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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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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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部图书馆 

2019 年 3 月 7 日 

 

序号 篇            名 杂志名称 年.卷(期):页码 

1 植入式给药装置介入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19.99(7):484 

2 晕厥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9.47(2):96 

3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8 年版）

解读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22(2):101 

4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国诊断与治疗指南（2019 年版） 中华血液学杂志 2019.40(2):89 

5 中国肝癌肝移植临床实践指南（2018 年版）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2):275 

6 胰腺癌诊疗规范（2018 年版）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2):281 

7 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诊治规范（2018.广州）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2):294 

8 影像学引导胰腺癌不可逆电穿孔消融治疗专家共识

2018 版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2):299 

9 《2018年国际肝移植学会亚洲共识：资源有限地区HCV
感染的管理-从非肝硬化至失代偿疾病、肝移植》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9.35(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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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2019 年 2 月 HIV 研究亮点进展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即艾滋病（AIDS，获得性

免疫缺陷综合征）病毒，是造成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的一种病毒。1983 年，HIV 在美国首次

发现。它是一种感染人类免疫系统细胞的慢病毒（lentivirus），属逆转录病毒的一种。HIV

通过破坏人体的 T 淋巴细胞，进而阻断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过程，导致免疫系统瘫痪，从

而致使各种疾病在人体内蔓延，最终导致艾滋病。由于 HIV 的变异极其迅速，难以生产特

异性疫苗，至今无有效治疗方法，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威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夺去超过 3400 万人的生命。据世界卫生

组织（WHO）统计，据估计，2017 年，全世界有 3690 万人感染上 HIV，其中仅 59％的

HIV 感染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治疗。目前为止 HIV 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卫

生挑战之一，因此急需深入研究 HIV 的功能，以帮助研究人员开发出可以有效对抗这种疾

病的新疗法。为阻止病毒大量复制对免疫系统造成损害，HIV 感染者需要每天甚至终身服

用 ART。虽然服用 ART 已被证明能有效抑制艾滋病发作，但这类药物价格昂贵、耗时耗

力且副作用严重。人们急需找到治愈 HIV 感染的方法。 

即将过去的 2 月份，有哪些重大的 HIV 研究或发现呢？生物谷小编梳理了一下这个月

生物谷报道的 HIV 研究方面的新闻，供大家阅读。 

（1）Cell：中科院高光侠课题组揭示新型抗病毒因子抑制 HIV-1 程序性-1 核糖体移码

机制 
doi:10.1016/j.cell.2018.12.030 
病毒的基因组大小通常相对较小。为了增加基因组的信息内容，许多病毒采用一种称

为程序性核糖体移码（programmed ribosomal frameshifting）的翻译记录机制。翻译中的核

糖体在-1PRF 信号处停下来。虽然大多数核糖体沿着初始的阅读框移动，但是一小部分核

糖体在向后移动一个核苷酸后沿着一个新的阅读框移动，从而产生两个羧基末端存在差异

的蛋白产物。HIV-1 使用程序性-1 核糖体移码（programmed -1 ribosomal frameshifting, 

-1PRF）来产生病毒复制所必需的 Gag 和 Gag-Pol。-1PRF 机制存在于所有的生物界中。在

真核生物中，-1PRF 也可能导致终止密码子过早出现，这可能导致 mRNA 降解。-1PRF 机

制在基因表达的转录后调控中起重要作用。然而，-1PRF 机制如何受到宿主因子调节在很

大程度上是未知的。 

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高光侠（GAO Guangxia）课

题组在 2019 年 1 月 24 日的 Cell 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Regulation of HIV-1 Gag-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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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by Shiftless, an Inhibitor of Programmed -1 Ribosomal Frameshifting”的论文中，

报道了一种抑制-1PRF 的新型宿主抗病毒因子，他们称之为 Shiftless。 

 

图片来自 Cell, doi:10.1016/j.cell.2018.12.030。 

高光侠课题组致力于研究病毒-宿主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为了鉴定抑制-1PRF 机制的

宿主因子，他们证实 I 型干扰素能够抑制 Gag-Pol---HIV-1 的-1PRF 蛋白产物---表达。通过

筛选干扰素刺激基因（ISG）抑制 Gag-Pol 表达的能力，他们鉴定出 Shiftless（最初命名为

C19orf66）。Shiftless 对所有测试的病毒和细胞基因中的-1PRF 显示出相当大的抑制活性，

这表明它是一种广谱-1PRF 抑制剂。 

为了探究 Shiftless 的作用机制，高光侠课题组分析了 Shiftless 与-1PRF RNA 和翻译中

的核糖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后两者是-1PRF 过程中的两个关键因素。Shiftless 与后两

者之间相互作用。基于这一结果，他们猜测 Shiftless 与翻译中的核糖体和-1PRF RNA 同时

结合可能使核糖体陷入一种非生产性状态，从而停滞在-1PRF RNA 上。停滞的核糖体应当

通过质量控制机制加以拯救，从而导致过早翻译终止（premature translation termination, 

PMT）。 

（2）Nature：新方法可精确测量潜伏性 HIV 病毒库大小，比现有方法准确 10 到 100

倍 
doi:10.1038/s41586-019-0898-8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 Robert Siliciano 博士及其同事们

开发出一种新型遗传技术，从而能够快速准确地计算出潜伏在患者细胞中的没有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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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形式，这是评估新型HIV疗法有效性的一个关键部分。这种潜伏性HIV形式整合到细

胞的基因组中，即便患者接受成功的治疗，它们也能够持续存在，这就阻碍了治愈 HIV 感

染的努力。根据他们的报道，之前的工具将这种潜伏性HIV数量过高估计了 10到 100倍，

这可能掩盖了实验性疗法产生的有意义的下降。尽管实现 HIV 治愈可能仍然需要很长的路

要走，但是至少从目前而言，这项新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9

年2月7日的Natur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A quantitative approach for measuring the reservoir 

of latent HIV-1 proviruses”。  

HIV 专门感染称为 CD4 T 细胞的免疫细胞。这些被感染免疫细胞中的一部分通常保持

休眠状态并存储着这种病毒的基因组。这一部分免疫细胞无限期地持续存在。但是它们的

持续存在有一个缺点：它们能够在无意中保护着 HIV 的遗传指令。一旦这些细胞“重新激

活”，这些病毒模板就会重新发挥作用，制造新的病毒颗粒。因此，感染上 HIV 的患者必

须终生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除非科学家们能够找出方法摧毁这种所谓的“潜伏性

HIV 病毒库（latent reservoir）”。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Siliciano 团队通过使用两种不同颜色的荧光探针，设计出能够区

分缺陷的 HIV 病毒模板和完整的 HIV 病毒模板的 PCR 反应。这些探针靶向的 HIV 病毒

DNA 区域容易发生能够导致 HIV 模板缺陷的突变，而颜色读出值能够指示 HIV 遗传指令

是否存在缺陷。这意味着科学家们能够利用这种新技术来评估某种干预措施---比如实验性

药物或药物混合物---是否正在影响实际上威胁患者生命的潜伏性 HIV 遗传指令库。 

（3）Sci Adv：科学家有望开发出潜在的 HIV 功能性疗法 
doi:10.1126/sciadv.aat7911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Science Advance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美国乔治梅森大

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一种特殊的指标，其或能帮助开发治疗 HIV 的新型疗法。

文章中，研究者重点对一种名为丝切蛋白(cofilin)的蛋白质进行研究，其能调节细胞动员

并抵御机体感染的机制。 

丝切蛋白是一种关键蛋白，其能帮助细胞产生迁移的驱动力，而合适的丝切蛋白磷酸

化作用对于细胞在组织内外的迁移非常关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单靠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似乎并不太可能实现对HIV的持久控制，因为这种疗法并不足以修复HIV感染导致的丝切

蛋白功能损伤，同时其也无法恢复正常 T 细胞的迁移过程。 

研究者指出，通过额外的疗法来刺激 T 细胞（比如α4β7 整合素抗体）就能够调节丝

切蛋白的活性水平从而恢复 T 细胞的运动特性，这种疗法能对猴免疫缺陷病毒（SIV）提

供持久的免疫控制作用，但却在 HIV 感染的人类患者中似乎并没有这种效果。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鉴别出了一种新型作用靶点（丝切蛋白），后期他们希望能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

开发出能修复 HIV 患者机体免疫损伤从而彻底根治 HIV 的功能性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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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ature：重磅！HIV 药物或能有效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等年龄相关的人类疾病 
doi:10.1038/s41586-018-0784-9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纽约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

通过研究发现，一种 HIV 药物能明显降低小鼠机体中年龄相关的炎症及其它衰老症状，相

关研究结果有望治疗年龄相关的疾病，包括阿尔兹海默病、2 型糖尿病、帕金森疾病等。 

研究者表示，这种 HIV 药物能通过抑制老化细胞中的反转录转座子活性

（retrotransposon activity）来发挥作用，反转录转座子是一种能复制并且移动位置的 DNA

序列，其组成了人类基因组的重要部分，反转录转座子与古老的反转录病毒有关，当其未

受到抑制时就能产生 DNA 拷贝，并插入到细胞基因组的其它部位，细胞能够进化出多种

方法让这些“跳跃基因”被隐藏起来，但随着细胞老化，这些反转录转座子就会逃脱这种

控制。 

文章中，研究者检测了 6 种不同的 HIV 反转录酶抑制剂的功能，他们想观察是否这些

抑制剂能阻断 L1 的活性以及干扰素反应，一种名为拉米夫定的 HIV 药物引起了研究者的

注意力，因为其能有效抑制 L1 的活性而且副作用较小。研究者表示，在拉米夫定的作用

下，生长中的人类细胞在细胞衰老的情况下并不会受到影响，但拉米夫定会降低干扰素的

反应以及细胞晚期阶段衰老相关的分泌表型（SASP），这是衰老细胞促进附近组织炎症表

现的重要特性。 

研究者 Sedivy 指出，当开始给予小鼠 HIV 药物时，我们发现了非常意外的抗炎性效

应，尽管 L1s 会在细胞衰老的晚期阶段被激活，但这种干扰素反应却会加强 SASP 反应，

而且主要负责年龄相关的炎症反应。当利用拉米夫定治疗 26 个月大的小鼠（相当于 75 岁

的人类）两周时，研究者发现小鼠机体的干扰素反应和炎症反应均减少了。而当治疗 20 个

月的小鼠 6 个月时，研究者发现，小鼠机体中脂肪和肌肉损失水平下降了，而且肾脏疤痕

的表现也减弱了。 

（5）JCI：突破！科学家有望利用水痘病毒开发出新型的 HIV 疫苗 
doi:10.1172/JCI124473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多伦

敦大学和曼尼托巴大学通过研究有望利用水痘病毒开发出抵御 HIV 的新型疫苗；长期以来

科学家们一直将水痘病毒视为一种疫苗形作为潜在的载体来运输 HIV 基因并产生抵御 HIV

的机体免疫力，但对这种方法的安全担忧限制了新型 HIV 疫苗开发的进程。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发现，水痘疫苗在生殖器粘膜中并不会诱发一种不受欢迎

的 HIV 免疫状态，就像研究人员此前在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那样，即使用相似的病毒载体

或在血液中进行研究；研究者 Kelly MacDonald 说道，我们调查了一个对这种疫苗策略构

成障碍的重要安全问题，目前我们正在设法检测一种基于水痘病毒的 HIV 疫苗策略。 

研究者在受HIV严重影响的肯尼亚地区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招募了 44名健康、HIV

阴性的女性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感染 HIV 的风险较低，水痘免疫测试呈阳性；研究人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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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参与者一种仅抵御水痘病毒的高剂量疫苗，随后每隔 4 周、8 周及 12 周检测每一名参与

者的血液、宫颈粘膜细胞以及直肠粘膜细胞。研究结果表明，在接种疫苗 12 周后，相比

接种疫苗前个体在激活 HIV 靶向细胞的频率上并无显著差异。 

研究者指出，这种疫苗能增强女性抵御血液和生殖器部位水痘病毒的免疫力，生殖器

区域的这种免疫反应是HIV疫苗概念研究中的重要发现；水痘病毒和HIV疫苗混合制剂或

许就能利用水痘疫苗在体内经历沉默的再激活周期这一事实而发挥作用，当其从休眠状态

中觉醒后，机体免疫力就能快速对其控制，从而实现免疫力被增强的效应。 

（6）Nat Commun：发现控制 HIV 感染的新线索 
doi:10.1038/s41467-018-07209-7 
免疫系统是抗击艾滋病和癌症等疾病的最佳防御系统。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

自南非、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利用免疫系统揭示出可能有助于产生 HIV 疫苗的新线

索。他们鉴定出感染控制与抗病毒 T 细胞如何很好地对多种 HIV 序列作出反应之间存在的

关联性。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Dual 
HLA B*42 and B*81-reactive T cell receptors recognize more diverse HIV-1 Gag escape 
variants”。论文通讯作者为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 Mark Brockman 博士和南非夸祖鲁纳

塔尔大学的 Zaza M Ndhlovu 博士。 

 

图片来自 Nature Communications, 

doi:10.1038/s41467-018-07209-7。 

这些研究人员研究了两种高度相关的 HLA 变体（B81 和 B42），这两种 HLA 变体识

别相同的 HIV 肽抗原（TL9），但与感染后的不同临床结果相关联。 

通过研究单个 T 细胞如何很好地识别 TL9 和在流行的 HIV 毒株中出现的多种 TL9 序

列变体，这些研究人员发现，与来自表达HLA B42的人的T细胞相比，来自表达HLA B81

的人的 T 细胞识别出更多的 TL9 变体。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表达 B42 的人体中的一组 T 细胞显示出更高的识别 TL9 序列变体

的能力。这些 T 细胞的存在与更好地控制 HIV 感染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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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e Lancet HIV：新研究揭示 HIV 基因组进化历程 
doi:10.1016/S2352-3018(18)30359-X 
美国的每个地区都跟踪艾滋病毒病例，并对病毒的基因组进行测序以观察其是否对目

前的药物有抗药性的做法。最近，当地卫生部门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已开始使

用这些 HIV 基因序列来追踪病毒的传播史。 

这些信息使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能够建立传播网络，即具有遗传相似 HIV 的人

群。传播网络有助于确定哪些群体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增加。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与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合作，利用这些

数据来寻找该地区的艾滋病毒感染趋势。该研究结果于2019年2月11日发表在Lancet HIV

上，表明变性女性患艾滋病病毒传播网络的风险高于男男性接触者。此外，这些群体中的

顺式男性应该被认为具有比以前认为的更高的 HIV 风险。 

（8）Nat Commun：新型 HIV 疫苗成功抵抗 HIV 的感染 
doi:10.1038/s41467-019-08739-4 
口腔粘膜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粘膜免疫部位，但是口腔中厚厚的鳞状上皮限制了组织

对抗原的摄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日来自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修饰

的无针注射装置用于输送疫苗到达恒河猴的舌下和口腔颊面(SL/B)组织中以抵抗 HIV-1 的

感染，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题为“HIV-1 vaccination 
by needle-free oral injection induces strong mucosal immunity and protects against SHIV 
challenge”。 

研究人员使用这种无针设备往恒河猴的 SL/B 组织中注射含有修饰的安卡拉疫苗

（modified vaccinia Ankara，MVA）和重组的三聚 gp120 的疫苗后在血清和阴道、直肠和

唾液分泌物中都产生了强烈的疫苗特异性的 IgG 反应。 

研究人员发现疫苗诱导的 IgG 反应可以显著对抗 HIV-1 来源的多种病毒株的

gp70-V1V2 序列。相反，普通的 SL/B 免疫只产生了很弱的 IgG 反应。  

为了验证这种疫苗方式抵抗 HIV 感染的效果，研究人员给恒河猴进行了 6 次直肠内

SHIV-SF162P3 病毒株的感染，结果发现它们的无针新装置显著地延缓了感染的发生。研

究人员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感染的延迟与非中和性抗体效应因子的功能、Env 特异性

的 CD4 阳性 T 细胞反应以及 gp120 V2 环特异性的抗体相关。 

（9）Nat Commun：PD-1 抑制剂或是治疗潜伏 HIV 的灵丹妙药 
doi:10.1038/s41467-019-08798-7 
HIV 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过程中会持续存在于潜伏感染

的 CD4 T 细胞中。过去的研究发现免疫检查点分子（包括 PD-1）更倾向于表达在持续感染

的细胞表面，但是研究人员并不知道 PD-1 是否在 HIV 潜伏以及持久的存在中扮演着功能

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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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而近日来自加拿大的研究人员给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通过使用来自于 HIV 感染的病

人的 CD4 T 细胞，研究人员发现 PD-1 可以在转录水平抑制了病毒的产生，消除潜伏感染

的 T 细胞中 T 细胞受体诱导的 HIV 的再次激活。相反，如果使用 PD-1 抑制剂派姆单抗抑

制 PD-1，同时使用潜伏逆转试剂苔藓抑素，则会促进潜伏的 HIV 苏醒，且不会促进 T 细

胞的激活。 

总的而言，这项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持续地抑制病毒的再度激活，PD-1 为潜伏感染的

细胞提供了选择性优势，可以在 ART 期间持续存在；而给正在接受 ART 的 HIV 感染病人

进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可能会促进潜伏病毒的激活，这也为评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

疗 HIV 病人的疗效提供了基础。 

（10）Nat Commun：人工蛋白可以激发产生抗 HIV 抗体 
doi:10.1038/s41467-019-08876-w 
HIV-1 表面有大量的糖类对 HIV-1 表面的蛋白质 Env 进行了伪装，使得 HIV-1 可以避

开人体的体液免疫。而大多数 HIV-1 隔离群会由自然的序列突变产生“糖洞”，这些糖洞

可能将其下的蛋白表面暴露给免疫系统。为了验证这个猜想，近日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

堂山分校、宾州州立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设计了一些蛋白表位，可以激活兔

子产生对抗 HIV-1 的抗体，相关研究成果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题目为“Rationally designed carbohydrate-occluded epitopes elicit 

HIV-1 Env-specific antibodies”。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设计的这些新蛋白可以通过表位移植模拟 Env 中被碳水化合

物阻塞的中和表位（CONE），在这些新设计的表位中，靶向区域被呈现在一个具有保守

结构的载体蛋白支架上面。这种支架展示了 4 种 CONEs，研究人员随后对其结构和免疫原

性进行了测试。两种设计的蛋白质的晶体结构准确地反映了计算机模型，且准确模拟了天

然 CONEs 的构象。 

通过体内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利用几种 CONE 免疫原免疫的兔子的血清中出现了 Env

的结合活性，这表明这些新型免疫原可以成功诱导免疫系统产生可以结合 HIV-1 的抗体。

总的而言，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的设计确定了保护性抗体靶标的必须结构元素，同时这

种高度模拟病毒蛋白设计免疫原的能力也使得进一步的疫苗开发模板的探索成为可能 

2、Cancer Cell：发现脑胶质瘤的致命弱点！ 

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抑制脑胶质瘤中一个

特殊蛋白质的活性可以增加脑胶质瘤对放疗的敏感性，从而提高胶质瘤这种最常见、最恶

性的脑癌的治疗，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Cancer Cell》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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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Cancer Cell 

脑胶质瘤非常难治疗，中位生存期仅为 15-16 个月。放疗和化疗是标准的治疗方法，

都旨在损伤和破坏肿瘤细胞的 DNA，但是它们的治疗疗效会随着肿瘤产生抵抗性而下

降。在这项新研究中，UCSD 药学院病理学教授 Frank B. Furnari（通讯作者）、博士后研

究员 Jianhui Ma 博士（第一作者）及其同事发现了胶质瘤用于促进治疗抵抗性的新机制：

同源性磷酸酶-张力蛋白（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PTEN）的磷酸化，该蛋白由

PTEN 基因编码。 

通常情况下该蛋白是一个肿瘤抑制蛋白，但是突变或者错误的修饰会产生相反的效

果。特别是研究人员发现 PTEN 的磷酸化（酪氨酸 Y240 位点）会促进肿瘤细胞的 DNA 修

复，从而逆转治疗性放疗的效果。 

当研究人员使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抑制小鼠胶质瘤细胞中 Y240 的磷酸

化后，肿瘤细胞对放疗的敏感性增加,更多的肿瘤细胞死亡，因此小鼠的生存期显著延

长。 

“这些发现很有趣，为临床试验提供了基础，也有助于我们探索治疗其他利用这种机

制逃逸治疗的肿瘤的新疗法。”Furnari 说道。这项研究也是该小组 2017 年另一项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研究的拓展，该研究发现 PTEN 可以调节脑胶质瘤的发展。 

原文出处：Frank B. Furnari et al.Inhibition of Nuclear PTEN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Enhances Glioma Radiation Sensitivity through Attenuated DNA Repair. Cancer Cell (2019). 
DOI: 10.1016/j.ccell.2019.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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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MolCancerRes：蛋白缺失导致了结直肠癌的转移 

丝苏氨酸激酶 17A（serine threonine kinase 17A，STK17A）在不同的肿瘤中发挥着不

同的作用，可能抑制癌症，也可能促进癌症，这依赖于癌症类型。但是到现在为止研究人

员还不清楚它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 

 

图片来源：Molecular Cancer Research 

Christopher Williams 博士、Sarah Short 博士及其同事发现原发结直肠癌及远端转移灶

中的 STK17A 表达都会下调。结直肠癌细胞系中 STK17A 的下调会导致细胞发生上皮间质

转化相关的变化，而这个过程会使得原来紧密连接的癌细胞变为具有迁移能力和侵袭能力

的癌细胞，从而增强了癌症转移的能力。 

研究人员发现病人来源的肿瘤类器官中也会出现相似的 STK17A 下调的情况。这项研

究发表在《Molecular Cancer Research》上，题为“Serine Threonine Kinase 17A maintains the 

epithelial state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该研究揭示了 STK17A 在调节上皮细胞类型中扮

演的新角色，表明 STK17A 的缺失可能导致了结直肠癌的侵袭和转移。 

由于大多数结直肠癌相关的死亡都是由于转移导致，因此找出导致结直肠癌转移的相

关信号通路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该研究为预防和治疗结直肠癌的转移带来了新突破。 

原文出处：Sarah P Short et al. Serine Threonine Kinase 17A maintains the epithelial state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Molecular Cancer Research (2019). DOI: 
10.1158/1541-7786.MCR-18-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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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ature：中国第三军医大学和清华大学揭示 NR4A1 是 T 细胞功能障碍的

关键调节物 

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正在接受一种有前景的称为 CAR-T 细胞疗法的新疗法。在这种疗

法中，将患者自身的 T 细胞从体内取出，它们经过基因改造后更好地识别癌细胞。这些经

过基因改造的 T 细胞随后被灌注回患者体内，在那里它们发起免疫反应以摧毁癌症。CAR-T

细胞疗法挽救了血癌患者的生命，但是存在一个缺点：进入实体瘤的 T 细胞因遭受功能障

碍而可能停止发挥作用。 

T 细胞在遇到自身抗原或暴露于慢性感染或肿瘤微环境时就会出现功能障碍。T 细胞

的功能受组合共刺激信号的严格调控，负性共刺激信号在这种组合共刺激信号中占优势时

导致 T 细胞功能障碍。然而，造成这种功能障碍的分子机制仍然是不清楚的。 

 

图片来自 Nature, 2019, doi:10.1038/s41586-019-0979-8。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中国清华大学的董晨（Chen Dong）课题组和中国第三军医大学的

卞修武（Xiu-wu Bian）课题组通过在小鼠中使用一种体外 T 细胞耐受诱导系统，描述了耐

受性 T 细胞在全基因组范围内的表观遗传特征和基因表达特征并证实这些耐受性 T 细胞不

同于效应 T 细胞和调节性 T 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转录因子 NR4A1 在耐受性 T 细胞中高

水平地稳定表达。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

为“Genome-wide analysis identifies NR4A1 as a key mediator of T cell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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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4A1 的过度表达抑制效应 T 细胞分化，然而 NR4A1 的缺失克服了 T 细胞的耐受性

并增加效应功能，以及增强对肿瘤和慢性病毒的免疫力。从机制上讲，NR4A1 优先被招募

到转录因子 AP-1 的结合位点，在那里，它通过抑制 AP-1 的功能来抑制效应基因表达。

NR4A1 与 AP-1 的结合也促进组蛋白 H3 第 27 位赖氨酸乙酰化（H3K27ac），从而导致耐

受相关基因激活。 

因此，这项研究确定 NR4A1 是诱导 T 细胞功能障碍的一个关键的通用调节因子，并

且是开发肿瘤免疫疗法的一个潜在靶标。 

原文出处：Xindong Liu et al.Genome-wide analysis identifies NR4A1 as a key mediator of 
T cell dysfunction. Nature, 2019, doi:10.1038/s41586-019-0979-8. 

5、Science：中美科学家揭示 AIBP 介导的胆固醇外流调节造血干细胞的命运 

在脊椎动物中，造血干/祖细胞（hematopoietic stem/progenitor cell, HSPC）通过产生全

部的血细胞谱系来维持造血输出。之前的研究已表明血管在发育期间的 HSPC 特化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胚胎发生期间，HSPC 由位于背主动脉（dorsal aorta, DA）底部的一个

罕见的内皮细胞群体产生。早前的研究已表明作为一种载脂蛋白 A-1 结合蛋白（AIBP），

蛋白 Aibp2（亦称 Yjefn3）调节背主动脉中的血管生成。 

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种驱动因素，高胆固醇血症加快造血干/祖细胞（hematopoietic 

stem/progenitor cell, HSPC）增殖和动员。但是将高胆固醇血症与造血功能相关联在一起的

分子决定因素是未知的。 

 

图片来自 Science, 2019, doi:10.1126/science.aav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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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新的研究中，中国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老年病科的柏勇平（Yongping Bai）课题组、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研究所的Longhou Fang团队和Kaifu Chen团队报道作为一种体节源性

促造血信号分子，AIBP 协调 HSPC 在造血内皮（hemogenic endothelium）中产生，其中造

血内皮是一类展现出造血潜能的特殊内皮。从机制上讲，AIBP 调节的胆固醇外流激活内皮

中参与胆固醇生物合成的一种称为 Srebp2 的主转录因子，这接着反式激活 Notch 和促进

HSPC 产生。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在线发表在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

“AIBP-mediated cholesterol efflux instructs 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 fate”。 

在进一步的实验中，这些研究人员证实抑制 Srebp2 会破坏高胆固醇血症诱导的 HSPC

增殖。他们还发现 Srebp2 活化和 Notch 上调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中的 HSPC 增殖存在关联

性。通过采用多种测序技术---全基因组 CHIP-seq、RNA-seq 和 ATAC-seq，他们证实 Srebp2

反式调节造血功能所必需的 Notch 通路基因。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概述了一种受到 AIBP 调节的依赖于 Srebp2 的胆固醇代谢通

路，它控制着发育中的 HSPC 产生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中的 HSPC 增殖。这些新

的见解可能对血液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产生重大影响。 

原文出处：Qilin Gu et al.AIBP-mediated cholesterol efflux instructs 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 fate. Science, 2019, doi:10.1126/science.aav1749. 

6、NatCellBiol：鉴别出帮助机体抵御癌症的特殊“染色体扫描仪”蛋白 

近日，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修复人类 DNA 严重

损伤的一种新型机制，相关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 Nature Cell Biology 上，研究者指出，细胞

中的这种特殊“扫描仪”能够决定无瑕疵的 DNA 修复过程是否被开启。 

 

图片来源：Wikipedia/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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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NA 的严重损伤而言有两种基本的修复系统，但仅有一种修复系统是无瑕疵的，

如果该系统无法正常发挥功能就会增加 DNA 损伤后机体患癌的风险；我们都知道，BRCA

基因的突变会诱发遗传性的卵巢癌和乳腺癌。研究者 Anja Groth 教授表示，我们阐明了细

胞开启修复严重 DNA 损伤的“完美系统”（flawless system）的分子机制，其能够保护机

体免于癌症发生。 

研究者指出，上述两种修复系统的问题在于，一种比另外一种更容易启动，且速度也

更快，因此第一种系统往往使用更为频繁，然而其并不像第二种系统那样有效，因此两种

被切断的 DNA 链仅仅是被粘在了一起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其中一种修复系统笨拙地将

DNA 链粘在了一起，而另外一种系统则会在 DNA 完全被损坏之前产生一种类似于 DNA

的 3-D 完整副本，第一种系统会比第二种产生更多的错误，因此第二种系统常常能够为机

体提供一种抵御肿瘤发生的保护作用。 

扮演特殊“扫描仪”角色的一种名为 BARD1 的蛋白质，其是一种肿瘤抑制子，然而

本文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发现 BARD1 的扫描功能，其能告知 BRAC1 蛋白，随后开启细胞

中的无瑕疵修复系统，如果可能的话，其也会开启 BRAC1 的功能，因为 BRAC1 在癌症保

护上扮演着关键角色。 

研究者 Anja Groth 表示，这种完美无缺的修复方法也被称之为同源重组法，蛋白质

BARD1 会告诉细胞这种修复系统已经被开启，因为 BRAD 能够确定细胞中是否含有两个

同样的 DNA 链，如果是的话修复系统就会被关闭，反之亦然。后期研究人员还将继续深入

研究来寻找如何利用 DNA 的修复机制来开发新型靶向性癌症疗法。 

原文出处：Kyosuke Nakamura, Giulia Saredi, Jordan R. Becker, et al. H4K20me0 

recognition by BRCA1–BARD1 directs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to sister chromatids, Nature 
Cell Biology (2019). DOI: 10.1038/s41556-019-0282-9 

7、CancerCell：前列腺癌细胞是如何变得抵抗药物治疗的？ 

开发有效的前列腺癌抗雄激素疗法是一项重大的科学进步。然而，一些接受这些靶向

治疗的男性更有可能患上致命的“治疗抵抗性”前列腺癌亚型，称为神经内分泌前列腺癌

（NEPC）。目前没有针对 NEPC 有效的治疗方法。 

如今，Sanford Burnham Prebys 研究所（SBP）的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前列腺癌在抗雄激

素治疗后如何转变为侵袭性 NEPC。他们的发现 - 包括代谢重新布线和驱动这种转换的表

观遗传改变 - 揭示了 FDA 批准的药物作为 NEPC 治疗具有潜力。该研究还揭示了可以阻

止这种转变发生的新治疗途径。该研究发表在 Cancer Cell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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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wikipiedia） 

据美国癌症协会称，前列腺癌是美国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癌症随着被称为雄

激素的激素而增长。阻断这些激素的靶向疗法延长了许多患者的生存期。然而，几乎所有

男性最终都会对这些治疗产生抵抗力。在 2019 年，预计美国将有超过 30,000 名男性死于

前列腺癌。 

“与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细菌类似，肿瘤可以通过”改造“环境和制定逃避靶向治

疗的策略来抵抗抗癌药物。随着靶向治疗变得更有效，给肿瘤带来更多压力，我们期待看

到耐药性变得越来越普遍，“该论文的高级作者，SBP 的癌症代谢和信号网络项目教授 Maria 

Diaz-Meco 博士说。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一种治疗抵抗性前列腺癌的形式中，一种叫做

蛋白激酶 C lambda / iota 的肿瘤抑制基因被下调。我们随后发现了代谢和表观遗传易感性，

这些可能是阻止治疗抗性发生的途径。”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分析了研究人员创建的患有转移性 NEPC，前列腺癌细胞系和

NEPC 新小鼠模型的组织样本，以确定在靶向治疗后引发前列腺癌成为治疗抵抗性 NEPC

的分子开关。除了检测蛋白激酶 Cλ/ iota 的下调外，科学家还发现 NEPC 细胞上调了一种

叫做丝氨酸的代谢物的合成。因为丝氨酸是非必需氨基酸，可以设计出旨在阻断丝氨酸产

生的治疗，其可以影响肿瘤，对正常细胞的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从而减少潜在的毒性。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癌细胞使用称为 mTORC1 / ATF4 的通讯途径加速丝氨酸的合成，使

肿瘤生长更快，并在表观遗传学上切换到 NEPC 模式。调节溶酶体位置的蛋白质，即细胞

的降解机制，也参与肿瘤的转化。总之，这些肿瘤特征代表了可以预防前列腺癌转化为NEPC

的新方法。 

“NEPC 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癌症，肿瘤细胞完全被重新编程。肿瘤甚至失去了目前治

疗所针对的受体，这就是它难以治疗的原因，”研究作者，SBP 教授 Jorge Moscat 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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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推动从前列腺癌向 NEPC 转变的转变，是开始治疗以预防前列腺癌患者治疗前抵抗

的关键的第一步。”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表观遗传模式 - 分子标签可以修饰我们与 NEPC 相关的 DNA，与

酶，磷酸甘油酸脱氢酶（PHGDH）的表达有关，磷酸甘油酸脱氢酶可能是 NEPC 的治疗靶

点。 接下来，科学家计划与 SBP 的药物发现中心 Conrad Prebys 化学基因组学中心（Prebys

中心）合作，试图找出一种可以阻断 PHGDH 的药物。 研究结果还表明，FDA 批准的一种

抑制表观遗传变化的药物，即地西他滨，可以作为治疗 NEPC 的前景。 

原文出处： Increased Serine and One-Carbon Pathway Metabolism by PKCλ /ι 
Deficiency Promotes Neuroendocrine Prostate Cancer. Cancer Cell (2019). DOI: 
10.1016/j.ccell.2019.01.018 

8、JAMADermat：震惊！肾移植会使非黑色素瘤发病率增加 15 倍！ 

一项由爱尔兰皇家外科学院（RCSI）研究人员领导的研究分析了肾移植病人患皮肤癌

概率的模式，发现抗移植排斥药物与患皮肤癌风险增加有关。这项研究发表在《JAMA 

Dermatology》，是 RCSI 与爱尔兰国家癌症登记处和博蒙特医院的国家肾脏移植服务中心一

起完成。 

 

图片来源：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 

接受肾移植的病人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尤其是患皮肤癌的风险。这项研究发现当病

人移植失败转为接受透析治疗时皮肤癌风险会降低，但是一旦再次接受移植，患癌风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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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但是接受过移植的病人的患癌风险仍然比未接受肾移植的病人高。基于这种情况，

这项研究表明患癌风险与抗移植排斥药物的使用和停止有关系。 

“接受过多次肾移植的病人在肾移植失败期间患非黑色素瘤的概率会下降，但是仍然

有上升的风险。癌症患病率的变化强调了我们需要在移植失败期间也要对病人进行防癌检

查。”该研究领导作者、RCSI 博蒙特医院肾脏学和肾移植科的 Donal Sexton 博士说道。 

这项研究分析了 3821 名已故以及活着的肾移植病人的癌症发病率，其中 3215 个病人

接受过一次肾移植，522 人接受过两次，84 人接受过 3 次。在病人第一次肾移植时，病人

皮肤癌发病率比术前升高了 15 倍。当移植失败并重新接受透析时，皮肤癌患病率降低了一

半；但是患病率仍然是术前的 7 倍。当他们接受第二次肾移植时，皮肤癌发病率升高到术

前的 12.8 倍。 

“我们的研究综合分析了接受过肾移植（一次或多次）的病人的癌症发病率的情况。

但是这种分析回顾性的本质，使得我们很难获得暴露物、癌症发展和诊断的相关信息，这

些在治疗期间都存在差异。”RCSI 药学副教授 Peter Conlon 说道。 

原文出处：Donal J. Sexton et al,Variation in Nonmelanoma Skin Cancer Incidence by 
Treatment Modality Among Patients Receiving Multiple Kidney Transplants, JAMA 
Dermatology (2019). DOI: 10.1001/jamadermatol.2018.4660 

9、Cell：一个新的“免疫检查点”，有望与癌症疫苗联合抗癌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癌症免疫治疗的热门方向，通过阻断 T 细胞表面的 PD-1、CTLA-4
等“刹车分子”与配体结合，从而消除其对 T 细胞活性的抑制，最终释放免疫系统消灭肿

瘤的能力。 
近日，《Cell》期刊上最新一篇文章，揭示了免疫细胞上一个新的“检查点”，有望应用

于抗癌治疗中。改善治疗性癌症疫苗的临床反应。 
新的“检查点”：NKG2A 
在最新的研究中，来自于范德堡大学的科学家们着重研究了自然杀伤（NK）细胞，试

图寻找在肿瘤发生过程中，抑制这些天然免疫细胞不能正常运作的关键蛋白。 
他们发现，NKG2A 蛋白是唯一的抑制性受体，在头颈部肿瘤中的 NK 细胞上表达增加。

然而，在血液中循环的 NK 细胞同样也表达 NKG2A 蛋白，而且只比肿瘤中 NK 细胞的表

达量略低。 
很显然，对于 NK 细胞而言，NKG2A 蛋白的“刹车效果”并不明显。 
当他们进一步观察 CD8+T 细胞（杀伤性 T 细胞）时，意外发现了 NKG2A 的“跳跃”。

“因为 NKG2A 通常与 NK 细胞有关，”文章作者 Michael Korrer 解释道，“但是最新研究却

显示，在头颈部肿瘤样本中，CD8+T 细胞表面 NKG2A 表达显着，且在血液中不表达。” 
杀伤性 T 细胞同样可以消灭入侵病毒感染的细胞以及癌细胞，但是它们首先必须通过

识别特异性抗原来激活。随后，Michael Korrer 和团队发现了 NKG2A 的“配体”——肿瘤

细胞表面表达的 HLA-E 蛋白。他们证实，NKG2A 表达会抑制 CD8+T 细胞的活性。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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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头颈部肿瘤 NKG2A 表达会与较差的临床响应有关了。 

 
Young J. Kim， MD， PhD， left， Michael Korrer， PhD， and colleagues are studying 

a potential new cancer immunotherapy option. Credit： Anne Rayner 
NKG2A 抗体：已有临床结果积极 
于是，Michael Korrer 团队与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 Thorbald van Hall 实验室合作，

对 HLA-E 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法国 Marseille 的一家生物医药公司 Innate Pharma 建立合

作。该公司已经研发了一种 NKG2A 抗体，被称为 monalizumab。 
基于小鼠肿瘤模型，科学家们发现，单独使用 monalizumab 抑制 NKG2A 的治疗效果

较差。但是，将 monalizumab 与旨在刺激抗肿瘤免疫应答的癌症疫苗相结合，可以减少肿

瘤生长并延长无进展生存时间。 
“结果似乎显示，NKG2A 靶向治疗必须与引起肿瘤炎症的因素相结合，例如癌症疫

苗。” Michael Korrer 表示道。这是为什么呢？研究显示，癌症疫苗可以刺激 NKG2A 的表

达。这时候，通过 NKG2A 抗体阻断 NKG2A 与 HLA-E 的结合可以提供癌症免疫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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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单独的研究中，Innate Pharma 的研究人员报告了一项 II 期临床试验的中期结果，

该试验是 monalizumab 联合西妥昔单抗（一种抗 EGF 受体的抗体）治疗头颈癌患者。结果

显示，30％的患者在联合治疗后肿瘤负荷减轻。 
“现在，NKG2A 看起来有望成为有潜力的免疫治疗检查点，靶向 NKG2A 的抗体可以

增强由癌症疫苗诱导的免疫疗法。” Michael Korrer 总结道。 
原文出处：Nadine van Montfoort， et al. NKG2A Blockade Potentiates CD8 T Cell 

Immunity Induced by Cancer Vaccines. Cel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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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注重 SCI 论文格式要求易于发表 

SCI 论文作为投递国外的论文期刊，除了对英文的撰写是十分必要之外，对于格式的

要求也是十分看重的，这不仅是因为中英文在表述上存在的差异，同时也是因为中英在思

想上也存在着差异，那么 SCI 论文的格式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不要用中国式的思维去写英文句子。这样很容易形成中国式英语，而且审稿员完全不

懂你的表述是什么意思。 

 套用老外的写作思路（比如前言第 1 段写对疾病的认识及重要性，第 2 段对基本背景

知识的介绍，第 3 段如何引出研究问题。讨论部分往往每一段第一句为该段的中心句）。 

 格式一定要严格按照所投杂志的要求来排版（可以参考投稿须知的要求和该杂志最近

发表的文章，要做到一模一样，这样编辑认为你是认真对待的，同时按照杂志要求排

版也是节省了论文修改的次数，不然即便你论文内容很好，格式不行还是要退修的）。 

 避免使用首次发现，该研究特别有意义的语句（老外喜欢你陈述事实，是不是首次发

现由别人说了算，有没有意义需要时间来检验，所以对于这种自我肯定的话数就不需

要再多说了）。 

 首页有什么特殊要求?比如是否写清了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和页眉标题

（Running title），Running title 是否符合字符数要求，一般 50 个字符以下。首页是否要

求标明全文字符数（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must be listed on the title page）。首页是否

要求提供关键词（Key words），现在很多杂志在正式出版的时候是看不到关键词的，他

多数目的是为了编辑好选择审稿专家。 

 摘要是否为有特殊格式（比如格式摘要：目的，方法，结果，结论），是否有字数限制

（比如 200 个字以下）。不管是特殊格式还是字数要求在撰写的过程中都要严格遵守。 

 注意参考文献（References）一定要符合杂志的格式，参考文献的数目是否有限制。是

否不能引用正在出版的（In press）文章或未公开的（Unpublished data）数据。这些相

关的信息一定要先在阅读投稿须知中了解到。 

 是否引用了较多著名杂志的文章为参考文献（大家看影响因子超过 10 的杂志文章，他

们引用的文献多数也是来自 10 以上的杂志，也就是说你投高影响因子的杂志就尽量不

要引用低档杂志的文章，这是一条潜规则）。 

 引用了几篇该杂志的文章作为参考文献（有的杂志有明确要求要引几篇，有的没有要

求，但是编辑还是喜欢你多引用他们杂志的文章，所以在使用参考文献的时候，这也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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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后最好先找一个在国外呆过几年的中国人修改第 1 次（这样能纠正明显写作错误

和表达，又明白你的写作意思），然后再找一个英语为母语的人修改（最好是学医的，

这样能够纠正一些微小错误和表达习惯）。最终的目的是即使退稿也不是因为语言问

题。 

 注意文章中不要有中文输入法情况下的标点符号（老外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可能识别为

乱码或者为非法程序）。这种细节在撰写的时候更要多加注意，不然后期修改会比较麻

烦。 

 图表是否符合杂志的数目（Number）、大小（Size）和分辨率（Resolution）要求?有几

副彩图（建议能设置为灰度的图就改成灰度的图，比如一些统计结果图。因为彩图收

费(Color charges)是很贵的）。 

 图的格式类型是否有要求，一般只接收 EPS 或 TIFF 格式。图的模式是否有要求，比如

过去一般要求是 CMYK 模式，现在很多杂志要求 RGB 模式。 

 图表是放在后面，还是插入在文章中。（看投稿须知要求）。 

 字数是否符合杂志要求(有的杂志对字数也有要求。比如最多 8 个版面。他一般会告诉

你怎么推测自己的文章占几个版面，比如有的杂志大约是 8000 个字符数（characters）

（包括空格)为一个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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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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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口服液 episil 在国内获批，用于治疗放化疗引起的口腔黏膜炎 

日本 Solasia Pharma KK 公司宣布其 episil 口服液已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的批准，用于缓解化疗或放疗引起的口腔粘膜炎（OM）。 
OM 是一种常见的副作用，化疗后的发生率达 20％-40％，大约 80％的大剂量化疗（如

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和大多数接受放疗的头颈癌患者均会产生。OM 通常表现为发红、

糜烂、溃疡和疼痛，影响吞咽和进食，并且经常导致抗肿瘤疗法的剂量减少、中断或延迟

放疗，甚至住院治疗。目前，国内还没有该疾病的治疗方法。 
episil 使用瑞典 Camurus AB 的专利技术，是一种基于脂质的不含防腐剂的液体，粘附

在口腔粘膜上，并在与口腔粘膜接触后 5 分钟内形成一层保护膜，从而为口腔敏感和溃疡

上皮提供物理保护，缓解疼痛长达 8 小时。 
临床结果显示，单次使用 episil 可在 6 小时内显着降低口腔粘膜疼痛评分，局部镇痛和

时间持续效果均优于对照组。此外，episil 易粘附于粘膜，成膜时间快（5 分钟内）。患者报

告味道舒适，无刺激。该试验证实了 episil 在 OM 治疗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Solasia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Yoshihiro Arai表示："Solasia公司的使命是"更好的药物，

更美好的明天"。我们一直专注于患者，将继续努力开发治疗癌症和支持癌症治疗的创新产

品。" 
原文出处：http://www.firstwordpharma.com/node/1626540?tsid=4#axzz5gQZFv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