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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发布 

（2019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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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国际流感诊治指南解读 国际呼吸杂志 2019.39(5):321 

2 慢加急性肝衰竭中医临床诊疗指南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3):494 

3 梗阻性黄疸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及支架植入术专

家共识（2018）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3):504 

4 《2018 年美国胃肠病学会临床实践指南更新：肝

纤维化患者手术风险评估和围术期管理》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3):509 

5 《2018 年欧洲胃肠内镜学会指南更新：慢性胰腺

炎的内镜治疗》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3):514 

6 经支气管冷冻肺活检操作规范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9.18(2):109 

7 脑胶质瘤诊疗规范（2018 年版）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2019.35(3):217 

8 2018 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心血管学组儿童青少

年晕厥诊断与治疗指南解读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9.34(3):161 

9 中国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内科诊疗共识意见

（2018 年） 
中华消化杂志 2019.39(2):73 

10 胃癌手术治疗已进入精细化管理时代：解读第 5
版日本胃癌治疗指南和第 15 版日本胃癌处理规约 中华肿瘤杂志 2019.41(3):168 

11 甲状腺及相关颈部淋巴结超声若干临床常见问题

专家共识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2019.35(3):193 

12 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与美国母胎医学会胎盘植入

指南（2018 年 12 月）的更新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2019.22(3):213 

13 成人急危重症脑损伤患者目标温度管理临床实践

专家共识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19.28(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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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JAMA Oncol：多西紫杉醇联合顺铂有望成为子宫内膜瘤的术后辅助化疗

方案 

根据一项最新发表在《JAMA Oncology》上的研究，多西紫杉醇联合顺铂的治疗方案

也许是治疗高进展风险的子宫内膜瘤术后辅助化疗的另一选择，有望替代阿霉素联合顺铂

方案。 

 

图片来源：http://cn.bing.com 

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的 Hiroyuki Nomura 博士及其同事评估了紫杉烷联合顺铂作

为子宫内膜瘤（高风险 I 期至 II 期或 III 期至 IV 期没有超出腹腔，但有 2 厘米或更大的残

余肿瘤）术后辅助化疗的疗效。 

病人随机接受 6 个循环、每三周一次的阿霉素联合顺铂（263 人）、多西紫杉醇联合

顺铂（263 人）或者紫杉醇联合卡铂（262 人）治疗。研究人员发现病人对疗法的耐受性没

有显著差别。 

而在平均追踪 7 年后，三组病人的无进展生存率无显著差别（阿霉素联合顺铂组 191，

多西紫杉醇联合顺铂 208，紫杉醇联合卡铂 187，P=0.12），总生存率也无明显差别（阿霉

素联合顺铂组 217，多西紫杉醇联合顺铂 223，紫杉醇联合卡铂 215，P=0.67）。五年无进

展生存率分别是 73.3%、79%、73.9%。五年总生存率为 82.7%、88.1%和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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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种方案都展现出了相同的耐受性，但是产生的毒副作用不同，因此紫杉烷联

合顺铂治疗方案也许是阿霉素联合顺铂治疗方案的有效替代方案。”作者在文中这样写道。 

原文出处：Hiroyuki Nomura et al. Effect of Taxane Plus Platinum Regimens vs 
Doxorubicin Plus Cisplatin as 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Endometrial Cancer at a High Risk of 
Progressio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Oncol. 2019.doi:10.1001/jamaoncol.2019.0001 

2、PNAS：研究发现胰腺癌的克星——联合自噬和 DNA 修复抑制剂有望杀死

胰腺癌！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UCLA）Jonsson 综合癌

症中心的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一种同时使用两种药物治疗世界上最致命的癌症——胰腺癌

的新策略 

 

图片来源：PNAS 

这种联合疗法使用一种药物抑制溶酶体（可以使癌细胞循环利用胞内必需的营养物质

以继续生存）的活性，另一种药物抑制肿瘤细胞修复 DNA 的信号通路。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培养的胰腺癌细胞系和小鼠肿瘤模型上进行的实验表明这种联合疗

法疗效显著。 

胰腺癌是美国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诱因，以高度耐药著称。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也

意味着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生物学复杂性的认知不够深入，对这种癌症抵抗可以有效治疗其

他癌症的药物的机制的认识不足。 

由于这些限制，研究人员一直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癌细胞的信号通路，以找出有效的

新疗法。胰腺癌细胞依赖于溶酶体相关的信号通路，而溶酶体是细胞自噬的必要组成部

分，细胞可以通过自噬破坏细胞内一些物质并加以重复利用。研究背后的机制和抑制这条

通路的影响可以帮助找出治疗这种癌症的新疗法。 

研究人员对两组数据进行了分析，试图找出依赖于溶酶体的信号通路的相关机制，研

究人员首先将氯喹（一种疟疾特效药）和 500 多种不同的抑制剂联合作用于胰腺癌细胞，

以筛选可能产生协同效应的药物组合。通过这个筛查的信息，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类叫做复

制应激反应抑制剂的抑制剂。在第二组数据中，研究人员测试了只接受氯喹处理的胰腺癌

细胞的代谢产物。他们发现氯喹会引起天冬氨酸减少，这是一种细胞合成核苷酸用于

DNA 修复和复制的重要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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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表明联合氯喹和复制应激反应抑制剂可能是一种延缓胰腺癌病人肿瘤生长并

改善病人预后的有效联合疗法。这项发现还强调了老药新用——利用现有药物治疗其他疾

病的重要性。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PNAS》上。 

原文出处：Timothy R. Donahue et al. Lysosome inhibition sensitizes pancreatic cancer to 
replication stress by aspartate deple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DOI: 10.1073/pnas.1812410116 

3、eLife：研究揭示靶向常见癌症的新策略 

一项发表在《eLife》上的新研究发现了一种蛋白质是一种特殊的癌细胞生存所必需的。

这项研究最早发表在 bioRxiv 上，发现了一个叫做沃纳综合症解旋酶（Werner syndrome 

helicase，WRN）的蛋白质是治疗一类高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MSI-H）的肿瘤病人的新靶点。 

 

图片来源：eLife 

MSI 是癌细胞的一个特点，其 DNA 错配修复（MMR）系统存在缺陷。约 4%的癌症

病人的肿瘤中会出现 MMR 缺陷和 MSI-H，尤其在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和胃癌中最常见。

免疫治疗药物 pembrolizumab、nivolumab 和 ipilimumab 的获批已经改变了 MSI-H 病人的治

疗现状，尽管这些药物会让病人产生长期的正面反应，但是最终都会产生耐药性，因此还

需要更有效的治疗药物。 

“癌症靶向治疗主要针对肿瘤细胞赖以生存的独特的生物学特点，而非正常细胞的特

点。”该研究通讯作者、奥地利维也纳勃林格殷格翰研究中心（RCV）的科学家 Simon Wöh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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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说道。“我们在开发治疗 MSI-H 癌症的新疗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什么因素帮助了癌

细胞生存和增殖。” 

研究团队利用 MSI-H 癌细胞谱和最近的细胞系筛查手段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清

除 MSI-H 细胞的 WRN 功能之后可以防止细胞正常工作，造成细胞分裂出现缺陷。 

“特别是我们发现清除了 WRN 的 MSI-H 癌细胞系出现了染色体破坏和基因组不稳定

性，这表明 WRN 是 MSI-H 细胞的弱点。”该研究共同通讯作者、勃林格殷格翰 RCV 的

癌细胞信号传导部门主任 Mark Petronczki 说道。 

过去已知缺失 WRN 会引起沃纳综合症，这是一种过早衰老的疾病，与患肿瘤的风险

增加有关，因此它被认为在抑制癌症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和传统观点相反的是这项研究

发现 WRN 在特殊癌细胞中扮演着促生存的角色。 

“我们已经展现了联合深度功能基因组数据和肿瘤细胞系谱在寻找肿瘤药物靶点中的

作用。”该研究另一通讯作者、勃林格殷格翰 RCV 副主席 Mark Pearson 说道。“我们的研

究表明用药物抑制 WRN 的功能是 MSI-H 肿瘤的一个潜在治疗靶点，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出

更有效的药物。” 

原文出处：Simone Lieb et al, Werner syndrome helicase is a selective vulnerability of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tumor cells, eLife (2019). DOI: 10.7554/eLife.43333 

4、Cell Metab：胰腺癌为什么耐药？可能是巨噬细胞在捣鬼！ 

一项由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UM）Rogel 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领导完成

的最新研究发现肿瘤相关的免疫细胞分泌的相似的化合物可以削弱一种治疗胰腺癌的一线

化疗药物的疗效。 

 

图片来源：Cell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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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药物吉西他滨是一种抗代谢药，它和细胞摄取的正常代谢物质很相似，但是一旦

被细胞摄取，它就会通过扰乱细胞的功能来杀死细胞。胰腺癌中的肿瘤相关免疫细胞会释

放相似的代谢物质，这些物质会抑制吉西他滨杀伤癌细胞的能力。 

这些结果将帮助预测哪些病人可能对吉西他滨治疗产生反应，也为揭示其他种类的肿

瘤中免疫细胞在化疗耐药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参考，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Cell 

Metabolism》上。 

“为什么吉西他滨在一些病人身上效果很好，但是在另一些病人身上却没有效果，这

是我们实验室尝试回答的主要的问题。”该研究通讯作者、UM 医学院分子和综合生理学

助理教授 Costas Lyssiotis 博士说道。 

胰腺癌是最致命的癌症之一，它的恶性程度高，对传统的化疗和放疗都基本无响应。

尽管最近几年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种病的 5 年生存率仍然是个位数。 

“肿瘤细胞通常只占肿瘤细胞总数的 10%。”该研究第一作者、Lyssiotis 实验室的博

士后研究员 Christopher J. Halbrook 博士说道。“剩下的 90%的细胞是其他支持肿瘤细胞生

长的细胞，比如血管细胞、结构细胞和免疫细胞。我们的工作聚焦于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

之间的相互作用。” 

最常见的胰腺癌为胰腺导管腺癌，其肿瘤组织中有大量的巨噬细胞。尽管此前已知巨

噬细胞会抑制吉西他滨的抗癌效果，但是研究人员并不知道背后的生物学机制。 

Lyssiotis 和他在 UM 及苏格兰的合作者一起探索了肿瘤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之间

的相互作用，结果发现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会释放一类叫做嘧啶的化合物，这些物质会被肿

瘤细胞代谢。其中一种化合物叫做脱氧胞苷，其化学结构和吉西他滨很相似，直接抑制了

吉西他滨在肿瘤细胞中的作用。 

“脱氧胞苷基本完胜吉西他滨。”Lyssiotis 说道，他表示巨噬细胞释放嘧啶背后的机

制还不清楚。通过遗传学手段和药学手段清除小鼠胰腺癌模型中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之后，

研究人员发现肿瘤对吉西他滨的耐药性降低，这就为增强胰腺癌病人对吉西他滨的敏感性

提供了新思路。 

研究人员还分析了来自胰腺癌病人的的数据，结果发现肿瘤中巨噬细胞更少的病人对

治疗的响应更好。“当我们提到个性化医疗时，我们通常会思考什么物质进入了肿瘤细胞，

以及肿瘤由什么特异性的基因突变。” Lyssiotis 说道。“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是

肿瘤整体像什么？它的细胞的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我们希望通过明白肿瘤中不同细胞之间

的相互作用来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原文出处：Christopher J. Halbrook et al, Macrophage-Released Pyrimidines Inhibit Gemcitabine 
Therapy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Metabolism (2019). DOI: 10.1016/j.cmet.2019.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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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ncer Res：发现黑色素瘤新靶点和新药物 

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一个针对黑色素瘤的新的生物标记物以及潜在的治疗方法。 

 

图片来源：Cancer Research 

小眼畸形相关转录因子（Microphthalmia-associ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MITF）是一个

维持黑色素细胞谱系、正常和异常黑色素细胞分化以及黑色素瘤细胞生存的关键蛋白。 

“我们现在找到了 MITF 的第一个化学抑制剂。”该研究通讯作者、波士顿大学医学

院 Rhoda Alani 博士说道。 

尽管过去数十年研究人员已经对黑色素瘤细胞的基因突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还

没有深入探索过表观遗传学改变在黑色素瘤发展和进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人员发现抑制

表观遗传 p300 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HAT)可以阻止人黑色素瘤细胞

的生长，而高表达 MITF 的细胞对这种抑制更敏感。 

“当研究 p300 HAT 化学抑制剂对人和黑色素瘤细胞系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对这种药

物最敏感的细胞是高表达 MITF 的细胞，这表明 MITF 的表达水平可以预测黑色素瘤对这

类治疗的敏感性。”Alani 说道，他还是波士顿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抑制剂也许在治疗皮肤损伤中具有广泛的用途，还可以局部用药

治疗着色过度。他们希望这项研究可以提供一种激励，帮助研究人员寻找更多的表观遗传

学方法来治疗癌症，包括直接的抗癌药物以及间接的提高免疫治疗响应的辅助药物。这项

研究发表在《Cancer Research》上。（生物谷 Bioon.com） 

原文出处：Rhoda M. Alani et al. MITF Expression Predicts Therapeutic Vulnerability to 
p300 Inhibition in Human Melanoma. Cancer Research. DOI: 10.1158/0008-5472.CAN-18-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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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ature：研究发现各种癌症组织中广泛存在的致癌组蛋白！ 

——所有的肿瘤都和细胞生长失控有关，但是细胞最初生长失控的方式却有成千上万

种。 

 

图片来源：Nature 

肿瘤中存在大量突变的蛋白质，其中一类叫做组蛋白，这种蛋白质的正常功能是包装

DNA 帮助调节基因表达。但是根据一项由洛克菲勒的科学家完成、发表在《Nature》上的

最新研究，肿瘤中所谓的肿瘤组蛋白远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更常见。 

过去十年里，C. David Allis 和其他人已经研究了和不同肿瘤相关的突变组蛋白，比如

一些脑癌和骨癌。基于这些研究，Allis（Joy and Jack Fishman 教授）与访问学者 Benjamin 

Nacev 及其他同事一起决定研究其他种类的肿瘤中是否也存在肿瘤组蛋白。 

Nacev 是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医学肿瘤学研究员，他利用医院的肿瘤测序数据

库和其他可获得的公共数据去确定不同肿瘤中的组蛋白突变的频率。他和他的同事发现他

们分析的样品中有 4%的样品出现了肿瘤组蛋白——这远远高于过去的报道。研究人员还发

现这些突变影响着过去未发现的组蛋白。 

“这些结果确认了一个逐渐兴起的观点：许多组蛋白突变之后也许会以一种我们目前

未知的方式促进肿瘤生长。”Allis 说道。Nacev 补充道：“这项研究帮助我们明白了组蛋

白生物学最基础的部分，这是我们正对这些突变开发新药帮助病人的第一步。” 

原文出处：Benjamin A. Nacev et al. The expanding landscape of 'oncohistone' mutations in 
human cancers, Nature (2019). DOI: 10.1038/s41586-019-1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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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ancer Res：肿瘤微酸环境导致了肿瘤的转移和侵袭！ 

乳酸过多是肿瘤微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通过影响免疫细胞功能、克隆细胞进化

和药物耐受性来直接控制癌细胞的侵袭能力。 

 

图片来源：Cancer Research 

尽管肿瘤微环境中的乳酸过多和肿瘤细胞侵袭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是很少有研究探索

肿瘤中哪些区域偏酸性以及乳酸过多如何影响基因的表达从而促进肿瘤侵袭，而近日来自

MIT、哈佛医学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肿瘤中的微

酸环境可以帮助癌细胞产生让它们恶性程度更高的蛋白质，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Cancer 

Research》上，题为“Acidification of tumor at stromal boundaries drives transcriptome alterations 

associated with aggressive phenotypes”。 

研究人员通过给患肿瘤的小鼠注射一种荧光标记的 pH 响应多肽来确定肿瘤中的酸性

部位。出乎意料的是研究人员发现酸性区域不仅仅与乏氧区域重叠，还与肿瘤基质界面的

高增殖性、高侵入性细胞区域重叠，这些区域的特点就是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升高，基底

膜降解程度增加。 

通过对低 pH 区域的细胞进行 RNA 测序，研究人员发现涉及 RNA 剪切的转录组的重

置，特异性结合富含 AU 的序列的 RNA 结合蛋白的靶点增加。Mena 和 CD44 的选择性剪

切对组蛋白乙酰化状态高度敏感，而它们在肿瘤转移和药物耐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令人惊讶的是在体内外通过中和酸性环境的实验可以逆转这种选择性剪切。这些发现

揭示了过去未发现的肿瘤微环境中的局部酸性对肿瘤侵袭和转移的影响。 

原文出处：Nazanin Rohani et al. Acidification of tumor at stromal boundaries drives 
transcriptome alterations associated with aggressive phenotypes, Cancer Research (2019). DOI: 
10.1158/0008-5472.CAN-18-1604 

8、Science 子刊：利用 CAR-T 细胞有望治疗狼疮 

尽管 CAR-T 细胞在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方面声名鹊起，但科学家们如今证实它们能够

治疗其他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在自身免疫疾病中，B 细胞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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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抗体导致其他的免疫细胞攻击多种组织。科学家们和临床医生试图通过清除 B 细胞来

治疗狼疮，但没有取得成功。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田纳西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报道利用经过基

因修饰表达靶向 CD19 的嵌合抗原受体（CAR）的 T 细胞杀死两种狼疮小鼠模型中的 B 细

胞。这种疗法根除B细胞产生的自身抗体并延长这些小鼠的生命。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9

年 3 月 6 日的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Sustained B cell depletion 

by CD19-targeted CAR T cells is a highly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murine lupus”。论文通讯作者

为田纳西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分子免疫学家 Marko Radic。 

 

图片来自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9，doi:10.1126/scitranslmed.aav1648。 

新加坡免疫学联网（Singapore Immunology Network）免疫学家 Anna-Marie Fairhurst（未

参与这项研究）说道，“这是一篇关于治疗狼疮新途径的开创性论文。它如何在人类疾病中

发挥作用将是令人期待的。我并不认为这是治疗狼疮的最终药物靶点，而仅是起着垫脚石

的作用。它真的打开了通往神奇事物的大门。” 

CAR-T 细胞治疗癌症的成功，尤其是治疗 B 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成功导致 Radic 及

其同事们测试 CAR-T 细胞是否可能用于治疗狼疮。他说，“我们所有的研究都认为 B 细胞

在狼疮的发病机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我们想要测试这种方法，旨在观察一种相对严

格的消除或耗尽 B 细胞的方法是否也会导致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发生改善。” 

这些研究人员从已显示出疾病迹象的两种不同的狼疮小鼠模型中纯化出 T 细胞。他们

随后将一个基因导入这些 T 细胞中，这样它们就表达一种靶向 CD19 的 CAR 受体。他们在

体外对这些经过基因修饰的 T 细胞进行大量培养并将它们注射回这些小鼠体内。他们证实

相比于对照小鼠，通过 CAR-T 细胞清除 CD19 阳性 B 细胞和自身抗体的小鼠具有更长的寿

命以及更健康的脾脏、肾脏和皮肤。他们还发现这些被导入的 CAR-T 细胞可持续至少一年

的时间，并且同时继续降低 B 细胞的数量。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免疫学家 Laurence Morel（未参与这项研究）说道，当考虑到这项研

究时，一个初始的问题是，鉴于单抗不能够清除狼疮中的 B 细胞，为何还有人想要进行清

除。比如，在临床试验中针对狼疮患者测试了一种通过靶向表面受体 CD20 来杀死 B 细胞

的药物，即利妥昔单抗（rituximab），但是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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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补充道，尚不清楚为何这种药物不起作用。“这可能是因为 B 细胞未被完全清除。如

果是这种情况，那么 CAR-T 细胞将是一种更好的方法，这是因为它能够实现更好和更持久

的消除，毕竟这些 T 细胞持续存在，自身抗体会消失。”针对这种治疗差异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于它们靶向的这种 B 细胞蛋白。“它们靶向 CD19，即 B 细胞的一种主要辅助受体，而不

是靶向 CD20；相比于 CD19，CD20 在 B 细胞中的功能并没有得到较好的确定。这一点可

能非常重要。” 

当然，还存在其他差异---利妥昔单抗是在人体中开展了临床试验，而针对狼疮的 CAR-T

细胞仍然处于临床前阶段。Morel 提醒道，“狼疮小鼠已被多次治愈，因此这总是一个警告。

它应当让我们考虑可以使用的新工具，但这仍然是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它不会很快治愈任

何人。”  

原文出处：R. Kansal et al., “Sustained B cell depletion by CD19-targeted CAR T cells is a 
highly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murine lupus,”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doi:10.1126/scitranslmed.aav1648, 2019. 

9、Clin Oncol：精准医疗揭示结直肠癌新突变和新疗法 

一项由北卡罗莱纳大学莱恩伯格（UNC Lineberger）综合癌症中心领导的研究利用下

一代测序技术对结直肠癌病人的肿瘤 DNA 进行了分析，结果找到了和不同的生存期及治疗

结果相关的基因突变。这项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上，将帮助找出更有

效地治疗不同种类的结直肠癌的策略。 

 

图片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这是精准肿瘤学的典型案例，通过利用遗传学手段，我们可以对我们过去认为一样

的肿瘤进行分类，从而找出可能从某些疗法中获益的病人亚群。”UNC Lineberger 的副教授

Federico Innocenti 说道。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 843 名参加 3 期临床试验的病人的

肿瘤突变。这项实验比较了化疗联合贝伐单抗或西妥昔单抗的疗效，这是目前临床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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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的标准治疗方案。研究人员利用病人的肿瘤样品分析了肿瘤 DNA 中的基因突变，随后

他们分析了这些基因突变和病人对治疗的反应程度及生存期之间的关系。 

这项分析的一个关键发现就是对于肿瘤 DNA 中有大量基因重复——（微卫星不稳定，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的病人而言，接受贝伐单抗治疗的生存期比接受西妥昔单抗

治疗的生存期更长。“这项发现对于治疗有 MSI 现象的病人而言影响很大——这占我们研

究参与者的 7%。” Innocenti 说道。另一个关键的发现就是肿瘤中基因突变（肿瘤突变负担）

更多的病人的生存期比基因突变更少的病人更长，因此肿瘤突变负担可以帮助鉴定出预后

更好的病人。 

Innocenti 实验室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以探索人体免疫系统对这些现象的影响，他们想知

道肿瘤突变负担更高的病人是否对释放针对肿瘤的免疫反应的疗法的响应程度更高。“在这

种情况下找出对免疫治疗响应程度更高的病人很关键，这项研究就是第一个证据。” 

Innocenti 说道。 

这项研究还证明了过去关于肿瘤中存在 BRAF 基因突变的病人的发现。研究人员发现

这类病人的生存期比没有突变的病人更短，分别是 13.5 个月和 30.6 个月。“这个基因突变

是一个代表预后较差的重要因子，是否存在这类突变对病人的生存期有着显著的影响。”这

项研究中 BRAF 是否突变对不同疗法的疗效无影响。但是 Innocenti 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肿瘤

的生物学特征不同的病人应该接受不同的疗法。 

Innocenti 表示还需要额外的研究评估和确认他们研究中的发现。他们计划在未来的研

究中继续寻找可以根据病人的基因特点分类以改善他们的治疗效果的方法。 

原文出处：Federico Innocenti et al. Mutational Analysi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in CALGB/SWOG 80405 Identifies New Roles of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and Tumor 
Mutational Burden for Patient Outcom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19). DOI: 
10.1200/JCO.18.01798 

10、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发现靶向 PD-L1 的癌症免疫治疗新途径 

近期，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旗下重要杂志 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 发表了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勇教授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LIN28/let-7/PD-L1 Pathway as a 

Target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论文发现了癌细胞中 PD-L1 的调节机制，并得到一种能

特异性诱导人体自身 T 细胞杀灭肿瘤细胞的化学小分子，为癌症免疫治疗提供了全新的解

决方案。 

免疫检查点分子 PD-L1 分布在癌细胞表面，通过与 T 细胞表面上的 PD-1 结合，抑制 T

细胞的免疫活性，帮助肿瘤细胞躲避免疫细胞的攻击。目前，肿瘤免疫治疗利用 PD-1 或

PD-L1 单克隆抗体（单抗），阻断 PD-1/PD-L1 信号通路，从而激活 T 细胞，杀灭肿瘤细胞。

但由于 PD-L1 的表达水平存在个体差异以及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等诸多因素，在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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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中，只有不足 40%的病人对单抗治疗产生应答。亟待新的治疗手段，提高治疗的有

效性。 

 

C1632 诱发 T 细胞免疫杀灭癌细胞及抑制癌细胞生长原理示意图 

课题组发现，在癌细胞中广泛存在的 Lin28/let-7 通路控制着 PD-L1 的表达，抑制 Lin28

能有效降低细胞中 PD-L1 的数量。一种叫 C1632 的小分子化合物能特异性抑制 Lin28。通

过体外体内试验，他们发现 C1632 能有效降低癌细胞表面 PD-L1 的水平，从而抑制癌细胞

的免疫逃逸，诱导 T 细胞杀灭癌细胞。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 C1632 能有效抑制癌细胞的

生长。由此，C1632 便在癌症治疗中具有“一箭双雕”的双重功效（见上图）。 

Lin28/let-7/PD-L1 调节通路以及 C1632 的发现将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手段，使通

过化学药物进行治疗成为可能。C1632 具有水溶性高、渗透性好、热稳定性强、细胞毒性

低的特点。经实验验证，C1632 能有效应用于多种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如乳腺癌细胞、

宫颈癌细胞、骨肉瘤细胞和肺腺癌细胞等，有望进一步扩大靶向 PD-1/PD-L1 肿瘤免疫治疗

的适用范围，提高治疗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 

原文出处：Yanlian Chen，et al.LIN28/let-7/PD-L1 Pathway as a Target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March 2019 

11、Nano Lett：科学家研制成功新型钆纳米颗粒 T2 核磁共振造影剂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 Nano Letters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教授梁高林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文章标题为γ-Glutamyltranspeptidase Triggered Intracellular 

Gadolinium Nanoparticle Formation Enhances the T2-Weighted MR Contrast of Tumor。该文报

道了一种由γ-谷氨酰转肽酶（GGT）诱导的细胞内原位组装钆纳米颗粒的策略，并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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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高强磁场下肿瘤的横向（T2）磁共振成像增强。 

γ-谷氨酰转肽酶普遍存在于哺乳动物细胞和细菌的膜上，参与内源性谷胱甘肽的代谢

和细胞内半胱氨酸水平的平衡，在维持细胞的氧化还原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GGT

可能通过调节细胞内的氧化还原代谢以促进肿瘤的发展、入侵和耐药。报道表明，许多恶

性肿瘤如肝癌、宫颈癌、卵巢癌和乳腺癌中都有过度表达的 GGT。作为一种重要的生物标

志物，GGT 的特异性检测可以用于癌症的早期诊断。磁共振成像（MRI）具有非侵入性、

高穿透深度以及优良的空间分辨率，在深层肿瘤的诊断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MRI 的

灵敏度很低，通常需要造影剂来增强正常组织与病理组织的成像对比度。钆造影剂在临床

上用于软组织的纵向（T1）磁共振成像。有趣的是，梁高林课题组发现钆纳米结构在高强

磁场下（9.4 T）可以用作一种新型 T2 磁共振造影剂。因此，他们在该工作中设计了一种可

以在细胞内自组装形成纳米颗粒的钆小分子探针。该小分子探针在进入细胞的过程中被细

胞膜上的 GGT 特异性剪切，然后在细胞内被谷胱甘肽还原，通过 CBT-Cys 点击缩合反应

在细胞内自组装形成钆纳米颗粒（见下图）。他们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

中心研究员钟凯课题组合作，在 9.4 T 下小鼠肿瘤活体磁共振成像结果表明，相比于对照组，

这种原位 GGT 特异性诱导的钆纳米颗粒显着增强了小鼠肿瘤的 T2 加权磁共振成像信号。

这种新型的 T2 磁共振造影剂有望未来应用于临床上γ-谷氨酰转肽酶相关疾病（包括癌症）

的诊断。 

 

原文出处：Zijuan Hai，et al.γ-Glutamyltranspeptidase-Triggered Intracellular Gadolinium 

Nanoparticle Formation Enhances the T2-Weighted MR Contrast of Tumor.Nano Lett.March 11， 
2019 

12、Nature：厉害了！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树突细胞会降解肿瘤抗原，阻断

这一过程，可将检查点抑制剂的肿瘤控制率提升 150% 

据奇点糕观察，近期免疫治疗领域的重要进展基本都是华人科学家团队做出来的。 

前几天陈列平团队报道的那个新免疫抑制分子，它的重要性不亚于 PD-1/PD-L1 通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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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因为这个分子有可能让那些对 PD-1/PD-L1 抗体不响应的患者获益，补齐 PD-1/PD-L1

抗体的短板。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韩大力团队与清华大学徐萌团队、美

国芝加哥大学何川团队合作发表的重要研究成果。 

 

左起：韩大力、何川、徐萌 

他们发现只要干掉树突细胞中一个叫 YTHDF1 的蛋白，免疫治疗对模式小鼠肿瘤的控

制率，可以从 40%提高到近 100%，直接翻了 1.5 倍。 

如果这个效果也能在临床研究中复现，那就意味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以让更多不

响应免疫治疗的癌症患者从治疗中获益。 

这篇重要的研究论文近期刊登在顶级期刊《自然》上。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成熟的平台期。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它只对少部分患者有效的缺陷，与良好的治疗效果这个优势一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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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面临的问题，目前科学家主要有四个努力方向：寻找适合

的标志物；与现有药物联合使用；寻找新的免疫抑制靶点；寻找提升药物的使用范围的新

方法。 

尽管科学家所有的努力都一样重要，不过，奇点糕还是觉得后两种从基础研究出发的

探索更为性感。 

陈列平作为免疫治疗领域的先驱，他的团队为了让更多的患者从免疫治疗中获益，一

直在努力寻找新的免疫抑制靶点，他们近日公布的 FGL1 和 Siglec-15 两个新靶点，拓宽了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疆土。 

何川作为 RNA 表观遗传学领域的开拓者，他的团队与韩大力团队、徐萌团队合作，打

算从 RNA 表观遗传学角度解决免疫治疗面临的问题。 

 

韩大力等研究人员是这样思考这个问题的：肿瘤的新抗原对于基于 T 细胞的免疫治疗

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在很多患者体内，新抗原的识别没能激发 T 细胞持久的免疫活性；

那么，如果能找到影响新抗原激活 T 细胞活性的分子通路，就有望改善免疫治疗的效果。 

想到这一层之后，研究人员首先把目光集中在树突细胞上。树突细胞在免疫激活过程

中，负责加工抗原，并将抗原呈递给杀伤性 T 细胞。之前，我们也报道过，树突细胞在 PD-1

抗体发挥抗癌作用的过程中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 

树突细胞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树突细胞加工处理新抗原的过

程，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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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楚这个过程对肿瘤新抗原的影响，研究人员选择从 mRNA 的转录后调节着手，

而参与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mRNA最常见的内部修饰——N6-腺苷酸甲基化（m6A）。

对于这个 m6A，这个组合研究团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更重要的是，何川团队和其他团队的研究已经发现，m6A 修饰的异常确实参与了肿瘤

的发生。只不过，大多数研究都是集中在 m6A 修饰对癌基因表达的影响上，而对于 RNA

修饰是否会影响免疫系统抗肿瘤，目前仍所知甚少。 

不过，早在 2015 年，何川团队就发现 m6A 修饰后的 mRNA 通过与 YTHDF1 结合影

响基因的翻译效率。 

或许就是这个 YTHDF1 蛋白，影响了树突细胞对肿瘤新抗原的加工处理，最终影响了

T 细胞的激活。 

 

2015 年发现的 YTHDF1 的作用机制 

要验证这个猜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敲除 YTHDF1 基因。 

研究人员将黑色素瘤和肠癌细胞分别接种到 YTHDF1 基因敲除和野生型小鼠身上。在

两种癌症模型小鼠身上，研究人员都观察到了 YTHDF1 基因敲除小鼠肿瘤的大小远小于野

生型，而且 YTHDF1 缺陷型小鼠身上肿瘤抗原特异性 CD8 阳性 T 细胞和 NK 细胞的反应

也更猛烈。 

这就表明 YTHDF1 确实通过影响肿瘤抗原，影响了 T 细胞的抗癌活性，没有 YTHD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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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细胞和 NK 细胞的抗癌能力更强。 

为了验证 YTHDF1 与 T 细胞之间是否存在独特的关系，研究人员分别单独消除小鼠体

内的 NK 细胞和 T 细胞。结果发现，在没有 YTHDF1 的情况下，如果 CD8 阳性 T 细胞也

没了，抗癌活性也就消失了。而没有 NK 细胞，不会影响抗癌活性。 

 

CD8 阳性 T 细胞是关键 

在后续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树突细胞的很多溶酶体组织蛋白酶的 mRNA 都带有

m6A 修饰。树突细胞中的 YTHDF1 识别到 m6A 修饰后，就结合到 mRNA 上，促进溶酶体

组织蛋白酶的合成，这就导致肿瘤抗原被分解掉，最终的结果就是：杀手 T 细胞认不出癌

细胞了。 

使用组织蛋白酶抑制剂处理野生型模式小鼠，可以有效增强树突细胞的肿瘤抗原呈递

能力，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 

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YTHDF1 基因敲除小鼠肿瘤组织的 PD-L1 表达水平明显

升高。PD-L1 阻断抗体在 YTHDF1 敲除小鼠的治疗效果也有大幅提升。 

“当我们将 YTHDF1 敲除与 PD-L1 抗体联合使用时，我们几乎控制住了所有小鼠的肿

瘤，”何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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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上述发现是否存在于人体，韩大力与胃肠病学家 Marc Bissonnette 一起分析了

结肠癌患者肿瘤组织样本。要知道肠癌对免疫治疗的响应程度是非常低的。 

他们发现肿瘤组织中 YTHDF1 表达水平与 T 细胞含量成反比：YTHDF1 表达水平低的

肿瘤组织，杀伤性 T 细胞浸润水平较高；YTHDF1 表达水平高的肿瘤组织，杀伤性 T 细胞

浸润水平很低。 

“这说明人体肿瘤的情况与小鼠模型的数据吻合的非常好，”韩大力说。 

总的来说，这个研究从 mRNA 表观修饰的这角度，给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提升，

带来了新的机会。因为有太多的癌症患者对免疫治疗不响应，而 YTHDF1 蛋白抑制剂极有

可能为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提供新型联合免疫治疗策略。 

由于 YTHDF1 基因敲除，在小鼠身上耐受较好，甚至没有观察到任何可测量的毒性。

研究人员希望在未来的一年内，在人身上检测这个新型疗法。 

原文出处：Han D, Liu J, Chen C, et al. Anti-tumour immunity controlled through mRNA 
m6A methylation and YTHDF1 in dendritic cells. Nature. 2019 Feb;566(7743):27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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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SCI 论文经典词和常用句型，有用的技能！ 

一、经典替换词 

1. individuals, characters, folks 替换 people , persons. 
2. positive, favorable, rosy, promising, perfect, pleasurable, excellent, outstanding, superior 

替换 good. 

3. dreadful, unfavorable, poor, adverse, ill 替换 bad（如果 bad 做表语，可以有 be less 

impressive 替换。） 

4. an army of, an ocean of, a sea of, a multitude of, a host of, if not most 替换 many. 

5. a slice of, quiet a few 替换 some. 
6. harbor the idea that, take the attitude that, hold the view that, it is widely shared that, it is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替换 think。 

7. affair, business, matter 替换 thing. 

8. shared 替换 common . 

9. reap huge fruits 替换 get many benefits. 

10. for my part ,from my own perspective 替换 in my opinion. 

11. Increasing(ly), growing 替换 more and more（注意没有 growingly 这种形式。所以当

修饰名词时用 increasing/growing 修饰形容词，副词用 increasingly.） 

12. little if anything 或 little or nothing 替换 hardly. 

13. beneficial, rewarding 替换 helpful. 

14. shopper, client, consumer, purchaser 替换 customer. 

15. overwhelmingly, exceedingly, extremely, intensely 替换 very. 

16. hardly necessary, hardly inevitable…替换 unnecessary, avoidable. 

17. indispensable 替换 necessary. 

18. sth appeals to sb, sth exerts a tremendous fascination on sb 替换 sb take interest in / sb. 
be interested in. 

19. capture one's attention 替换 attract one's attention. 

20. facet, demension, sphere 替换 aspet. 

21. be indicative of, be suggestive of, be fearful of 替换 indicate,suggest, fear. 

22. give rise to, lead to, result in, trigger 替换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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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behind sth 替换…reasons for sth. 

24. desire 替换 want. 

25. pour attention into 替换 pay attention to. 

26. bear in mind that 替换 remember. 

27. enjoy, possess 替换 have（注意 process 是过程的意思）。 

28. interaction 替换 communication. 

29. frown on sth 替换 be against , disagree with sth . 

30. as an example 替换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31. next to / virtually impossible 替换 nearly / almost impossible. 

32. regarding / concerning 替换 about. 

33. crucial /paramount 替换 important. 

34. 第一（in the first place/the first and foremost）；第二（there is one more point, I should 

touch on, that…）；第三（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35. assiduous 替换 hard-working. 

36. arduous 替换 difficult. 

37. underdeveloped / financially-challenged 替换 poor（因为 poor 通常含有贬义）. 

38. demonstrate / manifest 替换 show. 

39. invariably 替换 always. 

40. perilous / hazardous 替换 dangerous. 

41. formidable 替换 difficult. 

42. quintessential 替换 typical（举例时常用，例如：a quintessential example should be cited 

that=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43. distinguished 替换 famous. 

44. feasible 替换 possible. 

45. consequently, accordingly 替换 so. 

46. 通常，由数据推断出一定的结论，用 Results indicate, infer, suggest, imply that…… 

47. 最常见的引述别人观点的词汇 
Much of the research  in sexual selection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has examined  how a 

female’s preference that does not influence her immediate reproductive success can still evolve if 
it is genetically correlated with another character under direct selection.(不要每次写到研究时总

用 study，可以用些其它的词汇，比如 examine，work。) 
Two hypotheses  for female preference evolution—runaway sexual selection and good 

genes selection—state that  preferences evolve indirectly because they are genetically correlated 
with male traits that are under direct selection; that is, the preferences themselves are not under 
direct selection.(在引述别人的观点时，如果不能完全同意，使用 state 比 show 更加中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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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f receiver biases suggest  that such analogies might not be broadly 
applicable.(suggest,又一种较为客观的引述观点的表达方法。) 

Burley argued that the preference for red beaks is adaptive because it indicates male health, 
and this preference is then transferred to leg-band color.(argue,引用别人观点的又一表述。) 

According to the anti-monotony hypothesis, habitu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vocalizations in songbirds: Increased song complexity reduces habituation 
of neighboring males and courting females.(根据…) 

Previous studies of acoustic and bioluminescent interactions had emphasized potential 
advantages to group-signaling organization, such as minimizing predation, preserving 
species-specific signal characters, or increas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group.(带有小小的强调) 

48.常见的连接词有，However, also, in addition, consequently, afterwards, moreover, 
Furthermore, further, although, unlike, in contrast, Similarly, Unfortunately, alternatively, parallel 
results, In order to, despite, For example, Compared with, other results, thus, therefore……用好

连接词能使文章层次清楚，意思明确。比如，叙述有时间顺序的事件或文献，最早的文献

可用 AA advocated it for the first time.接下来可用 Then BB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再接下

来，可用 Afterwards, CC……如果还有，可用 More recent studies by DD…… 

二、常用句型 

Beginning 
1.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need for 
2. This paper proceeds as follow. 
3. The structure of the paper is as follows. 
4. In this paper, we shall first briefly introduce fuzzy sets and related concepts 
5. To begin with we will provide a brief background on the 
Introduction 
1.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a description of the fuzzy nature of the problem and a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how the required membership functions are defined. 
2. Details on xx and xx are discussed in later sections. 
3. In the next section, after a statement of the basic problem, various situations involving 

possibility knowledge are investigated: first, an entirely possibility model is proposed; 
then the cases of a fuzzy service time with stochastic arrivals and non fuzzy service rule is 
studied; lastly, fuzzy service rule are considered. 

Review 
1. This review is followed by an introduction. 
2. A brief summary of some of the relevant concepts in xxx and xxx is presented in Section 2. 
3. In the next secti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 is given. 
4. In the next section, a short review of ... is given with special regard to ... 
5. Section 2 reviews relevant research related to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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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ection 1.1 briefly surveys the motivation for a methodology of action, while 1.2 looks at 
the difficulties posed by the complexity of systems and outlines the need for development 
of possibility methods. 

Body 
1. Section 1 defines the notion of robustness, and argues for its importance. 
2. Section 1 devoted to the basic aspects of the FLC decision making logic. 
3. Section 2 giv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blem which includes xxx 
4. Section 2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with and approaches to,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5. Section 2 explains how flexibility which often ... can be expressed in terms of fuzzy time 

window 
6. Section 3 discusses the aspects of fuzzy set theory that are used in the ... 
7. Section 3 describes the system itself in a general way, including the ….. and also 

discusses how to evaluate system performance. 
8. Section 3 describes a new measure of xx. 
9. Section 3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fuzzy possibility theory in the analysis of xx. 
10. Section 3 is a fine description of fuzzy formulation of human decision. 
11. Section 3, is developed to the modeling and processing of fuzzy decision rules 
12. The main idea of the FLC is described in Section 3 while Section 4 describes the xx 

strategies. 
13. Section 3 and 4 show experimental studies for verifying the proposed model. 
14. Section 4 discusses a previous fuzzy set based approach to cost variance investigation. 
15. Section 4 gives a specific example of xxx. 
16. Section 4 is the experimental study to make a fuzzy model of memory process. 
17. Section 4 contains a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 of the results of Section 2 and 3. 
18. Section 4 applies this fuzzy measure to the analysis of xx and illustrate its use on 

experimental data. 
19. Section 5 presents the primary results of the paper: a fuzzy set model .. 
20. Section 5 contains some conclusions plus some ideas for further work. 
21. Section 6 illustrates the model with an example. 
22. Various ways of justific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choice are discussed very briefly 

in Section 2. 
23. In Section 2 are presented the block diagram expression of a whole model of human DM 

system 
24. In Section 2 we shall list a collection of basic assumptions which a ... scheme must 

satisfy. 
25. In Section 2 of this paper, we present representation and uniqueness theorems for the 

fundamental measurement of fuzziness when the domain of discourse is order dense. 
26. In Section 3, we describe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n empirical study currently in 

progress to verify the measurement model and to construct membership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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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n Section 5 is analyzed the inference process through the two kinds of inference 
experiments... 

This Section 
1. In this se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 under which MRP is designed are 

described. 
2. We will provide in this section basic terminologies and nota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ubsequent results.Next Section 2. The next section describes the 
mathematics that goes into the computer implementation of such fuzzy logic statements. 

3. However, it is cumbersome for this purpose an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formulae 
were rearranged and simplified as discussed in the next section. 

4. The three components will be described in the next two section, and an example of xx 
analysis of a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will then illustrate their use. 

5. We can interpret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s I and II as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6. The next section summarizes the method in a from that is useful for arguments based on 

xx 
Summary 
1.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future research consideration in section 5. 
2. Section 5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3. Section 5 gives the conclus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4. Section 7 provides a summary and a discussion of some extensions of the paper. 
5. Finally,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 are summarized 
6. The basic questions posed above are then discussed and conclusions are drawn. 
7. Section 7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Chapter 0. Abstract 
1. A basic problem in the design of xx is presented by the choice of a xx rat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xperimental variables. 
2. This paper examines a new measure of xx in xx based on fuzzy mathematics which 

overcomes the difficulties found in other xx measures. 
3. This paper describes a system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xx. 
4. The method involves the construction of xx from fuzzy relations. 
5. The procedure is useful in analyzing how groups reach a decision. 
6. The technique used is to employ a newly developed and versatile xx algorithm. 
7. The usefulness of xx is also considered. 
8. A brief methodology used in xx is discussed. 
9. The analysis is useful in xx and xx problem. 
10. A model is developed for a xx analysis using fuzzy matrices. 
11. Algorithms to combine these estimates and produce a xx are presented and justified. 
12. The use of the method is discussed and an example is given. 
13. Results of an experimental applications of this xx analysis procedure are given to 

illustrate the proposed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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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his paper analyses problems in 
15.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functions carried out by ... 
16. This paper include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 
17.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information useful for approaching 
18.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iterion function by which the xx in 

achieving a hierarchical system of objectives are evaluated. 
19. The main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problem of xx 
20. Our proposed model is verified through experimental study. 
21.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 interesting examples of fuzzy phases of: xx, xx 
22. The compatibility of a project in terms of cost, and xx are likewise represented by 

linguistic variables. 
23. A didactic example is included to illustrate the computational procedure 
Time 
1.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30 years, .. has emerged form intuitive 
2.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have recently hit the industrial world 
3. The advent of ... systems for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4. The development of ... is explored 
5.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e theory of fuzzy sets has developed in a variety of directions 
6.The concept of xx was investigated quite intensively in recent years 
7. There has been a turning point in ... methodolo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ent of ... 
8. A major concern in ... today is to continue to improve... 
9. A xx is a latecomer in the part representation arena. 
10. At the time of this writing, there is still no standard way of xx 
11. Although a lot of effort is being spent on improving these weaknesses, th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method has yet to be developed. 
12. The pioneer work can be traced to xx [1965]. 
13. To date, none of the methods developed is perfect and all are far from ready to be used in 

commercial systems. 
Objective / Goal / Purpose 
1. The purpose of the inference engine can be outlined as follows: 
2.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xx system is to allow the non experts to utilize the existing 

knowledge in the area of manual handling of loads, and to provide intelligent, 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 for xxx. 

3. The paper concerns the development of a xx 
4.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lies in 
5. The main theme of the paper is the application of rule based decision making. 
6. These objectives are to be met with such thoroughness and confidence as to permit ... 
7. The objectives of the ... operations study are as follows: 
8. The primary purpose/consideration/objective of 
9.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concept is to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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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main objective of such a ... system is to 
11.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methods to construct such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12. In order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an xx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13.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similarity 
14. more research is still required before final goal of ... can be completed 
15. In this trial, the objective is to generate... 
16. for the sake of concentrating on ... research issues 
17. A major goal of this report is to extend the utilization of a recently developed procedure 

for the xx. 
18. For an illustrative purpose, four well known OR problems are studied in presence of 

fuzzy data: xx. 
19. A major thrust of the paper is to discuss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ing ..methods 
20. This illustration points out the need to specify 
21. The ultimate goal is both descriptive and prescriptive. 
22. Chapter 2. Literature Review 
23.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statistics literature, for example, regarding 

xx 
24.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research has been done .. during the last decade 
25. A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report on the treatment of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xx. 
26. There is considerable amount of literature on planning 
27. However, these studies do not provide much attention to uncertainty in xx. 
28. Since then, the subject has been extensively explored and it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as 

well in methodological aspects as in concrete applications. 
29. Many research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on this topic. 
30. Problem of xx draws recentl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system analysis. 
31. Attempts to resolve this dilemma have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32. Many complex processes unfortunately, do not yield to this design procedure and have, 

therefore, not yet been automated. 
33. Most of the methods developed so far are deterministic and /or probabilistic in nature. 
34. The central issue in all these studies is to 
35. The problem of xx has been studied by other investigators,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been based upon classical statistical approaches. 
36. Applied ... techniques to 
37. Characterized the ... system as 
38. Developed an algorithm to 
39. Developed a system called ... which 
40. Uses an iterative algorithm to deduce 
41. Emphasized the need to 
42. Identifies six key issues surrounding high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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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has been undertaken 
44. Much work has been reported recently in these filed 
45. Proposed/Presented/State that/Described/Illustrated/ Indicated/Has shown /  

showed/Address/Highlights 
46. Point out that the problem of 
47. A study on ...was done / developed by [] 
48. Previous work, such as [] and [], deal only with 
49. The approach taken by [] is 
50. The system developed by [] consists 
51. A paper relevant to this research was published by [] 
52. []'s model requires consideration of... 
53. []' model draws attention to evolution in human development 
54. []'s model focuses on... 
55.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applying ... to 
56. The published information that is relevant to this research... 
57. This study further shows that 
58. Their work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59. More history of ... can be found in xx et al. [1979]. 
60. Studies have been completed to established 
61. The ...studies indicated that 
62. Though application of xx in the filed of xx has proliferated in recent years, effort in 

analyzing xx, especially xx, is lacking. 
Problem / Issue / Question 
63. Unfortunately, real-world engineering problems such as manufacturing planning do not 

fit well with this narrowly defined model. They tend to span broad activities and require 
consideration of multiple aspects. 

64. Remedy / solve / alleviate these problems 
67. ... is a difficult problem, yet to be adequately resolved 
68. Two major problems have yet to be addressed 
69. An unanswered question 
70. This problem in essence involves using x to obtain a solution. 
71. An additional research issue to be tackled is .... 
72.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developing a ... system are discussed 
73. The three prime issues can be summarized: 
74. The situation leads to the problem of how to determine the ... 
75. There have been many attempts to 
76. It is expected to be serious barrier to 
77. It offers a simple solution in a limited domain for a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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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物 
 

1、多西他赛联合恩杂鲁胺对比多西他赛一线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的多中心Ⅱ期随机试验：CHEIRON 研究 

背景 
多西他赛或恩杂鲁胺单药在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mCRPC）患者的治疗中有效，由于这些药物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不同，可以

假设多西他赛与恩杂鲁胺的联合能加强疾病控制。CHEIRON 研究试图证明化学激素组合多

西他赛联合恩杂鲁胺对比多西他赛单药在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一线治疗的候选疗

效。 
方法 
入组标准包括确诊为未经治疗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ECOG PS≤2 分，充足

的肾功能、肝功能和血液功能。将患者随机分组接受多西他赛（75mg/m2，d1，q3w）加泼

尼松（5mg，bid）单独 8 个疗程或联合恩杂鲁胺（160mg，qd）24 周。分层标准包括疼痛

和内脏转移。研究的主要终点是 6 个月时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率。 
结果 
从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10 月，246 例患者[中位年龄 70 岁(44～88 岁)；疼痛患者 54

例；存在内脏转移的患者 50 例]被随机分配至多西他赛+恩杂鲁胺组（n=120）或多西他赛

组（n=126）。与多西他赛组相比，多西他赛+恩杂鲁胺组在 6 个月时患者无进展生存率更高

[87.3％（95％CI 64～80）vs 72.6％（95％CI 80～92);P=0.006]。实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

降低≥50％(与基线水平相比)的患者比例，多西他赛+恩杂鲁胺组为 92.2%（95％CI 61～77），
显著高于多西他赛组的 70.0%（95％CI 86～96;P＜0.0001）。在客观缓解率（ORR）方面，

2 组没有观察到差异。 
主要血液学毒性包括 3～4 级贫血（多西他赛+恩杂鲁胺组 3 例，多西他赛组 1 例）和

3～4 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多西他赛+恩杂鲁胺组 23 例，多西他赛组 19 例）。在多西他赛+
恩杂鲁胺组和多西他赛组中，分别观察到有 10 例患者和 5 例患者出现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

少症。 
中位随访 20 个月，多西他赛+恩杂鲁胺组中位 PFS 为 11.3 个月（95％CI 10.0～12.7 个

月），多西他赛组为 9.1 个月（95％CI 8.9～9.2 个月;P=0.004）。多西他赛+恩杂鲁胺组中位

总生存(OS)为 28.7 个月（95％CI 20.7～36.6 个月），多西他赛组为 30.5 个月（95％CI 24.1～
36.8 个月;P 值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第一阶段Ⅱ期随机试验测试的是在多西他赛中添加新一代激素

抑制剂，与标准化疗相比，多西他赛+恩杂鲁胺通过延长 PFS，改善了 6 个月时的疾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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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初期结果显示，与多西他赛单药化疗相比，多西他赛+恩杂鲁胺能够延长患者的 PFS，

降低疾病进展风险，但是在 OS 上并未获益，目前来看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欢迎留言，分

享您对Ⅱ期 CHEIRON 研究结果的看法。 
原文出处：CAFFO O,PALESANDRO E,NOLE F,et al.A multicentric phase Ⅱ randomized 

trial of docetaxel(D) plus enzalutamide(E) versus docetaxel(D) as first-line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pts) with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mCRPC):CHEIRON study 
[R/OL]. ASCO-GU 2019，Abstract 140. https://meetinglibrary.asco.org/record/170147/abstract. 

2、新型抗炎药！吉利德 filgotinib 在多个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群体中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美国制药巨头吉利德（Gilead）与合作伙伴 Galapagos 近日公布了抗炎药 filgotinib 治疗

类风湿性关节炎（RA）的 4 项临床研究的中期安全性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正在进行的 III
期 FINCH 1、2、3 研究的 24 周安全结果，以及来自 IIb 期 DARWIN 3 长期扩展研究更新

的 156 周安全数据。 
来自 FINCH 1、2、3 研究的 24 周安全数据汇总在下表中。数据来自 3452 例患者，其

中 2088 例接受了 filgotinib 治疗。 

 

IIb 期 DARWIN 3 长期扩展研究最初入组了 739 名患者，这些患者接受了每天 2 次

100mg、每日 1 次 100mg、每日 1 次 200mg 剂量 filgotinib 治疗。安全数据总结如下，显示

的结果治疗时间为 156 周或更长，包括暴露于 filgotinib 的 2203 例患者-年（P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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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德研发负责人兼首席科学官 John McHutchison 表示，“来自 DARWIN 3 长期扩展

研究以及 FINCH 1、2、3 研究不断增加的证据表明，代表了 filgotinib 在更广泛的 RA 患者

群体中更大的安全数据集，从初治 RA 群体到生物制剂治疗失败的 RA 群体。这些研究中，

来自 filgotinib 治疗的超过 2700 例患者的数据表明，filgotinib 有潜力为 RA 患者提供一种所

需的、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 

 

filgotinib 分子结构式（图片来源：Wikipedia） 

filgotinib 是一种高度选择性 JAK1 抑制剂，由 Galapagos 发现和开发。吉利德于 2015

年 12 月底与 Galapagos 达成了总额高达 20 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 filgotinib。此次合作，

将有助于增强吉利德在炎症性疾病领域的地位，该领域也将成为继丙肝和 HIV 领域之后吉

利德在未来的新的增长点。 

目前，吉利德与 Galapagos 正在开展多项研究，评估 filgotinib 治疗多种炎症性疾病的

潜力，其中 III 期研究包括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 

医药市场调研机构 EvaluatePharma 之前发布报告预测，filgotinib 将成为吉利德推动未

来增长的关键产品之一，2024 年全球销售额预计将达到 14 亿美元。 

原文出处：Gilead and Galapagos Report Updated Safety Information for Filgotinib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