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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数据库试用通知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院图书馆和北京唯博赛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为我院开通

“PubMedPlus 科研选题分析与智能选刊投稿系统”，目的是为帮

助我院临床医学的外文文献查询、课题辅助分析及智能选刊投稿，

进一步提升我院各学科冲“A”的竞争实力。 

试用时间：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10 月 1 日，欢迎大家踊跃试

用。单位 IP 内可使用，进入系统后进行个人注册，可在单位外使用。 

网址：http://www.pubmedplus.cn/           

 
PubMedPlus 科研选题分析与智能选刊投稿系统简介： 

1、课题趋势分析：它可帮助读者揭示某课题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与成熟程度，分析同

行研究进展，跟踪其学术进展或寻求合作；通过热点分析，读者可挖掘和预测潜在的热点；

并针对中国医疗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细化分析。 

2、SCI 智能选刊投稿指南：能对研究者提供的主题推荐合适的投稿期刊，且能对期刊

提供多角度的评估，如国内作者文献的百分比、期刊的中国友好单位、主题范畴、录用难

度、审稿周期、影响因子、学科排名、期刊分区、推荐审稿人、国内投稿经验交流等，能

帮助读者迅速了解自己的论文哪类期刊比较容易接收，实现让科研人员提高论文投稿命中

率。 

3、学者学术动态跟踪：可查询国内某学者以不同单位署名发表的所有外文期刊论文，

可对该学者的国际成果进行分析及动态跟踪，为同行的学术交流和引进人才提供支撑。 

4、学科竞争力分析：提供本机构所有发表的国际 SCI 论文，并可按学科、年份、影响

因子、期刊 H 指数等不同维度对本机构和国内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学术成果的对比分析，了

解本单位优势学科的发展情况及在同行中的地位，为建设一流学科提供决策支持。 

 

咨询电话：400-685-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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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发布 

各位读者： 

图书馆从近期到馆中文期刊中筛选了最新国内外标准、规范、指南等，想要了解详情

信息的读者请到图书馆查阅。 

  

1 晚期胰腺癌介入治疗临床操作指南（试行）第二版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8.34（4）:724 

2 社区常见心律失常的分类及其处理原则 中国全科医学 2018.21（9）:1009 

3 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 版）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8.36（4）:292 

4 
中国医师协会关于我国高血压诊断标准及降压 

目标科学声明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8.36（4）:348 

5 早产儿经鼻间歇正压通气专家共识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8.33（6）:438 

6 急诊氧气治疗专家共识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18.27（4）:355 

7 
中国成人医院获得性肺炎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 年版）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8.41（4）:255 

8 
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暨：路径管理指南

（2018） 
中华麻醉学杂志 2018.38（1）:8 

9 Alport 综合征诊断和治疗专家推荐意见 中华肾脏病杂志 2018.34（3）:227 

10 肛周脓肿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8.21（4）:456 

11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特殊人群抗血小板治疗中国

专家建议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8.46（4）:255 

12 
3D 打印非共面坐标模板辅助 CT 引导放射性 125I 粒

子植入治疗头颈部肿瘤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18.98（15）:1143 

13 
放射性直肠炎（肠澼）中医诊疗专家共识 

（2017 版） 
中医杂志 2018.59（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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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Nat Commun：构建新型肿瘤疫苗，为肿瘤术后个性化免疫治疗提供新思路 
手术切除是临床上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而残留的微小肿瘤组织或循环肿瘤细胞

会导致肿瘤复发或转移，也是肿瘤治疗面临的重大挑战。肿瘤疫苗可以通过激活持续的抗

肿瘤免疫保护效应，抑制肿瘤复发和转移，在肿瘤术后治疗方面有巨大潜力。由于肿瘤组

织及细胞存在免疫抑制微环境，会抑制保护性免疫效应，严重削弱肿瘤疫苗的治疗效果。

如何有效激活肿瘤特异性免疫应答并阻断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是当前肿瘤疫苗研发的前沿

和热点。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制剂研究中心于海军和李亚平课题组，创新性地构建

了一种个性化肿瘤疫苗，高效抑制了术后乳腺癌的复发和转移。他们从荷瘤小鼠的移植瘤中

分离出单个肿瘤细胞，将免疫抑制调节分子 JQ1（BRD4 抑制剂）和光热分子 ICG 共装载

到灭活肿瘤细胞中。同时利用渗透性多肽制备温敏水凝胶，包载载药肿瘤细胞，从而制备

成个性化肿瘤疫苗 PVAX，PVAX 可在肿瘤手术切除的创口注射给药。研究结果显示：在

808 nm 激光照射下，PVAX 能够实现高效光热转化，产生光热效应，激发 JQ1 和肿瘤相关

抗原释放。释放的肿瘤抗原可以促进肿瘤组织中树突细胞（DC）熟化和 CD8+ T 细胞浸润，

JQ1 则显着下调肿瘤组织和肿瘤细胞表面的程序化死亡受体 1（PD-L1）表达，阻断

PD-1/PD-L1 免疫检查点通路，增强 PVAX 的抗肿瘤免疫应答效应。同时，PVAX 还能激活

肿瘤特异性免疫记忆效应，有效抑制手术后乳腺癌的复发和转移。这种新型肿瘤疫苗为肿

瘤术后个性化免疫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该研究工作于 4 月 18 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该项目获得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和重大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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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Tingting Wang，et al.A cancer vaccine-mediated postoperative immunotherapy for 

recurrent and metastatic tumors.Nat Commun.18 April 2018 

2、Nat Med：CAR-T 疗法带来“新惊喜”！有效清除脑肿瘤 

 
图片来源：Nature Medicine（doi:10.1038/s41591-018-0006-x） 

DIPG（Diffuse Intrinsic Pontine Glioma）全称为弥漫性内生性脑桥胶质瘤，中位生存时

间仅为 10 个月，目前无治愈的方法。在这项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向小鼠脑干中移植了人类

DIPG，并证实，他们开发的新型 CAR-T 疗法能够有效清除肿瘤，最终仅残存非常少量的

癌细胞。 

Michelle Monje 博士说：“对于 CAR-T 疗法能产生如此好的效果，我们感到非常惊喜。

当小鼠被静脉注射了 CAR-T 细胞后，这些细胞进入了大脑中，并清除了肿瘤。这种反应比

我们预想的要显著的多。” 

 
Credit: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第一步：找到癌细胞上的关键靶点 

CAR-T 疗法是癌症免疫疗法的一种，其原理是，从患者体内分离出 T 细胞，在体外对

这些细胞进行改造（为其装上能够特异性识别癌细胞的“导航”——嵌合抗原受体，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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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使其能够靶向癌细胞上的一种表面抗原，然后，再将“经改造过”的细胞（即 CAR-T

细胞）进行扩增，回输到患者体内，发挥抗癌作用。（细胞表面抗原是从一个细胞中“伸出

来”的大分子，它能够帮助免疫系统判断这个细胞是有害的，还是无害的。） 

该研究中，科学家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人类 DIPG 肿瘤表面能够作为 CAR-T 细

胞靶点的抗原。最终，Monje 博士等找到了一种被称为 GD2 的糖分子。在 80%的病例中，

DIPG 肿瘤表面表达了丰富的 GD2 分子。而该分子的过度表达是由 H3K27M 突变引起的。 

第二步：设计靶向 GD2 的 CAR-T 疗法 

确 定 GD2 是 关 键 靶 点 后 ， 科 学 家 们 设 计 了 一 种 靶 向 该 分 子 的 CAR-T 细 胞

——GD2-CAR-T 细胞。 

在培养皿中的初步实验表明，GD2-CAR-T 细胞能够杀死携带 H3K27M 突变的 DIPG 细

胞。同时，如果 DIPG 细胞被基因改造，不再表达 GD2，那么，GD2-CAR-T 细胞也就不再

起作用了。 

 
图片来源：Nature 

第三步：在移植了人类 DIPG 肿瘤的小鼠中进行检测 

紧接着，研究小组在脑干被移植了人类 DIPG 肿瘤的小鼠中测试了 GD2-CAR-T 细胞的

疗效。在肿瘤被建立 7-8 周后，每只小鼠接受一次 GD2-CAR-T 细胞静脉注射，对照组小鼠

被注射的是靶向其他分子（不是 GD2）的 CAR-T 细胞。 

结果证实，GD2-CAR-T 细胞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发挥抗癌作用。在接受 GD2-CAR-T

细胞治疗的小鼠中， DIPG 肿瘤在 14 天后无法被检测到了。而对照组小鼠无肿瘤消退。 

50 天后，实验中的小鼠被安乐死。研究者们利用免疫染色对它们的大脑进行分析，计

算残留的肿瘤细胞。结果显示，接受 GD2-CAR-T 细胞治疗的小鼠每只只有几十个残留癌

细胞，而每只对照组小鼠仍有数以万计的癌细胞。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接受 GD2-CAR-T 细胞治疗的小鼠中残留的癌细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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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没有表达 GD2，所以这些癌细胞不容易受到 GD2-CAR-T 细胞的攻击。 

第四步：在移植其他肿瘤的小鼠模型中进行尝试 

由于先前有研究证实，发生在儿童脊髓和丘脑中的神经胶质瘤也表现出了 H3K27M 突

变，并表达了非常高的 GD2 水平，因此，该研究小组还在移植了人类脊髓和丘脑肿瘤（human 

spinal cord and thalamic tumors）的小鼠中测试了 GD2-CAR-T 疗法。 

结果显示，GD2-CAR-T 细胞有效清除了脊髓肿瘤，但一些携带丘脑肿瘤的小鼠经

CAR-T 疗法治疗后死亡了。研究人员表示，这是因为，免疫细胞产生的炎症反应导致了脑

肿胀，而脑肿胀发生在丘脑（一种深藏在大脑内部的结构）附近尤其危险。 

 
 
第五步：将 GD2-CAR-T 疗法推向人类临床试验 

据悉，研究小组的下一步计划是将 GD2-CAR-T 疗法推向人类临床试验。他们将在试验

中尽可能多的建立保障措施，以将风险降到最低。“我认为，我们很快就能在临床试验中测

试 GD2-CAR-T 疗法，但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去做。” Monje 博士说。 

此外，由于 CAR-T 细胞并不能消灭所有的癌细胞，研究小组认为，应该将这种免疫疗

法与其他疗法进行联合。目前，他们也正在开发治疗 DIPG 的化疗药物。“我不认为，一种

治疗策略就能治愈这类极具侵袭性的、致命的癌症，但我相信，CAR-T 疗法会是攻克 DIPG

治疗谜题的重要组成部分。”Monje 博士如此说道。 

原文出处：Christopher W. Mount, Robbie G. Majzner, Shree Sundaresh, et.al. Potent 

antitumor efficacy of anti-GD2 CAR T cells in H3-K27M+ diffuse midline gliomas. Nature Medicine 16 
April 2018 

3、 Nat Med：携带 BRCA1/2 突变的恶性乳腺癌患者对铂类药物反应率更高！ 
BRCA1/2 的胚系突变使携带者患乳腺癌（germline-mutated BRCA1/2 breast cancer, 

gBRCA-BC）的风险增加，主要是由于破坏同源重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HR）的

能力，引起了基因不稳定性。HR 还会修复铂类药物和 PARP 抑制剂引起的基因损伤。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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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性乳腺癌（TNBCs）中有一个亚群的病人携带 BRCA1/2 突变，因此科学家们推测这类

患者的肿瘤可能对铂类药物非常敏感，同时 BRCA1 甲基化、BACR1 mRNA 表达水平低下、

有 HR 缺陷相关的突变信号以及基本表型的肿瘤（统称为 BRCAness）也可能对铂类药物很

敏感。 

 
图片来源：Nephron/Wikipedia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来自英国癌症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一项 3 期临床实验中评

估了卡铂和另一个机制不同的药物——多西紫杉醇治疗无选择晚期 TNBC 患者的疗效。他

们使用了一种预先设计的特殊方法分析了 gBRCA-BC 和 BRCAness 亚群的患者的生物标记

物-治疗相互作用（biomarker–treatment interaction）。实验的主要终点是客观反应率（ORR）。 

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病人亚群的情况下（376 人，188 名接受卡铂治疗，188 名接受多西

紫杉醇治疗），病人对卡铂的反应率并没有比多西紫杉醇高（ORR, 31.4% versus 34.0%, 

respectively; P = 0.66）。相反，在 gBRCA-BC 亚群的病人中，卡铂组病人的 ORR 是多西紫

杉醇组的两倍（68% versus 33%, respectively; 生物标记物-治疗相互关系 P = 0.01），而在

BRCA1 甲基化、BACR1 mRNA 表达水平低以及 Myriad HRD 测试得分高的人群中并没有

这种效果。治疗和基础表型亚群的相互作用是由于对多西紫杉醇的高响应率导致。 

研究人员认为晚期 TNBC 患者也许可以由于携带 BRCA1/2 突变而使用铂类药物化疗而

获益，但是无法由于 BACR1J 甲基化或者 Myriad HRD 分析获益。此外，对于基础表型癌

症的基因表达分析也可能影响治疗选择。 

原文出处：Andrew Tutt et al.Carboplatin in BRCA1/2-mutated an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BRCAness subgroups: the TNT Trial, Nature Medicine (2018). 
nature.com/articles/doi:10.1038/s41591-018-0009-7 

4、Clin Cancer Res：胶质瘤预后为什么这么差？可能是因为这个基因突变！ 
尽管我们对胶质瘤的生物学的理解有了迅猛的进展，但是胶质瘤的预后仍然很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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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找到和胶质瘤相关的基因突变，来自印度科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对印度胶质瘤患者进

行了全外显子测序（WES），并将之与 TCGA 的数据联合在一起，结果找到了一个和胶质

瘤相关的重要信号通路，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上。 

 
图片来源：Jagriti Pal et. al. 

研究人员对 42 名星形细胞瘤患者的肿瘤组织进行了 WES，并将之与 TCGA 的数据进

行了对比。同时他们对印度患者数据及 TCGA 数据中的基因突变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找到和

胶质瘤相关的突变的信号通路。研究人员使用病人来源的胶质瘤干细胞样细胞、胶质瘤细

胞系和小鼠移植模型对降钙素受体（calcitonin receptor，CALCR）进行了功能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印度患者和 TCGA 收录患者的突变谱很相似。综合分析显示刺激神经组

织配体-受体相互作用的信号通路缺陷的胶质瘤(n = 23; 9.54%)预后很差（P < 0.0001）。此外，

CALCR 突变或者转录水平较低也意味着患者预后较差。外源性加入降钙素（CT）可以以

CALCR 依赖性方式抑制胶质瘤细胞的各种性质致癌信号通路。CALCR 突变导致这些功能

缺失与病人生存率负相关。携带正常 CALCR 的细胞可以在体外抑制 Ras 介导的向永生性

细胞的转化。此外，CT 可以抑制病人来源的神经球的生长以及小鼠模型中胶质瘤的生长。 

综上，研究人员发现 CT-CALCR 信号通路是一个重要的胶质瘤抑制因子信号通路，这

表明 CALCR 是胶质瘤的一个新型治疗靶标。 

原文出处：Kumaravel Somasundaram et al.Loss-of-Function Mutations in Calcitonin 

Receptor (CALCR) Identify Highly Aggressive Glioblastoma with Poor Outcome.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17). DOI: 10.1158/1078-0432.CCR-17-1901 

5、【重磅】 厉害了！FDA 批准 Kymriah 用于复发/难治大 B 细胞淋巴瘤治疗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是最为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亚型，其标准

治疗方案为 R-CHOP，疗效尚可，但复发/难治 DLBCL 仍存在较大的治疗挑战，而嵌合抗

原受体 T 细胞免疫治疗（CAR-）则为其提供了新的治疗方向。近来，诺华公司研发的 Kymr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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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R-DLBCL 治疗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重磅 NEWS 

2018 年 5 月 2 日，诺华公司传来重磅喜讯！美国 FDA 将 Kymriah（CTL019）的适应症

扩大至复发/难治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包括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继发于滤

泡淋巴瘤（FL）的 DLBCL 患者及高级别 B 细胞淋巴瘤。 

值得指出的是，这已经是 Kymriah（CTL019）的第二个适应症。Kymriah 是诺华公司

与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研发、全球首个由 FDA 批准用于临床治疗的 CAR-T 产品，主要治

疗靶点为 CD19，在血液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7 年 8 月，CAR-T 治

疗迎来历史性时刻，美国 FDA 批准首个 CAR-T 产品 Kymriah 用于 25 岁以下 B 细胞前体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的治疗。 

对于 Kymriah 治疗适应症的再次扩大，宾夕法尼亚大学及 Abramson 癌症中心的

Schuster 教授说道：“Kymriah 的治疗目标主要为使复发/难治 DLBCL（R/R-DLBCL）患者

达到持久的缓解状态。随着 FDA 批准 Kymriah 用于 R/R-DLBCL 的治疗，血液科医生又拥

有了一项治疗 R/R-DLBCL 的新利器，这有望使 R/R-DLBCL 患者在不进行骨髓移植的情况

下达到持续缓解和长期生存。” 

JULIET 研究：Kymriah 适应症扩大的最关键依据，疗效数据再次更新 FDA 将 Kymriah

的临床适应症扩大为复发/难治大 B 细胞淋巴瘤，主要基于 JULIET 研究的良好结果。JULIET

研究是一项全球多中心、II 期临床试验，在 2017 年 ASH 会议上便大放异彩，当时 JULIET

研究更新的结果显示，Kymriah 对于 R/R-DLBCL 患者的总体有效率（ORR）达 53%，完全

缓解率（CR）达 40%。 

目前，JULIET 研究数据再次更新，在 Kymriah 的有效性分析中，共有 68 例复发/难治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R/R-DLBCL）患者可获取数据，均采用 Kymriah 进行单药治疗。结

果显示，R/R-DLBCL 患者的总体有效率（ORR）达 50%，其中完全缓解率（CR）达 32%，

部分缓解率（PR）达 18%，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仍未达到。由此可见，Kymriah 在

R/R-DLBCL 的治疗中具有显着的疗效。 

在安全性方面，共纳入 106 例 R/R-DLBCL 患者进行分析，不良事件（AEs）总体发生

率为 20%左右，其中最常见的 3-4 级 AEs 为血小板减少（40%）、感染（25%）、细胞因子释

放综合症（23%）、神经毒性（18%）及恶心乏力等。总体上，Kymriah 的安全性尚可，AEs

多为可控性。 

小结 

Kymriah 适应症扩大至复发/难治大 B 细胞淋巴瘤具有极其重大的临床意义，根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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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显示，Kymriah 对于复发难治 DLBCL 患者具有极为良好的疗效，且安全性可靠。这使得

R/R-DLBCL 患者在不接受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或 ASCT 失败的情况下，能可获得高缓

解率、维持长期的缓解状态。 

6、eLife：不可思议！乳腺癌药物拉帕替尼或会加速癌细胞生长！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eLif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英国 Francis Crick 研究所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一种能缩小肿瘤的乳腺癌药物拉帕替尼(Lapatinib)有时在实验

室或会促进癌细胞生长，通过阐明其中所涉及的分子机制，研究人员希望相关研究结果未

来或能帮助他们开发出治疗乳腺癌的新型药物疗法。 

 
图片来源：Phospho Biomedical Animation 

拉帕替尼能够与其它癌症药物及化疗相结合来治疗一种特定形式的恶性乳腺癌，但其

作为一种独立的治疗手段时在临床中常常以失败告终；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

现，实际上拉帕替尼在某种情况下会促进乳腺癌细胞快速生长，这或许就能解释患者在临

床试验后所出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了。 

研究者 Jeroen Claus 博士表示，如果在实验室某种特殊的条件下，特定的乳腺癌药物会

促进癌细胞快速生长的话，我们或许就需要仔细评估是否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一些患者亚群

中，阐明相关的风险因子或能帮助临床医生来确定哪些患者会因为这些药物而获益。大约

20%的乳腺癌都是由 HER2（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的过度表达所诱发，其能发送信号告

知癌细胞去生长和分裂，很多治疗 HER2 阳性的乳腺癌疗法都是通过关闭 HER2 促进癌细

胞停止生长或死亡来发挥作用的，这些疗法可以通过细胞外（诸如曲妥珠单抗等抗体）或

细胞内（诸如拉帕替尼等激酶抑制剂），拉帕替尼是众多激酶抑制剂众多一种，而激酶抑制

剂能用来治疗 HER2 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同时 HER2 也是当前其它乳腺癌疗法的一个重要

靶点。 

利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及计算机模拟工具，研究人员发现，拉帕替尼或会促进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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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细胞膜上的 HER2 受体与 HER3 配体配对结合，当将这些抑制剂诱导的 HER2-HER3 配对

与来自细胞外部的天然生长信号相结合后，其就会重组成为一种活性的信号配对，在这种

状态下，HER2-HER3 配对就能非常有效地告知细胞去分裂。研究者 Peter Parker 教授说道，

尽管目前我们只对乳腺癌细胞进行了研究，但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和 HER2 相关的信息，

以便我们后期设计出新型抵御 HER2 阳性乳腺癌的新型疗法。 

在最近对患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将拉帕替尼与曲妥珠单抗相结合的 HER2 靶

向疗法或能首先成功控制 HER2 阳性的乳腺癌，但却并不能改善患者长期的无病生存状况；

本文研究结果则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后期设计出新型方法来改善与 HER2 靶向疗法的结合。

Justine Alford 博士认为，通过阐明 HER2 的生物学机理以及该分子如何对特定药物产生反

应，未来我们或许就有望设计出复杂的新型靶向疗法来有效作用 HER2 这个关键靶点；由

于很多乳腺癌都是由 HER2 所诱发，因此阻断其活性的药物或许能够成为治疗乳腺癌的坚

固基石，但有时候某些疗法或许会停止发挥作用，因此后期研究人员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

的研究设计出克服此类问题即改善患者预后的新型乳腺癌疗法。 

原文出处：Jeroen Claus, Gargi Patel, Flavia Autore, et al. Inhibitor-induced HER2-HER3 

heterodimerisation promotes proliferation through a novel dimer interface. eLife (2018). DOI: 

10.7554/eLife.32271 

7、Stem Cell Rep：发现关键的干细胞调节因子可以延缓小肠癌生长！ 
斯德哥尔摩大学（SU）的研究人员发现了果蝇小肠干细胞调节的一种新机制。此外，

他们还发现一种关键蛋白质可以延缓小肠肿瘤生长。对这种机制的更深入了解可以帮助我

们了解人类小肠疾病如何发生以及帮助我们开发针对小肠癌的新型疗法。这些研究结果于

近日发表在《Stem Cell Reports》上。 

健康的小肠粘膜会从非免疫细胞——所谓干细胞持续产生细胞。为了与衰老损伤细胞

清除的速度一样，细胞的增殖就必须被严格控制。干细胞过快增殖会导致肿瘤产生而增殖

速度太慢则会导致小肠壁不正常，产生炎症。 

通过探究果蝇的小肠再生，研究人员发现了小肠细胞确定它们是否继续分裂或者成熟

分化为具有特定功能的特殊细胞的机制。果蝇的小肠与人类小肠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被

用于研究干细胞如何被调节以及肿瘤如何形成。 

研究人员发现果蝇中一个叫做 Nubbin 的基因会产生两种蛋白质——Nub-PB 和

Nub-PD，这两种蛋白质在干细胞形成及成熟过程中的作用完全相反。正常情况下，健康小

肠中的两种蛋白质处于平衡状态。当 Nub-PB 相对较多时，细胞会更快成熟，而当 Nub-PD

相对偏多时，会形成的新的干细胞，如果完全缺乏 Nub-PB，这些细胞就不会成熟，就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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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肿瘤。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阴和阳，中国哲学中相互作用并维持平衡的两个极端。” 来自 SU

分子生物科学系教授 Ylva Engstrom 说道。 

蛋白可以延缓肿瘤生长，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发现 Nub-PB 可以延缓果蝇小肠肿瘤

生长。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突变产生了肿瘤，但是当他们刺激增加小肠细胞 Nub-PB 的含量

时，不会形成肿瘤。因此 Nub-PB 就是所谓的肿瘤抑制蛋白。 

人体内也有一个相似的蛋白质，叫做 Oct1，与 Oct4 很相关。Oct1 已经被证明和人类

多种癌症相关，因此某些情况下 Oct1 发生了突变。Oct4 是一个研究透彻的干细胞因子，具

有调控人细胞分裂的功能。 

“这些调节因子之间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导致炎症、感染甚至是癌

症。”Ylva Engstrom 说道。 

从长远看，更深入了解这些机制将帮助我们揭开小肠疾病发生的机制并帮助我们开发

预防和治疗小肠癌的新药物。 

原文出处：Ylva Engstrom，et al.The POU/Oct Transcription Factor Nubbin Controls the 

Balance of Intestinal Stem Cell Maintenance and Differentiation by Isoform-Specific 
Regulation.Stem Cell Rep. April 19，2018. 

8、Science：重大突破！揭示一种罕见的儿童脑瘤的细胞起源 
弥漫性中线胶质瘤（diffuse midline glioma， DMG）是一类少见的、侵袭性的且出现

在脑干中的儿童肿瘤。这类致命性肿瘤的细胞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布罗德研究所、麻省总医院、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和波

士顿儿童癌症与血液疾病中心的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来自 4 名 DMG 患者的 3300 多个细胞的

基因表达，发现这类肿瘤可能起源自少突胶质祖细胞（oligodendrocyte progenitor cell， OPC）

样细胞，这些 OPC 样细胞处于一种未成熟的可快速分裂的干细胞样状态。相关研究结果发

表在 2018 年 4 月 20 日的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Developmental and oncogenic programs 

in H3K27M gliomas dissected by single-cell RNA-seq”。 

这些发现提示着 DMG 是突变、发育状态和细胞类型相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它们也表

明诱导这些未成熟的细胞成熟可能是一种治疗这种疾病的有希望的方法。 

与大多数脑瘤不同的是，DMG（也称为扩散型内因性脑桥神经胶质瘤，英文名为 diffuse 

intrinsic pontine glioma， 缩写为 DIPG）将自我编织进脑干的结构中。直到最近，外科医生

才有可能对这类肿瘤进行活检，从而开启了一系列旨在理解这类肿瘤的研究。 

迄今为止开展的少量 DMG 活检已让科学家们发现这类肿瘤携带着一种特征性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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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H3K27M。这种突变影响组蛋白 H3，而组蛋白 H3 影响着整个基因程序是开启还是关闭。 

让布罗德研究所研究员和麻省总医院分子病理学者 Mario Suvà 感到吃惊的是，

H3K27M 突变仅出现在一个独特的非常狭窄的时间和空间窗口中。Suvà 说，“人们通常不

会在成年人中观察到这种组蛋白突变，而且也不会在脑干之外的地方观察到它。肯定存在

一种发育和细胞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这种突变能够导致癌症。” 

鉴于获得临床 DMG 样品仍然非常较为不便，从每个样品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就是关

键。Suvà 和他的合作者们寻求单细胞 RNA 测序的帮助。单细胞 RNA 测序是一组能够读取

单个细胞基因表达谱的基因组技术。 

正如 Suvà 所解释的那样：“这些技术让你在一次测试中有很好的机会从少量组织中获

得大量信息，比如细胞状态和遗传特征。” 

这些研究人员的数据揭示出 DMG 中的一种独特的细胞分布，主要是由快速分裂的 OPC

样细胞和一些更加成熟的非分裂细胞组成。Suvà 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分布。“人们通常认

为癌干细胞是癌症中的一小部分细胞，但是在 DMG 中，大多数恶性细胞都处于这种祖细

胞样状态。” 

对于 DMG 而言，这是合乎逻辑的。Suvà 解释道，“其他的科学家已证实正常的 OPC

在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脑干中积极地增殖。因此这与我们的理解——OPC 是这类肿瘤的细胞

起源---相一致。” 

他认为 H3K27M 突变抑制 OPC 的发育，使得它们处于一种增殖性的干细胞样状态。“对

于携带着这种突变的 OPC 而言，它很难进一步发生分化。” 

不过，尽管 OPC 可能是 DMG 的细胞起源，但它们可能并不是这种突变的细胞起源。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布罗德研究员癌症项目研究员 Mariella Filbin 说，“其他人已发现

你能够将这种组蛋白突变导入到比 OPC 在发育上更年轻的细胞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就

会产生 DMG 肿瘤。这种突变实际上可能发生在更早期的状态中，但需要 OPC 的转录和调

控环境来促进肿瘤产生。” 

对 Suvà 来说，当涉及 DMG 和其他儿童肿瘤时，他的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发育和细胞

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说，“相比成年人所患的癌症，发育状态、细胞类型和信号通路在

儿童癌症中可能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它们还提示着一种潜在的 DMG 治疗策略：迫使它们的细胞成熟，这种方法可能也适

用于其他的儿童肿瘤。 

Filbin 解释道，“这几乎就好像那些能够逃脱它们的干细胞样状态的细胞能够记住它们

应该做的事情，尽管它们仍然着携带着这种突变。如果我们能够让细胞分化并停止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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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许就足够了。” 

Suvà 团队的表达数据——与 CRISPR 基因敲除结果和药物筛选结果一起——也揭示出

实现这种目标的两个机会。结果证实 DMG 中发生突变的 OPC 严重依赖于两个基因：

PDGFRA（产生通常有助于 OPC 增殖的信号）和 BMI1（有助维持不需要的基因程序处于

关闭状态）。 

Suvà 说，“这可能是因为如果我们同时利用这两种依赖关系并促进细胞分化，那么我们

可能有一种不错的靶向这类肿瘤的策略。” 

原文出处：Mariella G. Filbin，et al.Developmental and oncogenic programs in H3K27M 

gliomas dissected by single-cell RNA-seq.Science.20 Apr 2018：Vol. 360， Issue 6386， pp. 

331-335 

9、Sci Transl Med：中国科学家发现肝癌发病新机制 
18 日发表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揭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诱发肝癌

的一种发病机制。文章说，已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一种抗真菌药物或有预防和

治疗这类肝癌的功效。 

肝脏脂肪细胞堆积导致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是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三到四

成的成年人受这种疾病危害，并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与治疗学系于君教授与刘大斌等研究人员一起，对非酒

精性脂肪肝诱发的肝癌肿瘤组织和癌旁肝脏组织的基因组表达进行了分析，发现肝癌发生

时肝细胞内“角鲨烯环氧化酶”表达水平显著提高。 

于君对新华社记者说，“角鲨烯环氧化酶”是人体内合成胆固醇的关键酶，其过度表达

会促进肝细胞胆固醇酯堆积和氧化应激水平升高，后者改变了细胞内甲基化水平，从而促

进肝癌发生和发展。 

研究人员构建了肝细胞高表达“角鲨烯环氧化酶”的转基因实验小鼠模型，并投喂高胆

固醇、高脂肪食品。结果显示，与野生小鼠相比，实验小鼠肝癌发病率显著升高，提示“角

鲨烯环氧化酶”可能是非酒精性脂肪肝诱发肝癌的潜在治疗靶标。 

实验还发现，一种常用的抗真菌药“特比萘芬”可有效抑制“角鲨烯环氧化酶”的表达，

并明显抑制由这种酶介导的肿瘤细胞生长和肝癌发生，显著延长肝癌小鼠的生存期。研究

人员认为，这种药的作用机理是降低肝细胞胆固醇酯堆积和氧化应激水平。 

于君说，新发现为非酒精性脂肪肝诱发肝癌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实验基础和方向。 

原 文 出 处 ： Dabin Liu, Chi Chun Wong, Li Fu, et.al. Squalene epoxidase drives 

NAFLD-indu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is a pharmaceutical target. Science Transl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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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18 Apr 2018: Vol. 10, Issue 437, eaap9840 

10、Nat Commun：纳米酶催化治疗肿瘤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日，《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在线发表了扬州大学医学院高利增课题组与中国

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课题组合作完成的纳米酶催化治疗肿瘤的最新研究成果。这

项研究首次证明通过对纳米酶多酶体系的体内活性调控，可以将肿瘤代谢产物催化为毒性

物质，实现对肿瘤的特异性杀伤。该研究是继发现纳米酶，并将其应用于肿瘤体外诊断

（Nature Nanotechnology 2007，2012）之后，首次将纳米酶直接用于体内肿瘤治疗。这项

工作不仅将纳米酶的应用范围从体外诊断拓展到体内治疗，更重要的是为肿瘤治疗提供了

一种新的策略。 

肿瘤代谢具有与正常细胞不同的特征，例如，肿瘤细胞会积累大量的过氧化氢。如何

利用肿瘤代谢产物发展“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肿瘤治疗策略是肿瘤生物治疗的新领域。

由于过氧化氢可被过氧化物酶催化产生具有细胞毒性的自由基，因此过氧化物酶被寄予开

发肿瘤新药物的希望。但是天然酶往往稳定性较差，在复杂的体内环境中容易失活，因而

其应用受到限制。本项工作的研究人员另辟蹊径，探索了兼具酶催化活性和纳米材料稳定

性的纳米酶在该策略中的应用。 

研究人员首先设计合成了具有氧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及超氧化物歧化酶四

种酶活性的新型纳米酶。这种纳米酶多酶活性是通过在介孔碳球中掺杂了氮元素实现的。

这种新型碳氮纳米酶在酸性条件下，发挥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可催化氧气和过氧化

氢产生活性氧自由基；在中性环境下则主要表现为过氧化氢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可

以清除自由基。如何将该纳米酶准确递送到肿瘤细胞并特异激活其产生活性氧自由基的氧

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是决定碳氮纳米球能否应用于肿瘤治疗的关键。 

研究人员利用铁蛋白对这种新型碳氮纳米酶进行修饰，并通过实验验证了铁蛋白修饰

后的碳氮纳米酶可以特异识别肿瘤细胞，并定位于肿瘤细胞内部具有酸性环境的溶酶体中，

其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被特异性激活，催化肿瘤内的氧气和过氧化氢产生高毒性的活性氧

自由基，实现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杀伤。动物荷瘤实验表明，铁蛋白-碳氮纳米酶可显着抑

制肿瘤的生长。 

该研究设计发明了具有多重酶活性的新型碳氮纳米酶，并利用铁蛋白的导航，在体内

实现纳米酶的精准递送和酶活调控，利用肿瘤特征性的代谢产物，发挥对肿瘤特异而高效

的杀伤作用，建立了纳米酶靶向催化治疗肿瘤的新策略，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

术。 

该研究得到了科学院先导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国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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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基金、青年人才托举工作等项目资助。 

原文出处：Kelong Fan，et al.In vivo guiding nitrogen-doped carbon nanozyme for tumor 

catalytic therapy.Nat Commun.12 April 2018 

11、Cancer Immunol Res：新型癌症疫苗策略或能有效阻断肿瘤特异性杀伤

性 T 细胞的死亡 
日前，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奥古斯

塔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癌症疫苗，有望阻断肿瘤特异性的细胞毒性

T 细胞的死亡。 

 
图片来源：theblaze.com 

据研究者介绍，这种新型疫苗开发的关键在于增加人类机体中白细胞介素 2（IL2）的

停留时间，IL2 是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特殊分子，其主要负责调节名为杀伤性 T 细胞的

白细胞的活性。研究者 Hussein Sultan 表示，当对癌症小鼠模型注射基于肽类的疫苗后，持

续性的 IL2 信号会明显增加小鼠机体中肿瘤特异性抗癌 T 细胞（CD8+ T 细胞）的水平。 

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名为程序性死亡配体 1（PD-L1）的蛋白能促进小鼠机

体中 T 细胞抵御肿瘤免疫逃逸能力的增加，而我们都知道，PD-L1 蛋白是由肿瘤细胞所产

生的，其能够促进杀伤性的 T 细胞躲避肿瘤的破坏作用。研究者 Sultan 认为，相关研究结

果能够明显改善基于肽类的新型疫苗对癌症小鼠机体的抗肿瘤效应。 

研究者指出，为了能够使得疫苗变得有效，IL2 就需要作为 IL2-IL2 抗体的复合体形式

或聚乙烯乙二醇修饰化 IL2(PEF-IL-2)形式被注射，这些形式均能够延长 IL2 的半衰期，从

而就能持续激活产生疫苗的 T 细胞表面 IL2 受体的功能，使其在体内能够存活较长时间，

并且对肿瘤进行有效攻击。 

Celis 表示，目前很多疫苗很难诱导产生抵御肿瘤的抗体，因为大部分的肿瘤抗原都不

是异种蛋白，这就好像病毒一样，换句话说，T 细胞有能力去识别其它类型的抗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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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当正常细胞经历特定突变时就会产生癌细胞，因此其并不总是对机体免疫系统很

陌生；研究人员希望对癌症小鼠模型的研究结果或能帮其寻找到新型方法来进行人类癌症

患者的相关临床试验。 

最后研究者 Sultan 说道，从事这个研究项目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希望后期能同更多

科学家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来理解如何利用人类机体的免疫系统来对抗多种类型的癌

症。 

原文出处：Sultan H, Kumai T, Fesenkova VI, et al. Sustained Persistence of IL2 Signaling 

Enhances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Peptide Vaccines through T-cell Expansion and Preventing 
PD-1 Inhibition. Cancer Immunol Res. 2018 Feb 26. doi: 10.1158/2326-6066.CIR-17-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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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文献检索，几招助你熟能生巧！ 
众所周知，文献检索是在确定论文选题之后的下一步工作，是文献写作过程中非常重

要的步骤， 要在文献信息检索中想得到令人满意的检索效果，关键是能够构造出全面描述、

正确揭示信息需求的检索式。检索式由检索词和其他组配连接符号、各种布尔逻辑运算符、

位置运算符等组成。检索词包括主题词、关键词、自由词、题名、分类号、文献类型、期

刊名等字段名称。 

主题词检索技巧 

主题词检索的检索效率最高、标引质量最好，是检索文献的首选方法，主题词检索能

提高文献的查准率和查全率, 但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不同的数据库使用的主题词表不同，使用主题词检索时要查清相应主题词表中表达

该概念的主题词，同时要选择代表课题实质意义的词作主题词, 如抗生素的临床研究, 抗生

素是具有实质意义的。 

2．根据主题词表把自然语言换成规范化的主题语言。如癌应为“ 肿瘤” , 多脏器功能

损伤的主题词应为“器官多功能衰竭” 。 

3．选主题词要注意词形变化及同义词和近义词以防漏检。 

4．要注意倒置标题, 如缺铁性贫血用“贫血, 缺铁性” 。 

5．应用运算符, 进进行概念组配。 

常见的运算符有： 

（1）布尔逻辑符：如逻辑与 AND 或＊、逻辑或 OR 或+、逻辑非 NOT 或-。 

（2）位置运算符：WITH 、NEAR、IN , 用于限定输入的检索词在命中记录中的位置, 

详细应用见附表。 

（3）范围运算符：<、>、<=、-, 表示在某一范围之间, 如 2016-2017。 

（4）截词符(?)：所谓截词符, 即把词截断, 用截断词的某个局部检索, 它常用于英文

检索；同一词亦有各种变形及不同拼法, 利用截词检索可解决由此带来的很多麻烦, 将这类

词汇集齐全。对满足查全率是个十分重要的保障。如检索式“ soy ?” , 表示检索以“soy” 打

头的信息, 包括“ soya” 、“soy bean” 等信息。 

6．根据用户需求, 自由词加主题词检索, 可提高查全率。如小儿腹泻与锌的关系, 可

用腹泻/全部副主题词+儿童(特征词) +锌(自由词), 这是在用户需要增加文献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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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把锌作为自由词来使用的。 

7．使用检索限定。各检索系统一般都设有检索或输出格式等一系列限定, 特别是一些

大型外文数据库, 利用好这些检索限定, 将使检索结果更理想。 

关键词检索技巧 

关键词检索是将文献篇名或内容中具有实质意义、能表达文献主要内容、起关键作用

的词或词组抽取出来进行检索。由于关键词没有经过规范化处理,检索时也须把不同词形的

同义词、近义词等都查遍, 否则就会漏检。如：耳鼻咽喉科的一些专业术语，诸如“喉肿瘤”、

“喉癌及喉咽癌”等，表述这类概念的词，都可作关键词，因此在用关键词检索时就必须把

能想到的说法都查一遍, 这样才能查全。 

确定检索表达式 

一旦确定检索词，分析各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运用布尔逻辑算符、截词符、位置算符

等检索运算符把各检索词组配起来，构成准确表达信息需求的检索式，即“ 概念积木法” 。

该方法将检索课题剖成几个概念组, 每个概念组用一个到多个检索词表达, 用“OR” 将概

念组的检索词连接, 即形成“ 积木” ； 最后用“ AND” 将各概念组连接起来, 即所谓“ 搭积

木” 。积木越多, 搭出的效果越好。即剖析的概念组越多, 检索的效果越好。但为确保查准

率与查全率的平衡, 在选择检索词时一定要既精练又广泛, 既要概念表达准确专指, 同时

又忌片面狭隘； 既要全又要准。 

检索策略的反馈调整 

当检索结果无法达到用户要求时, 必须分析原因, 并进行如下调整： 

1．检索词的调整：进行增词、删词、换词等调整。 

2．检索式的反馈调节： 

（1）如果检出文献太少需要提高查全率, 则主要从扩检入手, 可对检索式进行如下调

整：a.降低检索词的专指度, 补充一些相关词；b.采用前截断、后截断等截词检索方法；c.

增加检索途径, 将主题检索与非主题检索结合起来；d.调节检索式的限定范围, 取消一些限

制过严的限制符、前后缀符和不甚重要概念的限制。 

（2）如果检出文献太多, 需要提高查准率,主要是从缩检入手, 对检索式进行如下调

整：a 增加或换用专指度较高的检索词；b.用 AND 连接一些能进一步限制主题概念的相关

检索项, 缩小检索式的限定范围：c.限制检索词出现的可检索段；d.利用 NOT 限制与用户

提问不相关文献的输出；e.严格截词符的使用, 所选词根不应太短。 

总之，文献信息检索过程就是孰能生巧的过程，通过对检索策略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掌握文献查全、查准的手段和技巧，才能有效、快捷的获取文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