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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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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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V 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中西医结合诊

疗推荐意见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6):1215 

2 终末期肝病临床营养指南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6):1222 

3 
中国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内科诊疗共

识意见（2018 年）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6):1231 

4 
《2019 年欧洲消化内镜学会临床实践指

南：胆总管结石的内镜治疗》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6):1237 

5 
《2019 年欧洲消化内镜学会临床实践指

南：药物性肝损伤》精粹及评析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6):1242 

6 
非一线核苷（酸）类似物经治慢性乙型

肝炎患者治疗策略调整专家共识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9.39(6):529 

7 
急性症状性骨质疏松性胸腰压缩骨折椎

体强化术临床指南 
中华创伤杂志 2019.35(6):481 

8 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中华儿科杂志 2019.57(7):501 

9 
儿童单基因糖尿病临床诊断与治疗专家

共识 
中华儿科杂志 2019.57(7):508 

10 
自建 MALDI-TOFMS 微生物鉴定数据库

专家共识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19.42(6):414 

11 生酮饮食治疗儿童癫痫性脑病循证指南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9.34(12):881 

12 胎儿生长受限专家共识（2019 版）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2019.22(6):361 

13 
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远程随访中国专

家共识 
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 2019.23(3):187 

14 儿童胰胆管合流异常临床实践专家共识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2019.40(6):481 

15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非血运重建患者抗

血小板治疗专中国家共识（2018）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9.47(6):430 

16 
β 受体阻滞剂治疗高血压的临床应用建

议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9.47(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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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 6 月 Science 期刊不得不看的亮点研究 

2019 年 6 月份即将结束了，6 月份 Science 期刊又有哪些亮点研究值得学习呢？小编对

此进行了整理，与各位分享。 

（1）Science：高脂肪饮食的危害！它减少抑制暴饮暴食的脑细胞的活性，从而导致

肥胖发生 

doi:10.1126/science.aax1184; doi:10.1126/science.aay0204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瑞典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在给小鼠喂食高脂肪饮食

后，参与抑制暴饮暴食的某些脑细胞变得不那么活跃了。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9 年 6 月

28 日的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Obesity remodels activity and transcriptional state of a lateral 

hypothalamic brake on feeding”。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描述利用过度喂养的试验用小鼠开展的

实验以及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 Stephanie Borgland 针对这项研究在

同期 Science 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Releasing the brake on eating”的评论类型的文章。 

 

大多数肥胖的人都知道，他们对高脂肪食物吃得越多，就越难以停止。在这项新的研

究中，这些研究人员可能发现了部分原因。在他们的实验中，他们在试验用小鼠的头骨上

切开了洞，并用微小的窗户堵住它们，以便使用特殊的显微镜观察大脑中的神经元。他们

随后给这些小鼠喂食高脂肪饮食，并观察它们慢慢变得肥胖。 

鉴于之前的研究已表明作为大脑一部分的外侧下丘脑（lateral hypothalamus）参与调节

饥饿，这些研究人员特别关注外侧下丘脑中的大脑活动。更具体地说，下丘脑外侧中的谷

氨酸能神经细胞参与抑制饥饿。它们的职责就是告诉小鼠吃了足够的食物。在这些细胞遭

遇功能障碍的实验中，这些小鼠变成暴食者。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在小鼠变成暴食者

的情况下，这些细胞如何在它们的“开启”状态下作出表现。 

这些研究人员报道，仅在高脂肪饮食方案持续两周后，这些小鼠中的谷氨酸能神经细

胞在自发行为期间和在给予一口糖水时均变得不那么活跃。他们进一步报道，随着这些小

鼠在 12 周的时间里摄入高脂肪脂肪，这些细胞活动的减少仍在继续。Borgland 解释道，高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40443.html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40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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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饮食消除了对暴食的天然抑制，从而导致肥胖的发生。 

（2）Science：重大突破！以前仅作为一种疾病生物标志物，如今发现 CA19-9 导致胰

腺炎和胰腺癌产生 

doi:10.1126/science.aaw3145; doi:10.1126/science.aax9341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癌症中心前博士后研究员 Dannielle Engle 近期被任命为沙克研究所

的助理教授。她研究了胰腺炎到胰腺癌的进展。鉴于一种复杂的称为 CA19-9 的糖类抗原

分子在胰腺炎和胰腺癌患者中升高，她重点关注一种潜在强大的生物标志物，即 CA19-9

产生的一种 化学结构。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Engle 和她的团队提供首个证据表明作

为胰腺炎和胰腺癌的生物标志物的 CA19-9 实际上导致胰腺炎和胰腺癌产生，这表明阻断

这种复杂的糖结构可能在治疗上阻止从从胰腺炎进展到胰腺癌。相关研究结果发表 2019 年

6 月 21 日的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he glycan CA19-9 promotes pancreatitis and 

pancreatic cancer in mice”。论文通讯作者为冷泉港实验室癌症中心主任 David Tuveson。 

在 Tuveson 实验室中，Engle 研究了胰腺癌的特性。她注意到 CA19-9，这是一种包被

着很多蛋白的复杂糖结构，但在以前并未发现具有任何特定的功能。一种酶控制人体中

CA19-9 产生的最后一步，但是这种酶在啮齿动物中不存在。Engle 培育出产生 CA19-9 的

小鼠，并且令人 吃惊地注意到这些小鼠患有严重的胰腺炎。Engle 的研究结果表明 CA19-9

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胰腺炎治疗靶点。 

在小鼠中，CA19-9 招募免疫系统来修复胰腺炎引起的损伤。Engle 发现，在这个招募

过程中，CA19-9 还可以通过释放胰腺中有害的消化酶来诱导一系列生化反应。这一系列生

化反应打开了一个引发胰腺癌产生的转化门户，而且 Engle 还证实 CA19-9 能够显著加快胰

腺瘤的生长。 

Engle 指出，“胰腺炎是胰腺癌产生所必需的，而且我们可能能够通过靶向 CA19-9 来

阻止胰腺炎患者中的这种转变。通过在动物模型中使用抗体靶向 CA19-9，我们能够降低胰

腺炎的严重程度，甚至阻止胰腺炎的发生。” 

（3）Science：重大进展！让血管周细胞放松有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doi:10.1126/science.aav9518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英

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研究人

员发现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相关

的大脑血流减少可能是由包裹在

血管周围的细胞收缩引起的。这

一发现为开发潜在地治疗这种疾

病的新方法开辟了新的方向。相

关研究结果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

在线发表在 Science 期刊上，论文

标 题 为 “Amyloid β oligomers 

constrict human capillaries in Alzheimer’s disease via signaling to pericytes”。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40364.html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40364.html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403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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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这项研究探究了包裹在毛细血管周围的细胞---周细胞（pericyte）---的作用。

周细胞具有收缩和调节血流的能力。 

这些研究人员研究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组织和经培育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症状

的小鼠中的毛细血管，结果发现它们被周细胞挤压。他们还将 β-淀粉样蛋白（它聚集在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添加到健康的大脑组织切片中，结果发现大脑组织中的毛细血

管被挤压。他们计算出这种毛细血管收缩严重到足以让血流减半，这与受阿尔茨海默病影

响的大脑部分中的血流减少相当。 

论文通讯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科学、生理学与药理学系教授 David Attwell 博士说

道，“阿尔茨海默病中的突触和神经元损伤通常归因于 β-淀粉样蛋白和 tau 蛋白在大脑中聚

集的作用。我们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 β-淀粉样蛋白通过收缩大脑中较细的血管

产生的能量供应减少会导致多大程度的损害。在临床试验中，从大脑中清除 β-淀粉样蛋白

的药物在这种疾病的相对晚期阶段没有成功地延缓智力下降。我们如今有了一种新的可以

在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的治疗方法。” 

（4）Science：肠道细菌能够分解进入人体的药物左旋多巴 

doi:10.1126/science.aau6323; doi:10.1126/science.aax8937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描述了肠道微生物组如何干扰药

物预期作用的第一个具体例子。他们专注于左旋多巴（L-dopa），这是帕金森病的主要治疗

药物，他们确定了数万亿个肠道细菌中的哪些细菌负责降解这种药物以及如何阻止这种微

生物干扰现象的发生。 

帕金森病会攻击大脑中产生多巴胺的神经细胞，如果没有这种神经细胞，身体会出现

震颤，肌肉僵硬以及平衡和协调问题。左旋多巴向大脑输送多巴胺以缓解症状。但只有大

约 1％到 5％的药物真正到达大脑。这个数字和药物的疗效因患者而异。自 20 世纪 60 年代

末引入左 旋多巴以来，研究人员已经知道，人体中的酶可以分解肠道中的左旋多巴，从而

阻止药物进入大脑。因此，制药行业引入了一种新药卡比多巴，以阻止不必要的左旋多巴

代谢情况的发生。 

Maini Rekdal 怀疑微生物可能是 L-多巴消失的原因。由于先前的研究表明抗生素可以

改善患者对左旋多巴的反应，科学家推测细菌可能是罪魁祸首。尽管如此，没有人确定哪

些细菌是“罪魁祸首”。通过使用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作为参考，Rekdal 和他的团队通过细菌

DNA 寻 找哪些肠道微生物具有编码能够分解左旋多巴的酶的基因。有几种微生物符合他

们的标准，但是仅粪肠球菌能够代谢掉所有的左旋多巴。 

通过一些列实验，该团队提供了首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粪肠球菌和这种细菌表达的酶

（PLP 依赖性酪氨酸脱羧酶或 TyrDC）与左旋多巴代谢相关联。 

（5）Science：基因编辑大牛张锋开发出新型基因编辑技术---CRISPR 相关转座酶 

doi:10.1126/science.aax9181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和美国国家卫生院（NIH）

的研究人员发现CRISPR相关的转座子可用于将定制的基因插入到DNA中而不需要切割它。

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9 年 6 月 6 日在线发表在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RNA-guided DNA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39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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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ion with CRISPR-associated transposases”。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描述了他们的新型基因

编辑技术，以及它在细菌基因组中进行测试时的效果。 

 

近年来，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因它具有治疗遗传性疾病的潜力而成为头条新闻。不幸

的是，尽管围绕这种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它仍然不适合用于人类患者。这是因为这种

技术容易出错---在切割 DNA 链时，CRISPR 有时也会进行脱靶 DNA 切割，从而导致意料

之外的不可预测的后果（有时会导致癌症）。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

方法，即将 CRISPR 与另一种蛋白结合使用，对 DNA 链进行编辑而不对它进行切割---他们

称之为 CRISPR 相关转座酶（CRISPR-associated transposase, CAST）。 

之前的研究已表明某些称为转座子的 DNA 片段，由于未知原因，能够自发地在基因组

中重新定位---因此，它们被称为跳跃基因。在它们被发现后不久，科学家们已指出它们可

能被用于基因编辑。这是这些研究人员在这项新的研究中所做的。他们将一种称为 Tn7 的

转座子与用于 CRISPR 中的Cas12 酶相结合在一起，以便对细菌基因组的一部分进行编辑。

在实践中，CRISPR 将 Tn7 转座子引导至基因组中的目标位置上---在那里，这种转座子将

自身插入基因组中而无需切割它。 

到目前为止，这项技术仍然处于原理验证阶段，但是已显示出很大的应用前景。在经

过多次测试后，它的成功率为 80%，相比之下，常规 CRISPR 的成功率仅为 1%。然而，在

此时，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否能够在非细菌有机体中发挥作用。  

（6）Science：揭示底物和抑制剂对多药转运蛋白 P-glycoprotein 的变构调节机制 

doi:10.1126/science.aav9406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范德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蛋白

泵如何区分它将细胞中排出的化学物和阻止它发挥作用的抑制剂。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

在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Mechanism of allosteric modulation of P-glycoprotein by 

transport substrates and inhibitors”。 

这种称为 P-糖蛋白（P-glycoprotein）的蛋白泵通过去除潜在有害的化学物来保护细胞，

但当这些化学物是治疗性药物时，它导致抗药性---这对癌症治疗造成了特殊的问题。这些

新发现可能指导开发更有效的抑制剂来阻止癌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抗药性。 

论文通讯作者、分子生理学与生物物理学教授 Hassane Mchaourab 博士将 P-糖蛋白描

述为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分子机器：一个燃烧 ATP 的引擎和一个为底物（一种由这种转运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39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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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移动的分子）提供通道的跨膜结构域。这种引擎使用的 ATP 能量驱动了将化学物从细

胞中移出的构象变化。 

了解底物和抑制剂稳定的 P-糖蛋白的不同构象将使得筛选更有效的抑制剂分子成为可

能。这也可能有助于科学家们理解为何现有的抑制剂在临床试验中表现不佳。 

Mchaourab 说，“P-糖蛋白是如此重要的临床靶点。如今，我们意识到抑制剂也作用于

这种引擎的不对称状态。P-糖蛋白知道它是否是空的，或者它是否通过调节不对称水平来

确定是与底物结合，还是与抑制剂结合。” 

（7）Science：新研究表明转基因真菌可快速地杀死携带疟原虫的蚊子，减少幅度为

99%以上 

doi:10.1126/science.aaw8737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疟疾影响着全世界数亿人，每年造成 40 多万人

死亡。几十年的杀虫剂使用未能控制携带疟原虫（即导致疟疾的寄生虫）的蚊子，并导致

许多蚊子品系产生杀虫剂抗药性。作为回应，科学家们开始对蚊子和其他有助于根除蚊子

的有机体进行基因改造。到目前为止，这些转基因方法都没有在实验室测试之外取得成功。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和布基纳法索的研究人员描述了首次在实验室外进行抗

击疟疾的转基因方法的试验。这项研究表明在布基纳法索的一个屏布封闭的模拟村庄的环

境中，一种天然存在的真菌在经过基因改造将一种毒素递送到蚊子中后可以将蚊子群体安

全地减 少 99％以上。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的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

为“Transgenic Metarhizium rapidly kills mosquitoes in a malaria-endemic region of Burkina 

Faso”。 

这类称为绿僵菌（Metarhizium）的真菌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病原体，它感染野外的昆虫

并慢慢杀死它们。几个世纪以来，它已被用于控制各种害虫。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这些研

究人员使用了这种真菌中的一种特异性地感染蚊子的菌株，并对它进行基因改造，从而让

它产生 一种更快地杀死蚊子的毒素。这种转基因真菌让他们的试验场所中的蚊子种群数量

在两代内减少至不可持续的水平。这种毒素是一种名为 Hybrid 的杀虫剂。它来源于澳大利

亚蓝山漏斗网蜘蛛的毒液，并已获得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批准，可直接施加于作物

上来控制农业害虫。 

接下来，这些研究人员希望在当地村庄或社区测试他们的转基因真菌。在将这种新方

法应用于一个开放的环境（比如村庄）之前，需要满足许多监管和社会基准，但是他们表

示，这项研究有助于为此类试验提供依据。 

（8）Science：揭示多种非洲啮齿动物对疼痛不敏感的分子秘密，有望开发出副作用

较小的止痛策略 

doi:10.1126/science.aau0236 

任何有烦人室友故事的人都知道困难的生活状况会在很多方面改变你。如今，想象一

下，不仅仅是吃掉你冰箱里的所有食物，这个讨厌的室友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你发生遗传变

化，让“未来的你”更能容忍其行为。这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吗？嗯，在一项新的研究

中， 来自德国、南非、坦赞尼亚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这正是一些非洲啮齿动物的情况，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39454.html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39454.html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39455.html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39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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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生活在以酸性空气、刺人的昆虫和刺激性食物来源为特征的恶劣环境中。相关研究结

果发表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的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Rapid molecular evolution of pain 

insensitivity in multiple African rodents”。论文通讯作者为马克斯-德尔布鲁克分子医学中心

感官系统生理学家 Gary Lewin 博士。 

作为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护理学院的一名行为遗传学家，Erin Young 博士（未参与这项

新的研究）研究基因和环境如何相互作用以确定发生慢性疼痛的风险。她的目标是利用这

些知识开发新疗法，以便更好地治疗疼痛而无需使用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是治疗疼痛，

特别 是急性疼痛的有力工具，但它们并不能精确地靶向特定的疼痛机制或信号。相反，阿

片类药物主要用于降低细胞传递疼痛信息的能力，而不会实际关闭这种信息本身。  

Young 对这项针对裸鼹鼠的研究感到震惊，这是因为这些有机体已对非常特定的痛苦

刺激物不敏感。这是由于基因活性和蛋白结构的细微差异，而不是由于基因的缺失或突变。 

人们越来越广泛地接受这些基因活性差异可能解释了人类疼痛敏感性和患上慢性疼痛

的风险存在个体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研究疼痛的科学家们了解这些啮齿动物中的这

些过程并将这项研究的结果应用于人类，那么它自然可能会产生安全的有效缓解疼痛的创

新方法 。 

（9）Science：从结构上揭示细胞利用 Cdc48 解折叠蛋白机制 

doi:10.1126/science.aax0486 

一个健康的细胞是一个平衡的细胞，但是对于它产生的每一个发生大量扭曲的蛋白，

它必须将这些旧的蛋白裂解。这意味着解开缠绕的椒盐卷饼状物质进行回收利用。蛋白

Cdc48 在解开这些蛋白缠绕物中起着关键作用。美国犹他大学生物化学助理教授 Peter Shen

博士说道，“Cdc48 是细胞的瑞士军刀，可与许多不同的底物相互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

还没有完全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由 Shen 领导的一个多机构研究团队解析出 Cdc48 的关键结构，从

而能够在它解折叠蛋白时可视化观察它发生的变化。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在

线发表在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Structure of the Cdc48 segregase in the act of unfolding 

an authentic substrate”。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犹他大学杰出的生物化学教授 Christopher Hill 说道，“人 Cdc48 与

多种疾病有关，并且是开发治疗癌症方法的靶标。我们解析出的这种蛋白的结构可用于推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40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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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动开发更有效的抑制剂和治疗试剂的努力。”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直接从酵母细胞（酿酒酵母）中纯化出 Cdc48，并

在快速冷冻后通过使用低温电镜（cryo-EM）技术拍摄出纯化的 Cdc48 颗粒在不同构型下

的快照。 

通过使用这种方法，这些研究人员展示了 Cdc48 如何通过使用手拉手传送带式运动将

蛋白底物穿过这种蛋白复合物的中心孔来解折叠从中穿过的蛋白底物。他们正在成像的被

回收利用的蛋白缠结物是一个谜，直到来自美国杨百翰大学的合作者将质谱蛋白质组学应

用于这种相同的纯化的蛋白复合物，方才揭开了这种匿名的蛋白---无活性蛋白磷酸酶 1 复

合物---的面纱。 

这些研究人员无法可视化观察这种完整的蛋白复合物，这是因为 Cdc48 几乎同时与多

个结合伴侣相互作用。这种有效的多任务处理能力模糊了这种体外重建；然而，Shen 想要

继续探索 Cdc48 如何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与众多结合伴侣结合在一起。 

2、新联合疗法可安全有效治疗晚期前列腺癌 

在 2019 年核医学与分子成像学会(SNMMI)年会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一种使用两种

靶向治疗前列腺癌的新疗法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了疗效，同时减少了副作用。 

前列腺癌是美国男性中除了皮肤癌之外最常见的癌症。根据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数据，在美国，每年约有 17.5 万名新的前列腺癌患者被确诊，超过 3.15

万名男性死于前列腺癌。 

 

虽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治疗进展，转移性去势性前列腺癌(mCRPC)仍然是一个致命

的疾病。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 177Lu PSMA 617 的试验已证明对某些男性是安全有效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对治疗有反应，而且反应的持续时间可能有限。建立在这些试

验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将 177Lu PSMA 617 与肿瘤特异性辐射增敏剂 idronoxil (NOX66)配

对，以评估重度 mCRPC 患者的反应。 

I/II 期试验纳入了 16 名进展期 mCRPC 患者，之前接受过治疗。所有男性每隔 6 周接

受 6 剂 177Lu PSMA 617。一半的患者(队列 1)在 10 天内每天接受 400mg NOX66 的额外治

疗。在安全数据审查之后，其余患者(队列 2)每天接受 800 毫克 NOX66 的额外治疗。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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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近 70%的患者在接受联合治疗后，PSA 水平下降了 50%以上(第 1 组为

62.5%，第 2 组为 75%)。此外，31%的患者报告了副作用，如疲劳和肺炎(队列 1 中的 37.5%

和队列 2 中的 12.5%)。 

"这个阶段的剂量升级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该组合具有针对性治疗、耐受良好等特点，

没有增加 177Lu PSMA 617 的毒性，对接受过各种治疗的男性患者有效。"悉尼新南威尔士

大学副教授 Louise Emmett 博士说道。 

她继续说："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的剂量扩大实验，以进一步评估毒性和疗效。这

为联合肿瘤靶向治疗药物获得协同治疗效果而不增加副作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可能性。 

原文出处：New combination therapy established a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prostate cancer 

3、CellRep：新研究揭示免疫系统老化的机制！或让 T 细胞重获青春！ 

胸腺是产生免疫系统 T 细胞的场所，这些 T 细胞可以对抗我们体内的感染。然而，随

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至关重要的器官是最先丧失功能的器官之一，这会导致 T 细胞的逐渐

减少，最终增加老年人对感染和癌症的易感性。 

莫纳什生物医学发现研究所(BDI)的研究人员首次确定了影响胸腺细胞的因素，他们确

定了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胸腺细胞的这种功能缺失，同时找出了这种缺失背后的机制。 

 

他们的研究发表于近日的《Cell Reports》上，为开发有针对性的 T 细胞恢复策略铺平

了道路，以帮助对抗感染和癌症。 

资深作者、副教授 Ann Chidgey 说，胸腺是一种位于锁骨下方的小器官，从青春期开

始就退化了。然而，这背后的机制尚不清楚。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19-06-combination-therapy-safe-effective-prost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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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后不久，我们的胸腺就会产生大量的 T 细胞，但随后就会慢慢失去功能。随着我

们寿命的延长，我们 T 细胞的多样性减少，我们更容易受到感染，"她说。 

"化疗等癌症治疗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细胞，使我们的 T 细胞免疫功能更难恢复。"这项

研究揭示了这种退化背后的原因--影响胸腺上皮干细胞的因素。 

"这项研究确定 BMP4 和激活素是胸腺上皮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的重要生长和分化

因子，以及它们在衰老过程中产生的变化如何导致成熟上皮细胞的丢失。这导致支持 T 细

胞生产的能力下降，"Chidgey 副教授说。 

"这是第一次有人确定了成熟胸腺上皮细胞丢失的基础，以及在衰老过程中参与胸腺上

皮干细胞功能障碍的分子。基于这些发现，我们现在可以专注于如何逆转这种情况，重新 '

打开'胸腺，即使只是暂时的，也可以补充我们的 T 细胞多样性，"她说道。 

"我们相信这些变化是可以逆转的，我们正在开始新的研究，看看我们能否开发出一种

专注于胸腺上皮细胞再生的治疗方法。" 

原文出处：Ailin Lepletier et al. Interplay between Follistatin， Activin A， and BMP4 

Signaling Regulates Postnatal Thymic Epithelial Progenitor Cell Differentiation during Aging. 

Cell Reports (2019). DOI： 10.1016/j.celrep.2019.05.045 

4、Nat Med：3D 打印脊髓支架恢复受伤大鼠运动功能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院和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14 日在《自然·医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首次利用快速 3D 打印技术，制造出模仿中枢神经系统结构的脊

髓支架，在装载神经干细胞后被植入脊髓严重受损的大鼠脊柱内，成功帮助大鼠恢复了运

动功能。 

这一支架模仿中枢神经系统结构设计，呈圆形，厚度仅有两毫米，支架中间为 H 型结

构，周围则是数十个直径 200 微米左右的微小通道，用于引导植入的神经干细胞和轴突沿

着脊髓损伤部位生长。在大鼠模型实验中，研究人员将装有神经干细胞的支架移植到大鼠

脊髓严重损伤的部位。几个月后，新的脊髓组织在损伤部位完全再生，并与宿主脊髓有效

连接，大鼠后腿的运动功能得到显着改善。 

研究人员称，3D 打印支架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物理结构，能够保证植入的干细胞免受损

伤部位毒性及炎症环境的影响，并帮助轴突完全穿过病变部位。这一实验的成功，表明他

们已向修复人体脊髓损伤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该研究中，团队使用了快速 3D 打印技术，2 毫米厚的脊髓支架仅需 1.6 秒即可打印

完成，若使用传统的喷墨打印机，则需要数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研究人员表示，

这一方法应用也可扩展至人类，推动人体脊髓损伤修复临床试验的开展。作为概念验证，

他们根据实际人体脊髓损伤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建模，制作了长度为 4 厘米的脊髓支架，

而完成这一支架的打印也仅需 10 分钟。 

原文出处：Jacob Koffler，et al.Biomimetic 3D-printed scaffolds for spinal cord injury 

repair.Nat Med.14 January 2019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s://www.cell.com/cell-reports/fulltext/S2211-1247(19)30665-5?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2211124719306655%3Fshowall%3Dtrue
https://www.cell.com/cell-reports/fulltext/S2211-1247(19)30665-5?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2211124719306655%3Fshowall%3Dtrue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5%B9%B2%E7%BB%86%E8%83%9E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5%B9%B2%E7%BB%86%E8%83%9E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4%B8%B4%E5%BA%8A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18-0296-z#Abs1
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18-0296-z#Ab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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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编码 RNA 之 microRNA 最新研究进展 

microRNAs(miRNAs)是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的一类长度为 18—24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

小分子RNA；其主要能够通过与靶标基因3'UTR的完全或不完全配对，降解靶标基因mRNA

或抑制其翻译，从而参与调控个体发育、细胞凋亡、增殖及分化等生命活动。多项研究表

明，miRNA 可以担任抑癌基因或者癌基因的角色，同时与肿瘤的形成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microRNAs 不光在癌症发生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对人类其它疾病的发生也非常重要，

本文中小编就盘点了 microRNAs 与人类多种疾病发生的关联， 

（1）Circulation Res：导入 miR-294 可让成体心脏细胞重获再生能力 

doi:10.1161/CIRCRESAHA.118.314223 

到了成年时，心脏不再能够补充受伤或患病的细胞。因此，心脏病发作等事件可能是

灾难性的，比如导致大量细胞死亡和永久性功能下降。然而，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

国天普大学路易斯-卡茨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后，也有可能扭

转这种损伤并恢复心脏功能。这是首次证实一种非常小的称为 miR-294 的 RNA 分子当被导

入到心脏细胞中时，能够重新激活心脏细胞增殖并改善遭受类似于人类心脏病发作的事件

的小鼠的心脏功能。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在线发表在 Circulation Research 期

刊上，论文标题为“Transient Introduction of miR-294 in the Heart Promotes Cardiomyocyte Cell 

Cycle Reentry After Injury”。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天普大学路易斯-卡茨医学院代谢疾病研究中心生理学助理教授

Mohsin Khan 博士说道，“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已发现 miR-294 在发育中的心脏中积极地

调节细胞周期。但是出生后不久，miR-294 就不再表达了。” 

在维持心肌损伤后，这些小鼠连续用 miR-294 治疗两周。在治疗两个月后，这些研究

人员观察到它们的心脏功能明显改善，受损组织面积减少。对经处理的心脏细胞的检查揭

示出细胞周期再进入的证据，表明这些细胞已被重新激活，因而重新获得产生新细胞的能

力。他们还能够控制 miR-294 的表达，使得它开启或关闭，因而可以决定心脏中的增殖活

动水平。 

（2）Science 子刊：揭示肠道菌群通过 miR-181 调节白色脂肪组织炎症和肥胖机制 

doi:10.1126/scitranslmed.aav1892 

肠道菌群是哺乳动物代谢的关键环境决定因素，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脂肪组织稳态是

目前研究的一个领域。肠道菌群对白色脂肪组织（white adipose tissue, WAT）的调节是一种

在维持代谢健康中起关键作用的过程，而且肠道失调可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性（insulin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40193.html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40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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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IR）的产生。然而，肠道菌群如何调节白色脂肪组织功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未

知的。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发现高脂肪饮食导致小鼠白色脂肪组织中的 miR-181 激活，随后导致肥胖、胰岛素抵抗性

和白色脂肪组织炎症。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9 年 6 月 12 日的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he gut microbiota regulates white adipose tissue inflammation 

and obesity via a family of microRNAs”。 

这些研究人员证实肠道菌群产生的色氨酸衍生代谢物控制小鼠白色脂肪细胞中的

miR-181 家族表达，从而调节能量消耗和胰岛素敏感性。再者，肠道菌群-miR-181 轴（gut 

microbiota–miR-181 axis）失调是小鼠产生肥胖、胰岛素抵抗性和白色脂肪组织炎症所必需

的。这些结果表明肠道菌群产生的代谢物对白色脂肪组织中 miR-181 的调节是一种至关重

要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宿主代谢根据饮食和环境的变化受到调节。 

这些研究人员将增加的 miR-181 表达与肠道菌群通过色氨酸代谢产生的循环代谢物下

降相关联在一起，并通过向小鼠提供吲哚证实了这一点。miR-181 在肥胖人的白色脂肪组

织中增加，吲哚在肥胖人的血浆中减少，这表明肠道菌群-miR-181 轴与人类疾病存在潜在

的相关性。  

（3）Exper Physiol：睡眠不足会影响机体中 microRNA 的功能 进而损伤心血管健康！ 

doi:10.1113/EP087469 

近些年来，大量研究表明，睡眠不足的人群患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较高；近日，

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Experimental Physiology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

们通过研究发现，每晚睡眠不足 7 个小时的个体机体血液中三种生理学调节子（microRNAs）

的水平较低，其能影响基因表达并在维持血管健康上扮演着关键角色。 

研究者表示，就好像细胞制动器一样，如果机体中缺少有益的 microRNA，或许就会对

细胞健康产生重大的影响。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分析了睡眠不足对机体循环

microRNA 的影响，研究者从 24 名年龄在 44-62 岁之间的健康男性和女性机体中提取血液

样本进行分析，这些参与者填写了关于其睡眠习惯的调查问卷，一半人群每晚睡眠 7-8.5 个

小时，另一半人群每晚睡 5-6.8 个小时。 

研究人员测定了参与者机体中 9 种 microRNA 的表达水平，这些 microRNA 此前被认

为与炎症、免疫反应或心血管健康直接相关。研究者发现，相比睡眠充足的参与者而言，

睡眠不足的参与者机体中循环的 miR-125A， miR-126 和miR-146a 的水平会下降 40%-60%，

这些 microRNA 被认为会抑制炎性蛋白的表达。DeSouza 说道，为何睡眠 7 或 8 小时是一

个最佳的时间，目前我们并不清楚，然而，人类平均每晚需要至少 7 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才

能够维持重要的生理调节机制，比如 microRNA，这听起来似乎是合理的。 

（4）JCI：癌细胞如何拦截机体伤口愈合机制来创造自身的血液供给模式 

doi:10.1172/JCI12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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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揭示了癌症拦截机体天然伤口愈合反应从而得以生长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9029.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77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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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散的分子机制。文章中，研究人员在内皮细胞中鉴别出了特殊的过程，肿瘤能利用该

过程来构建自身的血液供给，正常情况下机体能利用这些过程来进行组织修复、愈合商河

及新血管的生长，但肿瘤却会利用其来创建血管从而促进肿瘤生长扩散。 

 

当对乳腺癌样本进行研究后，研究人员发现，乳腺癌最好预后的患者机体中 microRNA

的水平往往最高，此外，在小鼠机体中将 microRNA 运输到发育中肿瘤的内皮细胞就能够

明显降低血管的数量，并且减缓总体的肿瘤生长。研究者表示，目前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会

阻止这项研究立即应用于人类临床试验，治疗乳腺癌并不能简单地认为给患者更多

microRNA，然而，本文中研究者发现，癌症能利用一种血管定向的过程来开发自身的血液

供给，这或许就能给研究人员提供新的思路帮助开发新型抗癌疗法。 

（5）Nat Nanotechnol：利用金涂层纳米颗粒使得检测超低水平的 miRNA 成为可能 

doi:10.1038/s41565-018-0232-x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检测血液样

本中超低水平 microRNA（微小 RNA, miRNA）的新方法，这可能能够更快地和更有效地

诊断癌症和其他疾病。他们使用纳米颗粒结合靶 miRNA，使得它们易于提取。这种方法的

一个主要益处之一是即便 miRNA 在血液样本中的含量很少，它也是有效的，而在此之前，

需要更多的样本来提取类似数量的 miRNA 。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Nature 

Nanotechnology 期刊 上， 论文标 题为 “Nucleic acid hybridization on an electrically 

reconfigurable network of gold-coat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enables microRNA detection in 

blood”。论文通讯作者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Justin Gooding 教授。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报道利用与他们想要检测的 miRNA 相匹配的 DNA

对金涂层磁性纳米颗粒（Au@MNP）进行修饰。这些纳米颗粒实际上是可分散的电极。当

在血液中进行循环时，它们捕获靶 miRNA，随后通过使用磁铁分离这些携带着靶 miRNA

的纳米颗粒。 

Gooding 说，“如今我们获得更多的靶 miRNA，这是因为这些可分散的电极捕获样品中

的几乎所有的靶 miRNA。鉴于这种捕获是如此有效，我们获得更高的灵敏度并且能够检测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37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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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的下限。因为我们利用磁铁将它们带回到电极上，我们的响应时间要快得多。” 

（6）PNAS：聚焦 microRNA 的加工处理过程有望开发出新型抗癌疗法 

doi:10.1073/pnas.1819869116 

在对 mda-7/IL-24 基因长达 10 几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该基因能帮助抑制大部分的

癌症类型，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的

研究报告中，来自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揭示了 mda-7/IL-24 基因如何通过影响

microRNAs 的功能来驱动癌症的进展，相关研究结果除了对于研究癌症非常重要外，还有

望帮助研究相同 microRNA 所驱动的心血管疾病和神经变性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  

起初研究者 Paul B. Fisher 发现了 mda-7/IL-24 基因，随后 Fisher 及其同事发表了一系

列研究报告来详细阐明该基因如何通过直接影响两个重要的细胞死亡介导子来抑制癌症的

发生，两种细胞死亡过程包括细胞凋亡和毒性细胞自噬过程；随后研究人员开发出了

mda-7/IL-24 病毒基因疗法、纯化蛋白疗法和 T 细胞运输疗法，这些疗法都能够上述过程来

选择性地杀灭癌细胞。 

研究者 Fisher 说道，microRNAs 在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本文研究首次揭示了 mda-7/IL-24 如何影响对 microRNA 加工处理非常重要的酶类的功能，

相关研究结果或能提供新的线索来帮助开发靶向作用这一过程的新型疗法。mda-7/IL-24 能

降低酶类 DICER 的表达，而这种效应仅会在癌细胞中发生；DICER 能处理具体特殊细胞

功能的 microRNA，在对前列腺癌、乳腺癌、脑癌细胞和小鼠模型进行研究后研究者发现，

DICER 的过量表达能挽救癌细胞因 mda-7/IL-24 所介导的细胞死亡。 

小眼畸形相关转录因子(MITF，Microphthalmia-Associ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是这一过

程的关键介导子，其能调节细胞对活性氧的反应；在细胞压力状况下，活性氧水平会明显

增加，而且其往往会诱发疾病；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发现，mda-7/IL-24 基因能够下调

MITF 的表达，从而下调 DICER 的表达（DICER 是 MITF 的靶点）。 

（7）Nat Commun：肿瘤细胞通过 miRNAs 招募并改变巨噬细胞 

doi:10.1038/s41467-019-08989-2 

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改变免疫细胞的表型，而 microRNAs（miRs）

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桥梁。但是研究人员并不清楚 miRs 如何传输以及如何影响靶细胞，尤

其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 

 

近日来自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乳腺癌细胞会高表达 miR-375，它

们会在凋亡过程中以一种非外泌体的形式（miRome）释放这些 miRs。通过对这些 miRome

的深度测序，研究人员发现这些 miRome会增强 TAMs对 miR-375 的摄取，这个过程由 CD36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6321.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5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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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而被巨噬细胞摄取后，这些 miR-375 会直接靶向 TNS3 和 PXN，从而增强巨噬细胞

迁移浸润到肿瘤细胞球或者是小鼠身上的肿瘤中的能力。在肿瘤细胞中，miR-375 会调节

肿瘤细胞 CCL2 的表达，以进一步增加巨噬细胞的招募。 

该研究为 miR 从肿瘤细胞向 TAMs 中的运输提供了证据，同时还发现 miR-375 是肿瘤

组织中巨噬细胞浸润的关键调节因子，会促进随后促肿瘤微环境的形成。 

（8）Nucl Acid Therap：靶向沉默 microRNA 分子的表达有望治疗 2 型糖尿病 

doi:10.1089/nat.2018.0763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ucleic Acid Therapeutics 上题为“In Vivo Silencing of 

MicroRNA-132 Reduces Blood Glucose and Improves Insulin Secretion”的研究报告中，来自荷

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靶向沉默 microRNA-132 分子的表

达或能改善小鼠机体的胰岛素分泌并降低其机体血糖水平，同时还会增加离体的人类胰岛

细胞中胰岛素的分泌。 

研究者表示，microRNA-132 分子在 2 型糖尿病患者机体中常处于过量表达状态，这项

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名为 antagomir-132 的特殊激动剂来系统性地治疗小鼠，同时处

理小鼠和人类的胰岛组织，这种激动剂能阻断 microRNA-132 分子的表达。 

研究结果表明，在注射激动剂 antagomir-132 三天后，被治疗小鼠机体中的血糖水平下

降了，研究人员认为后期还需要再更多的 2 型糖尿病模型中深入研究来检测这种新型疗法

的治疗效果。 

（9）JCI：科学家发现机体免疫系统的“总开关” 

doi:10.1172/JCI12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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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了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部分，其或许对于开发治疗人类

最具毁灭性疾病的新型疗法具有重大意义，比如癌症、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克罗恩病等。 

研究者指出，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种被 microRNA-142 分子所调节的分子通路，

这对于理解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非常重要；microRNA-142 分子能控制调节性 T 细胞，从而

调节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并帮助抑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该分子是免疫系统中高度表

达的调节子。 

研究者 Lord 教授说道，自身免疫性疾病通常会针对正值壮年的人群，给其造成重大的

社会经济负担，有时候这种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机体中调节性 T 细胞的活性过低，

其就会促进其它免疫细胞攻击机体自身的组织；如果这些调节性 T 细胞的活性过高的话，

其就会抑制机体免疫反应，并加速癌症入侵机体。  

（10）Blood Adv：遗传学研究揭示癌症的发生机制 

doi:10.1182/bloodadvances.2018017954 

东京医学和牙科大学研究者们发现了 miRNA 与癌症发生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这

些 miRNA 分子缺失的情况下，将会出现胞周期失调的效应，尽管不同类型的癌症结果有所

不同。在最近发表在《Blood Advances》 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中，作者发现 miR-146B 以

及之前报道的的 miR-146a 的缺失会导致小鼠血液中癌症的发生。这一结果扩展了我们对

miRNA 的与癌症之间关系的认识。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3412.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3649.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2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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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中，东京医学和牙科

大学（TMDU）的团队使用基因组编

辑技术敲除编码的 miR-146a 的或的

miR-146b 中的基因，然后对小鼠进行

大量分析以揭示其效果。结果显示的

miR-146A和的miR-146B均抑制一系

列分子的表达，这反过来又阻止了称

为 NF-κB 的蛋白质复合物的活化。如

果这些 miRNA 的中的任何一个被敲

除，则 NF-κB 过度激活，这导致细胞

周期的过度进展和快速细胞复制，产

生炎症和肿瘤发生。在小鼠中，这表现为细胞淋巴瘤和急性髓性白血病的高发风险。 

（11）Science 子刊：神奇！miR-7 模拟物有望治疗缺血性中风 

doi:10.1126/scisignal.aat4285 

缺血性中风发作期间的大脑血液流动的缺失和随后的恢复（也称为缺血-再灌注）会给

大脑组织造成损伤，这可能是致命性的，或者严重损害认知和运动功能。在之前的研究中，

科学家们已发现在大鼠模型中，短暂的局灶性脑缺血（focal cerebral ischemia）诱导大脑中

的 microRNA 表达发生变化，其中一种称为 miR-7a-5p（miR-7）的 microRNA 的丰度持续

下降。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人员根据中风治疗学术

产业圆桌会议（Stroke Treatment Academic Industry Roundtable, STAIR）标准，评估了在啮

齿动物发生脑缺血后，miR-7 的寡核苷酸模拟物（miR-7 mimic oligonucleotide）的治疗功效。

在发生短暂的大脑中动脉闭塞之前或之后，将这种 miR-7 模拟物局部或全身注射到啮齿动

物中。在发生脑缺血后，在两种性别的年轻和年老大鼠中均观察到 miR-7 表达降低。在发

生脑缺血之前或之后进行 miR-7 模拟物治疗降低了两种性别的年轻和年老大鼠中的病灶体

积。 

此外，在发生脑缺血后 30 分钟（但不是 2 小时）进行全身注射 miR-7 模拟物可极大地

降低病灶体积，并且改善了运动功能和促进认知功能恢复，同时导致最小的外周器官毒性。

这种 miR-7 模拟物治疗极大地降低脑缺血后的 α-突触核蛋白表达，其中 α-突触核蛋白诱导

线粒体断裂、氧化应激和自噬，从而导致神经元死亡。在年轻的雄性小鼠中，剔除编码 α-

突触核蛋白的基因会破坏这种 miR-7 模拟物依赖性的神经保护和功能恢复。进一步的分析

证实 miR-7 结合并抑制编码 α-突触核蛋白的 RNA 转录本。 

（12）Oncogene：上海大学学者发现促进肺癌发生的 microRNA 并揭示作用机制 

doi:10.1038/s41388-018-0534-3 

最近来自上海大学生科院的研究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 Oncogene 上报道 miR-411-5p/3p

在人类非小细胞肺癌组织和细胞系中存在显著表达增加。研究表明 miR-411-5p/3p 过表达可

以加速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并可以抑制细胞凋亡。 

http://www.bioon.com/article/6731302.html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02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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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从机制上说，研究人员证实

SPRY4是miR-411-5p/3p的直接

靶点，miR-411-5p/3p 可以促进

体内肺肿瘤生长，显著抑制

SPRY4 表达，并诱导 EGFR 和

AKT 信号激活，同时也会诱导

肿瘤组织发生上皮间充质转化

过程。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发

现 miR-411-5p 也会靶向肿瘤抑

制因子 TXNIP，在 SPC-A1 细胞

中参与正向调控细胞周期进展，而在 H1299 细胞中并没有观察到这一现象。研究人员认为

H1299 细胞中 TXNIP 的 mRNA 水平比较低，这可能是与 SPC-A1 细胞在细胞周期方面产生

不同应答的原因，但还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证实。 

（13）Cancer Res：联合靶向 miR-146a 和 PD-1 可增强抗肿瘤免疫有效治疗黑色素瘤 

doi:10.1158/0008-5472.CAN-18-1397 

microRNA 是细胞内表达的一些小的非编码 RNA，能够在转录后水平调节基因表达，

并在多种癌症类型中调控免疫应答反应。最近来自德国弗莱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在

黑色素瘤微环境中发现了一种 microRNA 能够抑制抗肿瘤免疫应答，同时提出了治疗黑色

素瘤的新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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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146a 能够作为免疫激活的负调控因子发挥类似免疫

检查点分子的作用。研究表明 miR-146a 在黑色素瘤微环境组织中存在表达水平增加，

miR-146a 敲除小鼠存活更久并且相比野生型黑色素瘤荷瘤小鼠形成的转移灶更少。  

研究人员从敲除小鼠体内分离了 T 细胞发现 miR-146a 的靶基因 Stat1 和 Stat1 调控的

细胞因子 IFN-γ 表达水平更高。中和敲除小鼠体内的 IFN-γ 能够降低小鼠的存活率并增强

黑色素瘤的转移。体外实验表明，IFN-γ 能够抑制黑色素瘤细胞的迁移、细胞周期活性和基

础代谢率。相反，IFN-γ 也会增加黑色素瘤细胞内 PD-L1 水平，这可能会抵消掉一部分有

益影响促进体内免疫逃逸的发生。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利用 miR-146a 拮抗剂和抗 PD-1 抗

体进行联合治疗会导致小鼠生存率增加，并且效果好于单独使用抗 PD-1 抗体。 

6、Nature：最新发现癌症免疫疗法的关键蛋白：重振耗竭的免疫细胞，阻止

癌症 

宾州大学的新研究发现了新免疫疗法关键的蛋白质。 

人体免疫系统依赖于精细调节细胞类型的微妙平衡，控制细菌和癌细胞。在癌症和慢

性感染中，这种平衡可能被破坏，导致免疫系统功能出现障碍，也就是出现“耗竭”。 

近期宾州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称，在不同的免疫细胞类型中都有一种名为

TOX 的重要蛋白，它们在不同细胞类型中数量可能不同，但能调控这些细胞。由此研究人

员以准确地识别在肿瘤或感染部位耗竭了的免疫细胞，从而让临床医生通过重振这些细胞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30104.html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5%85%8D%E7%96%AB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5%85%8D%E7%96%AB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4%B8%B4%E5%B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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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患者对癌症治疗的免疫反应。 

这一研究发现公布在 Nature 杂志上。 

“TOX 作为耗竭 T 细胞的关键调节因子，这一发现能帮

助我们设计靶向，或者工程化 TOX 的免疫疗法，逆转或防

止细胞耗竭，提高对感染或癌症的免疫力，”文章的通讯 uozh，

宾州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所长 E. John Whe rry 博士说。 

这一研究团队分析的 T 细胞可以分为三个品种，这取决

于不同细胞类型之间的高效协调过渡。在特定蛋白初始活化

后，未成熟的 T 细胞复制，然后通过分子重编程的协调程序，

成为效应 T 细胞（TEF F），这种细胞能产生杀死侵袭性癌症

和生殖细胞的炎性细胞因子。 

如果感染或肿瘤被清除，大多数 TEFF 池死亡，但一个

子集仍然存在。这个系统经历了更多的重新编程，形成了长寿命，自我更新的记忆 T 细胞

（TMEM），在出现第二次检测到入侵者的时候，它就能够快速回忆应答。 

然而，在慢性感染或癌症期间，当引出 T 细胞刺激时，这种 T 细胞分化程序被转移，

细胞对肿瘤或感染变得无效，细胞变得疲惫耗竭。但是，这些耗竭的 T 细胞（TEX）并非

完全没用。事实上，它们可能会控制体内低水平的细菌或肿瘤。 

在这场战斗中，Wherry 将 TEX 比作一个步兵，他每天都在进行着轻微攻击的工作，

例如针对疱疹病毒的长期感染。 

“他们通过诱导细胞因子风暴来完成阻抑工作，但很快就会出现过度炎症反应的附带损

害，”Wherry 说。TEX 的强度不足以引起炎症反应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在部分

包含感染或肿瘤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而不会对宿主造成过度损害。 

T 细胞中表达的 TOX 越长，TEX身份变得越永久。T 细胞中的 TOX 水平通过控制 TEFF

与 TEX 细胞的数量来决定如何对抗感染或肿瘤。TOX 的高度持续诱导导致 TEX 的永久存

在，但是对抗入侵者的能力受到限制，就可以会造成疾病的持续或进展。 

研究小组还发现，TOX 通过其表观基因组形成细胞基因组结构，和也解释了为什么用

其他疗法难以将 TEX转化为 TEFF。表观遗传变化有助于将细胞“锁定”到其永久性身份中，

但这些新发现有助于研究人员能够将其改变为未来的免疫疗法。 

原文出处：Khan O1,2,3, Giles JR1,2,3, McDonald S, et al. TOX transcriptionally and 

epigenetically programs CD8+ T cell exhaustion. Nature. 2019 Jun 17. 

 
 

  

http://customer.medsci.cn/merck/merck20180621/index.html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1207603/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120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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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 Clin Oncol：突破，完全缓解率 71%！卡瑞利珠单抗联合治疗复发难治

霍奇金淋巴瘤新进展 

PD-1 抗体单药治疗复发难治性经典霍奇金淋巴瘤（cHL）可以获得较高的客观缓解率

（ORR），然而完全缓解（CR）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近日，《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JCO，影响因子 26.303）发表了解放军总医院韩为东教授团队的最新研

究成果，为复发难治性 cHL 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韩为东医学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生物治疗科主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分子免疫学研究室主任，首都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总后勤部

科技新星。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50 余篇，总影响因子 640 分，主编着作

3 部，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与创业发明奖等 4 项。 

PD-1 抗体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地西他滨治疗复发难治性 cHL 的 CR 率达 71%；对于接受

PD-1 抗体单药治疗后进展的患者，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地西他滨治疗的 ORR 为 52%，CR 率

为 28%；卡瑞利珠单抗疗效优异，安全性佳，患者很少因不良反应而停药或推迟治疗；后

续多中心研究将进一步探索联合治疗的缓解持续时间、复发率等问题。卡瑞利珠单抗联合

地西他滨提高 CR 率一倍以上，达 71%近年来，以 PD-1 抗体为代表的免疫治疗为多种癌症

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很多对传统治疗抵抗的患者接受免疫治疗依然有效。然而遗憾的是，

PD-1 抗体单药治疗癌症的 ORR 通常不超过 30%，CR 率更是不超过 10%。 

不过，复发难治性 cHL 是一个例外，PD-1 抗体单药治疗的 ORR 可以达到 80%～90%。

然而，真正达到 CR 的患者比例并不高，在国外约为 20%，国内为 30%左右。“这意味着还

有 70%的患者没有完全缓解，但对于患者而言，他们希望是肿瘤完全消失，而不仅仅是缩

小。”韩教授表示。 

为了让更多复发难治性 cHL 患者能够达到 CR，韩教授团队从 2016 年底开始研究，到

目前已治疗了约 120 例复发难治性 cHL 患者。他们发现，采用 PD-1 抗体卡瑞利珠单抗联

合地西他滨治疗的 ORR 为 9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CR 率达到了 71%，相比 PD-1 抗体

单药治疗的 20%～30%提高了一倍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至少截至目前没有看到比

这更优越的肿瘤消除比例了。”韩教授表示。 

研究还发现，对于 PD-1 抗体单药治疗进展的患者，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地西他滨治疗的

ORR 仍有 52%，CR 率达 28%。 

韩教授表示，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地西他滨治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效果，是因为

地西他滨对于 PD-1 抗体免疫治疗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增效，即增加效果；二是增敏，使发

生 PD-1 治疗抵抗的患者再次敏感。这在他们团队前期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研究详情 

韩教授团队在 JCO 发表的研究，纳入了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解放军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B7%8B%E5%B7%B4%E7%98%A4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4%B8%B4%E5%BA%8A
http://www.medsci.cn/sci/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5%85%8D%E7%96%AB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SCI%E8%AE%BA%E6%96%87
http://www.medsci.cn/sci/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5%85%8D%E7%9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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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生物治疗病区收治的 86 例二线以上治疗方案失败的复发难治性 cHL 患者。 

对于未接受过 PD-1 抗体治疗的患者（队列 1，n=61），以 1∶2 的比例随机分至卡瑞利

珠单抗（200mg，d1）单药组与地西他滨（10mg/d， d1-5）+卡瑞利珠单抗（200mg，d8）

联合组，每 3 周为一个周期。PD-1 抗体治疗失败的患者直接进入联合组（队列 2，n=25）。 

截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患者中位治疗 12 个周期，中位随访时间 14.9 个月，一半以

上患者仍在接受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在未接受过 PD-1 抗体治疗的患者（队列 1）中，卡瑞利珠单抗单药组

与联合组的 ORR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90% vs 95%），但联合组的 CR 率显着提高（32% vs 

71%）。对于 PD-1 抗体治疗失败的患者（队列 2），地西他滨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再次获

得 52%的 ORR 以及 28%的 CR 率。 

ASCT：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恒瑞卡瑞利珠单抗疗效优异，安全性更佳。 

卡瑞利珠单抗目前在国内已经获批上市，相比其他 PD-1 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具有哪

些优势呢？ 

韩教授介绍，早在几年前，基于科技部的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其团队就开始与恒

瑞医药合作，对卡瑞利珠单抗单药或联合治疗进行研究。对于复发难治性 cHL，卡瑞利珠

单抗单药治疗可以获得约 30%的 CR 率，联合治疗的 CR 率更是达到 70%左右。从公开发

表的数据来看，卡瑞利珠单抗疗效优异。 

另外，卡瑞利珠单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特性。反应性皮肤毛细血管增生症（RCCEP）

是卡瑞利珠单抗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不良反应，但观察发现，多数 RCCEP 具有自限性，对患

者生活质量等的影响不大。至于免疫性肺炎、免疫性肝炎和肠炎，在霍奇金淋巴瘤治疗中，

不论是卡瑞利珠单抗单药还是联合治疗中，发生率都比较低，而且严重程度也较低，往往

不需要干预。“目前在卡瑞利珠单抗治疗的过程中，很少有患者因为不良反应而停药或推迟

治疗周期。”韩教授说。 

除了霍奇金淋巴瘤之外，据目前国际上已经公布的多项研究数据，PD-1 抗体单药或联

合治疗在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骨髓异常综合征等多种血液肿瘤治疗中都展现出了令人鼓

舞的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霍奇金淋巴瘤可以治愈吗？后续多中心研究将告诉我们答案。 

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治疗霍奇金淋巴瘤的研究中，获得的如此之高的 CR 率在给我们

带来欣喜的同时，也带来了疑问：CR 能维持多长时间？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为了回答这

些问题，韩教授团队组织了来自全国 20 多家医院的血液领域知名专家，共同开展多中心研

究。 

“我们目前已经制定了初步的方案：患者获得 CR 以后接受 1 年维持治疗，然后观察停

药后 1 年的复发情况。”韩教授介绍，多中心研究的目标是达到 CR 的患者在停药以后 1 年

内的复发率能够降至 40%以下。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将意味着该方案可以与 ASCT 相

媲美，甚至更佳。 

韩教授表示：“我们多中心研究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以霍奇金淋巴瘤为模板来回答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5%B9%B2%E7%BB%86%E8%83%9E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8%A1%80%E7%AE%A1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B7%8B%E5%B7%B4%E7%98%A4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7%99%BD%E8%A1%80%E7%97%85
http://ipsen2017.medsci.cn/ipsen/sporty/show-video/3072/2/1/IBD%E8%AF%8A%E6%B2%BB%E8%BF%87%E7%A8%8B%E4%B8%AD%E7%9A%84%E8%AF%84%E4%BC%B0-Part%202
http://ipsen2017.medsci.cn/ipsen/sporty/show-video/3072/2/1/IBD%E8%AF%8A%E6%B2%BB%E8%BF%87%E7%A8%8B%E4%B8%AD%E7%9A%84%E8%AF%84%E4%BC%B0-Part%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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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即免疫治疗可以不可以治愈肿瘤。如果霍奇金淋巴瘤可以治愈，那么实体瘤为

什么不可以？如果没有，那可能是联合方案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至于应该如何选择搭配药物，韩教授指出，不同的肿瘤都有其自身的生物学特征，因

此针对不同肿瘤甚至肿瘤不同亚型或者肿瘤不同阶段、不同转移部位，最适合的联合治疗

可能都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去尝试，但前提是前期要有大量的基础研究性工作做支撑。” 

2017 年在国际临床试验网站注册的以 PD-1 或者 PD-L1 为基础的联合治疗临床试验有

1700 多项，2018 年 9 月份变成了 2300 项，到现在估计已经超越了 3000 项。这些临床研究

将会在五年内陆续开花结果，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联合用药的信息。 

“我想任何一名医生，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自己的患者治好了，尤其是肿瘤患者。虽

然现在我们讲攻克肿瘤有点大，但至少信心要有。肿瘤免疫治疗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挑战，

也增加了很多的信心。到现在看，我们离这个梦想或者目标距离不是很远，期望能实现” ，

韩教授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原文出处：Nie J, Wang C, Liu Y, et al. Addition of Low-Dose Decitabine to Anti-PD-1 

Antibody Camrelizumab in Relapsed/Refractory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J]. J Clin Oncol. 

2019 Apr 30. doi: 10.1200/JCO.18.02151. 

2、NEJM 重磅！FDA 连环惊喜，新批准的两种靶向药使绝经前后乳腺癌患者

均受益 

当前靶向治疗在肿瘤治疗领域中可谓是大放异彩，为众多肿瘤患者带来新希望，但是

乳腺癌被称为靶向新药的“坟墓”，众多靶向新药在乳腺癌的治疗研究中遭遇滑铁卢，而今

年的肿瘤学奥林匹克盛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提出的一项报告则打破了目

前靶向乳腺癌药物的困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使用一种名为

ribociclib(瑞博西尼)的药物与常见的激素疗法相结合，可将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延长

24%。相关研究同时在线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激素疗法，也称为内分泌疗法，是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约

70%的乳腺癌患者为激素受体阳性，癌细胞生长通常依赖激素活性，因此，内分泌治疗是

这类患者主要的治疗手段。国内外指南和共识均指出，这类患者应优先推荐内分泌治疗。

虽然很多患者因此受益，但耐药问题也大大阻碍了内分泌疗法的应用。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试验，其中

一项名为 MONALEESA-7 的 3 期临床试验中，首次发现了激素治疗与精准药物结合对绝经

前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益处。 

该研究在 22 家研究中心进行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试验，研究入组接受

过至少 1 次内分泌治疗（挽救治疗或辅助治疗）复发或进展的 HR 阳性且 HER2 阴性的年

龄小于 59 岁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研究结果显示，针对接受过内分泌治疗后复发或进展的

HR 阳性且 HER2 阴性晚期乳腺癌患者，Kisqali 与标准内分泌疗法联用，可以显著延长患

者总生存期。在 42 个月的随访中，使用组合疗法的女性患者存活率高达 70%。相比之下，

只使用内分泌疗法的女性患者生存率只有 46%。在接受联合治疗的女性中，该疾病平均 23.8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4%B8%B4%E5%BA%8A
https://ascopubs.org/doi/full/10.1200/JCO.18.02151?url_ver=Z39.88-2003&rfr_id=ori:rid:crossref.org&rfr_dat=cr_pub%3dpubmed
https://ascopubs.org/doi/full/10.1200/JCO.18.02151?url_ver=Z39.88-2003&rfr_id=ori:rid:crossref.org&rfr_dat=cr_pub%3dpubmed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4%B9%B3%E8%85%BA%E7%99%8C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4%B8%B4%E5%BA%8A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ASCO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5%85%B1%E8%AF%86
http://edu.medsci.cn/course/search.do?w=%E4%B8%B4%E5%B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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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没有进展，而接受内分泌治疗和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为 13 个月 Ribociclib 细胞周期蛋白

依赖性激酶（cyclindependentkinases，CDKs）在细胞周期的启动和各个时期的转换调节中

发挥重要作用。诺华乳腺癌创新疗法 Kisqa（liribociclib）是 CDK4/6 的靶向抑制剂，2018

年 7 月它得到美国 FDA 的批准扩大适应症，与芳香酶抑制剂联用治疗 HR 阳性，HER2 阴

性的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研究人员们指出，Kisqali 是首个与内分泌疗法联用一线治疗晚期乳腺癌，还能显著提

升生存率的靶向疗法。对于罹患这种恶性乳腺癌的绝经前患者来说，Kisqali 为她们带来了

希望。绝经前乳腺癌患者守得云开见月明，绝经后乳腺癌患者同样看到了希望，近日，美

国 FDA 批准了 Piqray（Alpelisib），与内分泌治疗药物氟维司群（Fulvestrant）联合，用于

治疗绝经后女性及男性特定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这些患者为激素受体（HR）阳性、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阴性并携带 PIK3CA 突变，在内分泌治疗时或之后出现进

展。这也是 FDA 批准的首个 PIK3 抑制剂。 

一项名为 SOLAR-1 的随机临床试验验证了 Piqray 的疗效。该试验招募了 572 名绝经

后妇女及男性 HR 阳性、HER-2 阴性的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其肿瘤在接受芳香化酶

抑制剂期间或之后发生进展。结果表明，携带 PIK3CA 突变的患者在接受氟维司群治疗时

额外添加 Piqray，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中位 PFS 分别为 11 个月和 5.7 个月。

无 PIK3CA 突变患者的 PFS 无显著差异。 

近年来，美国在对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不少进展，已有多个靶

向治疗新药的临床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这些新的研究证明为我们今后的用药选择提供了

多种可能性。相信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更新，我们也能够逐步真正实现乳腺癌患者的精准

化治疗。 

原文出处：André F,et al.Alpelisib for PIK3CA-Mutated,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N Engl J Med 2019 May 16;380(20):1929-1940 PMID:3109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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