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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JBC：靶向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为治疗结直肠癌提供新靶点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JMJD1A 在多种肿瘤中存在过表达能够促进癌症进展。之前研究

表明 JMJD1A 能够促进结直肠癌进展，但是该分子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完全

了解。 近来自厦门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JMJD1A 能够通过 Wnt/β-catenin 信号途径促

进结直肠癌进展并揭示了具体机制，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JBC 上。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报道 JMJD1A 在结直肠癌样本中存在过表达，并且其表达

与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存在正相关性。敲低 JMJD1A 能够抑制增殖相关基因表达，

比如 c-Myc，cyclin D1 和 PCNA，抑制结直肠癌细胞增殖，暂停细胞周期进展，并抑制

异种抑制小鼠的肿瘤发生。 

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敲低 JMJD1A 能够抑制结直肠癌细胞的迁移，侵袭和肺转移，

这些作用通过抑制 MMP9 表达和酶活性来实现。GEO 数据库分析揭示 JMJD1A 在人结

直肠癌样本中的表达与 Wnt/β-catenin 靶基因表达呈正相关关系，包括 c-Myc，cyclin D1

和 MMP9。 

从机制上来说，JMJD1A 能够通过促进 β-catenin 表达并与 β-catenin 相互作用增强

其转激活进而增强 Wnt/β-catenin 信号途径。JMJD1A 能够移除 c-Myc 和 MMP9 基因启

动子区域组蛋白 H3Kme2 的甲基基团，相比之下，缺失去甲基化酶活性的 JMJD1A 

H1120A 变异无法对这些基因启动子的 H3Kme2 进行去甲基化，无法帮助 β-catenin 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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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基因表达，进而无法促进结直肠癌的进展。这些结果表明 Wnt/β-catenin 信号途径激活

需要 JMJD1A 的去甲基化酶活性，结直肠癌样本中 JMJD1A 的表达水平能够预测癌症不

良结果。 

总的来说，JMJD1A 能够通过增强 Wnt/beta-catenin 信号途径促进结直肠癌进展，提

示 JMJD1A 可能是治疗结直肠癌的一个潜在分子靶点。 

原文出处：Kesong Peng, et al. Histone demethylase JMJD1A promotes colorectal cancer 

growth and metastasis by enhancing Wnt/β-catenin signaling. JBC, doi: 10.1074/jbc.RA118.001730 

2、Hepatology：南昌大学学者发现泛素样蛋白破坏底物 mRNA 和蛋白一

致性促进肝癌进展 

近，关于转录组-蛋白质组关系的研究表明某些基因存在 mRNA/蛋白质表达的不

一致，究其原因可能与蛋白质的翻译后修饰有关。但是目前仍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

Wnt 诱导分泌蛋白 1（WISP1）是 β-catenin 的下游靶基因，在肿瘤发生和进展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但是 WISP1 在不同肿瘤类型中的表达和作用并不一致。 近来自南昌大

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WISP1 的一种蛋白翻译后修饰导致该蛋白发生蛋白/mRNA 表达不一

致，并进而影响肝细胞癌进展。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Hepatology 上。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证实 WISP1 在肝细胞癌组织中显著下调，是 HCC 病

人不良预后的一个独立预测因子，并且体内和体外实验的证据均表明 WISP1 能够抑制

HCC 细胞的增殖。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WISP1 的低表达与 FAT10 的表达有关，FAT10

是一个泛素样蛋白，既可以发挥促进蛋白降解的功能也可以起到稳定作用，是参与蛋白

翻译后修饰的一个重要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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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 FAT10 的过表达能够通过 FAT10 修饰（FAT10ylation）促进 WISP1

降解进而降低 WISP1 表达促进 HCC 细胞增殖。有趣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 FAT10 过

表达会导致 WISP1 发生蛋白/mRNA 表达的不一致，出现 WISP1 蛋白水平下降而 mRNA

水平增加的情况。研究人员对其中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 FAT10 能够同时发挥促进底

物稳定和促进底物降解的功能，FAT10 过表达会通过稳定 beta-catenin 促进 WISP1 

mRNA 表达，并直接促进 WISP1 蛋白发生降解。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 FAT10 过表

达会导致 WISP1 出现 mRNA 和蛋白表达的不一致，因此通过下调 WISP1 的蛋白水平促

进 HCC 进展。 

原文出处：Jinlong Yan, et al. FAT10 overexpression disturbs WISP1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to promot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gression. Hepatology, https://doi.org/10.1002/hep.30105 

3、Cell Death＆Differ：p53 突变增强乳腺癌进展 环状 RNA 成克星 

许多类型的癌症中都存在 TP53 基因的突变，产生 TP53 突变的蛋白。突变的 p53

蛋白失去野生型 p53 的活性，获得了新功能促进恶性肿瘤进展。在缺少野生型 p53 活性

的细胞中，不同的 p53 突变会获得新功能为细胞带来不同的特性。直接靶向突变 p53 所

产生的不良结果实现对癌细胞生存的抑制是非常困难的。 

 
 

近来自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利用突变 p53 无法结合 H2AX 这一事实找到了一个变通

方法，基于此开发了一个新方法抑制突变 p53 获得的新功能。研究表明环状 RNA 

circ-Ccnb1 能够抑制三个 p53 突变的功能。 

通过芯片分析和 QPCR 检测，研究人员发现乳腺癌病人体内 circ-Ccnb1 的表达水平

出现下降。过表达 circ-Ccnb1 能够抑制肿瘤生长，延长小鼠的生存时间。通过蛋白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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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在存在野生型 p53 的细胞中 circ-Ccnb1 能够与 p53 发生相互作用，

而在 p53 突变细胞内则会与 Bclaf1 结合。更进一步的实验表明 H2AX 作为一个桥梁建

立 circ-Ccnb1 与 p53 的相互作用，因此 Bclaf1 能够与 Bcl2 结合帮助细胞存活。在 p53

突变的细胞中，circ-Ccnb1 与 H2AX 和 Bclaf1 形成一个复合体导致细胞死亡，并且这种

情况在三种 p53 突变的细胞中都可以发生。 

这些研究结果提示基于上述发现可以开发新方法抑制 p53 突变的恶性程度。相关研

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Cell Death＆Differentiation 上。 

原文出处：Ling Fang, et al. Enhanced breast cancer progression by mutant p53 is 

inhibited by the circular RNA circ-Ccnb1. Cell Death & Differentiation (2018) 

doi:10.1038/s41418-018-0115-6 

4、Cancer Res：研究发现突变 Tau 蛋白还有癌症相关新功能 

tau 蛋白形成的缠结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许多疗法试图靶向 tau 蛋白的产生和清除

来治疗该病，tau 蛋白在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大量研究，该蛋白能够

参与维持基因组稳定性和染色体完整性。 

 
 

之前对携带 tau 基因突变的额颞叶退化病人外周细胞和相关动物模型的细胞进行分

析，发现存在染色体数目和结构等异常情况。由于基因组的不稳定性与癌症发生发育存

在紧密关联，来自意大利的科学家们提出突变的 tau 蛋白可能是影响癌症发生的易感因

子，并对这一假设进行了进一步证明，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Cancer 

Research 上。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了携带 tau 基因突变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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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庭和对照家庭中的癌症发生率，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生物信息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与

tau 蛋白存在相互作用的信号途径。研究结果表明 tau 基因突变家庭的癌症发生率显著高

于对照家庭，并且与 tau 蛋白存在相互作用的蛋白中，有很高比例参与与癌症相关的细

胞过程。 

这些发现揭示了 tau 蛋白除了参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还可以发挥癌症

风险因子的新作用，该研究为更加全面地了解突变 tau 蛋白的生理作用提供了重要信息。 

原文出处：Giacomina Rossi, et al. Tau mutations serve as a novel risk factor for 

cancer. Cancer Research, DOI: 10.1158/0008-5472.CAN-17-3175 

5、Sci Tran Med：科学家发现中风新疗法，有望挽救神经元 

缺血性中风（ischemic stroke）是由于脑动脉闭塞导致的脑组织梗死，是 常见的中

风类型，约占我国全部中风病例的 60%～80%。目前，我国每年因中风死亡的人数已超

过肿瘤和心血管疾病， 成为第 1 位致死原因。脑缺血会导致缺血核心区的细胞迅速死

亡，但研究发现，在脑缺血后数小时内，核心区和健康脑组织之间的一个区域如及时救

治有可能被挽救。 

如果对缺血性中风采用常规治疗，可以清除血凝块并恢复血流，但这种疗法忽略了

大脑中的免疫应答反应，可能会继续损伤神经元，让那些可挽救的组织 终也被清除。

近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MUSC）的研

究人员发现，采用一种化合物治疗中风小鼠，能够抑制局部的免疫反应，在促进大脑恢

复的同时不影响身体其他部位的免疫功能。这些结果发表在《科学》子刊《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 

据 MUSC 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系教授，本研究负责人 Stephen Tomlinson 博士介绍，

中风导致的缺血核心区的神经元是受缺氧影响 严重的区域，它们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

伤并且会死亡，不过，核心区外的细胞仍可挽救。但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这些可挽救细

胞可能会被免疫补体系统（complement system）标记为需要清除的细胞， 终也被清除。 

“当中风的核心区细胞死亡时，它们会释放有害毒素进入周围脑组织，” 博士候选

人，论文第一作者 Ali Alawieh 先生说：“这些周围的神经元会暂时关闭。当由天然抗

体组成的免疫识别系统侦测到受到压力，没有功能的细胞时，会认为它们是已经死亡且

将释放出有害毒素的细胞，所以会激活补体系统开始清除受损的细胞，这是人体正常免

疫过程的一部分，但在中风时，补体系统会失调，错误地把活神经元也标记成待消除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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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救这些尚可挽回的细胞，抑制补体应答反应可能是种潜在的中风疗法，但这

个疗法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影响免疫系统其他功能（包括保护身体免受感染）的情况下

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受到压力但可挽救的神经元会呈现新生抗原决定簇

（neoepitopes），新生抗原决定簇是抗体的一部分，抗体可以与其细胞膜结合。这吸引

了一种名为补体 C3d 的蛋白质，它会将这些神经元标记，让小胶质细胞（一种中枢神

经系统中的免疫细胞）清除，导致神经元损失和中风后炎症。 

该研究团队将能识别这些抗原决定簇的抗体片段连接到补体阻断剂 B4Crry 上。动

物实验显示，给予单剂 B4Crry 治疗的小鼠与对照组小鼠相比，脑中具有更少的 C3d，

也展示了更优的神经症状，以及中风 24 小时后的更少的组织死亡。在 15 天的恢复期

内，B4Crry 治疗的动物比对照组具有更少的神经缺陷和更小的病变。 

“这种疗法只需简单的注射，还能提供更多可用于干预治疗的时间，”Alawieh 先生

说：“它打破了炎症的反应周期，防止大脑中出现慢性炎症，我们知道慢性炎症可能在

患者中风后持续很多年。” 

我们希望这项新发现能给脑卒中患者带来治疗改善。 

原文出处：Ali Alawieh， et al. Targeted complement inhibition salvages stressed 

neurons and inhibits neuroinflammation after stroke in mice.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Vol. 10， No. 441， 2018. 

6、Nature：重磅！单个 CAR-T 细胞让癌症患者 5 年内保持无癌状态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艾布拉姆森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报道

一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在 2013 年接受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T 细胞（CAR-T 细胞）治疗后因单个 CAR-T 细胞及其增殖时产生的

细胞而发生病情缓解，从那以后在 5 年内保持无癌症状态，并且这些 CAR-T 细胞仍然

存在于他的免疫系统中。他们还证实这种治疗反应与 CAR 编码基因插入到这名患者的

T 细胞 DNA 中的位置相关联，这可能是有助于提高这种治疗反应率的一种关键因素。

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Disruption of 

TET2 promotes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CD19-targeted T cells”。论文通信作者为宾夕法

尼亚大学艾布拉姆森癌症中心的 J. Joseph Melenhorst 博士和 Carl June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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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Nature， doi：doi：10.1038/s41586-018-0178-z。 

 作为一种癌症，CLL 起源自产生骨髓中的某些白细胞（即淋巴细胞）的细胞。这

些癌细胞首先在骨髓中出现，随后迁移到血液和淋巴结中。这些癌细胞增值得太快，将

骨髓中的其他细胞挤出。它们并没有正常地成熟，因而不能够像它们应当的那样抵抗感

染。美国癌症协会估计 2018 年将有约 21000 例新的 CLL 病例，并且大约有 4500 例死

于这种疾病。这些患者中的许多人将接受骨髓移植，但是另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法就是

CAR-T 细胞疗法，它涉及收集患者自身的 T 细胞，对它们进行重编程而使得它们能够

识别和杀死癌症，然后将它们灌注回到患者体内。这种方法已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批准用于治疗某些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以及一些非霍奇金淋巴瘤

患者，但是当前尚未批准用于治疗 CLL。 

为了控制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患者通常接受三次连续灌注，灌注剂量分

别为 10％、30％和 60％。CRS 是一种与 CAR-T 细胞疗法相关的常见毒副作用，包括不

同程度的流感样症状，伴有发热、恶心和肌肉疼痛，并且可能需要重症监护室（ICU）

级别的护理。这项研究报道的这名患者接受了前两次剂量分别为 10％和 30％的灌注，

但是他起初并没有产生治疗反应。Melenhorst 说，“直到第 50 天时，这名患者才经历 CRS，

这表明这些 CAR-T 细胞具有活性并可能发挥抗肿瘤作用。” 

成像结果显示这名患者的肿瘤在变小，因此医生们决定 后为他进行剂量为 60％的

灌注。这名患者进入缓解状态，并保持缓解状态 5 年了而且还在继续保持这种状态。June

说，“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结果，不过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够从每名患者那

里学到很多。我们将这种结果从床边带到实验台以便尽可能多地理解发生了什么和为何

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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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第一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艾布拉姆森癌症中心的 Joseph A. Fraietta 博士说，

“我们发现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能够将这名患者的 CAR-T 细胞谱系追溯到单个原始细胞。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这基本上告诉我们 CAR-T 细胞完成它们的任务所需的

低剂量是一个细胞。” 

Fraietta 说，“这名患者的 CAR-T 细胞经基因改造后寻找白血病细胞表面上的一种

被称作 CD19 的蛋白。在这种策略中，编码识别 CD19 蛋白的 CAR 的基因被一种经过

基因修饰的病毒随机地插入到这名患者的 DNA 中。就这个特定的病例而言，这些研究

人员发现 CAR 序列插入到一个被称作 TET2 的基因中，其中在正常情形下，TET2 基因

调节血细胞的形成，并限制这些细胞的生长。一旦 TET2 基因被破坏，单个 CAR-T 细

胞大量增殖并消灭这名患者所患的白血病。通常抵抗感染的杀伤 T 细胞不能单独地战胜

癌症，这是因为它们衰老了，过了辉煌期，而且经常寡不敌众。然而，更年轻的 CAR-T

细胞让一切变得与众不同，这是因为它们能够大量增殖，形成为一个效应 T 细胞群体。

在这种情形下，它们有机会发挥作用，这是因为 TET2 受到抑制，不再影响促进这种治

疗反应产生的表观遗传通路。” 

Melenhorst 说，“这种分析需要免疫学家、细胞生物学家、T 细胞专家、癌症生物学

家和临床医生之间的大量合作。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里拥有所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并

证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2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诺华公司开始进行全球合作，推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

和商业化被称作 Kymriah（之前称作 CTL019 的）的 CAR-T 细胞疗法和其他的 CAR T

细胞疗法用于治疗癌症。2017 年 8 月，FDA 批准 Kymriah 用于治疗 25 岁以下患有难治

性的或复发性的 B 细胞前体 ALL 的患者。2018 年 5 月，这种批准得到扩展，可用于治

疗复发性的或难治性的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 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形

式---成人患者以及高度 B 细胞淋巴瘤（high grade B-cell lymphoma）和起源自滤泡性淋

巴瘤的 DLBCL。 

原文出处：Joseph A. Fraietta， Christopher L. Nobles， Morgan A. Sammons et 

al. Disruption of TET2 promotes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CD19-targeted T cells. Nature， 

Published online：30 May 2018， doi：10.1038/s41586-018-0178-z 

7、Nat Med：重大突破！癌症新药取得颠覆性进展！ 

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的物质构成了变化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断有着新生事

物的出现，这些新生事物可能是人类急需的资源，也可能是新的灾难。曾经作为新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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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被发现的肿瘤，现在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并不是个陌生的话题，但现实生活中，往往

更多的人是“谈癌色变”。 

癌症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都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它自被发现以来就一

直是医学界重中之重的研究方向。近日，一项发表在国际顶级杂志《自然》上的研究成

果似乎给癌症的治疗带来了新的突破口。 

该研究表明，一种新型抗癌药物可能比以前所认为的治疗范围更广。在分子水平上，

广泛表达的非受体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SHP2，编码 PTPN 11，参与多种生长因子、细胞

因子和整合素受体下游的信号转导。 

它对 ras-MAPK 完全激活的要求及其作为 JAK-stat 信号负调控者的作用使 shp2 成

为致癌信号通路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慕尼黑工业大学(TUM)的一个研究团队利用来自

小鼠模型和癌症患者的样本，证明了一类名为 SHP 2 抑制剂的新药物对肺癌和胰腺癌等

侵袭性的、难治性肿瘤也是有效果。 

肺和胰腺癌被统称为 KRAS 肿瘤，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遗传错误，这个错误就是

KRAS 蛋白，这种蛋白在机体中参与细胞分裂过程，使得整个分裂过程不再正常进行，

细胞分裂失控，并且使得这个异常的分裂过程始终处于活跃状态，形成大量的异常增生

细胞， 终导致肿瘤形成。 

KRAS 蛋白影响广泛，与 KRAS 蛋白异常作用相关的肿瘤约占人类肿瘤总数的三分

之一。KRAS 蛋白的这种强大不良影响使得研究人员想用药物把失活，终止这一系列与

KRAS 蛋白相关的异常细胞分裂过程，进而阻断肿瘤的形成 

然而，新的问题来了，KRAS 蛋白本身在人体健康细胞的分裂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仅仅用药物使其失活而单纯阻断肿瘤形成的过程是不切实际的。因此，

该大学附属医院的 Hana Algül 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寻找相关的替代性药物作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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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以前人们认为 KRAS 基因突变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以至于使用其

他攻击途径也注定会失败。”然而，在他们的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表明，与专家先前的假设相反，调控蛋白 SHP 2 对于 KRAS 肿瘤来说，甚至可以说

是是一个很合适的药物靶点。 

并且 近，已经研发出了相应的对这类肿瘤有明显效果的 SHP 2 抑制剂。在他们的

工研究作中，涉及到使用有缺陷 KRAS 蛋白的小鼠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整个研究过程也

涉及到对 SHP2 的处理。 

 
在实验过程中，当研究小组从有缺陷 KRAS 蛋白的老鼠身上去除 SHP 2 蛋白时，他

们就不再发育肿瘤了。通过这些结果，研究小组能够证明 SHP 2 对于肿瘤的形成是必不

可少的，而且 SHP 2 也可能是侵袭性 KRAS 肿瘤的关键药物靶点。这一结果在他们对小

鼠模型使用 新研发的 shp2 抑制剂时得到了证实，当给予研究小鼠 SHP 2 抑制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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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现有的肿瘤生长更为缓慢缓慢，并且更易于控制。 

 
 

另外，这些结果也可以解决治疗 KRAS 肿瘤时出现的另一个问题：肿瘤对抗肿瘤药

物的耐药性。研究小组结合 MEK 抑制剂对这种新药进行了测试，MEK 抑制剂是一种已

经被用于治疗的药物。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Katrin Ciecielski 解释道：“这些药物是有效

的，但许多肿瘤病人在应用这些药物治疗后很快就会产生抗药性肿瘤细胞。”。 

可喜的是，研究发现，新的 SHP2MEK 抑制剂能够使得已经耐药的肿瘤细胞恢复对

MEK 抑制剂的敏感性。因此，Hana Algül 认为，这两种药物的联合应用可以为治疗耐

药性肿瘤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Hana Algül 教授说道：“我们已经证明，无论是单独应用 SHP2 抑制剂还是与其他

药物联合应用，这种新型药物的治疗作用在未来都能帮助到癌症患者，这将会延长许多

癌症病人的寿命。 

无论是新型抗癌药物的研发，还是经典抗癌药物的新应用，对于癌症的治疗来说，

都是向前走出的新的一步，是抗癌药物的研究进程中新的突破，为其他抗癌药物的研究

提供了一个可行性参考；而对于癌症病人和所属家庭来说，也是新的治疗选择和生存希

望，给社会也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和客观的经济效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原 文 出 处 ： Dietrich A. Ruess ， et al.Mutant KRAS-driven cancers depend on 

PTPN11/SHP2 phosphatase.Nat Med.28 May 2018 

8、Clin Cancer Res：病毒竟成新一代抗癌“神器”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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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 03 年的 SARS 吗？还记得 16、17 年造成非洲死亡数千万人的塞卡病毒吗？

病毒一直以来让人们听起来闻风丧胆，是死神的化身！但在近期的一些重要研究中，病

毒疗法正成为临床上重要的抗癌药物，显示出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协同作用。由于这

些药物尚未发展成具有三重抗肿瘤的选择性，所以通过彻底重新设计病毒衣壳来提高血

管内递送后的肿瘤选择性可以进一步提高治疗指数。 

Cardiff 大学 新的研究表明，一种能够完全破坏癌细胞而不影响健康细胞的癌症治

疗方法很快将在临床抗癌治疗中得以实现。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培养”了一种呼吸道病

毒，用以识别卵巢癌并且在不感染其他细胞的情况下彻底摧毁肿瘤细胞。重组病毒也可

用于治疗其他癌症，如乳腺癌，胰腺癌，肺癌和口腔癌。这篇文章发表于 新的临床癌

症研究（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中。 

来自 Cardiff 大学医学院的 Alan Parker 博士说：“重组的病毒已经被用于基因治疗，

可治疗一系列疾病，这表明他们可以从威胁生命的微生物转化为帮助科学家治疗人类疾

病的药物”。在癌症治疗中，到目前为止，重组病毒不能选择性地识别癌细胞，它还会

感染健康的细胞，导致不必要的副作用。 

 
病毒与肿瘤细胞作用位点计算机重建模型 

“我们采用了一种常见的且经过充分研究的病毒，并对其进行了完全重新设计，以

使其不再附着于非癌细胞，而是靶向特定的标记蛋白质 αvβ6 整合素，这对某些癌细胞

是独有的，允许该病毒靶向攻击肿瘤细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重组病毒引入卵巢

癌，并成功识别并摧毁卵巢癌细胞。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进步，为患有各种癌症的患者

提供真正的潜力”。Alan Parker 博士说道。 

一旦病毒进入癌细胞，它会在细胞内连续复制，生成数千个自身拷贝，然后裂解细

胞，从而在该过程中破坏细胞。然后新释放的病毒拷贝可以结合并感染相邻的癌细胞并

重复相同的循环， 终完全去除肿瘤块。病毒还能激活人体的天然免疫系统，帮助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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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并破坏恶性细胞。 

重组的病毒来自称为腺病毒的一组呼吸道病毒。使用这些病毒的优点是它们相对容

易操作并且已经被安全地用于其他癌症治疗。用重组病毒可以识别卵巢癌，乳腺癌，胰

腺癌，肺癌和口腔癌中常见的靶点，同时可识别多种肿瘤共同的肿瘤抗原。 

 
抗癌病毒与 PBS 的对照实验 

对病毒 DNA 的进一步改进也可以使病毒在感染癌细胞的过程中产生抗癌药物，如

抗体。这可以有效地将肿瘤细胞转化为生产药物的工厂，从而导致其自身的破坏。该研

究在实验室已经进行成功消除了小鼠卵巢癌肿块，但尚未达进入临床试验。下一步将在

其他癌症中一起测试该技术，以使其在五年的时间内进入临床试验。 

来自英国癌症研究所的 Catherine Pickworth 博士说：“看到这种病毒能够识别癌细胞

标记物，并能够在实验室中感染并杀死卵巢癌细胞，这实在是太令人鼓舞了。利用来自

大自然的病毒和 新的纳米技术来劫持并消灭肿瘤细胞，是未来癌症研究中具有极大潜

力的领域，下一步将进行更多研究，以明确这是否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抗癌策略”。 

尽管现在溶瘤病毒与 PD-L1 免疫抗癌联合使用具有不错的前景，但尚不明确是否可

以利用本文所采取的重组病毒技术来提高 PD-L1 的联合抗癌效果，这或许为今后的多技

术多学科肉融合提供了 基本的技术参考，相信在不远的未来，研究人员一定会提高三

重联合抗癌的治疗效果。 

原 文 出 处 ： Hanni Uusi-Kerttula,et al.Ad5NULL-A20 - a tropism-modified, αvβ6 

integrin-selective oncolytic adenovirus for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therapies.Clin Cancer Res 

May 24 2018 DOI:10.1158/1078-0432.CCR-18-1089 

9、Cell Res：用新型蛋白质靶向降解技术克服 Ibrutinib 耐药的 B 细胞恶性

肿瘤 

2018 年 6 月 6 日，清华大学药学院饶燏课题组与免疫学研究所刘万里课题组合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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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期刊在线发表了 新研究成果《利用靶向 PROTAC 技术

克服 Ibrutinib 耐药 B 细胞恶性肿瘤的全新治疗方案》（PROTAC-Induced BTK Degradation 

as a Novel Therapy for Mutated BTK C481S Induced Ibrutinib-Resistant B-Cell 

Malignancies）。该论文通过构建针对 BTK 蛋白分子的新型 PROTAC 高效降解剂，克

服了临床上由于 BTK 突变导致的 B 细胞恶性肿瘤对一线药物 Ibrutinib 的耐药性。对 BTK

分子的靶向性选择方面，新型 PROTAC 降解剂远优于 Ibrutinib，并且能够避免 Ibrutinib

产生的严重副作用。 

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是 B 细胞恶性肿瘤的一种， 2015 年引起全球约 23 万人

死亡，仅美国每年新增病例就达 6 万余人。从 2007 年被发现并经 FDA 批准开始，BTK

共价抑制剂 Ibrutinib 一直作为治疗多种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一线用药，包括套细胞淋巴瘤、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华氏巨球蛋白血症。2016 年，Ibrutinib 的全球销售额达到 12.5

亿美元。根据 Abbvie 公司预测，这一数字在 2020 年将飙升至 50 亿美元。尽管如此，

根据 新的临床报道，由于病人体内 BTK 分子 481 位半胱氨酸突变为丝氨酸 (C481S），

使得 Ibrutinib 的药效活性下降近 500 倍，已经出现严重的耐药性。并且，临床数据已经

证明 BTK(C481S) 这一突变是病人产生 Ibrutinib 耐药性的根本原因。此外，临床数据也

证实了 Ibrutinib 用药所产生的严重副作用，如大出血、严重腹泻等，这制约了 Ibrutinib

作为临床一线药物的更广泛使用。 

 
 

课题组构建的全新 PROTAC 高效降解剂，通过招募 E3 泛素化连接酶对 BTK 蛋白

分子进行靶向降解，并且，可以在多种 B 细胞恶性肿瘤（套细胞淋巴瘤、弥散大 B 细

胞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中以小于 10 nM 的工作浓度高效降解 BTK 蛋白分子。人 B

细胞淋巴瘤细胞（HBL-1）的体外存活呈现 BTK 分子依赖性，在以 HBL-1 为模型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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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新型 PROTAC 高效降解剂所表现出的抑制活性与 Ibrutinib 相当。更为重要的是，

新型 PROTAC 高效降解剂可以靶向降解 BTK(C481S)突变体，克服 B 细胞恶性肿瘤由于

BTK 分子 C481S 突变引起的 Ibrutinib 耐药性。新型 PROTAC 高效降解剂的靶向性远优

于 Ibrutinib。Ibrutinib 除了靶向性抑制 BTK 分子功能外，还会对 EGFR、ITK、TEC 等

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引发副作用，而新型 PROTAC 高效降解剂即使在高工作浓度下对

EGFR、ITK、TEC 等也无降解或抑制活性，这意味着该新型 PROTAC 高效降解剂将具

有更好的安全性。 

该工作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及耐药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机会。更重要的

是，研究结果表明，PROTAC 策略(蛋白质降解而不是抑制)未来可以作为一种针对耐药

肿瘤的通用而有力的治疗方法。目前该团队研究人员正在进一步推进此类新型化合物的

开发工作。 

清华大学饶燏教授和刘万里研究员为本论文共同通讯作者。饶燏课题组博士生孙永

汇、刘万里课题组博士生赵兴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研究员丁宁以及饶燏课题组博士

后高红英为本文并列第一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项目的资助，同时也得到了北京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 

原文出处：Yonghui Sun, Xingwang Zhao, Ning Ding, et al. PROTAC-induced BTK 

degradation as a novel therapy for mutated BTK C481S induced ibrutinib-resistant B-cell 

malignancies. Cell Research (2018)  

10、Cancer Res：科学家揭示线粒体翻译因子调控肿瘤细胞能量代谢的新

机制 

6 月 3 日，国际学术期刊《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秦燕课题组与杨福愉课题组的合作研究成果：Human Elongation Factor 4 

Regulates Cancer Bioenergetics by Acting as a Mitochondrial Translation Switch，揭示了线

粒体翻译因子调控肿瘤细胞能量代谢的新机制。 

线粒体调节细胞内的能量水平及氧化还原状态，经多条信号传导途径影响肿瘤细胞

命运。线粒体翻译延伸因子 4（mtEF4）是线粒体蛋白翻译过程的“开关”，在肿瘤的发

生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该研究发现，mtEF4 在几种常见肿瘤细胞系中普遍高水平

表达。人为降低 mtEF4 表达后，肿瘤细胞内的主流能量代谢途径由氧化磷酸化扭转为糖

酵解，同时伴有细胞内活性氧含量上升、凋亡细胞占比增加。对临床样本检测后发现，

mtEF4 在病人癌变组织中表达上调（见下图）。因此，该因子有望被开发成为肿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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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治疗的新靶标。 

该工作由生物物理所及温州医科大学合作完成。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秦燕、卫涛涛及

温州医科大学教授吕斌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生物物理所朱萍、刘永章及张凤林为

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该研究工作还得到了中国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中科院

重点部署项目的资助。 

 
图示：a.mtEF4 与细胞能量代谢关系；b.癌变组织 mtEF4 表达升高。 

原文出处：P Zhu ， YZ Liu ， F Zhang ， et al. Human Elongation Factor 4 Regulates 

Cancer Bioenergetics by Acting as a Mitochondrial Translation Switch. Cancer Research , 2018 

11、Advanced materials：新技术查肝病早期迹象最多用 45 分钟 

英国和美国研究人员联合开发一种简单可行的肝病早期诊断技术，用时 30 至 45 分

钟，有助于防止肝病发展到致命地步。 

参与研究的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威廉·罗森伯格说，肝病的主要问题是“无临床症状”，

等觉察时往往为时已晚，无法逆转损伤。肝纤维化程度标志着肝受损程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美国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联合组成的研究小组设计出一种

感应器，包含外涂荧光剂的大分子。健康人群、肝纤维化早期患者和晚期患者血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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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蛋白质遇到这种大分子，能使荧光剂呈现不同颜色和亮度。用这种感应器验血只需采集

指血那么少的血量，成本低，步骤简单。 

实验结果显示，用这种感应器验血区分健康人群和肝纤维化患者的准确率为 80%，

区分轻中度肝纤维化和严重肝纤维化的准确率为 60%。研究人员说，他们会改进这种检

测肝纤维化的技术，提高准确率，希望有朝一日把它应用于日常检查。 

研究报告由《先进材料》发表。 

原文出处：William J. Peveler, Ryan F. Landis, Mahdieh Yazdani, et.al. A Rapid and 

Robust Diagnostic for Liver Fibrosis Using a Multichannel Polymer Sensor Array. Advanced 

materials 24 May 2018 

12、Science 子刊：超级 T 细胞受体有助杀死遭受 HIV 感染的细胞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数据，2016 年有 3670 万人感染上 HIV，100 万

人死于 HIV 感染导致的艾滋病（AIDS），1950 万感染上 HIV 的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治疗（ART）。虽然对 HIV 感染的治疗意味着这种疾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致命性的，

但是世界仍缺乏能够根除全球范围内具有不同遗传背景的人群体内的 HIV 病毒的疗法。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免疫

细胞表面上的一组独特的“超级”受体能够杀死遗传多样性的人群体内的 HIV，这就使得

它们称为免疫疗法的一种潜在候选物。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8 年 6 月 8 日的 Science 

Immunology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D4+ T cell–mediated HLA class II cross-restriction in 

HIV controllers”。 

 
图片来自 Luismmolina/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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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纳什大学生物医学发现研究所的 Stephanie Gras 副教授及其团队与来自巴斯德研

究所的同事们研究了 15 名独特的 HIV 感染者（参加了 ANRS CO21 CODEX 队列研究）：

这些感染者具有抵抗艾滋病进展的免疫系统。这些罕见的被称作 HIV 控制者的患者可能

具有治愈这种疾病的线索。当遭受 HIV 感染时，作为我们的保护性免疫系统的一个重要

部分，CD4 T 细胞能够被耗尽并且在数量上急剧下降，而且随着疾病进展到艾滋病，这

会导致免疫系统变弱。即便利用 ART 治疗控制这种疾病，这些 CD4 T 细胞仍然保持在

较低的水平。当前，全球一半以上的 HIV 感染者接受 ART 治疗。ART 降低了死亡风险，

但并不能够根除这种病毒。 

     Gras 和她的同事们发现这些 HIV 控制者能够保持 CD4 T 细胞在较高的水平，能够

检测微量的 HIV 病毒并作出反应，因而代表着研究它们在 HIV 感染中的潜在作用的一

个巨大机会。Gras 说，“我们发现在 HIV 控制者中，这些 CD4 T 细胞（通常被视为破坏

被感染细胞的杀伤性 CD8 T 细胞的辅助细胞）本身就能够转化为杀伤性 CD4 T 细胞。

这些杀伤性 CD4 T 细胞因在它们的表面上表达‘超级’T 细胞受体而能够识别极低数量的

HIV。重要的是，当我们研究这些受体时，我们发现多名 HIV 控制者体内都存在相同的

超级受体。”论文共同作者、莫纳什大学生物医学发现研究所的 Carine Farenc 博士说，“在

不同的感染者体内发现完全相同的 T 细胞受体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这就像彩票中奖那

样。这意味着这些相同的 T 细胞受体可能在控制 HIV 感染中发挥着作用。”T 细胞受体

识别结合到被称作人白细胞抗原（HLA）的特定分子上的病毒或细菌片段。HLA 分子

就像是指纹图谱那样：每个人都具有特定的 HLA 分子组合，这有助于免疫系统识别细

菌和病毒等外来入侵者。 Gras 和她的同事们利用澳大利亚同步加速器（一台巨大的显

微镜，具有足球场的大小）研究与 HIV 抗原结合在一起的超级 T 细胞受体的结合行为。

这揭示出这些杀伤性 CD4 T 细胞的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它们能够识别遗传多样性

（即具有不同的 HLA 分子）的人群体内的 HIV 片段。根据 Gras 的说法，他们发现这些

杀伤性 CD4 T 细胞能够结合到全球四分之一人口都具有的 HLA 分子上，而且随着研究

继续开展，这一数字有可能会增加。 

原文出处：Moran Galperin1,*, Carine Farenc2,*, Madhura Mukhopadhyay et al. CD4+ 

T cell–mediated HLA class II cross-restriction in HIV controllers. Science Immunology, 08 

Jun 2018, 3(24):eaat0687, doi:10.1126/sciimmunol.aat0687 

13、Nat Commun：科学家开发出可再生口腔牙釉质的新型材料 

日前，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伦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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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玛丽女王学院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开发了一种生长矿化材料的新方法，这些材料或能

再生诸如牙釉质和骨骼等硬组织。 

 

图片来源：Alvaro Mata 

釉质（enamel）位于牙齿外部，其是机体中 坚硬的组织，其能让我们的牙齿在一

生过程中都发挥多种作用，比如咬东西、接触酸性食物和饮料以及极端的温度等，这一

卓越的表现源于其高度组织化的结构。然而，并不像机体中其它组织，一旦牙釉质缺损

后将无法继续再生，从而就会造成牙痛或牙缺失，这些问题影响着全球 50%以上的人群

健康，因此寻找一种能够再生牙釉质的新方法或许是口腔学研究的一大成就。 

本文中，研究人员所开发的新方法能够制造出精确且有序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 

外观和行为非常像牙釉质。这种材料能用作多种口腔并发症的治疗，比如预防和治疗蛀

牙或牙齿敏感等。研究者 Sherif Elsharkawy 博士说道，我们非常激动，因为这种矿化材

料平台的简单性和多功能性能为我们提供机会治疗牙齿问题并且再生牙釉质，比如我们

就能够开发出耐酸的绷带，其能够浸润、矿化并且保护暴露的牙本质小管，从而治疗牙

本质过敏症等疾病。研究者所开发的方法基于一种特殊的蛋白材料，其能够诱发并且指

导磷灰石纳米晶体在多个尺度上进行生长，当口腔中的牙釉质发育时，这些也能随之而

生长。这种组织结构对于天然牙釉质所表现出的优异的物理学特性至关重要。Alvaro 

Mata 教授表示，材料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根据分子结构元件的精确控制，从自

然中学习如何开发出有用的材料，而本文中我们就能利用一些无序的蛋白质来控制并且

指导多个尺度的矿化过程，通过上述过程，我们就能开发出新型技术来轻松生长出合成

性的材料，在大范围内模拟这种分层结构体系，并且调整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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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矿化过程进行控制，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开发出模拟不同坚硬组织特性的特殊

材料，不仅仅是牙釉质，还可以是骨骼和牙本质；本文研究结果或能在再生医学的多个

领域中进行应用，此外，本文研究还深入阐明了蛋白质混乱/障碍在人类生理学和病理学

表现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原文出处：Elsharkawy S, Al-Jawad M, Pantano MF, et al. Protein disorder-order 

interplay to guide the growth of hierarchical mineralized structures. Nat Commun. 2018 Jun 

1;9(1):2145. doi: 10.1038/s41467-018-04319-0 

14、NEJM：检测肿瘤中 21 个基因就能避免乳腺癌患者接受不必要的化疗 

一项刊登在国际著名杂志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来

自纽约蒙特非奥里医疗中心(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通过

对肿瘤进行 21 个基因的检测，就能够帮助大多数早期乳腺癌患者安全地放弃化疗治疗。 

肿瘤学家 Kathy Albain 表示，基于这项创新性研究的结果，我们就能让大约 70%被

诊断为常见乳腺癌类型的癌症患者安全地避免接受化疗，对于无数女性患者和其医生而

言，在疾病治疗上不确定性的日子或将一去不复返。如今研究人员就能通过进行 21 个

基因的检测来用作乳腺癌实际疗法的指导。 

研究人员能对来自患者乳腺癌活检组织样本进行 21 个基因的检测，从而来确定这

些基因的活性；研究者以 0-100 分来指定肿瘤的复发评分，即得分越高，癌症在不同器

官中的复发风险越高，患者的生存率越低，如果高分患者仍然接受化疗的话，其癌症复 

发的风险将显著降低，从而就能使得更多的患者得以治愈。 

此前，临床医生和患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对于一个评分中档的患者该怎么办？研究

人员并不确定是否化疗的效益足以证明其给患者增加的风险和毒性是合理的；同时研究

者还发现，10 分或以下的低分患者或许并不需要接受化疗，而 25 分以上的患者则需要

接受疗法，而且还能从疗法中获益；本文研究中，研究人员就对介于 11-25 分之间的大

部分患者进行重点研究。研究人员招募了 10273 名常见类型的乳腺癌患者（激素受体阳

性且 HER-2 阴性的乳腺癌）进行研究，这些患者的癌症并未扩散到淋巴结中，同时研

究人员还对其中 69 名患者进行 21 种基因的检测来评估其治疗预后情况。文章中，患者

被随机分配，在进行激素疗法后接受化疗或者仅接受激素疗法进行治疗，研究人员对接

受化疗和未接受化疗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多项预后指标的评估，包括无癌状态、局部或远

端的癌症复发情况以及患者的整体生存状况。对于所有研究对象而言，分值介于 11-25

之间，且年龄在 50-75 之间的女性患者，其接受化疗或不接受化疗治疗所产生的预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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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并无明显差异。而对于 50 岁以下的女性患者，当其基因检测分值不大于 15 时，接受

化疗与否会产生类型的预后结果，而对于基因检测分值介于 16-25 之间的患者而言，接

受化疗的患者的预后稍微较好一些。 

后研究者 Albain 表示，本文研究对医生和病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相关研究结果

或能大大增加不用接受化疗也不会影响预后结果的乳腺癌患者数量，而且我们也正在开

发降低药物毒性的治疗方法。 

原文出处：Joseph A. Sparano, M.D., Robert J. Gray, Ph.D., Della F. Makower, M.D., et 

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Guided by a 21-Gene Expression Assay in Breast Cancer. NEJM, 

June 3, 2018, DOI: 10.1056/NEJMoa1804710 

15、Cell：科学家利用 CRISPR/Cas9 改造造血干细胞 促进 CAR-T 细胞疗

法有效治疗急性髓性白血病 

近日，一篇刊登在国际著名杂志 Cell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

曼医学院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开发出了一种新方法，能利用 CAR-T 细胞来治疗急性髓

性白血病（AML），为了能治疗这种白血病，目前研究人员会靶向作用健康细胞中表达

的一种名为 CD33 的特殊蛋白，也就意味着，这种疗法并不能在不造成患者其它正常骨

髓损伤的情况下来成功攻击癌症，而本文研究中研究者所开发的新方法则利用基因编辑

工具 CRISPR/Cas9 来移除健康造血干细胞中的 CD33 分子，从而攻击携带该分子的癌变

细胞。 

 

图片来源：Wikipedia 

AML 是第二大常见的白血病，据美国癌症协会数据显示，每年在美国都有将近 2

万名新诊断的 AML 患者，很多患者都会接受骨髓移植手术；而为了治疗名为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相关白血病，研究人员开发出了 CAR-T 细胞疗法，即收集患者自身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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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通过重编程后再注入患者体内来杀灭癌细胞。目前 CAR-T 疗法已经被 FDA 批准

用来靶向作用表达 CD19 蛋白的细胞，比如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巴瘤

等，然而对于 AML 而言，CAR-T 细胞疗法似乎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因为 AML

癌细胞并不会表达 CD19，因此研究人员就需要寻找其它潜在的作用靶点。一个非常有

潜力的例子就是 CD33 蛋白，此前研究人员尝试靶向作用该蛋白，却发现也会损伤患者

体内的健康细胞，而制造一种短时效应的 CAR-T 细胞或许就能防止健康细胞被损伤，

这或许就能“击败”CAR-T 细胞疗法的 大优势，即能在体内循环，并且持续数年来保护

患者疾病不复发。研究者 Saar I. Gill 博士说道，这种疗法似乎就是一种真正的“活体药

物”（live drug），我们都知道 CAR-T 细胞能在患者体内存活多年，关闭其功能似乎会

弄巧成拙。 

而本文研究中，研究人员就利用 CAR-T 细胞为基础做出了一项巨大革新，开发出

了安全且有效靶向作用白细胞的新型疗法，而这一研究的关键点就在于利用新一代基因

编辑工具（CRISPR/Cas9）来完成新型抗原特异性免疫疗法的开发。由于“猎人细胞”

（hunter cells）无法有效区分正常细胞和恶性细胞，因此研究人员就开发出了一种创新

性方法来对正常干细胞进行遗传修饰，使其不再像白血病细胞一样，研究者利用

CRISPR/Cas9 工具移除了健康细胞的 CD33 分子，让他们不可思议的是，缺失 CD33 的

健康干细胞同样能够发挥正常功能，这就使得 CD33 是白血病细胞的唯一标记了，而且

CAR-T 细胞疗法就能够轻松识别并且攻击癌细胞。Gill 说道，目前除了治疗脑癌的

EGFRvIII 疗法以外，并没有任何一种 CAR-T 细胞疗法能够靶向作用癌症特异性抗原，

但这项研究中我们开发出了癌症特异性的抗原，从而就能使得 CAR-T 疗法发挥 大的

治疗效应。如今研究者已经在小鼠和猴子模型中证实了这种新型疗法的效果，而且在实

验室环境下也已经在人类细胞中得到了可喜的结果。 

研究者表示，我们可以将新一代的移植想象成为骨髓移植 2.0，感谢 CAR-T 细胞疗

法，其能给予我们强大的抵御白血病的效应，但与此同时其还能消除对患者带来的毒副

作用；下一步研究人员将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展新型疗法的人体试验。 

原 文 出 处 ： Miriam Y. Kim, Kyung-Rok Yu, Saad S. Kenderian, et al. Genetic 

Inactivation of CD33 i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to Enable CAR T Cell Immunotherapy for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 (2018) doi:10.1016/j.cell.2018.05.013 

16、颠覆 40 年的常规治疗方法，新英格兰医学杂志（IF=72）发文揭示治

疗小儿佝偻病的新策略 

X 连锁性低磷酸盐血症的特征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3（FGF-23）的分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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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导致低磷酸盐血症并因此导致佝偻病病，骨软化症和骨骼畸形。40 多年来，X 连锁低

磷酸盐血症的治疗包括口服磷酸盐和活性维生素 D 的多次日剂量。这种方法通常难以维

持，特别是在年轻患者中，由于多次每日给药的负担，反复监测，很难取得满意的结果，

这一直困扰着整个医学界。就在 2018 年 5 月 24 日，耶鲁大学医学院 Carpenter 研究组

在线发表题为 Burosumab 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X-Linked Hypophosphatemia 的研究论

文，该论文揭示在 X 连锁低磷酸盐血症患儿中，使用 burosumab 治疗改善了肾小管磷酸

盐重吸收，血磷水平，线性生长和身体功能，减轻了疼痛和佝偻病的严重程度。这对于

治疗这种疾病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有望在全球进一步推广应用。 

X 性连锁低磷酸盐血症是一种肾磷酸盐消耗紊乱和 常见的遗传疾病，是由编码调

节性磷酸盐内肽酶同系物 X（PHEX）的基因中的功能丧失突变引起的，其导致过量循

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3（FGF-23）产生【1】。FGF-23 是磷酸盐动态平衡的主要调节因

子，通过控制肾脏中的磷酸盐重吸收发挥作用【2】。过量的 FGF-23 损害肾脏磷酸盐的重

吸收，导致低磷酸盐血症并降低合成的维生素 D，1,25-二羟基维生素 D（也称为 1,25 [OH] 

2D）的活性代谢产物。慢性低磷血症导致佝偻病和骨软化症，这常常导致发育不良，下

肢畸形，疼痛和身体机能障碍，这些可能限制日常活动【1,3-5】。 

X 连锁低磷酸盐血症的常规疗法包括多次口服磷酸盐和维生素 D 代谢物或类似物

【6】。这种治疗已经实施了大约四十年，暂时增加了血清磷水平；然而，它与佝偻病愈

合不完全，残余骨骼畸形，持续性矮小，胃肠道副作用以及代谢和内分泌异常如高钙尿

症，肾钙质沉着症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风险有关【1,5,7-12】。 

Burosumab 是一种重组人 IgG1 单克隆抗体，其靶向 FGF-23【13,14】。在涉及 X 连锁

低磷酸盐血症的成年人的 1 期和 2 期试验中，使用 burosumab 进行治疗，每 4 周以高达

1mg / kg 体重的剂量给药，改善肾小管磷酸盐的重吸收，从而使血清磷水平升高至正常

水平，并增加血清 1,25-二羟维生素 D 水平【13-15】。在这里，耶鲁大学医学院 Carpenter

研究组报告了一项临床试验的结果，该试验评估了 Burosumab 在儿童患者中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X 连锁低磷血症。 

原文出处：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1714641?query=featured_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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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投稿需谨慎！21 本期刊已被 SCI 剔除！  

小编 近经常收到客户反馈，询问某本期刊在网上能查询到影响因子，但却被同事

告知已经被剔除 SCI 数据库了，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在梅斯医学网站上，很多网友说

XX 期刊被踢出 SCI 了，这是真是假？ 

其实，影响因子每年只发布一次，但是 SCI 数据库还是会不定期地对一些期刊进行

调整。在 2017 年影响因子发布后的十个月内，科睿唯安官方经过审查又陆续将部分期

刊剔除了 SCI 数据库，包括我们熟知的 ONCOTARGET 和 TUMOR BIOL。 

下面的 21 本期刊，在 JCR 2016 发布时是有影响因子的，但是现在确认已被 SCI 剔

除 (Dropped) 或停止检索 (Ceased)，即这些期刊在今年 6 月份公布新一轮影响因子时，

就不会再有影响因子了。建议大家谨慎投稿。 

期刊名 大类学科 IF 2016 

Agro Food Industry Hi-Tech 工程技术 0.299 

BIOMEDICAL RESEARCH-INDIA 医学 0.219 

Electronics World 工程技术 0.026 

ENDOSKOPIE HEUTE 医学 0.1 

JOURNAL OF APPLIED LOGIC 工程技术 0.838 

JOURNAL OF DISPLAY TECHNOLOGY 工程技术 1.53 

JOURNAL OF K-THEORY 数学 0.525 

Journal of Nonlinear Sciences and Applications 数学 1.34 

journal of canadian petroleum technology 工程技术 1.255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数学 0.609 

journal of molecular catalysis b-enzymatic 生物 2.269 

journal of physiology-paris 医学 2.704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医学 1.277 

ONCOTARGET 医学 5.168 

photonics spectra 物理 0.063 

progress in histochemistry and cytochemistry 生物 3.167 

SpringerPlus 综合性期刊 1.13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数学 0.67 

tetrahedron-asymmetry 化学 2.126 

tumor biology 医学 3.65 

Veliger 生物 0.125 

 

原文出处： http://mjl.clarivate.com/cgi-bin/jrnlst/jlcovchanges.cgi?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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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1、利伐沙班用于不明原因栓塞性卒中后的卒中预防 

Rivaroxaban for Stroke Prevention after Embolic Stroke of Undetermined Source 

摘 要 

背景 

栓塞性卒中占缺血性卒中的 20%，与高复发率相关。与阿司匹林相比，利伐沙班（一

种口服 Xa 因子抑制剂）抗凝治疗可能产生较低的复发性卒中风险。 

方法 

生被认为由脑栓塞导致的缺血性卒中，但没有动脉狭窄、腔隙性梗死或已知心源性

栓子的患者中，我们比较了利伐沙班（日剂量为 15 mg）和阿司匹林（日剂量为 100 mg）

预防复发性卒中的疗效和安全性。主要疗效结局为在至事件发生时间的分析中，缺血性

或出血性卒中或全身性栓塞的首次复发；主要安全性结局为大出血的发生率。 

结果 

459 个研究中心总共纳入了 7213 例参与者；3609 例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利伐沙班

治疗，3604 例患者接受阿司匹林治疗。由于在卒中风险方面无获益，并且有与利伐沙班

相关的出血，因此在 11 个月的中位随访时间提前终止了试验。利伐沙班组 172 例患者

（年发生率，5.1%）和阿司匹林组 160 例患者（年发生率，4.8%）出现了主要疗效结局

（风险比，1.07；95%置信区间[CI]，0.87~1.33；P=0.52）。利伐沙班组 158 例患者（年

发生率，4.7%）和阿司匹林组 156 例患者（年发生率，4.7%）发生了复发性缺血性卒中。

利伐沙班组 62 例患者（年发生率，1.8%）和阿司匹林组 23 例患者（年发生率，0.7%）

发生了大出血（风险比，2.72；95% CI，1.68~4.39；P<0.001）。 

结论 

初不明原因栓塞性卒中后的复发性卒中方面，利伐沙班不优于阿司匹林，并且与较

高的出血风险相关。（由拜耳公司和 Jansse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资助；NAVIGATE 

ESUS 在 ClinicalTrials.gov 注册号为 NCT02313909。） 

2、早期妊娠丢失药物治疗中米非司酮预治疗的应用 

Mifepristone Pretreatment for the Medical Management of Early Pregnancy Loss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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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丢失的药物治疗是吸宫术的一种替代方案，但使用米索前列醇的标准药物治疗常导

致治疗失败。我们比较了米非司酮预治疗联合后续米索前列醇治疗与单用米索前列醇治

疗早期妊娠丢失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00 例发生无胚胎妊娠或者已证实胚胎死亡或死胎的女性随机分组，分别进行 200 mg

米非司酮口服给药预治疗联合后续 800 μg 米索前列醇阴道给药治疗（米非司酮预治疗

组），或单独 800 μg 米索前列醇阴道给药治疗（米索前列醇单独治疗组）。在米索前列

醇给药后 1 至 4 天，参与者返回研究中心，由对治疗分组不知情的研究者对其进行评估，

包括超声检查。对于孕囊未排出的女性，给予期待治疗（expectant management）、第 2

剂米索前列醇或吸宫术治疗。在随机分组后，我们对所有参与者随访 30 天。主要结局

是在第 1 次随访前，使用 1 剂米索前列醇将孕囊排出，并且在治疗后 30 天内没有另外

的干预。 

结果 

预治疗组 148 例女性中的 124 例（83.8%；95%置信区间[CI]，76.8~89.3）和米索前

列醇单独治疗组 149 例女性中的 100 例（67.1%；95% CI，59.0~74.6）使用 1 剂米索前

列醇后孕囊完全排出（相对危险度，1.25；95% CI，1.09~1.43）。与米索前列醇单独治

疗组相比，在米非司酮预治疗组中，较少行吸宫术（8.8% vs. 23.5%；相对危险度，0.37；

95% CI，0.21~0.68）。米非司酮预治疗组 2.0%的女性和米索前列醇单独治疗组 0.7%的

女性发生了需要输血的出血（P=0.31）；每组中有 1.3%的女性被诊断为盆腔感染。 

结论 

前列醇单独治疗相比，使用米非司酮预治疗联合后续米索前列醇治疗，妊娠前三个

月妊娠丢失获得成功治疗的概率较高。（由美国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资助；PreFaiR 在 ClinicalTrials.gov 注册

号为 NCT02012491。） 

原文出处：Courtney A. Schreiber, Mitchell D. Creinin, Jessica Atrio, et al. Mifepristone 

Pretreatment for the Medical Management of Early Pregnancy Loss. DOI: 

10.1056/NEJMoa1715726 

3、苯扎贝特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安慰剂对照试验 

A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of Bezafibrate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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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摘 要 

背景 

胆酸治疗应答不足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疾病进展风险高。在这类患者中，贝

特类药物与熊去氧胆酸联合治疗显示出潜在的益处，贝特类药物是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

激活受体的激动剂。 

方法 

为期 24 个月的双盲、安慰剂对照、3 期试验中，我们根据巴黎 2 标准，将对熊去氧

胆酸应答不足的 100 例患者随机分组，除了继续接受熊去氧胆酸治疗外，还分别接受每

日 400 mg 苯扎贝特（50 例患者）或安慰剂（50 例患者）治疗。主要结局为完全的生化

应答，定义为 24 个月时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转氨酶和白蛋白水平正常，并且凝血

酶原指数（凝血酶原时间的一个衍生指标）正常。 

结果 

扎贝特组 31%的患者和安慰剂组 0%的患者出现主要结局（差异，31 个百分点；95%

置信区间，10~50；P<0.001）。在 67%的苯扎贝特组患者和 2%的安慰剂组患者中观察

到正常的碱性磷酸酶水平。在瘙痒、疲劳和肝纤维化无创检查指标（包括肝脏硬度和增

强肝纤维化[Enhanced Liver Fibrosis]评分）的变化方面，结果均与主要结局的结果一致。

每组 2 例患者出现终末期肝病并发症。苯扎贝特组肌酐水平较基线升高 5%，安慰剂组

肌酐水平较基线降低 3%。20%的苯扎贝特组患者和 10%的安慰剂组患者出现肌痛。 

结论 

对熊去氧胆酸单独治疗应答不足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中，熊去氧胆酸加用苯

扎贝特治疗获得的完全生化应答率显著高于熊去氧胆酸加用安慰剂治疗的应答率。（由

Programme Hospitalier de Recherche Clinique 和 Arrow Génériques 资助；BEZURSO 在

ClinicalTrials.gov 注册号为 NCT01654731。） 

原文出处：Christophe Corpechot, Olivier Chazouillères, Alexandra Rousseau, et al. A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of Bezafibrate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DOI: 

10.1056/NEJMoa1714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