测肿瘤边缘、评估示踪剂在肿瘤个体中的分布具有非同凡响的能力。 

肿瘤生物学分析 

临床前体内成像法有助于扩展对肿瘤形态、演进和生物标志物表达的认识。通过对静

脉注射的放射性示踪剂（一种放射性同位素，最常见的为氟-18，即 18F，附着到以特定分

子或代谢途径为目标的分子探针上）进行成像，PET 可提供有关受体、能量代谢和其它肿

瘤生物标志物表达的信息，并监测肿瘤细胞对它的吸收。肿瘤细胞的一项关键特征是代谢

率高，18F-氟脱氧葡萄糖（18F-FDG）常被用作放射性标记的葡萄糖类似物示踪剂来分析

肿瘤中的葡萄糖摄取、跟踪其演进并监测其攻击性。 

“常规”PET 示踪剂，如 18F-FDG 或 18F-氟胸苷（FLT），被认为是肿瘤监测，包括变

异的代谢和缺氧、增殖和转移在内的黄金标准和普适生物标志物。更具特异性的 PET 试剂

能够针对某种分子或基因产物的表达，并有望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和评估肿瘤生物学

和治疗反应。 

例如，近年来，PET 放射性药物镓-68 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68GA-PSMA）彻底改变

了前列腺癌成像。在细胞膜中发现的 PSMA 在前列腺、特别是前列腺癌细胞中的充分表达，

使 68GA-PSMA 在成像中非常有效。该示踪剂具有使用 68GA 的额外优势，其生产成本相

https://ascopubs.org/doi/10.1200/JCO.19.00730
https://ascopubs.org/doi/10.1200/JCO.19.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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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低。 

免疫肿瘤学方面的进展 

影像学与对癌症基因组学和分子病理学发展的深入理解相结合，是实现个性化癌症治

疗的关键因素。为患者提供更精确的癌症治疗这一目标，因肿瘤间和肿瘤内的异质性而变

得更为复杂。从单纯的解剖成像到 PET 分子成像的迈进，让研究人员实现了肿瘤异质性的

可视化，这在治疗癌症时尤为重要。PET 成像与基因组学分析相结合，可以显示特定生化

过程中的药物诱导变化，并可提供对药物靶向介入或肿瘤表型变化的洞察。 

开发新的成像生物标志物 

由 Gabriela Kramer-Marek 博士领导的伦敦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专注于成像生物标志

物的开发和表征，以指导个体患者的癌症治疗管理。该研究小组正在研究预测性成像生物

标志物、有助于评估药物耐药性以及肿瘤对药物的反应的生物标志物，并把重点放在关注

针对表皮生长因子酪氨酸激酶受体（EGFR）家族受体的治疗剂的开发上。在许多人类恶性

肿瘤中已经发现人类 EGFR 受体（HER）的过度表达，并促进了靶向特异性药物的开发，

其中一些药物目前正在常规临床实践中，其它一些则正在临床试验中。 

该小组的目标是开发 HER 特异性分子成像探针，以指导创新的治疗计划，并迅速识别

潜在的反应者。Affibody® 分子已被放射性标记用于 PET 和 SPECT 成像，以解决有关传统

抗体的挑战，例如分子尺寸大、清除慢，以及与小分子探针相关受体的快速分离。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Kramer-Marek 博士的研究小组使用 EGFR 特异性放射配体来测

量小鼠体内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的 EGFR 表达，目的是确定预测性生物标记物，

以便对患者进行分层治疗[1]。西妥昔单抗是目前唯一获准进行 HNSCC 治疗的抗 EGFR 单

克隆抗体（mAb），同时监测、评估药物疗效以及任何由西妥昔单抗介导的受体表达变化

的能力，以增进了解合适的抗 EGFR 抗体剂量。 

研究小组使用放射性标记的 Affibody® 分子（ZEGFR:03115）对 EGFR 表达的差异进

行非侵入性测量，使用叠氮铵-89（89Zr)）标记的结合物评估不同时间点的肿瘤与器官比率，

并用一种18F标记类似物测量体内对西妥昔单抗治疗的反应。为了评价89Zr-去甲氧胺（DFO）

-ZEGFR:03115是否能区分不同EGFR表达水平的肿瘤，携带CAL27（EGFR +++）、Detroit562

（EGFR ++）和 MCF7（EGFR +）异种移植物的小鼠接受了放射性示踪剂，并在注射后 3

小时进行 PET/CT 成像（Albira PET/SPECT/CT，Bruker BioSpin）。定量 PET 成像数据表

明，放射性结合物积累的最高水平出现在 CAL27 肿瘤中（图 1），它与通过蛋白免疫印迹

和 IHC 染色在体外测量的受体表达相关。 

为了监测对西妥昔单抗的反应，对患有 HN5 肿瘤（EGFR ++++）的小鼠静脉注射 18F-

氟化铝（AlF）-NOTA-ZEGFR:03115，研究小组观察到，西妥昔单抗治疗组小鼠的摄取量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HN5 肿瘤。（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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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具有不同 EGFR 表达的异种移植物中的放射性共轭摄取。注射 3 小时后采集的

典型全身矢状位 PET/CT 图像，本项研究最初发表于 JNM。Burley 等，J Nucl Med. 2019; 60: 

353-361. © SNMMI 

 

图 2：注射 1 小时后进行的 18F-AlF-NOTA-ZEGFR:03115 摄取量评估。接受或未接受

西妥昔单抗治疗的患 HN5 肿瘤小鼠的典型矢状全身 PET/CT 图像（如图所示）。 

本项研究最初发表于 JNM。Burley 等，J Nucl Med. 2019;60:353-361. © SNMMI 

以上结果加上治疗期间肿瘤体积的微小变化，突出了将 EGFR 成像作为根据受体水平

评估西妥昔单抗疗效的工具的潜力。与单纯依靠解剖成像不同的是，它还能为临床提供图

像引导的治疗策略。 

未来的临床前肿瘤学 

多模 PET 技术的不断发展将继续推动临床前肿瘤研究。PET、PET/MR、PET/CT 和

PET/SPECT/CT 在示踪剂开发、治疗监测和肿瘤生物学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有望推动

癌症的治疗方式朝着个性化医学方法迈进。随着市场上先进的 PET 成像系统的出现，免疫

肿瘤学变得日益重要。如癌症研究所进行的、通过使用 Affibody® 分子作为新的 PET 试剂

来靶向肿瘤演进中的特定分子途径的前沿研究，使该领域向个性化治疗又迈进了一步。这

些研究对于实现优化癌症治疗和患者护理的最终目标至关重要。 

原文出处:Burley TA, Pieve CD, Martins CD, Ciobota DM, Allott L, O WJG, Harrington KJ, 

Smith G and Kramer-Marek G (2019) Affibody-Based PET Imaging to Guide EGFR-Targeted 

Cancer Therapy in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ncer Models, J Nucl Med, 60:35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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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AMA Network Open：突破！新型人工智能系统或能优于临床医生对乳腺

癌进行准确诊断！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JAMA Network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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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系统，其或能够帮助病理学家更准确地读取活

组织检查结果及更好地检测并诊断乳腺癌。这种新型系统能帮助解释医学成像结果从而用

于诊断乳腺癌（人眼无法有效区分），其几乎能够像一名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一样对乳腺

癌进行准确诊断。 

 

图片来源：en.wikipedia.org 

研究者 Joann Elmore 表示，从一开始就得到正确的诊断结果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

够帮助我们对患者进行最有效地诊断和治疗；2015 年研究人员发现，病理学家对乳腺癌活

组织检查结果的解释存在很多不一致的想法，而且每年有数百万女性都会接受乳腺活组织

检查手术；早期研究结果表明，每 6 名原位导管癌（一种非侵入性的乳腺癌）的女性中就

有 1 名会出现错误诊断，而且大约一半的乳腺异型性活组织检查病例（与高风险乳腺癌相

关的异常细胞）都会被给出错误的诊断。 

研究者指出，乳腺活组织检查的医学图像中包含大量复杂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解

释可能会带有大量的主观色彩，将乳腺异型性与导管原位癌进行有效区分在临床治疗上非

常重要，但对于病理学家而言却非常有挑战性，有时候，当临床医生在一年之后看到同样

的病例时，甚至会推翻之前自己的诊断结果。人工智能或许能通过绘制大量的数据集来提

供持续的较为准确的阅读结果，该系统能够有效识别与癌症相关样本的模式，这一点人类

通过肉眼似乎是无法有效区分的。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 240 份乳腺活组织样本图像输入到电脑中，随后进行训练使

其能够识别与多种类型乳腺病灶相关的模式，这些乳腺病灶包括良性病变、异型性、导管

原位癌（DCIS）或侵袭性乳腺癌等，此外，每幅图片的正确诊断需要三位病理学专家的共

同商讨才能决定。为了检测这套新型人工智能系统，研究人员将其阅读的结果与 87 名美国

http://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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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理学家独立的诊断结果进行对比，在区分癌症和非癌症病例方面，人工智能与人类

医生几乎一样出色，在区分 DCIS 和异型性上人工智能优于临床医生，异型性被认为是乳

腺癌诊断中临床医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种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准确确定扫描所展示的

DCIS 或异型性是否比临床医生更为频繁，其灵敏度在 0.88-0.89 之间，而病理学家的平均

灵敏度仅为 0.70，较高的灵敏度得分提示诊断和分类的可能性越大。研究者 Elmore 表示，

本文研究结果鼓舞人心，目前美国临床病理学家对非典型增生（异型性）和导管原位癌的

诊断准确率较低，而基于计算机的自动诊断方法或许能够展现出良好的前景，后期研究人

员还将深入研究来训练该系统对黑色素瘤进行更加准确地诊断，相关研究由 NIH 癌症研究

所提供资助。 

原文出处：Ezgi Mercan, Sachin Mehta, Jamen Bartlett, et al. Assessment of Machine 

Learning of Breast Pathology Structures for Automated Differentiation of Breast Cancer and 

High-Risk Proliferative Lesions. JAMA Network Open, 2019; 2 (8): e198777 DOI:10.1001/ 

jamanetworkopen.2019.8777 

9、PNAS：“一滴血”就能区分癌症病人？加州大学团队带来微量测序新突破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如果有一种方法，不需要去医院做麻烦的检查，就可以知道

自己的生理状况，无疑将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多年以前，类似的设想曾在硅谷

掀起浪潮。但由于技术尚未取得突破，一些有“独角兽”美誉的公司也最终没能将这一设想

变为现实，最终黯然离场。 

如今，我们终于看到了技术突破的曙光。今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支联合团

队开发出了一种“微量体液测序技术”（简称 SILVER-seq），通过不到一滴血液，就可以将乳

腺癌患者与健康人区分开来。这项研究刚刚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

上，通讯作者为钟声教授、H.Irene Su 教授、以及美国四院院士钱煦教授。 

这项技术属于“液体活检”的一种。顾名思义，这是通过血液等“液体”，对人体进行“检

查”的一种技术。在癌症检查方面，它可以寻找到血液里头来自肿瘤细胞的 DNA 片段。不

过在这项研究里，科学家们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技术——它能够检测血清里的“游离 RNA”

（exRNA），这包括了小RNA（miRNA），信使RNA（mRNA），以及长链非编码RNA（lncRNA）。

它们大部分来自健康的血细胞，但如果人的身上出现了肿瘤，那么这些 RNA 也可能来自肿

瘤细胞那么，要怎样才能找到来自肿瘤细胞的蛛丝马迹呢？这就要涉及到具体技术的开发

了。在这项研究里，科学家们对常规的做法进行了优化和调整。通常来看，为了分析血液

里的游离 RNA，过去我们势必要对这些 RNA 先进行纯化，而这会让样本“损失惨重”。经

过改良后，研究人员们突破了这个瓶颈。现在，只需要 5-7 微升的血清，就可以完成检测，

这个量比一滴血（约 30 微升）还要少得多！那么，这种检测的“实战能力”究竟怎么样呢？

研究中，科学家们用 150 多份血清样本来做检验。这些血清大部分来自一项乳腺癌研究项

目，受检者的年龄从 18 岁到 48 岁不等，另有一些是作为对照的男性血清样本。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e-tian831892.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networkopen/fullarticle/2747694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networkopen/fullarticle/2747694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networkopen/fullarticle/274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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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结果堪称惊艳！即便检测的样本量极低，但在新型技术的助力下，只需要不到“一

滴血”，我们就能通过 RNA 的表达水平来分析出受检者的性别和实际年龄。此外，研究人

员们还可以区分出哪些样本来自癌症患者，甚至能够区分患者在化疗后的 5 年内是否有复发。 

“这项技术能够从微量血液中检测游离 RNA，有极高的敏感性和可重复性，”钟声教授

在点评中说道：“我们发现血液里的游离 RNA 可以确切反映个人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这项新技术能从几微升的人类血清中检测细胞外的 RNA，”H.Irene Su 教授补充道：“结

果显示我们能够区分来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乳腺癌状态的样本。该技术有望使用

非侵入性筛查技术来监测人类疾病。” 

“这些临床数据为用一滴血做体检，疾病筛查及监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钱煦教授总

结道。 

在研究的最后，科学家们指出，目前的结果虽然令人振奋，但这项技术还需要更多样

本的验证。如果样本数量可以更大，研究人员相信，根据 RNA 的表达变化，还可能进一步

区分 HER-2 阳性、三阴性等不同类型的乳腺癌。 

我们期待这项技术能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顺利走入临床。或许在将来的某一

天，我们只需在指尖采一滴血，就能简便地了解自己的生理状况，在疾病的最早期进行干

预和治疗。 

原文出处：Zixu Zhou, Qiuyang Wu, Zhangming Yan, et al. (2019) Extracellular RNA in a 

single droplet of human serum reflects physiologic and disease states. PNAS. DOI: 10.1073 

/pnas.1908252116 

10、Sci Transl Med：科学家鉴别出与阿尔兹海默病发病风险相关的关键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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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一对基因或会影响晚发和早发性阿尔兹

海默病的风险。迄今为止，大多数与阿尔兹海默病发生相关的基因都影响着传递信息的神

经元细胞的功能，其能促使大脑不同区域彼此之间互相沟通交流，但这种新鉴别出的基因

能够影响一类完全不同的细胞群体，即大脑中的免疫细胞，相关研究结果或为研究者提供

了一种新型靶点，并能帮助开发减缓阿尔兹海默病开端的新型策略。 

MS4A4A 和 TREM2 基因能在小胶质细胞（大脑中的免疫细胞）中发挥作用，其能通

过改变 TREM2 的水平来影响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TREM2 是一种特殊蛋白质，其能帮助

小胶质细胞清除过量的阿尔兹海默病淀粉样蛋白和 tau 蛋白。研究者 Carlos Cruchaga 教授

说道，本文研究结果或能帮助开发新型治疗策略，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脑脊髓液中 TREM2

蛋白的水平，我们或许就能够保护个体抵御阿尔兹海默病或减缓疾病的进展。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测定了 813 名个体脑脊髓液中可溶性 TREM2 蛋白的水平，其中

大部分参与者年龄在 55-90 岁之间，这些参与者中 172 人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169 人认知

正常，另外 183 人患有早期轻度认知损伤；研究者分析了参与者的 DNA，并进行基因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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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性研究来寻找能够影响脑脊髓液中 TREM2 水平的特殊基因组区域。尽管 TREM2 突变仅

存在于一小部分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中，该基因此前发现与该病发生直接相关，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排除了携带风险突变的人群，MS4A4A 基因的常见突变也与阿尔兹海默病发生相

关，研究者将其纳入本文研究中。 

 

图片来源：Fabia Filipello and Dennis Oakley 

研究者 Celeste Karch 说道，TREM2 的风险突变通常存在于阿尔兹海默病或轻度认知损

伤的个体中（相比认知正常的人群），本文研究的参与者中大约 30%的个体都携带有

MS4A4A 基因的突变，该基因会影响个体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有些突变能够保护人群

免于阿尔兹海默病的影响，而另一些基因则会增加个体患病的风险。研究者指出，与人群

患阿尔兹海默病风险增加相关的 MS4A4A 基因簇的突变或许与较低水平的可溶性 TREM2

蛋白直接相关，而与脑脊髓液中较高 TREM2 水平相关的其它突变似乎能够保护机体抵御

阿尔兹海默病。 

研究者发现，脑脊髓液中高水平的可溶性 TREM2 似乎具有保护效应，低水平的 TREM2

蛋白则会增加个体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而其它蛋白不管水平高低均与 MS4A4A 基因的

突变直接相关。在过去几年里，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 TREM2，同时也深入分析了大脑免疫

细胞在阿尔兹海默病中的角色，本文研究结果或能为研究人员开发新型策略提供思路，研

究人员不仅会关注神经元，还会关注小胶质细胞如何参与帮助清理大脑中的损伤蛋白，比

如与阿尔兹海默病发生相关的 β 淀粉样蛋白和 tau 蛋白等。 

研究者 Laura Piccio 说道，这些基因突变体或许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发生过程中扮演着

关键角色，通过将实验室研究结果与大规模的遗传和脑脊髓液分析相结合，研究人员就能

够提供强大的证据来证实 TREM2 与 MS4A 基因簇蛋白之间的生物性关联，这些都与阿尔

兹海默病发生直接相关，目前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在小胶质细胞中阐明一种特殊的分子通路，

其不仅对于阿尔兹海默病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中枢神经系统中其它神经变性疾病和炎性疾

病也非常重要。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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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Yuetiva Deming, Fabia Filipello, Francesca Cignarella, et al,. The MS4A gene 

cluster is a key modulator of soluble TREM2 and Alzheimer’s disease risk,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14 Aug 2019, doi:10.1126/scitranslmed.aau2291 

11、《柳叶刀》:超 10 万人大样本研究发现，MHT 增加乳腺癌风险！ 

近年来，MHT(绝经后激素治疗)与乳腺癌之间关系的研究愈来愈多，关于其对乳腺癌

的风险一直众说纷纭，尚未定论，诸多围绝经期女性提及 MHT 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恐慌的

心态。有研究指出，雌激素与某些合成孕激素联合应用 5 年以上增加乳腺癌风险，但单用

雌激素者风险不升高，雌激素与天然或接近天然孕激素联合应用可能也不增加乳腺癌风险。 

近日，来自全世界的 10 万多名乳腺癌患者通过 58 项流行病学研究随访 10 多年的数据

发现，除了局部阴道用雌激素，所有类型的 MHT 都与乳腺癌的风险增加有关，不仅如此，

在停药 10 多年后，乳腺癌风险持续存在。相关文章以“Type and timing of 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d breast cancer risk: individual participant meta-analysis of the worldwide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为题在线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至此，MHT 与乳腺癌风险的

关系终于盖棺定论。 

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是每名女性生命周期中必不可少的阶段，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

愈来愈多的女性有着延缓绝经的诉求。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竭，伴随卵巢功能的衰退，

女性会出现多种绝经相关症状、组织萎缩退化和代谢功能紊乱，导致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

而绝经激素治疗（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MHT）从 20 世纪 40 年代问世以来，至今

已有 70 余年历史。其对绝经症状的缓解效果更是毋庸置疑的。科学家们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在于 MHT 的风险，其中关于乳腺癌的风险在最近的 10 余年更让其成为众矢之的。 

目前，在西方国家有大约 1200 万名 MHT 使用者，以前对全世界证据的荟萃分析发现，

目前 MHT 使用者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了，但关于不同类型的 MHT 的影响或 MHT 停止使

用后的长期乳腺癌风险的资料不足。 

为了彻底弄清楚 MHT 对乳腺癌的影响，在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将 1992 年至 2018

年期间记录 MHT 使用情况的所有的前瞻性研究资料汇总起来，并重新进行分析，然后随

访监测乳腺癌的发病率，他们发现，有超过 10 万名女性在 65 岁左右患上了乳腺癌。 

随后，他们对参与者使用的 MHT 的类型、使用期限及绝经年龄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在前瞻性研究中，有一半的女性曾使用过 MHT，她们的绝经平均年龄为 50 岁，开始 MHT

治疗的平均年龄也是 50 岁，而使用 MHT 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10 年。 

在西方国家，从未使用过 MHT 的女性，在 50 岁至 69 岁之间患乳腺癌的平均风险为

每 100 名妇女 6.3 人（即在 50 至 69 岁的 20 年中，从未使用过 MHT 的妇女中大约有 63 人

患乳腺癌）。 

而从 50 岁开始使用三种主要类型 MHT 的女性，从 50 岁到 69 岁患乳腺癌的风险将从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11/505/eaau2291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11/505/eaau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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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0 人中有 6.3 人增加到： 

-在雌激素加每日孕激素服用者中，每 100 人有 8. 3 人(每 1000 名使用者中就有 83 人患

乳腺癌）； 

-在雌激素加间歇性孕激素使用者中，每 100 人有 7. 7 （即每 1000 个用户中有 77 人患

乳腺癌）； 

-在仅使用雌激素的用户中，每 100 人中有 6.8 人（即每 1000 人中有 68 人患乳腺癌），

绝对增加到每 100 人中有 0.5 人（每 200 人中有一人）。 

不难发现，使用雌激素-孕激素治疗的风险比只使用雌激素激素治疗的风险更高。对于

雌-孕激素治疗，如果每天而不是间歇性地孕激素治疗（例如，每月 10-14 天），风险更大。 

进一步分析发现，使用 MHT10 年相比使用 5 年的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大约是

前者的两倍，即便停止使用 10 年，乳腺癌风险依然增加。而在使用任何形式的 MHT 不到

一年后，乳腺癌风险都不大。 

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英国牛津大学的瓦莱丽·贝拉尔教授表示：“我们的新发现表

明，即使在停服绝经期激素治疗后，乳腺癌风险仍在增加。以前关于绝经期激素治疗相关

风险的估计，随着激素使用停止后持续风险的增加，估计值相比之前大约增加了一倍。” 

总之，使用 MHT 与雌激素受体阳性（ER+）乳腺癌的关系比与其他类型的乳腺癌（激

素因素主要影响 ER+乳腺癌）有更密切的关系。ER+乳腺癌的风险增加是与 MHT 相关的过

度乳腺癌风险的主要原因。 

然而，现有流行病学证据的一个局限性是，对于长期使用过 MHT 的妇女，仍然

没有足够的信息，并且很多女性在 15 年前就停止使用了。此外，他们没有收集关于

乳腺癌死亡率的资料，尽管有证据表明乳腺癌死亡率的结果与发病率的结果相同。  

准确估计 MHT 增加的乳腺癌风险是很重要的。小于 60 岁或绝经 10 年内。MHT

的选择是根据个体情况而定的，考虑因素有生活质量、健康优先以及个体风险因素如

年龄、绝经时间以及发生 VTE、卒中、缺血性心脏病和乳腺癌的风险。在没有明确性

激素适应证时不建议使用 MHT。MHT 的使用药物类型和给药途径应与治疗目标、患

者个人意愿以及安全问题一致，且应该个体化。  

原文出处：Secretariat Type and timing of 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d breast 

cancer risk: individual participant meta-analysis of the worldwide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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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转让声明（可以在论文接受后追加）。 

以上材料不要用订书钉固定，以免途中因订书钉移动而损坏稿件；但可以用大型曲别

针固定，照片可以在信封中夹硬纸片保护。 

2）稿件邮寄。邮寄稿件应注意：正确的投稿地址及收稿人。有的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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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稿件形式曾经是 SCI 论文投稿的近乎唯一的方式，现在采用这种方式接受来稿的

SCI 期刊越来越少了。 

（2）电子邮件形式。电子邮件形式，即作者将 SCI 论文 Email 给编辑部。现在有许多

SCI 期刊已经告别了邮寄和电子邮件的时代，开始只受理网上投稿。某些期刊仅允许一些

没有图表的短文、特邀论文（review、book chapter）或“给编辑的信”通过 Email 投稿。几乎

所有的 SCI 期刊均不接受 Fax 投稿。 

（3）网上投稿。网上投稿（online submission）方式速度更快，而且稿件不会丢失。

目前网上投稿是主要投稿方式。网上投稿常需要作者在线（Online）注册。一旦作者在网

上登记注册投稿，每个主要步骤都有记录，很受 SCI 期刊作者的欢迎。 

1）网上注册（online registration），也称为作者注册。注册时要把自己的姓名、单位、

联系地址，包括电话、传真和电子邮箱等登记得准确无误。注册成功后，作者会收到 E-mail

回执。 

2）按部就班地输入论文的各个主要部分，如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图表

等。在输入每个部分的时候，要通读该部分的有关要求，再次确认自己输入的文件是否符

合要求。这听起来并不难，但实际上作者在这方面的疏忽却很多。 

3）确认每个部分输入的完整性。有些作者在输入文件时过于匆忙，10 个图只输入一

半，这样的稿件即使到了编辑部也不能送审，只能返回作者补漏。如果审校员一时疏忽或

主编没有察觉，将有缺欠的文章发出送审，则审稿人因为缺图，不能正常审阅文章。这样

造成的麻烦所耽误的时间会更多。 

4）输入文件完毕后，也就是所有的部分成功输入后，不要忘了点击投稿发送键

（【Sending】或【Submitting】）。否则，稿件只会存储在作者自己的文件夹中，而不是

发到编辑部的文件夹里。论文提交成功后，作者会收到 Email 回执。 

同时，网上会自动生成论文提交成功后的信息。打印保存。 

目前，许多 SCI 期刊网上投稿，需把文件由一种存储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存储形式，如

Word 文件变成 PDF 文件。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计算机屏幕上会呈停滞状态，看上去好像

死机了。其实不然，只需耐心等待。如果有问题，屏幕上则会出现问题预警或解决问题的

提示。如果作者不能自行解决故障或问题反复出现，作者可与出版社在线投稿支持系统的

相关部门（online submission support team）联系，求得帮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著名

出版社的网页上除附有投稿须知外，还专门设计了针对网上投稿的指导示范文件（tuition 

program）。总之，网上投稿并不难，关键是准备充分，而且在实际上机操作时按部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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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单纯求快，否则欲速则不达。 

网上投稿后，编辑部还会给你一个正式的回执和稿件编号。稿件编号可用于稿件追踪

（follow-up）。因此，要保存好。 

有些期刊（如 Nature）收到投稿时，除了会提供一个编号还会安排一位编辑，这位编

辑负责阅读论文，征询科学顾问和编辑部同事的非正式建议，并将你的投稿与本领域最近

所发表的其他论文进行比较。如果论文看起来新颖、引人注目，所描述的工作很直接又有

深远的意义，那么编辑会将论文送出去作同行评审，通常会送给两个或三个独立的专家。

然而，因为期刊只能在某一领域或次领域发表极少数的论文，因此许多论文未经同行评审

就被拒绝，即使这些论文描述的可能是可靠的科学结果。 

网上投稿通常快速并相对容易。然而，如果作者疏忽遵守期刊的要求，可能延迟或停

止发送审稿过程（the submission and peer-review process）。网上投稿常见问题有以下几个。 

（1）论文字数超过规定的要求。例如，按要求，原稿不能超过 3000 字，可有的原稿

长达 3200 字，甚至更多。 

（2）图不规范。 

·递交图文件（figure file）方式不正确。多数 SCI 期刊要求每单独图作为一个单独文件

递交，而不是把所有的图合成为一个文件再递交。 

·图的分辨率太低。应该用高分辨率的图（300 dots per inch）。 

·图的格式（format）不对。常用图的指定格式为 GIF、JPEG、TIFF。不要用非指定格

式，如 PDF、WBMP、Word、RLE 和 PowerPoint。 

·没有图解（figure legend）。 

（3）没有递交“a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利益冲突披露）。有些 SCI 期刊要求

作者在投稿的同时，要递交“a confl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 

（4）缺首页（Title page）。 

（5）缺摘要。 

（6）缺投稿信。 

（7）动物和人体实验没有被伦理委员会批准。 

（8）论文的格式不符合所投 SCI 期刊的要求。 

问题 1：在 Wiley 投一篇文章，上传的时候一直上传不上去，不知道出现什么错误。好

不容易上传上去，确认 PDF 格式的时候发现生成的 PDF 中图片不显示，排版出现了很大的

变化。可是自己生成的 PDF 是对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 

原因：网速的问题。 

问题 2：论文提交（submitted）已经 2 个月了，可是网上状态一直都是 submitted，那

是这是怎么回事？ 

原因：稿件正在审理，有时候出版社处理稿件比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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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SC：达格列净显著降低心血管死亡和心力衰竭恶化风险 

2019 年 9 月 1 日，阿斯利康公布了达格列净 III 期研究 DAPA-HF 的结果，这一研究结

果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研究结果显示，达格列净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可以显著降低心血

管死亡和心力衰竭恶化风险。 

DAPA-HF 是首个在伴或不伴 2 型糖尿病的射血分数降低心衰患者（HFrEF）中应用

SGLT2 抑制剂治疗的心衰结局研究。达格列净目前被批准用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 

2019 年 8 月公布的 topline 结果显示 DAPA-HF 达到了主要终点。今天在法国巴黎举行

的 ESC 大会上发表了 DAPA-HF 研究的详细结果显示，达格列净能显著降低心血管（CV）

死亡或心力衰竭恶化的主要复合终点发生风险 26% (p<0.0001)，且在主要复合终点的各项

组成部分都显著性降低。 

阿斯利康生物制药研发执行副总裁 Mene Pangalos 表示：“达格列净在治疗 2 型糖尿病

方面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令人兴奋的新发现提供了一些具有临床意义的新观点，

即对于伴或不伴 2 型糖尿病的患者，达格列净具有减轻心衰疾病负担的潜在作用。在本届

ESC 大会上，我们为达格列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循证体系的贡献，感到骄傲。” 

格拉斯哥大学心血管与医学科学研究中心-心血管研究中心的医学博士 John McMurray

教授指出：“很高兴达格列净在我们的试验中如此有效，它满足了我们对于心衰治疗药物可

能的全部期待，如改善症状，减少住院率和提高生存率。更重要的是，达格列净在伴或不

伴糖尿病的心力衰竭患者中，一样有效。” 

DAPA-HF 研究还对主要复合终点的各项组成部分单独进行了分析。达格列净组心力衰

竭首次恶化的发生风险下降 30%（p<0.0001），因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下降 18%

（p=0.0294）。达格列净对主要复合终点的影响，在研究的各个关键亚组中表现基本一致。 

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患者提交的堪萨斯城心肌病患者生活质量量表（KCCQ）中，达

格列净组的整体症状评分结果得到显著改善。同时，全因死亡风险亦显著降低 17% (7.9 vs 

9.5 例事件数每 100 患者-年)。 

达格列净在 DAPA-HF 研究中的安全性状况与该药物既往已确认的安全性一致。在治

疗心衰时常被关注的低血容量[7.5% vs 6.8%]和肾脏不良事件[6.5% vs 7.2%]发生率与安慰

剂相当。在两个治疗组中，严重低血糖事件[0.2％ vs 0.2％]均罕见发生。 

除此之外，达格列净在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HFpEF）患者中的 DELIVER 研究和

DETERMINE（HFrEF 和 HFpEF）研究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达格列净尚未在中国获批改

善心血管风险或肾脏风险的相关适应症，同时尚未获批在非 2 型糖尿病患者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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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关于 DAPA-HF 研究 

DAPA-HF（达格列净和预防心力衰竭不良结局的研究）是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双盲平

行研究，该研究纳入伴或不伴 2 型糖尿病的射血分数降低（LVEF≤40％）的心力衰竭患者，

旨在评估与安慰剂相比，在标准治疗基础上给予达格列净 10mg 每日一次的临床疗效。主

要复合终点包括首次出现的心力衰竭恶化（定义为因心衰住院或同等级别事件，如因心衰

紧急就诊），或心血管死亡。 

关于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HF）是一种威胁生命的疾病，表现为患病时心脏不能为整个机体泵出足够

的血液。1 全世界现患病人数约 6400 万（其中半数表现为射血分数降低）并且是一种慢性

进行性疾病，其中半数患者将在确诊后五年内死亡。2,3,4HF 的“恶性”正如男性（前列腺癌

和膀胱癌）和女性（乳腺癌）中一些最常见的癌症一样。5 它是 65 岁以上人群住院治疗的

主要原因，并且是一个重大的临床和经济负担。 

关于达格列净 

达格列净是同类首个每日口服一次的 SGLT2 抑制剂，用于 2 型糖尿病的成人患者，在

饮食和运动基础上可改善血糖控制。既可作为单药治疗，也可与盐酸二甲双胍或胰岛素联

合使用。达格列净拥有完备的临床研究计划，包括超过 35 项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 IIb / III

期研究，总共覆盖超过 35,000 名患者，以及超过 250 万患者-年的使用经验。 

关于 DapaCare 临床计划 

阿斯利康通过采用全面的、以患者为中心的疾病管理方法，解决与心血管（CV）、代

谢和肾脏疾病相关的潜在发病率、死亡率和器官损害问题。由于这些疾病的相互联系，阿

斯利康发起 DapaCare 临床计划，以探索伴或不伴 2 型糖尿病的人群中使用达格列净之后的

心血管和肾脏情况。临床计划将招募近 30,000 名患者进行随机临床试验，并得到多国真实

世界研究证据的支持。 

DapaCare 将为伴或不伴 2 型糖尿病的已确诊心血管疾病、有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和不

同阶段的肾脏疾病的人群生成数据，为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改善患者预后所需的证据。 

除了针对慢性肾病患者的 DAPA-CKD 研究，达格列净以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还发

起了 DELIVER（HFpEF）和 DETERMINE（HFrEF 和 HFpEF）研究。DapaCare 再次展现

了阿斯利康的承诺，即致力于通过科学来找寻以患者为中心的整体解决方案，来应对包含

心血管、肾脏及代谢的多危险因素。 

关于达格列净在心力衰竭领域 

阿斯利康致力于推动达格列净在治疗心衰患者方面的科学和临床成果。公司广泛的临

床计划包括多项全球 III 期临床试验（DAPA-HF，DELIVER 和 DETERMINE），重点关注

心衰领域中的重要临床问题，提供有关该疾病的全面临床证据，以解决心衰患者未被满足

的治疗需求。阿斯利康还在新科学领域不断投入和努力，致力于多种潜在心衰药物的早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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