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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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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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国内外诊疗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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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腔镜肝胆胰手术操作指南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7):1450 

2 机器人肝胆胰手术操作指南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7):1459 

3 
《2019 年美国胃肠内镜学会指南：内镜在

胆管结石评估和治疗中的作用》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7):1472 

4 

《2019 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胰腺癌

临床实践指南（V2 版）》更新要点及临床

路径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7):1476 

5 
2018 年《肝硬化肝性脑病诊疗指南》更新

要点解读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7):1485 

6 
肝纤维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2019 年

版）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9.27(7):494 

7 大型人群队列现场调查管理技术规范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9.40(7):739 

8 
我国成人慢性肾脏病患者运动康复的专

家共识 
中华肾脏病杂志 2019.39(5):310 

9 
中国幽门螺杆菌根除与胃癌防控的专家

共识 2019 上海 
中华消化杂志 2019.57(7):508 

10 
基于快捷康复的小儿外科围手术期气道

管理专家共识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2019.40(7):577 

11 
中国老年患者围术期脑健康多学科专家

共识（一） 
中华医学杂志 2019.99(27):2084 

12 年轻乳腺癌诊疗与生育管理专家共识 中华肿瘤杂志 2019.41（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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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家发现增强纳米药物靶向肿瘤细胞新策略 

实体瘤中肿瘤基质细胞和细胞外基质组成异常复杂的瘤内递送屏障，严重阻碍了

药物在肿瘤组织中的渗透及其靶向肿瘤细胞的递送。同时，瘤内肿瘤细胞分布呈高度

异质性，即使制备了纳米制剂也难以突破上述递送屏障靶向肿瘤细胞，严重影响了其

临床治疗效果。  

针对上述难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志文、李亚平领导团队利用

仿生脂蛋白系统，通过光热效应破坏肿瘤基质屏障，提高纳米药物靶向肿瘤细胞。这

一新策略可显着抑制乳腺癌的复发和转移。  

该研究设计构建了仿生脂蛋白载体分别包载光敏剂 DiR（D-bLP）和化疗药物 DM1

（M-bLP）。研究发现，D-bLP 经静脉注射 4T1 肿瘤小鼠后能够高效靶向渗透其体内

肿瘤组织，但在瘤内被 TAM、CAF 等基质细胞截留，无法到达肿瘤细胞区域。经 808nm

光照后，D-bLP 产生的光热效应能够杀伤肿瘤基质细胞，破坏细胞外基质，从而突破

肿瘤基质递送屏障。在此基础上，显着提高了二次注射的 M-bLP 在肿瘤组织的蓄积

和渗透，使其到达瘤内肿瘤细胞区域的分布提高 27 倍，显着抑制了乳腺癌的复发和

转移，效果显着优于脂质体对照组。  

该研究揭示了肿瘤基质屏障对纳米药物瘤内分布的影响，提出并证实了通过调节

肿瘤基质靶向肿瘤细胞递送的思路，为克服瘤内基质屏障靶向肿瘤细胞的药物递送提

供了有意义的探索。  

7 月 25 日，《自然-通讯》杂志在线发表了该研究成果。该研究得到了国家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A 类)和中科院青年

创新促进会等的资助。  

原文出处：Tao Tan, Haiyan Hu, Hong Wang, et al. Bioinspired lipoproteins -mediated 

photothermia remodels tumor stroma to improve cancer cell a ccessibility of second 

nanoparticles,Nature Communicationsvolume, Article number: 3322 (2019) Published: 25 

July 2019 

2、Nat Commun：新研究借助人工智能探寻食管癌致癌基因 

英国一个研究团队日前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报告，他们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更

好地分析食管癌的致癌基因，基于这些新发现未来有望提高这类癌症的诊治效率。 

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道肿瘤，这一类癌症初期往往不会呈现任何症状，且致癌基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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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多，导致相应的治疗更加棘手。 

来自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机

器学习算法，它能更准确地辨识食管癌致癌基因并对其进行分类。 

研究团队利用这项人工智能技术来分析 261 名食管癌患者的基因，从中新发现了 952

种相关基因。基于这些基因的不同特征，研究人员将病患分成 6 类，未来可针对不同类型

的食管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比起单一疗法，个性化治疗方案可能会取得更好的疗效。 

报告主要作者、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学者弗兰西斯卡•奇卡雷利说，团队希望将这

个方法用于进一步分析食管癌早期阶段的特征，找到驱动这一疾病发生的基因根源，以便

未来能实现早期诊断，并开展个性化治疗。 

原文出处：Thanos P. Mourikis, Lorena Benedetti, Elizabeth Foxall, et.al. Patient-specific 

cancer genes contribute to recurrently perturbed pathways and establish therapeutic 

vulnerabilities in 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Nature Communications 15 July 2019 

3、中国科学家在 CNS 上发表的重要研究成果解读！（2019 年 6-7 月） 

 

图片来源：CC0 Public Domain 

（1）Nature：我国科学家揭示尿苷二磷酸葡萄糖抑制肺癌转移 

doi：10.1038/s41586-019-1340-y 

尿苷二磷酸葡萄糖（UDP-glucose，UDP-葡萄糖）是糖醛酸途径（uronic acid pathway）

中的一种代谢中间物。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复旦大学和广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报道了 UDP-葡萄糖的一种新功能：它通过加快 SNAI1 

mRNA 降解来抑制肺癌转移，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 

这一发现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肺癌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头号癌症杀手，而且据估计，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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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转移导致 95％的癌症死亡。仅肺癌就在中国每年造成 60 多万人死亡。原发性恶性肿瘤

通常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放疗和化疗等传统疗法加以有效治疗。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传统疗法对转移性肿瘤的作用有限。因此，了解肿瘤转移的分子机制有助于提供用于早期

检测肿瘤转移的生物标志物和用于干预肿瘤转移的新策略，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好的预后。 

（2）Nature：中国科学院、川大合作新成果！DNA 碱基编辑器或能诱导大量脱靶 RNA

突变！ 

doi：10.1038/s41586-019-1314-0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四川大学等机

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DNA 碱基编辑器能够产生成千上万个脱靶的 RNA 单核苷酸

变异（SNVs），同时通过将点突变引入脱氨酶或能消除这些脱靶的 SNVs；本文研究揭示

了此前 DNA 碱基编辑器风险中被忽略的一方面，同时研究者通过引入工程化的脱氨酶或有

望解决这一问题。 

DNA 碱基编辑方法能够直接在基因组 DNA 中进行点突变的校正，同时并不会产生任

何双链的断裂（DSBs，double-strand breaks），但潜在的脱靶效应常常限制了这些方法的应

用，腺相关病毒（AAV）是 DNA 编辑基因疗法中最常用的传递系统，由于这些病毒能够

在体内持续维持基因表达的功能，因此 DNA 碱基编辑器所诱导的潜在 RNA 脱靶效应的程

度在临床中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3）Nature：我国科学家揭示钙调蛋白调节 RyR2 受体机制，为治疗心脏病奠定基础 

doi：10.1038/s41586-019-1377-y 

心肌收缩是由钙离子流入细胞质触发的，最初是由 Cav1.2 介导的细胞外环境中的钙离

子流入触发的，随后是由兰尼碱受体 2（ryanodine receptor 2， RyR2）介导的肌浆网钙库

中的钙离子流入触发的。兰尼碱受体是已知最大的离子通道，由分子量大于 2 兆道尔顿

（MDa）的同源四聚体组成。80％以上的兰尼碱受体折叠成一种多结构域的细胞质组装体，

可感知与各种调节物（从离子到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对 RyR2 活性的精确调控对于每

次心跳都是至关重要的。异常的 RyR2 活性与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相关。 

分子量为 17kDa 的钙调蛋白（CaM）是一种重要的钙传感器，在大多数钙信号转导事

件中起着重要作用。CaM 由大致对称的 N-末端叶和 C-末端叶（下文中的 N-叶和 C-叶）组

成，并且 C-叶和 N-叶由柔性铰链连接在一起。每个末端叶能够通过两个 EF-手（螺旋 E-

手和螺旋 F-手）基序协同性地结合两个钙离子，结合亲和力在微摩尔范围内。在钙离子结

合后，两个末端叶中的几个疏水性氨基酸残基的暴露促进 CaM 与靶序列的结合。CaM 与

兰尼碱受体直接相互作用，CaM-RyR 原聚体的化学计量比为 1：1，结合亲和力在纳摩尔范

围内。 

（4）Nature：中美科学家联手揭示军团菌效应蛋白 SidJ 调节磷酸核糖泛素化机制 

doi：10.1038/s41586-019-1439-1 

细菌病原体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使用通过它的 Dot/Icm 分泌系统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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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百种效应蛋白广泛地调节宿主细胞功能，从而产生一种允许它复制的细胞内微环境

（intracellular niche）。在这些效应蛋白中，SidE 家族成员（SidEs）通过一种独特的磷酸

核糖泛素化（phosphoribosyl ubiquitination）机制调节多种细胞过程，而且这种机制绕过了

经典的泛素化机制，使得不依赖经典的泛素化机制成为可能。SidEs 的活性受到 SidJ（另一

种 Dot/Icm 效应蛋白）的调节，但是这种调节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福建师范大学、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吉林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证实 SidJ 通过诱导谷氨酸基

团共价结合到 SdeA 的氨基酸残基 E860 上来抑制 SidEs 的活性，其中 E860 是这种参与泛

素活化的单 ADP-核糖基转移酶活性的催化残基之一，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 

（5）Nat Biotechnol：我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型 RNA 编辑系统，编辑效率最高可达

80% 

doi：10.1038/s41587-019-0178-z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描述了一种使用内源性 ADAR 进行 RNA

编辑的替代方法，研究者证实表达招募 ADAR 的 RNA（ADAR-recruiting RNA， arRNA），

能够实现对内源性 RNA 进行高效而又精确的编辑，并且成功地校正致病性突变，相关研究

结果发表在 Nature Biotechnology 期刊上。 

文章中，将这种方法称为 LEAPER（leveraging endogenous ADAR for programmable 

editing of RNA，利用内源性 ADAR 对 RNA 进行可编程编辑）。具体而言，LEAPER 利用

经过改造的 arRNA 招募天然的 ADAR1 或 ADAR2 酶，从而将特定的腺苷转变为肌苷。他

们发现由质粒或病毒载体或者作为合成寡核苷酸递送的 arRNA 都可实现较高的编辑效率，

最高可达 80%。LEAPER 是高度特异性的，具有极低的全局性脱靶编辑率，而且在靶区域

中对除腺苷之外的碱基进行有限的编辑。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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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7）Science：我国科学家揭示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的组蛋白修饰重编程 

doi：10.1126/science.aaw5118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为了解决在人类早期发育中组蛋白修饰如何发生重编程，来自清

华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分析了人卵母细胞和早期胚胎中的关键组蛋白标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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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Science 期刊上。 

在小鼠卵母细胞中，H3K4me3与H3K27me3都表现出与体细胞不同的非经典分布规律。

与小鼠中不同的是，允许性标记 H3K4me3 在人卵母细胞的启动子中主要表现出经典的分布

模式。在受精后，合子基因组激活（zygotic genome activation， ZGA）前的胚胎在富含 CpG

的调节区域中获得可访问性的染色质和广泛的 H3K4me3。相比之下，抑制性标记 H3K27me3

经历全局性消除。随后，一旦合子基因组激活，富含 CpG 的调节区域转变为活性或抑制状

态，随后在发育基因上恢复 H3K27me3。 

（8）Science 子刊：重大进展！我国科学家发现 IL-17A 的新受体 

doi：10.1126/sciimmunol.aau9657 

细胞因子 IL-17A 和 IL-17F 通过结合到由两个亚基 IL-17RA 和 IL-17RC 组成的 IL-17

受体（IL-17R）复合物（IL-17RA/IL-17RC）上来促进免疫激活。辅助性 T 细胞 17（Th17）

和由它们产生的 IL-17A 在诸如牛皮癣之类的自身炎症性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

已发现 IL-17A 通过 IL-17R 复合物发送信号，从而驱动炎症反应。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清华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鉴定出第二个由 IL-17RA 和

IL-17RD 组成的 IL-17R 复合物（IL-17RA/IL-17RD），该复合物是由皮肤角质细胞表达的，

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Science Immunology 期刊上。 

（9）Science 子刊突破！中国科学家开发抗体纳米颗粒破解肿瘤免疫耐受难题！ 

doi：10.1126/sciimmunol.aau6584 

利用抗体对抗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 1 (PD-L1)的免疫检查点阻断(ICB)疗法显示出巨大

的潜力，正在引起临床癌症管理的革命。不幸的是，只有一小部分接受治疗的患者对目前

的 ICB 治疗有反应，这可能是由于肿瘤的免疫耐受。因此，开发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来对

抗这种免疫耐受和放大 ICB 治疗疗效已成为当务之急。 

来自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用于癌症免疫治疗的肿瘤酶微环境活化的

抗体纳米颗粒，这项研究于发表在 Science Immunology 杂志上；文章中，研究者们通过整

合 anti-PD-L1 抗体(αPDL1)和吲哚菁绿(ICG)到一个纳米平台上获得了工程化的抗体纳米

颗粒。ICG 是一种经临床批准用于活体手术荧光成像的荧光团，以及用于光动力治疗的光

敏剂(PDT)。抗体纳米颗粒可以在血液循环并保持惰性，从而保护αPDL1 不与正常组织相

互作用。一旦通过增强渗透性和保留(EPR)效应累积在肿瘤部位，抗体纳米粒子被肿瘤特异

性的微环境激活，释放αPDL1 来抑制 PD-L1。 

（10）Cell：我国科学家揭示人 FcRn 是 B 族肠道病毒的细胞脱衣壳受体 

doi：10.1016/j.cell.2019.04.035 

B 族肠道病毒（Enterovirus B，EV-B）包括埃可病毒（Echovirus）、柯萨奇病毒 B、

柯萨奇病毒 A9，以及多个新发现的 B 族肠道病毒血清型。它们是小 RNA 病毒科

（Picornaviridae）中肠道病毒属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严重的人类传染病的致病因子。尽管

科学家们已鉴定出 B 族肠道病毒中柯萨奇病毒 B 的细胞受体，但是介导病毒进入的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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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介导埃可病毒和其他 B 族肠道病毒脱衣壳过程的受体，仍然是不清楚的。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

人新生儿 Fc 受体（human neonatal Fc receptor，FcRn）是主要的 B 族肠道病毒的脱衣壳受

体，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Cell 期刊上。 

4、Hepatology：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证实Ⅱ型糖尿病药物延缓非酒精性脂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和医学部临床学院教授翁建平牵头全国 10 家医院，对伴有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Ⅱ型糖尿病患者，使用利拉鲁肽、西格列汀、甘精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

治疗，并针对不同药物对患者体重及肝内脂肪含量的疗效进行了比较研究，相关成果近日

发表于《肝脏病学》。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目前最常见的慢性肝脏疾病，影响了全球约 17%~46%的成年患

者。同样作为代谢性疾病，Ⅱ型糖尿病与非酒精性脂肪肝具有共同的发病土壤——胰岛素

抵抗。尽管目前尚无明确获批的针对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治疗药物，但已有研究证实，

部分糖尿病药物在降低血糖的同时可能延缓非酒精性脂肪肝发展。 

该研究联合了全国 10 家医院的内分泌科、放射科，采用目前最先进的 MRI IDEAL IQ

序列来测定磁共振质子密度脂肪含量（MRI-PDFF），以确定肝脏脂肪含量。对于使用二甲

双胍单药治疗血糖控制不佳的Ⅱ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研究发现，进一步联

合利拉鲁肽、西格列汀或甘精胰岛素治疗 26 周后，伴随着血糖控制的改善，采用利拉鲁肽、

西格列汀治疗的患者肝内脂肪含量显著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 4%和 3.8%），并且其皮下

脂肪含量和内脏脂肪含量控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该研究为Ⅱ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药物治疗选择增添了循证医学证据。 

原文出处：Jinhua Yan, Bin Yao, Hongyu Kuang, et.al. Liraglutide, Sitagliptin, and Insulin 

Glargine Added to Metformin: The Effect on Body Weight and Intrahepatic Lipid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epatology 
 

5、Lancet：重大进展！新的 HIV 候选疫苗可安全地在健康人和猴子中诱导出

强效的免疫反应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一种实验性 HIV-1 候选疫苗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并且可在健康的成

年人和恒河猴中产生可比较的强效免疫反应。此外，这种候选疫苗能够让猴子免受猿猴-人

类免疫缺损病毒（simian-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SHIV）---一种类似于 HIV 的感染

猴子的病毒---感染。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线发表在 The Lancet 期刊上。 

根据一项涉及将近 400 名健康成年人的 1/2a 期临床试验（被称作 appROACH）的结果，

一项 2b 期临床试验在非洲南部启动，旨在确定这种 HIV-1 候选疫苗在 2600 名有感染上 HIV

风险的女性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持续 35 年的全球 HIV/AIDS 流行病中，这是 5 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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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进展到人体临床疗效试验的实验性 HIV-1 疫苗概念之一。 

之前的 HIV-1 候选疫苗通常仅限于世界上的特定地区。这项研究中测试的这种实验性

HIV-1 候选疫苗属于镶嵌疫苗（mosaic vaccine），即获取不同 HIV 病毒的片段，并将这些片

段组合在一起从而引发对一系列 HIV 毒株产生免疫反应。 

6、PNAS：突破！中美科学家成功阐明姜黄素有效抑制癌症进展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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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利用 X 射线晶体

学及激酶抑制剂特异性分析技术成功揭示了姜黄素如何在原子水平下结合激酶双特异性酪

氨酸调节激酶 2（DYRK2），姜黄素是香料姜黄中存在的一种天然化合物，此前研究人员

发现姜黄素这种特殊的作用能够有效抑制 DYRK2，从而损伤细胞增殖并且抑制癌症进展。 

研究者 Sourav Banerjee 表示，姜黄素会被机体迅速排出体外，为了让姜黄素能成为一

种有效的药物，就需要对其进行修饰使姜黄素能进入血流中，并且在体内积累到一定程度

才能够靶向作用癌症，由于存在多种化学缺陷，姜黄素本身或许并不足以完全逆转人类患

者机体的癌症。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报道，姜黄素能够结合并且抑制 DYRK2，从而阻碍细胞蛋白酶体

的功能，进而抑制小鼠机体中的癌症增殖，蛋白酶体是一种特殊的细胞器，其能够破坏细

胞中损伤或不被需要的蛋白质；研究者 Banerjee 说道，尽管姜黄素已经被研究超过 250 年，

而且此前研究人员也报道过姜黄素具有一些抗癌特性，但并没有研究人员阐明姜黄素与蛋

白激酶相结合的晶体结构，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联合研究成功对姜黄素与 DYRK2

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解析。 

7、Cell：脊髓损伤治疗取得重大进展！利用小分子化合物重新激活脊髓回路 

大多数脊髓损伤患者从损伤部位以下都瘫痪掉，即便脊髓并没有被完全切断，也是如

此。为什么脊髓中保持完好的部分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

国南通大学、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和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研究人员对脊髓中的神经回路（即

脊髓回路）为何保持抑制状态提供了新的认识。他们还证实当全身给药时，一种小分子化

合物能够激活瘫痪的小鼠中的这些神经回路，从而恢复它们的行走能力。 

许多试图修复脊髓损伤的动物研究都集中在让神经纤维或轴突再生，或者让新的轴突

从健康的轴突中出芽（sprouting）。虽然 He 的实验室和其他人之前已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

的轴突再生和出芽，但是在遭受严重的脊髓损伤后，这对动物运动功能的影响仍然是不那

么清楚的。一些研究已尝试着使用 5-羟色胺类药物等神经调节剂来刺激脊髓中的神经回路，

但是这仅导致短暂的不受控制的肢体运动。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它受到基于硬膜外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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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ur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的策略取得成功的启发，这种策略也是唯一一种对脊髓损

伤患者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种治疗中，会将电流施加到脊髓的下部；通过结合康复训练，

这能够让一些患者恢复运动。 

8、Cell：在湍流环境下，利用人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大规模产生 1000 亿个血小板 

输血是最常见的细胞治疗形式之一，每年有近 500 万美国人接受输血。在不久的将来，

捐助者的血液供应预计不会满足一些国家的患者需求。导致该问题的一个因素是一些血液

成分的保质期短。特别是，人类捐献的血小板在美国的保质期仅为 5 天，这是因为它们会

逐渐丧失其聚集能力并且易受细菌污染。有时需要输注血小板来治疗一种被称作血小板减

少症（thrombocytopenia）的疾病，在这种疾病中，血小板缺乏会增加危及生命的失血风险。

血小板的预期短缺促进人们寻找不依赖血液捐献的替代来源。 

人诱导性多能干细胞（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hiPSC）提供了一种可持续

地产生足够数量的血小板用于输注的方法。这种方法涉及将从人类供者体内获取的血细胞

或皮肤细胞在进行表观遗传学重编程后进入胚胎干细胞样状态，然后将这些未成熟细胞转

化为在身体不同部位发现的特化细胞类型。然而，在此之前利用源自 hipsC 的巨核细胞产

生血小板的尝试未能达到适合临床制造的规模。 

9、Radiology：机器人挑战徒手在 CT 引导下肝肿瘤消融细针放置 

本研究旨在比较徒手与机器人在肝肿瘤 CT 引导下微波消融（MWA）术中穿刺针放置

准确性差异。 

本研究纳入了行肝肿瘤 CT 引导下 MWA 的患者，并行 CT 增强扫描。在增强 CT 上识

病肿瘤后进行随机操作。最终结果为重新放置穿刺针的次数。次要结果为以层面内和层面

外目标横向定位错误和定位时间。 

结果为，本研究共纳入了 31 例受试者。其中徒手定位为 19 例，机器人定位为 18 例，

有 6 例有多发肿瘤的患者接受了两种方法治疗。共对 47 个肿瘤进行评估，5 个肿瘤因技术

受限排除研究。在机器人组，并无穿刺针重置。在徒手组，约有中位数 1 次重置（范围为

0-7 次）。在层面外目标，徒手和机器人横向定位错误分别为 10.1mm±4.0、5.9mm±

2.9(P=.007)；在层面内目标，徒手和机器人横向定位错误分别为 6.2mm±2.7、7.7mm ± 5.9，

(P=.51)。徒手和机器人平均定位时间分别为 19minutes(范围为 8-55minutes)、36minutes(范

围为 3-70minutes；P=.001)。 

本研究表明，机器人定位穿刺能够减少微波消融术调整穿刺针的必要，准确定位肝肿

瘤，提高层面外目标定位的准确性。然而，机器人定位时间要长于人工徒手定位。 

原文出处：Heerink WJ, Ruiter SJS, Pennings JP, et al.Robotic versusFreehand Needle 

Positioning in CT- guided Ablation of Liver Tumor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adiology. 

DOI：10.1148/radiol. 201818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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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ature：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癌细胞脱颖而出的秘密，全因这个“健康指

纹”！ 

近日，葡萄牙 Champalimaud 未知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癌细胞可挟裹组织中细胞间的竞

争机制，夺取“健康指纹”，为自己穿上“健康”外衣，从而破坏健康细胞组织，为肿瘤扩

张“腾地方”！而若能靶向肿瘤细胞的这些“健康指纹”，就有望减缓肿瘤发生发展，与其

他疗法合用甚至有望彻底治愈肿瘤！ 

水可载舟——细胞的自净与和谐 

正常细胞都存在一个严格且有规律的细胞周期，当细胞分裂了一定次数后，就会逐步

走向死亡，这些衰老濒死的细胞和一些结构功能受损的细胞于正常组织而言就是需要清除

的对象，将之清除可延迟衰老、防止发育畸形，并用新生组织代替老化的组织。这些细胞

如何与正常细胞区分呢？ 

 

细胞的“健康指纹” 

研究人员发现机体正常组织中存在细胞间的竞争机制。正常细胞表面可根据细胞健康

状态表达花膜蛋白，其中 hFWE1 和 hFWE3 表达 Flower-Lose 蛋白，hFWE2 和 hFWE4 表

达 Flower-Win 蛋白，这两种蛋白的不同含量体现了细胞的健康状况。“Win”蛋白越多，细

胞越健康，“Lose”蛋白则预示着细胞的受损和衰老情况，这就是细胞的“健康指纹”。正

常细胞表面“Win”蛋白表达较少，多以“Lose”蛋白的累积来体现细胞健康状态。他们指

出，正常组织中，根据不同的“指纹”，健康的细胞就可以吞噬破坏衰老受损的细胞，这就

是正常细胞的自净平衡，维护了组织的正常结构与功能，确保了细胞间的和谐。那么，如

果细胞癌变了，平衡还能继续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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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覆舟——癌细胞挟裹自净机制，于众细胞中脱颖而出 

研究人员发现，当细胞发生癌变时，其表面会大量表达“Win”蛋白，“Lose”蛋白表

达减少甚至不表达，从而将自身伪装成超级健康的细胞，相对应的，癌细胞周围“Lose”

蛋白表达增加的健康细胞就变得“不那么健康”。根据细胞自净机制，癌细胞不仅可以欺骗

周围细胞防止被吞噬，还可以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根据“健康指纹”对周围细胞大肆破坏，

使其于众细胞中脱颖而出，进而为肿瘤的进一步发展“腾地方”！而且，肿瘤恶性程度越高，

这种细胞间的“健康对比”就愈发强烈！这种对比可预测 86.3％的恶性肿瘤！也就是说，

“健康指纹”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守护健康，亦是癌症发生发展侵袭的助力！ 

 

癌症中的“健康指纹” 

 

敲除“Win”蛋白+化疗治疗肿瘤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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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肿瘤中“Win”蛋白的高表达与周围组织中“Lose”蛋白的高表达

呈相关，是肿瘤生长的先决条件！他们发现，敲除肿瘤“Win”蛋白相关基因或遏制“Win”

蛋白表达可以降低肿瘤对其宿主组织的破坏力，显著减小肿瘤体积，而将该方案与化疗联

合用于肿瘤动物后，疗效十分显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完全消除肿瘤！这就意味着该

疗法是肿瘤治疗的潜在希望！ 

这些研究结果非常振奋人心，但这只是初步成果，想让其真正造福癌症患者仍需要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我们相信，假以时日，定能有好消息传来！  

原文出处：Esha Madan, Christopher J. Pelham, Eduardo Moreno, et.al. Flower isoforms 

promote competitive growth in cancer. Nature 24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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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Molecular 

Cancer Research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宾夕

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

在实验室中阻断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发挥作用

或有望抑制卵巢癌细胞生长和失控分裂。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细胞培养物

进行研究鉴别出了一种特殊蛋白或能作为靶

向杀灭高级浆液性卵巢癌细胞的潜在治疗靶

点；这类卵巢癌中，大约 70%的患者都会出现化疗耐受性并发生疾病复发，因此研究人员

迫切需要开发出治疗这类卵巢癌的新型疗法。研究人员鉴别出了一种新方法，其能使得高

级浆液性卵巢癌细胞处于“睡眠”状态，即细胞衰老（senescence）。 

研究者 Katherine Aird 说道，目前我们遭遇癌细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并不需要任

何刺激就能够永远生长，而通过诱导细胞衰老，这些细胞就不再会分裂和生长了；在多个

生命周期和通路（代谢通路）中，细胞会破碎并积累促进其生命进展的化学物质，而癌细

胞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其代谢过程异于正常健康细胞，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就社服评估

了正常输卵管细胞和癌变细胞之间的代谢差异。 

利用分光光度计法，研究人员测定了每个细胞系的代谢产物水平，通过比较其代谢过

程的差异，研究者发现，癌变细胞更喜欢在细胞柠檬酸循环过程中使用糖类，而不是乳酸，

这或许其癌细胞中最常见的代谢通路；很多疗法能够靶向作用细胞的糖酵解，但这或许并

不是最佳的手段，当靶向作用糖酵解时，其还会对正常健康组织产生损伤效应。 

深入分析后，研究者发现，在柠檬酸循环过程中阻断或抑制蛋白质异柠檬酸脱氢酶 1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1）的活性或能抑制细胞的分裂，当蛋白的突变形式普遍存在于其

它癌症中时，研究者在高级浆液性癌细胞中也发现了野生型/正常形式的蛋白质形式。如今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429-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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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已经批准了靶向作用这种突变蛋白的药物，其中一种靶向作用突变蛋白的药物还能靶

向作用野生型蛋白质，而研究人员的长期目标就是尝试并重定向已经批准的药物来作为治

疗高级浆液性卵巢癌的新型疗法。 

研究者表示，抑制野生型蛋白或能作为一种潜在的疗法来治疗高级浆液性卵巢癌，当

这些细胞扩散到机体的其它部位时，其就会采用一种异于原始癌细胞的形式来破坏机体组

织，新型的抑制剂或能有效抑制两种类型癌细胞的细胞周期。研究者 Dahl 表示，当卵巢癌

患者被诊断时往往疾病已经进展到晚期阶段，因此开发有效靶向此阶段癌症的疗法就显得

尤为重要了。当前的研究数据表明，当异柠檬酸脱氢酶 1 高度表达时，患者的无进展生存

期就会下降。 

后期研究人员还将进一步深入研究调查正常和高级浆液性卵巢癌细胞之间的代谢差异，

同时研究者还将分析观察是否将新型抑制剂与其它疗法相结合能够有效治疗高级浆液性的

卵巢癌患者。 

原文出处：Erika S. Dahl, Raquel Buj, Kelly E. Leon, et al.Targeting IDH1 as a Prosenescent 

Therapy in High-grade Serous Ovarian Cancer,Molecular Cancer Research (2019). DOI: 

10.1158/1541-7786.MCR- 18-1233 

12、JAMA Network Open：警惕！前列腺癌激素疗法或会增加患者患阿尔兹

海默病和痴呆症的风险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JAMA Network Open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立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前列腺癌患者而言，利用雄激素阻断疗法

(ADT，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治疗的患者与没有用该疗法的患者相比，其被诊断为阿

尔兹海默病或痴呆症的可能性较高。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工队 154，098 名男性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 62，330 名患者

在诊断为前列腺癌的两年内接受了 ADT 治疗，而另外 91，759 名患者并未接受 ADT 治疗，

在接受激素疗法治疗的患者中，有 13%的患者后期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病，而未接受治疗

的患者中有 9%的患者后期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病；对于痴呆症而言，这些数字还可能会增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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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即接受 ADT 疗法的前列腺癌患者中有 22%的患者后期被诊断为痴呆症，而未接受疗法

的患者中有 16%的患者被诊断为痴呆症，本文研究结果基于此前研究人员进行的小规模研

究，此前研究人员就发现，接受激素疗法会让前列腺癌患者出现大脑认知风险，据弗雷明

汉心脏研究数据显示，对于男性而言，其一生中患阿尔兹海默氏痴呆症的风险为 12%。 

研究者 Ravishankar Jayadevappa 说道，这是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项研究来分析前

列腺癌患者接受激素疗法与患阿尔兹海默病风险之间的关联，在被诊断为前列腺癌后研究

人员对患者进行了平均为期 8 年的追踪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临床医生或许需要认识到激

素疗法对前列腺癌患者产生的潜在认知影响以及相应的疾病风险。前列腺癌是美国最常见

的一种非皮肤类的癌症，同时也是美国男性因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而 ADT 疗法则能够

明显降低前列腺癌的扩散和进展，该疗法能通过降低男性机体中的雄激素来发挥作用，从

而阻断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当癌症发生转移时通常患者的疾病就进入了晚期阶段，

而且即便接受了治疗，其疾病复发率也很高。 

尽管 ADT 疗法能给前列腺癌患者带来一定益处，但同时其也在科学界存在一定争议，

有证据就表明，降低机体雄激素水平会增加男性患阿尔兹海默病和痴呆症的风险因素的水

平，包括体重降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等，激素疗法同时还会通过损伤大脑神

经元的生长和轴突的再生来影响个体的大脑认知功能。 

当控制了多种因素后（比如其它医学状况、疾病严重性、诸如年龄等社会人口特征），

研究人员确定了接受激素疗法的前列腺癌患者的危害比，危害比能够测定随着时间延续干

预措施所产生的效应，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接受激素疗法的前

列腺癌缓和面临着一定的危害比，其能够转化为患者患阿尔兹海默病风险增加 14%，患痴

呆症风险增加 20%（相比未接受激素疗法的患者而言）。 

研究者表示，后期他们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来阐明痴呆症风险和接受 ADT 疗法

之间关联背后的分子机制，他们还想通过研究制定相应的策略来帮助临床医生为前列腺癌

患者制定疗法，这可能依赖于患者以及其疾病的严重性。最后研究者 Guzzo 说道，我们或

许还需要在单一水平下分析这些患者，当然了，有些患者需要接受激素疗法并能从中获益，

当然在另外一些患者中或许还存在一些证据并不太清楚，在这些患者中，研究者就应该考

虑激素疗法的风险及其在治疗前列腺癌上的效益状况。 

原文出处：Jayadevappa R, Chhatre S, Malkowicz SB,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Use and Diagnosis of Dementia in Men With Prostate Cancer.JAMA Netw 

Open. 2019 Jul 3;2(7):e196562. doi: 10.1001/jamanetworkopen.2019.6562. 

13、7 月 Nature 杂志不得不看的重磅级亮点研究 

（1）Nature：科学家有望实现让疲惫不堪的免疫细胞重新焕发活力 再次高效抑制癌

症进展 

doi：10.1038/s41586-019-1325-x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www.bioon.com/m/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6%8A%91%E9%83%81%E7%97%87/
http://www.bioon.com/m/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126853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126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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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机体的免疫系统依赖于一种精细调节细胞类型之间的微妙平衡，这种平衡能帮助

有效抑制细菌和癌细胞对机体产生有害影响；但在癌症和慢性感染中，这种平衡就会被打

破，从而导致免疫系统功能异常或耗竭，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究报告

中，来自宾夕法尼亚佩雷尔曼医学院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免疫细胞中水

平发生改变的名为 TOX 的特殊蛋白或能控制将要衰竭的细胞的身份，基于本文研究结果，

研究人员有望寻找一种方法来准确识别肿瘤或感染位点会发生衰竭的免疫细胞类型，同时

也能帮助研究人员通过重新振作衰减的 T 细胞来改善患者对癌症疗法产生免疫反应的效率。 

研究者 E. John Wherry 博士说道，TOX 是衰竭 T 细胞的关键调节子，如今我们能够设

法对 TOX 进行工程化靶向修饰来逆转或抑制 T 细胞的衰竭，从而有效抵御机体感染或癌症

发生。研究人员所研究的 T 细胞由三种类型，其依赖于不同身份之间的高效和协调转换，

当被特殊蛋白开始激活后，不成熟的 T 细胞就会就会开始复制，并且经历精心策划的分子

重组程序成为效应 T 细胞（TEFF），从而产生能够杀灭癌细胞的炎性细胞因子。 

（2）Nature and Nat Medicine：癌症免疫疗法新突破！工程化细菌充当“特洛伊木马”

有效抑制肿瘤进展！ 

doi：10.1038/nature18930  doi：10.1038/s41591-019-0498-z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Medicine 上的研究报告中，癌症来自哥伦比亚大学

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克服了上述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对一种非致病菌进行工程化修饰，使

其能够在实体瘤中定植，并且能够安全地提供有效的免疫疗法，这种工程化改造的非致病

菌或能扮演“特洛伊木马”来帮助抵御肿瘤。研究者指出，这种新型疗法不仅能够使淋巴

瘤小鼠模型集体的肿瘤完全消退，还能够有效控制机体远端并未进行注射的肿瘤病变。 

研究者 Tal Danino 教授说道，发现未经治疗的肿瘤与原发病灶对疗法同时产生反应让

我们非常意外，这是继细菌性癌症疗法后第一个被称为“局部效应”的证明；这意味着，

我们能够针对局部主要的肿瘤对细菌进行工程化修饰，随后刺激宿主机体的免疫系统来寻

找成像或其它手段无法检测到的肿瘤和转移。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将合成生物学技术和免

疫学技术相结合对细菌进行工程化修饰使其能够在肿瘤的核心区域生长并增殖；当细菌的

数量达到一个临界阈值时，非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就会进行编程产生自毁，随后就能释放疗

法，同时还能防止对机体其它部位造成破坏。随后，一小部分细菌会通过裂解存活下来并

且重新开始繁殖，其能够允许在治疗过的肿瘤中进行多次药物传递。 

（3）Nature：揭秘 BRCA1 基因功能有望帮助开发治疗乳腺癌和卵巢癌的新型疗法 

doi：10.1038/s41586-019-1363-4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伯明翰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

们通过研究发现了 BRCA1 基因发挥功能的新型通路，其或有望帮助理解卵巢癌和乳腺癌

发生的分子机制。 

研究者 Manolo Daza-Martin 表示，没有两个人从生下来就是一样的，因此不同人在一

生中患病的风险也是并不相同的，这或许就是机体基因天然改变所造成的结果。除了发生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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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7.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7.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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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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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变异以外，大约每一千人中就有一人会从父母一方遗传 BRCA1 突变基因。此前研究

结果表明，在细胞中 BRCA1 基因能够产生帮助修复破碎 DNA 损伤的特殊蛋白，因此遗传

了错误 BRCA1 基因的人群或许就不太能够有效修复机体中积累的 DNA 损伤了，这就会使

其患卵巢癌和乳腺癌的风险增加。 

（4）Nature：重磅！科学家发现免疫细胞会入侵老化大脑破坏新生神经细胞的产生 

doi：10.1038/s41586-019-1362-5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

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免疫细胞能够浸润到老化大脑中罕见的新生神经细胞温床（ rare 

newborn nerve cell nurseries）中，通过在培养皿培养的细胞和活体动物机体中进行研究，结

果表明，免疫细胞能够分泌特殊的物质从而阻碍新的神经细胞产生。 

虽然研究中的大多数实验是在小鼠机体中进行的，但通过对人类尸体解剖的大脑组织

进行分析，研究者证实了神经起源位点会被杀伤性 T 细胞所入侵。本文研究结果或能帮助

寻找并追踪促进老年人大脑功能普遍恶化的分子，同时还有望开发阻断甚至逆转大脑恶化

的新型疗法。研究者 Anne Brunet 博士说道，教科书告诉我们，免疫细胞并不会那么容易就

进入到健康的大脑中，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免疫细胞不

仅会进入健康老化的大脑中（包括人类大脑），其还会到达大脑中产生新生神经元的位点。 

 

（5）Nature：重大进展！揭示在 DNA 复制期间保护复制叉新机制 

doi：10.1038/s41586-019-1363-4 

在 DNA 复制期间，复制叉遇到的问题不断威胁着基因组的完整性。BRCA1、BRCA2

和一部分范科尼贫血蛋白（Fanconi anaemia protein）通过涉及 RAD51 的途径保护停滞的复

制叉免受核酸酶的降解。BRCA1 在复制叉保护中作出的贡献和发挥的调节作用以及这种作

用如何与它在同源重组中的作用相关联在一起，仍然是不清楚的。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 BRCA1 与

BARD1 形成的复合物而不是经典的 BRCA1–PALB2 相互作用是复制叉保护所必需的，相

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BRCA1-BARD1 受到磷酸化指导的脯氨酰异构酶 PIN1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B4%AB%E8%A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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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构象变化的调节。PIN1 活性增强 BRCA1–BARD1 与 RAD51 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

增加 RAD51 在停滞的复制叉结构中的存在。 

（6）Nature：重大进展！构建出人类肝脏的完整细胞图谱，鉴定出新的肝细胞亚型 

doi：10.1038/s41586-019-1373-2 

肝脏是人体最大、功能最广泛的器官之一。它将我们食物中的糖、蛋白和脂肪转化为

对身体有用的物质，并将它们释放到细胞中。肝脏除了在人体新陈代谢中发挥作用外，还

是一种免疫器官，对血液的排毒是必不可少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当仅为原始质量的 25%

时，肝脏是唯一能够恢复到原来大小的内脏器官。肝病是世界上最大的健康问题之一，也

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德国，至少有 500 万患者患有脂肪肝、肝癌或肝炎。尽管肝脏对人

类健康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健康和患病组织中肝细胞类型的多样性以及相关的分子和

细胞过程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德国弗赖堡大学、马克斯普朗克免疫生物学与表观遗传学研

究所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人类肝脏组织的完整细胞图谱。通过使用所

谓的单细胞 RNA 测序技术，马克斯普朗克免疫生物学与表观遗传学研究所的 Dominic Grün

团队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 Thomas F. Baumert 团队成功地构建出健康人肝脏中细胞群体的

详细图谱。基于对来自 9 名人类供者的 1 万个细胞的分析，这种细胞图谱显示了所有重要

的肝细胞类型，包括肝实质细胞（hepatocyte，肝脏中的主要代谢细胞）、血管内皮细胞、

肝脏驻留巨噬细胞和其他的免疫细胞类型，以及胆管细胞和肝上皮祖细胞。利用这些数据，

人们可以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捕获细胞类型和细胞状态的多样性，并了解它们在发育过程

中或疾病进展过程中如何发生变化，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 

（7）Nature：肠道感染竟能引发帕金森病产生？ 

doi：10.1038/s41586-019-1405-y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证实在一种缺

乏一个与人类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相关的基因的小鼠模型中，肠道感染能

够导致类似于这种疾病的病理特征。这一发现扩展了他们近期的一项指出帕金森病具有主

要的免疫成分的研究，这为开发治疗这种疾病的策略提供了新的途径，相关研究结果发表

在 Nature 期刊上。 

大约 10％的帕金森病病例是由于编码 PINK1 和 Parkin 等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造成的，

这些蛋白与线粒体（细胞中产生能量的细胞器）有关。具有这些突变的患者在更早的年龄

患上帕金森病。然而，在小鼠模型中，这些相同的突变不会产生疾病症状，这导致许多科

学家们得出结论，小鼠可能不适合用于研究帕金森病。 

（8）Nature：中美科学家联手揭示军团菌效应蛋白 SidJ 调节磷酸核糖泛素化机制 

doi：10.1038/s41586-019-1439-1 

细菌病原体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使用通过它的 Dot/Icm 分泌系统递送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ai-de-zhuan-hua-yi-xue-yan-jiu198411.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news.bioon.com/epigenetic/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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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百种效应蛋白广泛地调节宿主细胞功能，从而产生一种允许它复制的细胞内微环境

（intracellular niche）。在这些效应蛋白中，SidE 家族成员（SidEs）通过一种独特的磷酸

核糖泛素化（phosphoribosyl ubiquitination）机制调节多种细胞过程，而且这种机制绕过了

经典的泛素化机制，使得不依赖经典的泛素化机制成为可能。 

SidEs 的活性受到 SidJ（另一种 Dot/Icm 效应蛋白）的调节，但是这种调节的机制尚不

完全清楚。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福建师范大学、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

验室、吉林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证实 SidJ 通过诱导谷

氨酸基团共价结合到 SdeA 的氨基酸残基 E860 上来抑制 SidEs 的活性，其中 E860 是这种

参与泛素活化的单 ADP-核糖基转移酶活性的催化残基之一，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 

（9）Nature：靶向潘氏细胞产生的 Notum 可让衰老的肠道干细胞恢复青春 

doi：10.1038/s41586-019-1383-0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肠上皮

的再生能力如何发生下降。靶向一种抑制干胞维持信号转导的酶可让老化的肠道恢复再生

潜力。这一发现可能指出了缓解年龄相关的胃肠道问题、降低癌症治疗副作用和通过促进

康复降低老龄化社会的医疗成本的方法，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 

研究者 Pekka Katajisto 说道，“这项研究突出了细胞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一个细胞内

部发生的变化导致它分泌可用药物靶向的老化因子，这就为干预提供了多个有引力的靶标。”

年龄引起的组织更新能力下降使得许多常见药物的剂量具有挑战性。靶向一种称为 Notum

的抑制因子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方法来增加治疗窗口并促进人口老龄化社会康复。这些研究

人员认为除了直接靶向 Notum 之外，饮食等生活方式因素也可能提供减少 Notum 因而改善

组织更新和修复的方法。 

（10）Nature：研究了 100 余人的老茧后，科学家揭示了光脚走路的好处！ 

doi：10.1038/s41586-019-1345-6 

在你仅仅因为脚上的老茧难看就拿浮石去磨脚上的老茧之前，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它

们实际上是大自然的鞋子。这是来自一项发表在 Nature 上的新研究的信息之一，该研究表

明，在某些方面，用老茧的脚走路比现代奢侈的软垫鞋对你更有益。 

研究人员发现，当你四处走动时，老茧可以提供足部保护，而不会损害触觉敏感度--

或触摸地面的能力。这与软垫鞋形成了鲜明对比，软垫鞋提供了一层厚厚的保护，但确实

会影响与地面的联系。与此同时，虽然厚底鞋确实会减少每次脚跟撞击地面的影响，但它

们实际上会给膝关节带来更多的力量。然而，没有人建议人们放弃穿鞋--尤其是如果他们的

健康状况使赤脚行走有风险的话。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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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JCR 重要信息整理 

2019 年 6 月 20 日，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Journal CitationReportsR2018 年度

SCI 期刊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正式发布，该年度报告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同行评

议期刊的评估资源，提供包括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Factors）在内的多种年度期刊

度量指标，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 

1. 总体情况：2018JCR 报告涵盖了 236 个学科，新增了 283 种期刊；本年度中国大陆

（China Mainland）计有 213 种期刊被收录。2018 年度共有 12538 种期刊被收录，有 8 本

期刊影响因子为 0，24 本期刊的影响因子 Not Available，其中 IF≥20的期刊有 75 种，10≤IF

＜20 的期刊有 201 种，5≤IF＜10 的期刊有 735 种。 

2. 排名在 2018JCR 榜单上，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影响因子 223.679，

保持第一名。 

3. CNS 期刊：Nature、Cell、Science 影响因子除 Science 略有下降，总体保持平稳，呈

上升趋势。 

4. 四大医学期刊：Lancet、JAMA、NEJM、BMJ，除 NEJM（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外，

影响因子总体呈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The Lancet 及 JAMA 的各种子刊表现也很亮眼，

Lancet 旗下的 14 本子刊，JAMA 旗下的 12 本子刊，这些专业子刊影响因子增长迅速，甚

至占据各个专业榜单第一。 

5. 热门期刊须谨慎：对于一些投稿关注度较高的期刊，影响因子多呈下降趋势，

Medicine、Cancer Managementand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athology、International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的影响因子较 2017 降了

一档，特别注意 Cellular physiologyand Biochemistry 因为自引率太高，被剔除出 SCI，

Oncotarget 2017 被剔除，2018 年仍没有重返 SCI。以下是投稿关注度较高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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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产期刊表现不错：本年度中国大陆（China Mainland）计有 213 种期刊被收录，

相比 2017 年度的 192 种增加 21 种，增幅为 10.94%。从影响因子的学科分区看，2018 年度

中国大陆地区期刊位列 Q1 区的期刊数量相对 2017 年度的 40 种上升至 48 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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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JM：III 期临床试验证实药物 rimegepant 能有效治疗急性偏头痛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的研究

报告中，来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

院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进行大规模试

验发现，一种新一代治疗急性偏头痛

的药物或能有效消除偏头痛患者的疼

痛并减少其疾病表现。这种名为

rimegepant 的药物目前正在等到 FDA

批准，其或比当前多种可用的偏头痛

药物在具有更多的治疗优势。 

研究者 Richard B. Lipton 教授表示，这是三十年来首次，当前药物无法治疗的偏头痛

患者或能寻找新的治疗途径；偏头痛影响着大约 12%至 14%的人群健康，全球大约有超过

10 亿人饱受偏头痛的折磨。这种慢性的神经性障碍主要包括患者周期性的头痛发作，同时

还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恶心、对光和声音敏感等。超过四分之三的偏头痛患者每月至少

会经历一次头痛发作，而且有超过一半的患者会在头痛发作时机体健康严重受影响。 

目前很多偏头痛患者会服用曲普坦类药物（triptan drugs）来治疗，其中包括依来曲普

坦和利扎曲普坦等，该类药物是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的，其能通过刺激刺激患者大脑中血

清素受体的表达来减缓急性偏头痛症状，随后就能够减少患者机体的炎症并使其血管收缩，

但普坦类药物并不能帮助每一位偏头痛患者，而且常常会产生让患者无法忍受的副作用，

由于该类药物具有收缩血管的作用，因此有患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并不能服用该类药物。 

包括 rimegepant在内的名为 gepants的新型药物或能帮助那些无法普坦类药物产生反应

的偏头痛患者，这种新药能通过靶向作用 CGRP 蛋白受体来发挥作用，在偏头痛发作期间，

CGRP 会被释放来引发疼痛，而药物 gepants 能够通过阻断 CGRP 的通路来减缓疼痛和患者

的偏头痛其它症状。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美国 49 个研究中心招募了 1000 多名偏头痛男性和女性患者

进行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来评估药物 rimegepant 的治疗效果，在偏头痛发作期间，一旦患者

出现中重度疼痛，研究人员就要求其服用一片 rimegepant，同时对照人群也相应服用安慰

剂，在服用药物 48 个小时后，患者被要求回答有关疼痛和疾病症状的问题，参与者从研究

人员给予的一份清单中选择让其最反感的症状，比如对光线、噪音不耐受或恶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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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药物两个小时后，rimegepant 组有 19.6%的患者疼痛得到了缓解，对照组中则为

12%，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患者中有 37.6%的患者摆脱了偏头痛最烦人的症状，

安慰剂组则为 25.2%。副作用较小、恶心和尿路感染是每组中超过 1%的患者报告的唯一不

良反应，研究者并未观察到参与者中出现不良的心血管疾病效应。 

最后研究者 Lipton 表示，本文研究结果证实了药物 rimegepant 的作用机制，其能通过

阻断 CGRP 通路来有效减缓急性偏头痛患者的疼痛及其它不适症状，作为一个研究 CGRP

阻断剂超过 10 年的研究人员，研究者 Lipton 很高兴在大规模试验中证实了 rimegepant 在治

疗偏头痛上的益处。 

原文出处：Lipton RB, Croop R, Stock EG, et al. Rimegepant, an Oral 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 Receptor Antagonist, for Migraine. N Engl J Med. 2019 Jul 11;381(2): 142-149. 

doi: 10.1056/NEJMoa1811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