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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2018 年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信息 

 
 
 

1 围绝经期异常子宫出血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8.53（6）:396 -401 

2 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多学科诊疗指南 中华医学杂志 2018.98（24）:1902-1914 

3 
消化酶制剂在老年人消化不良中应用中国

专家共识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2018.37（6）:605-611 

4 宫颈癌诊断与治疗指南（第四版）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

杂志 
2018.34（6）:613-622 

5 
超重或肥胖人群体重管理专家共识及团体

标准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2018,12（3）:200-207 

6 骨关节炎诊疗指南（2018 年版） 中华骨科杂志 2018.38（6）:705-715 

7 
急性大动脉闭塞患者机械取栓术后管理：美

国神经介入外科学会指南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 2018.15（6）:332-336 

8 

2017 年美国放射学会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

据系统（ACR-TIRADS）对甲状腺结节鉴别

诊断的效能评估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 2018.27（6）:505- 509 

9 
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育龄女性临床管理共

识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8.34（6）:1176-1180 

10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围术期非口服抗凝

药物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8.46（6）：42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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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Cancer Research》: 中国科学家发现监测肝癌转移/复发的新方法 

全球 50%以上的肝癌发生在中国。随着诊断能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肝癌患者可

以在中早期被诊断发现并有机会接受手术治疗。但是，肝癌术后的监测一直缺乏有力的手

段，极大影响了肝癌患者术后整体生存。近日，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研究人员发

现了一种全新的肝癌术后监测手段，用于监测肝癌的转移和复发，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国

际权威肿瘤研究杂志《cancer research 》 (IF=9.122)。 
 

 
 
本次研究在广西肝胆专家黎乐群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由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

胆 外 科 中 青 年 专 家 齐 鲁 楠 博 士 领 衔 完 成 。 科 学 家 们 采 用 了 益 善 生 物 自 主 研 发 的

CanPatrol® CTC 分型检测技术对肝癌(HCC)患者外周血中的循环肿瘤细胞（CTC）开展分

子水平的分型鉴定，并深入研究与循环肿瘤细胞上皮-间叶转化相关的基因。研究发现 CTC

数量及间质型 CTC 比例和肝癌患者术后早期复发高度相关，而且还进一步发现了和循环肿

瘤细胞上皮-间叶转化相关的重要基因 BC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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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患者中可检测到 CTC 运用 CanPatrol®CTC 分型检测技术对 112 例根治性手术切除

HCC 患者、12 例 HBV 患者及 20 名健康志愿者外周血中的 CTC 进行检测，研究发现 HCC

患者的 CTC 检测阳性率为 90.18%，HBV 患者中有 2 例检测为阳性，健康志愿者为全阴性。 

根据上皮-间质（EMT）标记物的表达情况，CTC 可分为五种：上皮型 CTC（E-CTC）、

上皮为主型 CTC（E>M-CTC）、上皮/间叶混合型 CTC（E=M-CTC）、间叶为主型 CTC

（M>E-CTC）及间叶型 CTC（M-CTC）。 

CTC 总负荷数及 M-CTC 比例与肝癌术后预后复发密切相关 

通过对患者进行术前的 CTC 检测，发现 CTC 总负荷数及 M-CTC 比例与肝癌的 BCLC

分期密切相关，且均为影响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CTC 总负荷数≥16

及 M-CTC 比例≥2%的患者，其术后无瘤生存短及早期复发率高，以及肝内多发复发及肺转

移的发生率也高。 

CTC 变化可比影像学早 2~4 个月发现复发转移 

通过对患者进行术后连续 CTC 动态监测，发现术后 M-CTC 比例变化与无瘤生存率显

着相关（p=0.033），同时多数患者于临床可见复发病灶出现前的 1~2 个月，CTC 就出现逐

渐增多的趋势，提示 CTC 变化可以比影像学早 2~4 个月发现复发转移。 

BCAT1 基因参与调控 CTC 的 EMT 过程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高 CTC 总负荷数及 M-CTC 比例肝癌患者原发瘤差异基因表达谱，

在鉴定出的 67 个“癌症-转移”相关差异基因中锁定 BCAT1 基因。接着在体外实验中，分别

沉默肝癌细胞株 HepG2、Hep3B 及 Huh7 细胞系中 BCAT1 的表达。结果证实 BCAT1 基因

的沉默能明显抑制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同时，EMT 通路上各标志物表达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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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即上皮标志物（E markers）逆转上调，间质标志物（M markers）逆转下调，提示

BCAT1 高表达可以促发癌细胞的 EMT 途径，参与“EMT 转化型 CTC”的形成。 

该项研究成果表明以 CanPatrol®CTC 分型检测技术为代表的循环肿瘤细胞分型检测技

术可实现肝癌患者个体差异实时监测，并且该方法比传统影像学更加方便、更加灵敏。 

关于 Canpatrol® CTC 

Canpatrol® CTC 分型检测技术是目前国际上唯一能实现 CTC 分型的检测技术，在国际

国内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和论坛发表了大量的临床研究与应用成果。该技术采用不依赖

于特定标志物的 CTC 分离技术，有机结合了纳米技术和多重 RNA 原位分子技术优势，首

次同步实现了各类 CTCs 的分离、分型和分析，具有灵敏特异、全面精准的特点。

Canpatrol® CTC 分型检测技术不仅为肿瘤治疗的实时监测提供了技术可能，还克服了临床 

肿瘤个体化治疗靶标检测普遍面临的样本局限，揭开了实时肿瘤个体化治疗新篇章。 

 
 

原文出处：Qi LN，Xiang BD，Wu FX， et al.Circulating tumor cells undergoing EMT 

provide a metric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Cancer 

Res.2018 Jun 18. pii： canres.2459.2017. 

2、Nat Genet：突破！科学家利用新型算法成功追踪癌症的扩散过程！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Genetic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研

究人员通过研究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计算方法，其能够帮助有效追踪癌细胞如何从体内一

个部位扩散到其它部位的，相关研究或为研究人员开发抑制癌症扩散的新型干预手段提供

新的思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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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细胞的迁移就会诱发转移性疾病的发生，其常常会诱发实体瘤中 90%的患者发生死亡

（实体瘤即表现为大量细胞生长在诸如乳腺组织、前列腺或结肠等器官中），阐明癌症的 

转移机制或能帮助研究人员开发出新型疗法，来阻断癌症在机体中的扩散。 

研究者 Ben Raphael 说道，这些转移性细胞内部是否存在特殊的突变来驱动其转移呢？

这项研究中我们通过研究开发出一种新型算法，其能通过将细胞中的 DNA 序列信息进行整

合，来追踪癌症的转移过程，研究者将这种算法称之为“MACHINA”（metastatic and clonal 

history integrative analysis，转移和克隆历史整合分析）。 

研究者表示，这种算法能帮助研究人员从目前获得的 DNA 序列数据信息来推断机体过

去发生的癌症转移过程。相比当前仅基于 DNA 序列的方法而言，这种新技术还能够绘制出

癌症迁移历史的清晰图谱，当前有些研究能够推断出癌细胞的复杂迁移模式，但这种模式

并不能反映当前的癌症生物学特定。 

文章中，研究人员得到的数据非常复杂，但复杂的数据或许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解释，

通过同时追踪细胞的突变和移动，MACHINA 算法就能够在某些患者体内发现由少量细胞

迁移所诱发的转移性疾病，比如，在一个乳腺癌患者中，此前研究人员分析发现，患者的

转移性疾病或许源于 14 个分离的迁移性事件，而这种新型算法却发现，肺部中单一的继发

性肿瘤会通过仅仅 5 个细胞的迁移来播种其余的转移过程。除了乳腺癌数据图谱以外，研

究人员还能应用这种算法来分析多种癌症患者体内的癌症转移模式，比如黑色素瘤、卵巢

癌和前列腺癌等。 

此外，多项额外的特性还能够帮助改善 MACHINA 算法的准确性，这种算法包括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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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遗传特性细胞的整合模型，其是基于一定的实验性数据所开发的，即肿瘤细胞能以

簇的形式来在机体中建立新的位点，同时这种算法还能帮助阐明来自肿瘤细胞和健康细胞

中不同 DNA 数据的不确定性。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方法未来或有望广泛用于基因组学研

究中，同时还能够阐明癌症进化的致死性阶段。 

MACHINA 算法的开发或为研究人员深入阐明大量癌症患者体内的转移模式提供了新

的线索，同时也能够帮助揭示诱发不同类型癌症扩散的关键突变；下一步研究者 Raphael

将会加入来自血液中循环的肿瘤 DNA、肿瘤细胞以及 DNA 表观遗传学改变的数据，使得

这种新方法更加强大，最后研究者表示，一种更好的算法就好比一台强大的显微镜一样，

当你认真观察微观世界时就会发现一些重要的细节，当然癌症转移的研究亦是如此。 

原文出处：Mohammed El-Kebir, Gryte Satas，Benjamin J. RaphaeI. Inferring parsimonious 

migration histories for metastatic cancers, Nature Genetics volume 50, pages718–726 
(2018),doi:10.1038/s41588-018-0106-z. 

3、Ⅱ型糖尿病福音！阿斯利康新剂型艾塞那肽 Bydureon BCise 获欧盟 CHMP 
支持批准 

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AstraZeneca）近日宣布，欧洲药品管理局（EMA）人用医药

产品委员会（CHMP）已发布积极意见，推荐批准将 Bydureon BCise（2mg 延长释放注射

剂）作为一种新配方纳入 Bydureo（艾塞那肽缓释）的营销授权（MA），用于 2 型糖尿病

的治疗。 

Bydureon BCise 是一种新配方的 Bydureon，装入一种改进的每周一次、单剂量、预填

充式笔，联合其他降糖药物（包括基础胰岛素），旨在帮助其他降糖药联合饮食及运动无

法充分控制血糖水平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改善其血糖控制。 

CHMP 推荐批准的积极意见，是基于 2 项临床研究 DURATION-NEO-1 和 NEO-2 的数

据。DURATION-NEO-1 是一项 28 周、随机、开放标签、对照临床研究（n=375），数据

显示，在治疗第 28 周，与每日 2 次 Byetta（艾塞那肽）注射液治疗组（基线 HbA1c，8.4%）

相比，每周一次 Bydureon 治疗组（基线 HbA1c，8.5%）血糖水平实现更大幅度的降低（HbA1c

降低幅度：1.4% vs 1.0%）。此外，Bydureon BCise 每周一次给药作为单药治疗 28 周后使

体重平均降低 1.5kg，当与某些口服降糖药联合使用治疗 28 周后使体重平均降低 1.9kg（基

线体重为 9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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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种新配方的每周一次 Bydureon BCise（2mg 延长释药注射剂）已于 2017 年

10 月获得 FDA 批准。 

Bydureon 是一种人胰高血糖素样肽-1 受体激动剂（GLP-1RA），可促进葡萄糖依赖的

胰岛素分泌，抑制不适当的葡萄糖依赖的胰高血糖素分泌，减慢胃排空，改善外周组织对

胰岛素的敏感性，充分控制血糖。 

与其他胰高血糖素多肽-1(GLP-1) 受体激动剂不同的是，Bydureon BCise 有一个独特的、

持续释放的微球传递系统，能够持续提供治疗水平的有效成分艾塞那肽，帮助患者达到并

保持稳定状态。这种创新性 Bydureon BCise 装置中的新配方已被证明可以降低血糖水平，

同时也具有减肥的好处。 

原文出处：Bydureon receives positive EU CHMP opinion for new BCise device for patients 

with type-2 diabetes. 

4、抗炎药治疗前列腺癌！《自然》最新发现：阻断 IL-23 可提高激素疗法的 

   治疗效果 

 
 

近日，英国癌症研究所（ICR）与瑞士肿瘤学研究所（IOR）的科学家在《自然》上发

表了一篇文章：在小鼠及人类前列腺癌细胞中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一种新的免疫疗法能

激活晚期前列腺癌对激素疗法的反应。 

激素疗法是前列腺癌临床治疗的一个支柱，但是肿瘤细胞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一种难

以治疗的晚期疾病。这项最新研究发现，阻断由一种免疫细胞——粒细胞性髓源性抑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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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MDSCs）产生的蛋白质 IL-23，恢复了前列腺癌细胞对激素治疗的敏感性。 

阻断 IL-23 的药物已经上市（例如，强生的新型抗炎药 Tremfya[guselkumab]），而且

已经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皮肤疾病银屑病。现在，研究人员正在计划开展临床研

究，评估这种新形式的免疫疗法与下一代激素疗法 Xtandi（enzalutamide，恩杂鲁胺，辉瑞

/安斯泰来销售）联合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潜在益处。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小鼠以及来自前列腺癌患者的肿瘤和血液样品进行了研究，

以探索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在前列腺癌中的作用。 

他们发现，在耐药性前列腺癌患者的血液和肿瘤样本中，这些抑制性免疫细胞和 IL-23

的水平高于那些仍在接受激素治疗的癌症患者。之后他们研究了前列腺癌不再产生 IL-23

的荷瘤小鼠，发现肿瘤缩小了，而且癌细胞生长更慢。同时，前列腺癌对激素疗法发生抵

抗的时间也延长了，小鼠存活时间也较长。 

同时阻断 IL-23 和阻止抑制性细胞进入肿瘤，结果改善了肿瘤对激素疗法的反应。这

使得研究人员相信，他们发现了一种促进前列腺癌激素疗法抵抗的关键机制。研究人员认

为，IL-23 使前列腺癌细胞绕开了对雄激素的需求来促进其生长。 

其他免疫疗法是通过激活免疫系统识别和杀死癌细胞的能力发挥作用，这在前列腺癌

中显示出了一些希望，但只有一小部分男性患者反应良好。由于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

存在于许多前列腺癌中，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免疫疗法可以在大部分前列腺癌患者中发挥

作用。 

前列腺癌基金会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官 Howard Soule 博士评论称，这项重要的研究

确定了一种能够抵抗雄激素疗法的免疫蛋白，并提示靶向这种蛋白质在治疗去势抵抗性前

列腺癌的男性中可能是有效的。 

原文出处：Immunotherapy drug could boost hormone treatment for prostate cancerIL-23 

secreted by myeloid cells drives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5、辅助治疗黑色素瘤！百时美 Opdivo 扩大适应症获欧盟 CHMP 支持批准 

美国制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BMS）近日宣布，欧洲药品管理局（EMA）人用医药产

品委员会（CHMP）已发布积极意见，建议扩大 PD-1 免疫疗法 Opdivo（nivolumab）当前

的适应症，作为一种辅助药物，用于存在淋巴结受累或转移性疾病且已行完全切除术的黑

色素瘤成人患者。这也是 CHMP 首次推荐一种 PD-1 抑制剂作为任何类型癌症的辅助治疗。   

CHMP 的建议将递交给欧盟委员会（EC），后者在做出最终审查决定时通常都会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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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意见，这也意味着 Opdivo 极有可能在未来 2-3 个月获批辅助治疗黑色素瘤。 

CHMP 的积极建议是基于 III 期临床研究 CheckMate-238 的数据。该研究评估了 Opdivo

在完全切除 IIIB/C 期或 IV 期黑色素瘤的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在该研究中，Opdivo 与

FDA 批准的 III 期辅助性黑色素瘤疗法 Yervoy 相比，显著降低了癌症复发的风险，达到了

主要终点。 

黑色素瘤根据肿瘤大小或厚度、是否扩散到淋巴结或其他器官、以及某些其他特征（如

生长速率）可分为 5 类（0 期至 4 期）。III 期黑色素瘤已经到达区域性淋巴结，但尚未扩

散到远处的淋巴结或身体其他部位（转移），需要手术切除原发肿瘤以及相关的淋巴结。

一些患者也可以接受辅助治疗。尽管手术干预和辅助治疗，大多数患者的癌症会复发和转

移。IIIB 期和 IIIC 期的黑色素患者的 5 年复发率分别为 68％和 89％。 

在临床上，肿瘤的有效治疗手段一直以手术切除为主，除外科手术之外的治疗均称为

辅助治疗，其目的是在术后消灭残存的微小转移病灶，减少肿瘤复发和转移的机会，提高

治愈率。采用辅助治疗进行早期干预已被证明是降低高危 3 期黑色素瘤术后复发风险的重

要因素。 

CheckMate-238 研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随机双盲研究，在已完全切除的 IIIB/C 期或 IV 

期黑色素瘤（根据 AJCC 癌症分期手册第 7 版评定）患者中开展。研究中，906 例患者

以 1:1 的比例随机分配，接受每 2 周静脉输注 Opdivo 3mg/kg，或每 3 周静脉输注 Yervoy 

10mg/kg，剂量为 4 剂，然后第 24 周开始每 12 周输注一次。主要终点是无复发生存期（RFS），

次要终点包括总生存期（OS）、PD-L1 肿瘤表达相关的无复发生存期、生活质量和安全性。 

数据显示，与 Yervoy 治疗（10 mg/kg）相比，Opdivo 治疗（3mg/kg）能显著延长无复

发生存（RFS）期达 35%。其中，Opdivo 组的 18 个月无复发生存率为 66.4%，Yervoy 组为

52.7%，达到了研究的主要终点。 

基于该研究数据，美国 FDA 在 2017 年 12 月批准 Opdivo，用于辅助治疗存在淋巴结

累及或转移性疾病并已完全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近日，美国 FDA 受理了默沙东 PD-1 免疫疗法 Keytruda 的一份补

充生物制品许可（sBLA），该 sBLA 申请批准 Keytruda 辅助治疗已手术切除、存在复发高

风险的 III 期黑色素瘤患者。 

原 文 出 处 ： Bristol-Myers Squibb Receives Positive CHMP Opinion Recommending 

Approval of Opdivo (nivolumab) for the Adjuvant Treat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Mela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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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ature：抑制 U34-tRNA 酶有望治疗对靶向疗法产生抵抗性的恶性黑色素瘤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比利时列日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新的治疗对

已对靶向疗法产生抵抗性的恶性黑色素瘤的机会。他们揭示出恶性黑色素瘤细胞能够重编

程它们的蛋白合成机制，并且在产生抵抗性期间对一个新的修饰 tRNA 的酶家族上瘾。引

人注目的是，利用靶向疗法抑制这些酶分子会产生强烈的抗肿瘤作用。这些新的发现将有

助于开发改进的诊断工具和黑素瘤治疗方法。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8 年 6 月 28 日的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odon-specific translation reprogramming promotes resistance to 

targeted therapy”。论文通信作者为列日大学 GIGA 研究所的 Pierre Close 博士。论文第一作

者为列日大学 GIGA 研究所的 Francesca Rapino 博士。 

 

图片来自 Wikipedia/CC BY-SA 3.0 

对治疗产生抵抗性会抑制当前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等侵袭性癌症的有效性。这种抵抗性

的开始产生与肿瘤细胞绕过治疗诱导的应激的能力相关。为了生存，癌细胞通过重编程基

本过程产生了一系列适应性机制。其中，重编程 mRNA 翻译有利于肿瘤产生所必需的蛋白

表达。Close 实验室多年来一直在通过调控选择性的 mRNA 翻译来研究摆动 tRNA 修饰在

癌症产生中的作用，从而揭示出它们在肿瘤起始和转移潜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摆

动位置上对某些 tRNA 分子进行修饰会调节选择性 mRNA 翻译并影响蛋白表达。 这些研

究人员发现携带 BRAF（V600E）突变（发现 50％以上的黑素瘤患者中携带这种突变）的

黑色素瘤都会对修饰摆动尿苷 tRNA（U34-tRNA）的酶上瘾。 

Rapino 说，“我们的研究表明摆动尿苷 tRNA 修饰酶在黑色素瘤临床样品中上调，而在

黑色素细胞---正常的产生黑色素的细胞---中低表达。引人注目的是，抑制这个酶家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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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F（V600E）阳性黑色素瘤中的细胞经历非常强烈的和特异性的死亡，但对黑色素细胞

没有影响。这种非常特异性的效应导致我们推测这些酶可能在黑色素瘤产生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瘤适应它们的代谢，并使用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这些研究人员

证实 U34-tRNA 酶是参与葡萄糖代谢的蛋白表达的关键。 

Close 说，“使用黑色素瘤来源的样品，我们发现 U34-tRNA 酶是维持葡萄糖代谢所必

不可少的。因此抑制这些酶可以阻止黑色素瘤细胞中的葡萄糖代谢，并限制它们的能量输

入。因此，在抑制 U34-tRNA 酶后，黑色素瘤细胞的生长和存活大大减少。引人注目的是，

我们发现严重限制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的临床益处的靶向疗法抵抗性可通过抑制 U34-tRNA

酶加以阻止。换句话说，抑制这些酶与靶向疗法存在协同作用，从而阻止恶性黑色素瘤生

长。”这项研究揭示了 U34-tRNA 酶抑制剂用于治疗目前仍然难以治疗的人类恶性黑色素瘤

的临床潜力。为确定这种方法的真正的临床益处和开发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治疗工具，开

展进一步的研究将是必要的。 

原文出处：Francesca Rapino, Sylvain Delaunay, Florian Rambow et al. Codon-specific 

translation reprogramming promotes resistance to targeted therapy. Nature, 28 Jun 2018, 
558:605–609, doi:10.1038/s41586-018-0243-7. 

7、JCEM：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帕金森病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糖尿病与帕金森病（PD）之间存在关联。视网膜是中枢神经系统（CNS）

的一部分；有人提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和 PD 共享多巴胺缺乏的常见病理生理

学机制。然而，没有流行病学研究调查这两种疾病之间的关系。近日，内分泌和代谢

性疾病领域权威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上发表了一篇研

究文章，研究人员使用基于人口的数据库评估了 DR 与 PD 发生之间的关联。 

研究人员使用韩国国家健康保险服务数据库纳入了 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接受定

期健康检查的 14912368 名参与者。受试者分为非糖尿病（非 DM）、基线时无 DR 的

DM 和 DR 的 DM，并随访至 PD 发病、死亡或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研究人员使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分析评估了 DR 与 PD 发生之间的关联。 

在此期间，34834 名受试者被新诊断为 PD。对于非 DM、无 DR 的 DM 和 DR 的

DM 患者 PD 的发生率分别为每 10000 人每年 2.74、8.39 和 15.51 人。在多变量 Cox

比例风险模型中，即使在调整了年龄、性别、空腹血糖水平、胰岛素使用和其他可能

的风险因素后，DR 组 PD 发生风险也显著高于非 DM 或无 DR 的 DM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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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并发 DR 与 PD 发生风险增加有关。进一步研究调查 DR 患者 PD 发生

风险增加的机制是很有必要，包括 CNS 中的多巴胺缺乏和长期不良的血糖控制。 

原文出处：Seung Eun Lee,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Diabetic Retinopathy and 

Parkinson’s Disease: the Korea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 Database.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8.https://doi.org/10.1210/jc.2017-02774. 

8、Nature：癌症免疫疗法新发现：阻断一种蛋白，让肿瘤明显缩小 

免疫疗法在许多癌症类型中显示出很大的希望，但迄今为止，它们在前列腺癌中的作

用仅限于一小部分男性。这项新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修改免疫系统以对抗前列腺

癌。 

一组研究人员发现，针对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利用一种新的免疫疗法可以重新激活患

者对激素治疗的反应，这在小鼠和人类前列腺癌细胞实验中得到了证实。研究人员认为，

这与既有的治疗方法相结合可以改善前列腺癌的预后。 

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在 6 月 27 日的 Nature 杂志上。 

激素疗法（Hormone therapy）是前列腺癌治疗的中流砥柱，但是经过治疗，肿瘤细胞

会发展出耐药性，导致疾病难以进一步治疗。 

这项新研究发现，阻断由一类免疫细胞：称为髓样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产生的蛋白，能恢复肿瘤对激素治疗的敏感性。这种蛋白即 IL-23，其实已

经被用于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牛皮癣等的治疗中。 

阻断 IL-23，肿瘤缩小 

伦敦癌症研究所的与瑞士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道，采集了前列腺癌患者的肿瘤和

血液样本，希望能了解髓样抑制细胞在前列腺癌中的作用。 

他们发现，比较于依然对激素治疗有反应的患者，患有耐药性前列腺癌的患者的血液

和肿瘤样本中，这种抑制细胞和 IL-23 含量水平更高。 

并且当研究人员分析不再产生 IL-23 的前列腺癌的小鼠时，他们发现小鼠的肿瘤显着

萎缩，癌细胞生长得更慢。前列腺肿瘤对激素治疗耐药性出现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小

鼠存活的时间更长。 

阻断 IL-23 和阻止抑制细胞进入肿瘤，能帮助改善对激素治疗的反应，由此研究人员

相信他们找到了驱动前列腺癌激素治疗抗性的关键机制。 

他们指出，IL-23 允许前列腺癌细胞避开雄激素激素的需求来促进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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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激素疗法与免疫疗法 

癌症免疫疗法通过重新激活免疫系统，识别和杀死癌细胞发挥作用，在前列腺癌治疗

中显示出一定的前景，但只有一部分男性对此反应良好。 

而对于已经扩散到腺体以外的前列腺癌的治疗，经常会改变男性的激素平衡。由于睾

酮具有促进前列腺生长的作用，所以激素疗法的目的就是要防止癌细胞和正常前列腺组织

接受男性激素的刺激。但激素疗法只对前列腺癌起一个缓解作用，不能进行根治。 

伦敦癌症研究学会 Johann de Bono 教授表示，“激素疗法在男性前列腺癌中效果很好，

但是当癌症发展成为对治疗产生抵抗时，其它选择会大大减少。” 

“我们的研究发现激素信号与免疫系统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作用，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利

用这一点来逆转 前列腺癌中 的激素耐药性 ，并增强广泛使 用的前列腺癌 药物 ，如

enzalutamide 的疗效。” 

“我们希望能开展临床试验，研究如何将这种新型免疫疗法与现有的激素疗法结合起来，

改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治疗。” 

另外一位作者，IOR 癌症研究所的 Andrea Alimonti 教授也解释到，“当我们发现产生

IL23 的 MDSCs 是激素治疗产生抗性的主要前列腺癌免疫细胞亚型时，我们立即意识到这

些细胞可能是导致治疗抗性出现的原因之一。” 

“这项研究描述了一种新的作用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肿瘤免疫应答会支持前列腺癌的

生长，这为将来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的新型治疗应用开辟了道路。” 

免疫疗法在许多癌症类型中显示出很大的希望，但迄今为止，它们在前列腺癌中的作

用仅限于一小部分男性。这项新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修改免疫系统以对抗前列腺

癌。 

激素疗法与这种新型免疫疗法的结合可能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新途

径。 

原文出处：Arianna Calcinotto, Clarissa Spataro, Elena Zagato, et al. IL-23 secreted by 

myeloid cells drives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Nature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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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9、Curr Opin Cell Biol：聚焦心脑血管疾病 哈工大在程序性细胞死亡研究领

域再获新进展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中心高明辉课题组应邀在细胞生物学著名综述期刊

《Current Opinion in Cell Biology》发表综述文章（题目：To Eat or Not to Eat—the Metabolic 

Flavor of Ferroptosis）。 

程序性细胞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是细胞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在多细胞动物

生长发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程序性细胞死亡对多细胞生物除去不必要或异常的细胞，

维持内环境的稳态至关重要。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异常与发育异常、免疫性疾病、神经退行

性疾病，器官损伤以及癌症等多种人类疾病密切相关。 

心脑血管疾病是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达 1500

万人，居各种死因首位。当人体因为血液黏稠、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等导致心脏、大脑

或其它器官组织发生缺血或出血性时，就会发生器官损伤。其中伴随着大量的细胞死亡。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铁坏死（ferroptosis）是器官损伤中细胞死亡的主要方式之一。铁坏

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依赖于细胞内铁离子的程序性细胞坏死形式。研究发现，铁坏死抑制

剂能够明显减轻缺血-再灌注导致的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大脑等多种器官损伤，显着恢

复受损器官的功能。同时，铁坏死在肿瘤发生和临床治疗方面也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潜力。 

据了解，高明辉博士长期从事程序性细胞死亡领域的研究，是国际上最早开展铁坏死

研究的研究者之一。其之前的研究工作证明铁坏死受细胞内谷氨酰胺代谢和铁代谢的调控。

该综述文章详细介绍了细胞内物质代谢（主要是氨基酸和铁离子）对铁坏死调控作用的最

新研究进展，并对该领域的热点问题及铁坏死与相关疾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缺血

性器官损伤等疾病）发生的关系及其治疗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原文出处：Gao M， Jiang X.To eat or not to eat-the metabolic flavor of ferroptosis.Curr 

Opin Cell Biol. 2018 Apr；51：58-64. 

10、Cancer Res：抗癌新进展！大数据分析挖出前列腺癌帮凶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杨雪瑞研究组在《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发表长文《NEAT1

在前列腺癌细胞中通过 CDC5L-AGRN 转录调控通路的促癌作用》（Oncogenic properties of 

NEAT1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depend on the CDC5L-AGRN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circuit）。

文章中鉴定了长非编码 RNA（lncRNA）NEAT1 在前列腺癌细胞中的促癌作用，首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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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T1 协助转录因子 CDC5L 调控靶基因 AGRN，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与肿瘤生长的新

机制。 

NEAT1 是一种长约 3.2kb 的非编码 RNA，它主要富集于细胞核中，是形成与维持细胞

核亚结构 paraspeckle 的关键非编码 RNA。在前列腺癌中，NEAT1 被发现有促癌作用，但

其分子机制并不清楚。杨雪瑞研究组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 lncRNA 在癌症中的生理功能

与分子机制。鉴于 lncRNA 种类复杂、功能多样、已知信息缺乏的现状，他们首先采用多

组学大数据挖掘的手段，设计一系列数据整合分析算法，通过对细胞内转录调控关系的定

量分析，鉴定影响重要转录调控通路的 lncRNA 分子。在本研究中，他们使用癌症大规模

组学数据库 TCGA（The Cancer Genome Atlas）的资源，基于约 500 例前列腺癌组织的多组

学数据，系统分析了该类肿瘤环境中 lncRNA 对转录调控网络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 NEAT1

可能调控多个转录因子的功能活性，其中转录因子 CDC5L 与 NEAT1 有直接的互作结合。

在此基础上，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分子生物学与癌症生物学实验，不仅验证了数据分析所作

预测，而且详细阐明了 NEAT1 在前列腺癌中促癌作用的分子机制。 

他们的研究发现，NEAT1 招募并富集 CDC5L 蛋白至细胞核中的 paraspeckle，促进

CDC5L 对靶基因 AGRN 的转录激活作用，而在前列腺癌细胞中，AGRN 起到了促进 DNA

损伤修复的作用。对 NEAT1 表达水平的敲低抑制了 CDC5L-AGRN 转录调控通路的活性，

导致前列腺癌细胞 DNA 损伤的累积，从而影响了细胞周期与增殖。事实上，许多肿瘤中有

p53 等 DNA 损伤修复机制的缺失，因此，在肿瘤细胞中诱导大规模 DNA 损伤有抑制肿瘤

发展的功能。杨雪瑞研究组首次发现非编码 RNA NEAT1 在控制 DNA 损伤，维持肿瘤细胞

增殖与细胞周期中的关键作用。基于此机制，NEAT1 表现出作为前列腺癌治疗靶点的潜力。 

总之，此研究体现了围绕重要生物学问题，合理高效的大数据分析策略在发现生物学

线索、预测功能与机制、提出可验证假说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针对缺乏研究积累及

研究线索的 lncRNA 功能研究，深度的数据挖掘与预测可以有效指导后续的机理研究。杨

雪瑞研究组将继续采用该“干、湿实验”结合的策略，系统研究 lncRNA 以及其它调控因子

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博士生李新为本文的第一作者，杨雪瑞研究员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本研究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清华-北大生

命科学联合中心、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提供经费支持。清华大学蛋白质研究技术中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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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因测序平台、生物计算平台、shRNA 文库、细胞功能与影像平台及实验动物中心对本课题

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图示：长非编码 RNA NEAT1 通过 CDC5L-AGRN 转录调控通路影响前列腺癌细胞周期与增殖的作用机制。 

原文出处：Li X, Wang X, Song W, et al.Oncogenic properties of NEAT1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 depend on the CDC5L-AGRN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circuit.Cancer Res. 2018 Jun 5. pii: 
canres.0688.2018. doi: 10.1158/0008-5472.CAN-18-0688. [Epub ahead of print]. 

11、Cancer Res：靶向乳腺肿瘤代谢弱点 提高治疗效率 

ShcA 接头蛋白负责转导受体酪氨酸激酶下游的癌基因信号。ShcA 信号途径如何

在乳腺肿瘤中参与癌症发生和发展仍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最近来自加拿大戴维斯夫

人 医 学 研 究 所 的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ShcA 信 号 途 径 能 够 与 线 粒 体 代 谢 核 心 调 控 因 子

PGC-1α 共同促进乳腺癌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Cancer Research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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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乳腺肿瘤利用 ShcA 信号途径增加它们的代谢。ShcA

信号能够通过糖酵解和氧化磷酸化增强葡萄糖代谢，导致乳腺癌细胞特别依赖葡萄糖。

ShcA 信号同时可以诱导线粒体代谢的核心调控因子 PGC-1α，增加乳腺癌细胞的代谢

速率和代谢的灵活性。借助 ShcA 信号的乳腺肿瘤极为依赖 PGC-1α 来支持它们的代

谢速率。敲除 PGC-1α 能够显著延缓小鼠模型体内的乳腺肿瘤发生，表明 PGC-1α 在

肿瘤发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除此之外，抑制 ShcA 信号途径可以损伤乳腺癌细胞的代谢速率和代谢灵活性，

导致乳腺癌细胞更加依赖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这种代谢重编程使癌细胞暴露了它们

的代谢弱点，导致乳腺肿瘤对线粒体复合物 I 的抑制剂更为敏感。在 Polyoma virus 

middle T 乳腺癌小鼠模型体内在乳腺癌进展的最早期阶段抑制 ShcA 能够增强乳腺肿

瘤对线粒体复合物 I 抑制剂的敏感性。肿瘤的发生和生长在 ShcA 敲除小鼠模型体内

受到严重损伤。 

这些数据表明代谢重编程是与 ShcA 信号途径有关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乳腺癌发

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数据进一步揭示了 ShcA 和 PGC-1α 之间在代谢

重编程方面的相互作用，提示靶向氧化磷酸化的药物或可有效治疗乳腺肿瘤。 

原文出处：Young Kyuen Im, et al. Interplay between ShcA signaling and PGC-1α 

triggers targetable metabolic vulnerabilities in breast cancer. Cancer 
Research, DOI: 10.1158/0008-5472.CAN-17-3696 

12、Cell：基因 CDK12 失活或可让一部分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受益于免疫疗法 

今年 6 月份早些时候开展的一项主要的临床试验首次证实免疫疗法能够用于治疗

晚期前列腺癌，但是仅适用于大约 10%的男性患者。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

美国密歇根大学、费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韦恩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

校、华盛顿大学和英国伦敦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前列腺瘤具有一种独特的遗传

变化模式的男性患者要比其他的男性患者更可能受益于免疫疗法。开发检测这种独特

的遗传变化模式的基因测试方法可能有助于鉴定出对免疫疗法作出反应的男性患者。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的 Cell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Inactivation of 

CDK12 Delineates a Distinct Immunogenic Class of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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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Alexander Tokarev, Ella Maru Studio 

这些研究人员分析了从已发生肿瘤扩散的 360 名晚期前列腺癌男性患者体内收集

的肿瘤 DNA。他们发现 7%的男性患者体内的肿瘤缺失了基因 CDK12 的两个拷贝，

这一特征与一种独特的额外遗传变化模式相关联。具有这种遗传变化模式的肿瘤样品

要比其他的晚期前列腺癌样品含有更高数量的免疫细胞。它们在它们的表面上也含有

更高数量的被称作新抗原（neoantigen）的蛋白片段。这些新抗原有助于免疫系统识

别肿瘤细胞。与更高数量的免疫细胞和新抗原相关的肿瘤往往更好地对免疫疗法作出

反应，这可能是因为免疫系统已开始识别癌症中的蛋白片段为外来的。作为这项研究

的一部分，在美国开展的一项小型的探索性临床研究中，4 名男性晚期前列腺癌患者

中 的 2 人 具 有 与 CDK12 相 关 的 遗 传 变 化 模 式 ， 因 而 对 免 疫 治 疗 药 物 派 姆 单 抗

（pembrolizumab）很好地作出反应。它与英国伦敦癌症研究所和皇家马斯登英国国

家医疗服务系统基金会（The Royal Marsden NHS Foundation Trust）领导的一项临床

试验的结果相一致，后者已证实派姆单抗能够让已用完现有治疗方案的晚期前列腺癌

患者受益。在这项新的研究中，与缺失的 CDK12 基因拷贝相关的遗传变化模式与其

他的之前鉴定出的前列腺癌遗传亚型不同。 

如果这项研究能够在更多的患者中得到重现的话，那么它可能导致人们开发出一

种新的基因测试方法作为提供免疫疗法的先导。在未来，CDK12 也可能作为一种遗

传弱点加以探究。这种弱点可能被新的精准药物用于靶向治疗前列腺癌。 

原文出处：Yi-Mi Wu20, Marcin Cieślik20, Robert J. Lonigro et al. Inactivation of 

CDK12 Delineates a Distinct Immunogenic Class of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Cell, 14 
June 2018, 173(7):1770–1782, doi:10.1016/j.cell.2018.0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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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投稿前预测影响因子,不让科研心血付诸东流 

每年 6 月是 Web of Science 公布期刊最新影响因子的时候，这时可谓是几家欢喜

几家愁。影响因子升上去了自然最好，最怕原本可以毕业或者晋级的文章，影响因子

暴跌，一切辛苦汗水付诸东流。科研狗真是伤不起！怎样在 Web of Science 未公布影

响因子前，先行预测影响因子，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常识。 

一、什么是影响因子？它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出品的期刊引证

报告（Journal CitationReports，JCR）中的一项数据。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

该报告年份（JCR year）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这

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以 2018 年 6 月份左右出的影响因子为例，其实它是期刊 2017 年的影响因子。 

 IF=C/(A+B) 
其中，IF 为该期刊 2017 年的影响因子，A 为该期刊 2015 年发表的文章数量，B

为该期刊 2016 年发表的文章数量，C 为该期刊 2015 和 2016 年两年发表的文章在 2017

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具体计算方法： 

以 BMC cancer 期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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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登录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检索 2015 年、2016 年 BMC cancer

的发文量。 

 
 

第二步：在检索结果页面勾选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两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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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检索页面右上角点击创建引文报告。 

 
 

第四步：生成引文报告，解读引文报告。 

总文献数为 1915 篇，2017 年被引用次数为 5938 次，IF=5938/1915=3.1 

 

 
 

我们验证一下，在最新发布的 2017 年期刊影响因子中，BMC Cancer 的影响因子

是 3.288，我们的预测误差仅为 5.6%，说明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影响因子预测具有一定

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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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稿前怎么去确认期刊的影响因子呢？ 

    步骤一：首先要确认，我们所要投稿的期刊是不是被 SCIE 收录的，最权威的

查询方法就是登陆 http://mjl.clarivate.com/（科睿唯安网站）查找当年的 SCIE 期刊目

录。 

 
 

步骤二：可以进入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集，查询想要投稿的期刊文章的更新

速度和每年收录的文章数量，一些高水平期刊每年收录的文章数量是基本不变的，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中的更新速度也会比较快（Web of Science 每周都会做数据

更新，但是系统会给每篇文章一个 WOS 号，所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录文章的

速度会比杂志主页晚 1-2 个月左右），如果某个期刊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文

章收录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或者某个期刊在某一年内发文量突然增高，那我

们就要警惕，这种文章的影响因子可能会降低甚至会被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剔除，

例如 Oncotarget。 

步骤三：采用我们上面介绍的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完成对影响因子的预测（对

发文量突然升高的期刊，一定要提高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