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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我院图书馆数字资源外网开通了 

我院图书馆网站现已开通外网，通过医院门户网站“职工平台”点击“图书馆”即可

进入。已经注册账号的老师，在图书馆首页上输入您的用户名，密码，验证码（大写字母），

无论您身处何地，只要有网络，都可无任何限制的使用医院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在线数

据库并下载全文，没有注册的老师赶紧注册哦！ 

图示： 

 

还未注册的老师，请点击“注册”按钮，按照表格填写即可。（证件处可选用其他证

件），等待审核后即可登录使用。 

咨询电话：13636807865  赵老师      85324026  张老师 

另也可直接点击链接 http://www.library.jdyfy.com:22229/进入我院图书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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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Nature 丨儿童泛癌症研究揭示儿童肿瘤独特分子特征 
2018 年 3 月 1 日，在两项发表于《自然》期刊的重磅文章中，研究人员深入分析了 20

余种代表性儿童癌症的 1700 多个肿瘤基因组，揭示了儿童肿瘤的分子差异，为儿童肿瘤药

物的开发带来了全新的潜在药物靶点。此外，研究人员还将在世界各地共享可用于研究的

基因组学数据、技术和细胞系。 

在第一项研究中，包括国际癌症基因组联盟（ICGC）在内的国际研究团队，对 24 种

肿瘤和正常配对样本进行了研究，包括 914 名儿童、青少年和 25 岁以下年轻成年人的 961

个样本，深入分析了样本的单核苷酸变异（SNV）、小片段插入缺失、拷贝数变异和结构

变异。研究覆盖了 879 个原发肿瘤和 82 个复发肿瘤，其中 547 个肿瘤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

测序，414 个肿瘤进行了外显子组测序，同时对额外样本进行了低覆盖度基因组测序。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团队估计，大约一半的儿童期肿瘤含有潜在的可靶向体细胞突变，

而超过 7%的病例似乎涉及到 TP53 等癌症风险基因的致病生殖系突变。当研究人员将儿童

肿瘤与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CGA）成人肿瘤中检测到的突变基因、突变特征和突变频

率与进行比较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儿童与成人肿瘤之间竟然存在着显著的分子差异。 

例如，在儿童或年轻成人病例中，原发性肿瘤的突变频率平均要低得多，但随着年龄

的增加或特定的儿科癌症亚型的发生，出现了高度突变或超突变的肿瘤。此外，研究团队

还缩小了至少一种突变特征，仅在一些儿童室管膜瘤和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中发现，

到目前为止尚未在成人肿瘤中发现。 

研究人员指出：“与之前的成人肿瘤研究相比，本研究发现的多重差异强调单独考虑儿

科癌症，这进一步表明，需要以儿童适应症的作用机制驱动儿童肿瘤药物的开发。” 

在另一项发表于《自然》的重磅研究中，由美国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领导的研究团队

对 1699 个肿瘤样本和正常配对样本进行了研究。研究样本均来自 21 岁之前被诊断为儿童

白血病或实体瘤的儿童，相关资料包括基因组和转录组信息。 

研究人员介绍，这些病例通过美国儿童肿瘤协作组（Children's Oncology Group，COG）

临床试验招募，代表了 6 种癌症组织类型：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急性 T 淋

巴细胞白血病、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神经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以及骨肉瘤。 

基于全基因组测序、外显子组测序、转录组测序和 SNP 微阵列数据，研究人员将目光

聚焦于 142 个驱动基因，再一次发现了儿童和成人癌症之间的差异：除了整体样本中体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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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变异率的降低，他们还发现半数以上的小儿肿瘤驱动基因不同于与此前研究中泛癌症分

析的成人肿瘤。研究团队还发现，在儿童癌症中，约 62%的驱动事件涉及拷贝数变异或结

构变异。此外，研究人员还发掘出了 2 个新的和 9 个已知的突变特征。 

在随后的分析中，研究人员将全基因组测序或外显子组测序与 SNP 微阵列分析相结合，

在 682 例白血病样本和 236 例实体肿瘤的分组中发现了 21 个重复改变的生物通路。同时，

通过将点突变和 RNA 测序数据结合在一起，研究人员成功缩小了在儿童肿瘤中具有明显特

异性的表达谱。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通过 National Cancer TARGET Data Matric 及 ProteinPaint 网站提供

此项研究的体细胞变异数据，该门户网站还具有交互式热图查看功能，可用于探索突变、

基因和通路。此外，该网站还收录了由 ICGC 领导的儿童泛癌研究中鉴定的 961 个肿瘤体

细胞突变数据。 

儿童癌症往往较为少见，这意味着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较少，需要测序的肿瘤样本也

较少，并且对于这些相对较小的市场，制药公司也没有太多兴趣开发药物。目前，儿童肿

瘤药物的开发也在努力追赶中。本次发表的两项研究为儿童肿瘤药物的开发带来了许多全

新的潜在药物靶点，但从确定突变到开发出有效的药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华盛顿特

区癌症倡导儿童事业发起人 Susan Weiner 所述：“这不仅仅是通过基因组学数据进行挑选的

问题，药物靶点的有效性方面便存在问题。” 

研究者最后表示：“我们希望，这些补充的泛癌数据能成为儿童癌症临床基因组学研究

的重要资源。”我们也期待，科学家能够通过这些分析数据为儿童癌症患者带来全新的个体

化治疗方案，让患者真正受益。 

原文出处：The landscape of genomic alterations across childhood cancersPan-cancer 

genome and transcriptome analyses of 1,699 paediatric leukaemias and solid tumours  Pediatric 
Pan-Cancer Studies Uncover Distinct Childhood Tumor Features Genome studies unlock 
childhood-cancer clues 

 

2、Cell Stem Cell：这是真正的防癌疫苗！科学家用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研发新

型疫苗，能“团灭”轮番入侵的癌细胞 
“癌症疫苗”，一直是领域内许多研究人员的梦想。我们现在所见的癌症疫苗一般都

是“治疗性疫苗”，通过增强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的能力，减小、甚至消灭肿瘤。然而这和

我们认知中的疫苗不太一样，从小到大，我们接种的都是预防性疫苗，将疾病扼杀在摇篮 

中的那种，那癌症能不能也这样呢？ 

在不久前的《细胞 干细胞》杂志上，斯坦福大学心血管研究所负责人 Joseph Wu 博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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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事就发表了一项癌症预防性疫苗的研究，他们使用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Cs）作为

疫苗的“本体”，在小鼠中成功抑制了移植的癌细胞发展为肿瘤，有几只接种了疫苗的小

鼠存活时间超过一年，抗体水平始终保持如初，再次移植的癌细胞也被免疫系统“团灭”。 

 

Joseph Wu 博士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故事要从胚胎干细胞说起。胚胎干细胞本身有可能癌变，发展成畸胎瘤，而癌细胞的

无限增殖特性也和胚胎干细胞有着相似之处，这种相似让研究人员忍不住猜测，从分子角

度上来说，胚胎干细胞与癌细胞是不是也“表里如一”的相似呢？结果研究发现，胚胎干

细胞与多种癌细胞果然“共享”转录组和抗原。 

那么让我们回想一下，传统疫苗是怎么做的？是将减毒或灭活的病原体上的大量抗原

提呈给免疫细胞，让免疫系统记住它们，在病原体再次入侵时就可以循着记忆去消灭。所

以这就意味着，让胚胎干细胞来“扮演”这个病原体，它就能成为癌症疫苗了。 

但是呢，胚胎干细胞的应用有非常严肃的伦理问题，真正进行临床研究或是推广都会

面临巨大的挑战。不过还好它们有“替身”——iPSCs，将转录因子用载体送入成熟细胞中，

细胞会发生重编程，重获多能性，这样得到的 iPSCs 从形态和功能上都和胚胎干细胞相似，

所以，研究人员希望能用 iPSCs 来代替胚胎干细胞成为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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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来源不同，但是胚胎干细胞（ES）和 iPSCs 外形相似，且都具有多向分化的能力

完成这个愿望的第一步就是要验证 iPSCs 是否也像胚胎干细胞一样和癌细胞具有相同的抗

原。研究人员将 11 种不同来源的人源 iPSCs 与癌症数据库中的数十种癌细胞系进行比较，

发现它们的基因表达谱有显着的相似性，共享表面抗原。这一点在小鼠中也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就是看看 iPSCs 做成的疫苗是不是真的能“预防”癌症了。普通的疫苗要将病

原体灭活或减毒，研究人员也对 iPSCs 进行了射线照射处理，这样 iPSCs 就不会形成肿瘤，

可以安心地做疫苗了。 

研究人员将小鼠分为 4 组，其中一组是注射磷酸缓冲液的对照组，其余三组中，一组

注射免疫刺激剂 CpG 寡核苷酸，一组注射 iPSCs，最后一组注射 iPSCs+CpG。CpG 作为免

疫刺激剂，可以激活树突状细胞、抗原呈递细胞等免疫细胞，促进免疫应答，抑制肿瘤生

长，给 iPSCs 打个配合。 

这些小鼠每周接受一次注射，一共注射 4 次。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研究人员给每只小

鼠皮下注射了 5x104 个乳腺癌细胞，1 周后，小鼠们都出现了凸起的肿瘤，但是 iPSCs+CpG

组明显要小一些。4 周后，研究人对每组的 10 只小鼠执行了“杀一半，留一半”的政策，

处死的小鼠用来观察肿瘤的消退情况，对血液、脾脏和淋巴结进行免疫学分析，留下的 5

只则用作长期观察，看看“感染”了癌细胞后，疫苗是不是能帮助它们长期存活。 

结果研究人员发现，iPSCs+CpG 的组合还是非常有用的，处死的 20 只小鼠中，

iPSCs+CpG 组有 3 只已经几乎看不到肿瘤了，另外 2 只的肿瘤体积也明显减小。通过流式

细胞术，研究人员发现接种了疫苗的小鼠抑制免疫反应的调节性 T 细胞减少，效应 T 细胞、 

记忆 T 细胞和抗原呈递细胞都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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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癌细胞 4 周后，被处死的 4 组共 20 只小鼠的肿瘤生长情况，由上至下依次为

iPSCs+CpG 组，CpG 组，iPSCs 组和磷酸缓冲液对照组其余活下来的小鼠情况又如何呢？

在其他组小鼠陆续撑不住，为科研献出生命的同时，iPSCs+CpG 组有 2 只竟然平平安安的

存活了 1 年多！并且始终具有与实验开始时同样的抗体水平。研究人员还尝试了再次给它

们注射 5x104 个癌细胞，结果癌细胞被团灭了！ 

为了巩固研究结果，研究人员用黑色素瘤和间皮瘤的肿瘤细胞进行了重复实验，都观

察到了 iPSCs+CpG 的抑癌效果。接下来，他们将接种过疫苗的小鼠的淋巴细胞转移给了荷

载肿瘤的未接种小鼠，发现肿瘤有了数倍的减小。而将淋巴细胞转移给了严重免疫缺陷且

移植了未经射线照射的 iPSCs 的小鼠后，与对照组相比，iPSCs 发展的畸胎瘤也减小，甚至

消失了。这种“双向免疫”再次验证了 iPSCs 和癌细胞之间共享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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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将接种了疫苗（C+I Immunized）和磷酸缓冲液（Vehicle）的小鼠的淋巴细胞转移

给严重免疫缺陷且移植了未经射线照射的 iPSCs 的小鼠后，小鼠畸胎瘤大小的对照既然疫

苗也可以使已经形成的肿瘤缩小，研究人员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们对黑色素瘤小鼠的肿

瘤进行了手术切除，然后给小鼠接种 iPSCs+CpG 疫苗，一段时间后，注射了磷酸缓冲液的

对照组肿瘤原位复发，而疫苗组则完全没有。除了切除的位置外，疫苗组引流淋巴结（肿

瘤细胞沿淋巴管所能到达的淋巴结）中的肿瘤也显着减小，癌细胞的荷载量不足 20%，而

对照组则超过 50%！ 

研究的第一作者 Nigel Kooreman 博士认为这种方法特别强大，因为它让免疫系统接触

了许多不同的癌症特异性抗原和癌症相关抗原，之后，免疫系统就会警惕目标癌症的发展，

在检测到抗原表达时消灭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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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接下来的目标是在实验室中对人类的癌细胞和 iPSCs 进行实验。如果成功，

他们设想，在未来，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接受经过射线照射的 iPSCs 和 CpG 组成的疫苗，

以阻止数月或数年后癌症的发生，或是抑制癌症的复发。而且，疫苗还有可能被用作肿瘤

切除术后的辅助治疗方式之一。 

作为研究的主要通讯作者，Joseph Wu 博士表示：“虽然还有很多研究尚待完成，但这

个研究的概念本身很简单，我们可以利用每个人的血细胞等成熟细胞制造 iPSCs，以预防癌

症，我对它未来应用的可能性感到非常兴奋。” 

原文出处：Nigel G. Kooreman, Youngkyun Kim, Patricia E. de Almeida, et al. Autologous 

iPSC-Based Vaccines Elicit Anti-tumor Responses In Vivo. Cell Stem Cell (2018).  

3、Br J Haematol：利妥昔单抗诱导治疗无症状滤泡性淋巴瘤，省钱又有效？ 
发表在《Br J Haematol》上的一项分析，对晚期无症状滤泡性淋巴瘤患者，利妥昔单抗

诱导积极治疗和等待和观察的延迟化疗的成本效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背景：由于滤泡性淋巴瘤有很长的自然史，常规方法除了可通过局部放疗法消融局部 I

期疾病外，同观察和等待方案相比，及时治疗并无生存期优势。这种延迟治疗直到患者出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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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明显的症状或者存在风险，或者主要器官系统出现现实功能障碍。因此，本分析用于评

估观察等待、利妥昔单抗诱导或利妥昔单抗诱导后继续维持治疗对晚期无症状滤泡性淋巴

瘤的成本效果。 

方法：建立 Markov 决策模型估算无症状滤泡性淋巴瘤患者治疗策略的成本效果。该模

型汇总了来自随机试验（在随机试验中对治疗策略进行了比较）的关键临床数据的系统文

献评价的有效性数据。采用 UK 国家资源估算成本。 

结果：同观察等待相比，两个利妥昔单抗策略更有效且节约成本。同利妥昔单抗诱导

相比，增加的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能少量地增加有效性但会显着增加成本，且导致增加的

成本-效益比（ICER）为，每校正质量生活年（QALY）需要￡69 406。在概率性敏感分析

中，当阈值为每 QALY，￡20 000 时。利妥昔单抗诱导有 68%的概率具有成本效果。 

结论：总之，利妥昔单抗诱导治疗是无症状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的一种具有成本效果的

策略。 

原文出处：Prettyjohns M， Hoskin P， McNamara C，et al.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immediate treatment or watch and wait with deferred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asymptomatic 
follicular lymphoma.Br J Haematol. 2018 Jan；180(1)：52-59. doi： 10.1111/bjh.14990. Epub 

2017 Oct 26. 

4、J Med Chem:一种新开发的药物“帮手”可有效瞄准癌细胞精准发力！ 
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方法，使化疗药物紫杉醇靶向攻

击迁移或循环中的肿瘤细胞，这些迁移或循环过程造成了癌细胞的转移扩散。 

到目前为止，紫杉醇仅用于快速分裂癌细胞。该团队成功地将药物搭载在 123B9 上，

这是他们设计的一种靶向称为 EphA2（ephrin type-A receptor 2）的致癌基因的药物。 EphA2

通过允许恶性细胞从原发性肿瘤迁移到循环并最终粘附到其他组织而传播癌症。 

负责这项研究的 UCR 医学院生物医学科学教授 Maurizio Pellecchia 说：“一旦这种新

的肿瘤药物与 EphA2 受体结合，致癌基因就成为紫杉醇的癌症特异性分子特洛伊木马，在

取消细胞内携带药物，杀死细胞并阻止转移。如果没有靶向药物，紫杉醇就不能搭上

EphA2。” 

研究结果发表在《药物化学杂志》上。肿瘤转移是导致患者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目前尚无明确的靶向转移的治疗方法。癌细胞依赖于大量的致癌基因，如 EphA2，形成转

移，癌症从原发部位扩散到身体其他区域，当癌细胞脱离原发部位，穿过血液或淋巴系统，

并在体内其他地方形成新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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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lecchia 及其同事发现，当 123B9 与癌细胞中表达的 EphA2 受体的胞外区结合时，

它会导致癌基因在细胞内部内化并降解，从而防止癌细胞进入循环和转移。 

“因为这种结合导致 EphA2 内化，我们也试图将 123B9 与紫杉醇结合，从而指导药物

迁移癌细胞，”负责 UCR 癌症研究部 Daniel Hays 主席的 Pellecchia 说。 

最近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和西奈医疗中心之间的协作工作表明，在人类乳腺癌的

动物模型中，与未接受治疗的小鼠相比，用 123B9 接受紫杉醇治疗的小鼠血液中的循环癌

细胞明显更少甚至单独用紫杉醇单独治疗没有。 

Pellecchia 说：“我们的研究预测，减少循环癌细胞的数量会减少肿瘤的转移。事实上，

在转移性乳腺癌的第二个肿瘤模型中，我们证明了使用 epha2 靶向紫杉醇结合物治疗的小

鼠几乎没有发生肺转移，而在未经治疗的小鼠和仅用紫杉醇治疗的小鼠中观察到大量的病

变。” 

Pellecchia 说，对人体试验的治疗方法仍然很长，包括更有效和选择性的药物的迭代设

计和合成。 

“尽管如此，迄今为止获得的概念验证研究我们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们相信，在适

当的支持和努力，我们能将我们的发现转化为实验的各种实体肿瘤的治疗是由 EphA2 超表

达，包括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卵巢癌。” 

负责 UCR 分子和转化医学中心创始主任的 Pellecchia 说：“尽管如此，我们迄今获得

的概念证明研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们相信，通过适当的支持和努力，我们可以将我们

的发现转化为由 EphA2 过表达驱动的各种实体肿瘤的实验疗法，包括乳腺癌，肺癌，前列

腺癌，胰腺癌和卵巢癌”。 

他指出，虽然这些研究巩固了 UCR 与 Cedars-Sinai 医学中心的合作关系，但研究团队

正在向前发展。该团队已经包括 UCR 的生物化学助理教授 Jikui Song 和医学院助理临床教

授 Samar Nahas 博士。 

原文出处：Ahmed F Salem et al. A potent EphA2 agonistic peptide-drug conjugate reduces 

circulating cancer cells and metastases in breast cancer models，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018). DOI： 10.1021/acs.jmedchem.7b01837 

5、JAMA Oncology: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的曙光！ 
I 期研究 PCD4989g（NCT01375842）是将阿特珠单抗（Atezolizumab）用于晚期或转

移性实体瘤和血液恶性肿瘤的治疗，2014 年《Nature》杂志报道了整体的研究设计。局部

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mUC）患者是这项研究中的一个扩展队列，先前的结果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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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特珠单抗良好的耐受和活性。但 mUC 患者应用阿特珠单抗后的长期临床获益和安全性

如何呢？2 月 8 日，《JAMA Oncology》杂志在线发表了 mUC 患者应用阿特珠单抗的长期

随访结果。 

背景 

mUC 患者的一线标准治疗是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然而，化疗进展后治疗选择有限，

且疗效不佳。免疫治疗药物阿特珠单抗是一种靶向程序化死亡配体 1(PD-L1)阻断单克隆抗

体，它是通过绑定 PD-L1，阻断 PD-L1 与 PD-1 和 B7.1 受体的相互作用，而 B7.1 可以通过

在淋巴结中激活新的免疫力来刺激长期的应答。阿特珠单抗已被证明在多种癌症中具有安

全性和临床获益，包括在不能手术的局部晚期 mUC 患者中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疗效，并且

在美国和欧洲被批准用于治疗铂类化疗期间或之后疾病进展的患者和不适合含铂化疗的

mUC 患者。I 期研究 PCD4989g 在先前治疗的患有实体或血液学癌症的患者中测试单药阿

特珠单抗，mUC 患者为其中一个扩展队列，短期随访结果显示，阿特珠单抗治疗 mUC 患

者整体耐受性和临床活性良好，但其长期临床获益仍然未知。本研究的目的，是进一步确

定 mUC 患者应用阿特珠单抗治疗后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8 月期间，美国和欧洲符合条件的 mUC 患者参加了这项正在进

行的开放性 I 期研究的扩展队列。入选标准为有可测量的病灶（根据 RECIST1.1 版），ECOG

评分 0 至 1；足够肿瘤标本。每 3 周静脉给予阿特珠单抗，直至不可接受的毒性、方案不

依从或无临床获益。免疫细胞的 PD-L1 表达由 VENTANA SP142 方法测定。主要评价终点

是安全性，次要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缓解持续时间和无进展生存期。中位随访时间为 37.8

个月（Range：0.7-44.4 个月）。 

结果 

95 名可评估 mUC 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66 岁（Range：36 - 89 岁），72 名为男性（76%）。

45 例患者（47%）将阿特珠单抗作为三线治疗及后线治疗。 

安全性：9 人（9%）发生 3？4 级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大多治疗一年内发生，此后没

有观察到严重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1 例患者（1%）由于相关不良事件而中止治疗，无治

疗相关死亡事件发生。 

临床疗效：总体缓解率为 26%（95% CI，18%-36%）；中位持续缓解时间为 22.1 个月

（Range：2.8？>41.0 个月）（图 1）；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 2.7 个月（95% CI： 1.4-4.3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 10.1 个月（95% CI，7.3-17.0 个月），3 年 OS 率为 27%（95% CI，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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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特珠单抗单抗治疗后的缓解持续时间 

在 PD-L1 表达？5%（IC2 / 3）和<5%（IC 0 / 1）的患者亚组中，缓解率分别为 40%（95% 

CI，26%-55%； 40 例）和 11%（95% CI，4%-25%； 44 例）；IC 2 / 3 和 IC 0 / 1 患者的

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4.6 个月（95% CI，9.0 个月-不可估）和 7.6 个月（95% CI，4.7 至

13.9 个月）（图 2）。 

 
图 2 阿特珠单抗单抗治疗后不同 PD-L1 表达患者的总生存曲线 

结论 

这项 I 期研究的长期随访数据显示，对于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阿特珠单抗仍然具

有良好的耐受性，并能提供持久的临床获益。 

原文出处：Petrylak DP, et al. Atezolizumab (MPDL3280A) Monotherapy for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Urothelial Cancer Long-term Outcomes From a Phase 1 Study. JAMA Oncol. Feb 0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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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at Biotechnol：我国科学家利用 DNA 纳米机器人在体内高效靶向癌症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开发出的

DNA 纳米机器人能够在血液中运行，发现肿瘤，并且递送一种导致血液凝结的蛋白，从而

导致小鼠中的癌细胞死亡。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Biotechnology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A DNA nanorobot functions as a cancer therapeutic in 

response to a molecular trigger in vivo”。论文通信作者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中科院

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重点实验室主任赵宇亮（Yuliang Zhao）教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

究员丁宝全（Baoquan Ding）教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聂广军（Guangjun Nie）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Hao Yan。论文第一作者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 Suping Li、Qiao 

Jiang、Shaoli Liu 和 Yinlong Zhang。 

 
DNA 纳米机器人设计，凝血酶用粉红色表示，核仁蛋白用蓝色表示。图片来自 Suping 

Li et al., Nature Biotechnology, 2018。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生物工程师 Suresh Neethirajan（未

参与这项研究）说，这些作者“证实对利用生物相容性的、可生物降解的和基于 DNA 的生

物纳米机器人进行癌症治疗而言，进行部位特异性的药物递送确实是有可能的。这涉及诊

断癌症表面上的生物标志物，并且一旦识别到它们，就递送特定的药物来治疗这种癌

症。”Yan 在发给《科学家》杂志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这些作者们的首要目标是“找到

一种设计能够用于人类癌症治疗的纳米机器人的途径。” 

这些作者首次构建出一种自组装的长方形 DNA 折纸片（DNA-origami sheet），并将导

致血液凝固的凝血酶连接到这种 DNA 折纸片上。随后，他们将 DNA 紧固件（DNA fastener）

连接到这种长方形 DNA 折纸片的长边上，从而形成一种内表面上携带着凝血酶的管状纳米

机器人。当这些作者们设计的 DNA 紧固件结合到核仁蛋白（肿瘤血管细胞表面上存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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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异性的蛋白）上时，它们就会脱落下来。这就使得这种管状纳米机器人打开，从而暴

露它携带的货物。这些作者接下来将这些纳米机器人静脉注射到携带着人类乳腺癌肿瘤的

裸鼠体内。这些纳米机器人抓住肿瘤部位上的血管细胞，并在 48 小时内导致大量的血凝块

产生，但不会导致这些小鼠的其他部位发生血液凝结。与对照小鼠相比，这些血凝块导致

肿瘤细胞坏死，并且导致更小的肿瘤和更好的存活机会。他们还发现在黑色素瘤小鼠模型

和人卵巢癌细胞异种移植的小鼠中，这种纳米机器人治疗会提高存活率，并导致更小的肿

瘤。 

美国田纳西大学的 Scott Lenaghan（未参与这项研究）说，这些作者们“正在研究与肿

瘤细胞的特异性结合，这基本上癌症治疗的最高目标”。他说，下一步就是在宿主有机体中

研究任何损伤（如未检测到的血凝块或免疫系统反应），以及确定凝血酶在肿瘤部位中的

实际递送量。这些作者在这项研究中证实这些纳米机器人不会在小型猪的主要组织中引起

凝血，这就满足了一些安全性问题，但 Yan 赞成还需开展更多的研究。他写道，“我们有兴

趣进一步在小鼠模型中研究这项工作的实用性。”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和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生物医学工程师 Mauro Ferrari（未参

与这项研究）说，“从小鼠模型转移到人体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说，目前尚不清楚靶向

核仁蛋白和递送凝血酶是否具有临床相关性，“但突破点在于这是一个平台。他们能够利用

一种类似的方法处理其他事情，这非常令人兴奋的。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原文出处：Suping Li, Qiao Jiang, Shaoli Liu et al. A DNA nanorobot functions as a cancer 

therapeutic in response to a molecular trigger in vivo. Nature Biotechnology, Published online: 
12 February 2018, doi:10.1038/nbt.4071 

7、Nature：为何细胞过早分裂会促进癌症发生？ 
人类基因组中突变的积累常常是癌症及癌细胞对疗法耐药性发生的根源，在细胞分裂

的过程中，细胞周期蛋白 E（Cyclin E）和 Myc 基因常常处于活性状态，当其对致癌物产

生反应发生突变时，这些基因就会诱导细胞在细胞周期过程中过早地进行 DNA 的复制，而

异常的细胞分裂则会促进肿瘤发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近日，刊登在国际杂

志 Nature 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来自日内瓦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基因组过早地

进入复制阶段或会诱发 DNA 分子出现分子碰撞事件及新型突变的产生，相关研究结果有望

帮助研究人员开发治疗癌症的新型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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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UNIGE 

当一个细胞分裂成为两个子代细胞后，其就必须对整个基因组进行复制，并且部分转

录翻译成为蛋白质分子，细胞分裂受到了特殊基因的调节，包括原癌基因 Cyclin E 和 Myc，

其过度表达或突变成为癌基因，随后当细胞暴露于致癌物质中，就会诱发细胞的失控增殖，

促进癌症发生，本文中，研究人员想通过研究理解为何癌基因激活的细胞中会积累大量的

突变。 

复制必须在两个基因之间发生 

为了复制整个 DNA，也就是说，在几个小时内复制将近 64 亿对核苷酸碱基对，细胞

就需要同时在每个染色体的数千个位点上做好准备，复制起点（replication origins）就需要

被很好地控制来确保复制能够以一种平稳有效的方式来进行。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方法来鉴别所有染色体的复制起点，其中包括对进入复制阶段

的细胞中新合成的 DNA 分子进行分离和测序，目的就是绘制出复制起始时的基因组位点，

这种针对人类细胞所开发的方法或能提供较高的灵敏度和分辨率；研究者 Morgane 

Macheret 说道，起初，细胞能够通过分子标记识别出所有可能的复制起点，我们发现，在

正常细胞中，异常的复制起点随后可能会被消除，这就是基因内部的情况，这些复制起点

位于基因外部以便每个基因的完整信息能被保留下来。 

当细胞跳过某些步骤时 

从另一方面来讲，癌基因 Cyclin E 和 Myc 的激活能够诱导细胞过早地进行 DNA 的复

制，同时还并不会消除基因内存在的所有复制起点，这种复制和转录机器在携带复制起点

的基因中同时会表现出活性，从而产生一定的冲突，研究人员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冲突”

就会诱导 DNA 破碎，染色体重排及突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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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述研究结果是否能够解释不同类型癌症中存在的基因组不稳定性呢？为了回答

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对很多肿瘤所表现出的超过 50 万种染色体重排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

发现，染色体异常在研究人员所描述的冲突区域表现尤为明显，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本文

研究结果或能解释肿瘤中基因组不稳定性的遗传根源，或为后期开发新型抗癌疗法提供一

定的思路和希望。 

原文出处：Morgane Macheret & Thanos D. Halazonetis. Intragenic origins due to short G1 

phases underlie oncogene-induced DNA replication stress. Nature volume 555, pages 112–116 

(01 March 2018) doi:10.1038/nature25507 

8、Cell Rep：糖尿病新疗法来啦！特殊的胰腺干细胞有望再生胰腺β细胞对

葡萄糖产生反应！ 
近日，一项发表在国际杂志 Cell Report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迈阿密大学的研究人员

通过研究发现，刺激人类胰腺中的祖细胞或能产生对葡萄糖响应的β细胞，相关研究有望

帮助研究人员开发针对 1 型糖尿病的再生细胞疗法。 

 
图片来源：stemcellconference.org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假设胰腺中可能存在能够再生胰岛的祖细胞，但研究人员并

未证明这种假设；本文中，研究人员就鉴别出了这些干细胞的确切解剖位置，同时也证实

这些干细胞的增殖潜力，以及其能够转化成为对葡萄糖反应的β细胞。 

研究者 Juan Dominguez-Bendala 博士说道，深度研究这些胰腺干细胞或能帮助我们利

用内源性的细胞供应库来进行β细胞再生，同时未来开发出治疗 1 型糖尿病的新型治疗策

略，结合此前研究人员利用 BMP-7 来刺激胰腺干细胞生长的结果，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完全

有能力诱导这些干细胞转化成为功能性的胰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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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研究人员表示，一种被 FDA 批准临床使用的天然生长因子—骨形态生成蛋白 7

（BMP-7）能够刺激培养中的人类非内分泌胰腺组织中的胰腺样细胞；当前研究中，研究

人员则发现，对 BMP-7 产生反应的干细胞位于胰管和腺管网组织中；此外，这些细胞还能

表达 PDX1 和 ALK3 蛋白质，前者对于β细胞的发育非常重要，而后者是一种和多种组织

再生直接相关的细胞表面受体。利用“分子捕鱼”技术，研究人员选择性地提取出了能表

达上述两种蛋白质的细胞，并在培养皿中培养，同时研究者还发现，在 BMP-7 存在的情况

下这些细胞会不断增殖，随后分化为β细胞，相关研究结果或能帮助研究人员开发治疗 1

型和 2 型糖尿病的新型手段。 

在 1 型糖尿病中，患者机体的免疫系统会错误性地破坏胰腺中产胰岛素的细胞，因此

患者就需要每天进行胰岛素疗法来有效管理机体的血糖水平；而在 2 型糖尿病中，患者能

够产生部分胰岛素，但随着时间延续，患者机体的β细胞功能会变得异常。胰岛移植或许

就能使部分 1 型糖尿病患者在不需要注射胰岛素的前提下生活，然而目前科学家们并没有

足够的细胞来治疗数百万名糖尿病患者，因此研究人员就需要开发出更多能够进行移植的

胰腺细胞，而且一种更为有效且安全的方法就是让患者机体重新再生能够产生胰岛素的细

胞。 

最后研究者 Camillo Ricordi 表示，提供再生医学策略来恢复患者机体胰岛素的产生，

未来或许有望替代患者对胰腺或产生胰岛素细胞移植的需求；在 1 型糖尿病中，研究人员

就需要抑制患者的自身免疫来避免新生的胰岛素产生细胞被机体免疫系统所破坏。后期研

究中，研究人员还将会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来开发出有效治疗两种糖尿病的新型疗法。 

原文出处：Qadir MMF, Álvarez-Cubela S, Klein D, et al. P2RY1/ALK3-Expressing Cells 

within the Adult Human Exocrine Pancreas Are BMP-7 Expandable and Exhibit Progenitor-like 
Characteristics. Cell Rep. 2018 Feb 27 doi: 10.1016/j.celrep.2018.02.006 

9、Science 子刊：局部注射免疫治疗药物有望根除体内的肿瘤 
根据一项新的研究，利用一种招募宿主的免疫系统来攻击癌细胞的被称作原位疫苗接

种（in situ vaccination）的方法，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能够清除注射到小鼠中的肿瘤

和附近的转移瘤。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8 年 1 月 31 日的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Eradication of spontaneous malignancy by local immun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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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Sagiv-Barfi et al.,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8)。 

这些研究人员将一对分子---一种针对抗 T 细胞表面蛋白 OX40 的抗体和一种被称作

CpG 寡聚脱氧核苷酸（CpG oligodeoxynucleotide）的短 DNA 片段---注射到小鼠体内的多种

类型的实体瘤中，包括黑色素瘤、乳腺癌和结肠癌。斯坦福大学肿瘤学家 Ronald Levy 在一

篇新闻稿中说道，“当我们一起使用这两种药物时，我们会看到小鼠全身的肿瘤消失。这

种方法绕过了鉴定肿瘤特异性免疫靶标的需求，而且也不需要全面激活免疫系统或对患者

免疫细胞进行定制化处理。” 

Levy 和他的研究团队也在一种容易患上高度浸润性乳腺癌（经常发生肿瘤转移）的小

鼠品系中测试了这种方法，并且发现这种疗法降低了注射到小鼠体内的肿瘤大小和附近的

癌性肿瘤生长。这也能够进一步阻止肿瘤进展。 

布隆伯格-基梅尔癌症免疫治疗研究所癌症免疫学家 Drew Pardoll（未参与这项研究）

说，“这些数据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别是对于未注射的肿瘤而言。” 

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 Catherine Pickworth 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

“这项早期的小鼠研究提示着这可能是一种有效地让免疫系统抵抗癌症的方法。这种类型

的疗法是令人兴奋的，但也是较为复杂的---免疫疗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预测它们将如

何与患者的免疫系统一起发挥作用，并且理解它们的副作用可能是什么。” 

Levy 和同事们如今正在发起一项临床试验，以便在淋巴瘤患者中测试这种疫苗接种方

法。 

原文出处：Idit Sagiv-Barfi, Debra K. Czerwinski, Shoshana Levy et al. Eradication of 

spontaneous malignancy by local immunotherapy.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31 Jan 2018, 
10(426):eaan4488, doi:10.1126/scitranslmed.aan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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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at Commun：为什么帕金森患者的神经细胞会死亡？帕金森治疗或迎来

新靶点！ 
一个来自加拿大圭尔夫大学（UG）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帕金森疾病中神经细胞死亡的原

因之一，可能有助于未来延缓这种致命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 

 
图片来源：CC0 Public Domain 

Scott Ryan教授发现神经细胞内的一种分子——双磷脂酰甘油可以帮助确保 alpha-突触

核蛋白正确折叠。这种蛋白质的错误折叠将导致蛋白沉积，这是帕金森疾病的标志。 

这些蛋白沉积物对控制随意运动的神经细胞有害。当这些沉积足够多时，神经细胞就

会死亡。 

“发现双磷脂酰甘油在维持这些蛋白质功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意味着双磷脂酰甘油也

许代表着对抗帕金森药物开发的新靶点。”Ryan 说道，他是 UG 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

“现在还没有方法可以防止神经细胞死亡。” 

帕金森疾病是加拿大最常见的退行性运动疾病，影响着超过 100000 人。 

这项研究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使用了从患者身上收集的干细胞。Ryan

的研究团队研究了神经细胞如何处理错误折叠的 alpha-突触核蛋白。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细胞如何正常的折叠 alpha-突触核蛋白，我们

也许就可以探索出溶解这些聚集物并延缓疾病进展的方法。”他说道。 

这项研究由加拿大帕金森资助，研究人员发现细胞内的 alpha-突触核蛋白会与线粒体

结合，而双磷脂酰甘油就是在线粒体内。细胞使用线粒体产生能量并驱动代谢。 

通常情况下，线粒体中的双磷脂酰甘油将突触核蛋白从有毒的蛋白沉积物中抽取出来

并使之重新折叠为无毒状态。 

研究人员还发现帕金森疾病患者体内这个过程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弱，最终线粒体被摧

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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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细胞慢慢死亡。基于这些发现，我们现在对帕金森患者的神经细胞死亡的

原因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干预有了更深的了解。”Ryan 说道。 

他说研究双磷脂酰甘油在蛋白折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帮助开发出新药或者疗法延

缓这种疾病的进展。 

“我们希望可以在动物模型中治疗这种疾病。这将是治疗这种疾病的重要步骤。”  

原文出处：Tammy Ryan et al, Cardiolipin exposure on the outer mitochondrial membrane 

modulates α-synuclei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8). DOI: 10.1038/s41467-018-03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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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1、重磅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重要变化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正式发布，今年的项目申请与往年相比有哪

些变化呢？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项目管

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发布了 2018 年度申请须知、科研诚信须知、预算编报须知和限项申请

规定以及各类项目资助政策，指导申请人自主选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指

南》对探索项目系列、人才项目系列、工具项目系列、融合项目系列等各类项目分别进行

介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人必读的参

考文献。 

申请须知 

依托单位和申请人在申请 2018 年度科学基金项目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关于申请人条件 

1. 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应当符合《条例》第十条

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两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部分类型项目在此基础上对申请人的条件还有特殊要求

（详见本《指南》正文部分）。   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工作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科学基

金项目，应当提供依托单位的聘任合同复印件，并提供包含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在

依托单位工作时间的说明（依托单位或其人事部门盖章），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应当是在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详见本《指南》正文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部分）依托单位的全职工作人员，以及按照国家政策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派

出正在进行三年（含）期以上援疆、援藏的科学技术人员（受援依托单位组织部门或人事

部门出具援疆或援藏的证明材料，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

内依托单位的非全职工作人员、位于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区域内的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所属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及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以外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作为

申请人申请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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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无工作单

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经与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依托单位协商，并取得该依

托单位的同意，可以申请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不得申请其他类型项目。 

该类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项目时，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如实填写工作单位信息，

在个人简历部分详细介绍本人以往研究工作情况，并提供与依托单位签订的书面合同（要

求详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作为附件随申请书

一并报送。 

非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无依托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申请

人申请各类项目。 

3. 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科学基金接收申请截止日期时尚未获得学位）不得作

为申请人申请各类项目，但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经过导师同意可以通过受聘单位作为

申请人申请部分类型项目，同时应当单独提供导师同意其申请项目并由导师签字的函件，

说明申请项目与其学位论文的关系，以及承担项目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作为附件

随申请书一并报送。受聘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申

请各类项目。 

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可以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但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4. 非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无依托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申

请人申请各类项目；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得同时以境内、境外两种身份申请或

参与申请各类项目。如果已经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或

者作为合作者正在承担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包括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与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在项目结题前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其他类型项目；反

之，如果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上述 2 类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在项目结题前不得

作为申请人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或作为合作者参与申请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项目 [ 包括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与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5.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以作为申请人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其他类型项目。该类人员作为申请人申

请项目时，应当提供依托单位的书面承诺，保证在项目资助期内在站工作或出站后留在依

托单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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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一年度内，已经申请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的申请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二、关于申请书撰写要求 

1. 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之前，应当认真阅读《条例》、本《指南》、相关类型项目管

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有关受理申请的通知、通告等。

现行项目管理办法与《条例》和本《指南》有冲突的，以《条例》和本《指南》为准。 

2. 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本人按照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的个人简历填写

应规范，并注意在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及涉密的内容。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申

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 根据所申请的项目类型，准确选择或填写“资助类别”“亚类说明”“附注说明”

等内容。要求“选择”的内容，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定；要求“填写”的内容，可以键入

相应文字；部分项目“附注说明”需要严格按本《指南》相关要求选择或填写。 

4. 2018 年，部分科学部申请代码进行了调整，申请人应当根据所申请的研究方向或研

究领域，按照本《指南》中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准确选择申请代码，特别注

意： 

（1）选择申请代码时，尽量选择到最后一级（6 位或 4 位数字）。 

（2）申请人选择的申请代码 1 是自然科学基金委确定受理部门和遴选评审专家的依

据，申请代码 2 作为补充。部分类型项目申请代码 1 或申请代码 2 需要选择指定的申请

代码。 

（3）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联合基金项目等对申请代码填写有特殊的要求，

详见本《指南》正文相关类型项目部分。 

（4）进一步推进“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规范化使用，申请人在

填写申请书简表时，准确选择“申请代码 1”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内容。 

（5）申请人如对申请代码有疑问，请向相关科学部咨询。 

5. 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应当本人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试点无纸化申请的项目类型除

外）。主要参与者中如有申请人所在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其所在单位即

被视为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填写合作研究单位信息并在签字盖章页

上加盖合作研究单位公章，填写的单位名称应当与公章一致。已经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

的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加盖依托单位公章；没有注册的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加盖该法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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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公章（试点无纸化申请的项目类型除外）。主要参与者中的境外人员被视为以个人身份

参与项目申请，其境外工作单位不作为合作研究单位。如本人未能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

则应通过信件、传真等方式发送本人签字的纸质文件，说明本人同意参与该项目申请且履

行相关职责，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试点无纸化申请的项目类型除外）。 

每个申请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 2 个（特殊说明的除外）。 

6. 2018 年对重点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开展无纸化申请试点。申请时依托单位

只需在线确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需报送纸质申请书。项目获批准后，在提交《资

助项目计划书》时补交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其签字盖章的信息应与电子申请书保持

一致。 

7.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的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应当在申请书中详细注明： 

（1）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2）与正在承担的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8. 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道或项目资助的，请务必在

申请书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申请项目的区别与联系，注意避免同一研究内容在不同资

助机构申请的情况。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科学基金项目时，应在申请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

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申请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9. 申请书中的起始时间一律填写 2019 年 1 月 1 日。终止时间按照各类型项目资助

期限的要求填写 20××年 12 月 31 日（本《指南》特殊说明的除外）。在站博士后研究

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相关类型项目，应当按照依托单位的书面承诺，填写到所申请项目终

止年的 12 月 31 日。 

10. 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均应当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 

申请人在填写本人及主要参与者姓名时，姓名应与使用的身份证件一致；姓名中的字

符应规范。 

曾经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当在申请书相

关栏目中说明，依托单位负有审核责任。 

三、关于依托单位的职责 

1. 依托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条例》、本《指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基金

工作管理办法》、有关受理申请的通知通告、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以及《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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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预算编报须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表编制说

明》等文件要求，组织本单位的项目申请工作。 

2. 依托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

核，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3. 依托单位如果允许《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所列的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

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通过本单位申请项目，应当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基金工

作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要求履行相关职责，并签订书面合同，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

送。 

4. 依托单位应当对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项目提供书面承诺，保证申请人在项目资

助期内在站工作或者出站后继续留在依托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每份申请的书面承诺由依托

单位盖章附在申请书后一并报送。 

四、关于申请不予受理情形的说明 

按照《条例》规定，申请科学基金项目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将不予受理： 

（1）申请人不符合《条例》、本《指南》和相关类型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2）申请材料不符合本《指南》要求的； 

（3）申请项目数量不符合限项申请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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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普 

1、最新全球癌症 5 年生存率揭晓：来看看哪国生存率更高？ 
近期，全球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了新一轮的全球癌症生存趋势监测报告，纳

入了 2000-2014 年来自 71 个国家共计超过 3750 万的癌症数据，分析了包括胃肠道肿瘤、

肺癌、乳腺癌、妇科肿瘤、前列腺癌、黑色素瘤、脑肿瘤、血液肿瘤在内的共计 18 种癌症。 

全球癌症 5 年生存率趋势 

总体来说，全球癌症 5 年生存率均有提高，但主要还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北欧等发达国家为首。 

美国多种癌症 5 年生存率高达 90%以上，普遍高于亚洲国家 

美国多种癌症 5 年生存率超过了 90%，普遍高于亚洲国家，尤其是黑色素瘤的癌症生

存率，几乎是中国癌症生存率的两倍。 

现主要对比美国、日本和中国的癌症 5 年生存率如下（可参见表 1）： 

前列腺癌： 

大多数国家前列腺癌的 5 年生存率在 80%以上，部分国家达到 90%以上，美国甚至高

达 97.4%。就亚洲国家来说，日本前列腺癌的 5 年生存率与美国的差距较小，为 93.0%，但

中国前列腺癌的 5 年生存率与美国差距明显，只有 69.2%。 

黑色素瘤 

全球大部分国家黑色素瘤的 5 年生存率为 60-90%，美国黑色素瘤 5 年生存率最高达到

了 90.8%；而亚洲黑色素瘤的 5 年生存率则低得多，日本为 69.0%，中国为世界最低，只有

49.6%。 

乳腺癌（女性）： 

全球乳腺癌 5 年生存率差距明显，美国的乳腺癌 5 年生存率最高，达到了 90.2%，而

印度的乳腺癌 5 年生存率最低，只有 66.1%。中日两国乳腺癌生存率与美国的差距不大，

日本为 89.4%，中国为 83.2%。这也是目前中国癌症生存率最高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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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血液肿瘤（淋巴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全球儿童淋巴瘤的 5 年生存率普遍为 80-95%，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生

存率差距较大，低至 50%，高至 90%以上。美国儿童血液肿瘤的 5 年生存率在 90%左右，

日本略低于美国，中国则远低于美国和日本，只有 60%左右。 

成人血液肿瘤（淋巴瘤/骨髓瘤） 

全球大部分国家成人淋巴瘤的 5 年生存率都在 40-70%之间，骨髓瘤的生存率在 30-50%

之间。总体来看，亚洲国家的成人血液肿瘤 5 年生存率显著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美国淋

巴瘤的 5 年生存率为 68.1%，日本为 57.3%，而中国只有 38.3%。另外，美国骨髓瘤的 5 年

生存率为 46.7%，日本为 33.3%，中国仅为 24.8%。 

表 1：部分癌症中日美 5 年生存率对比 

 全球 美国 日本 中国 
实体瘤 

前列腺癌 70-100% 97.4% 93.0% 69.2% 
黑色素瘤 60-90% 90.8% 69.0% 49.6% 
乳腺癌 70-90% 90.2% 89.4% 83.2% 

儿童血液肿瘤 

淋巴瘤 80-95% 94.3% 89.6% 61.1% 
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 
50-90%以上 89.5% 87.6% 57.5% 

成人血液肿瘤 

淋巴瘤 40-70% 68.1% 57.3% 38.3% 
骨髓瘤 30-50% 46.7% 33.3% 24.8% 

 

亚洲国家和地区胃肠道肿瘤生存率高 

虽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癌症 5 年生存率普遍低于美国，但在某些癌症上有显著生存优

势，例如胃癌和食管癌，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癌症 5 年生存率为全球最高（见表 2）。 

食管癌： 

全球大部分国家的食管癌 5 年生存率在 10-30%之间。其中，生存率最高的国家是日本

为 36.0%，其次是韩国为 31.3%，其余国家均低于 30%。中国的食管癌 5 年生存率为 29.7%，

但自 2000 年以来提高了大约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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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 

全球胃癌 5 年生存率普遍为 20-40%。生存率最高的国家依然是韩国和日本，分别为

68.9%和 60.3%。中国的胃癌 5 年生存率为 35.9%，但相较于 20 年前提高了 20%。 

表 2：胃肠道肿瘤中日韩 5 年生存率对比 

 全球 日本 韩国 中国 

食管癌 10-30% 36.0% 31.3% 29.7% 

胃癌 20-40% 60.3% 68.9% 35.9% 
 

“致命癌症”全球生存率低下，较以往稍有提升 

胰腺癌依旧是癌症生存率最低的癌症，几乎所有国家的胰腺癌 5 年生存率低于 15%，

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在 10%以下。 

肝癌全球的 5 年生存率为 5-30%，肺癌的 5 年生存率为 10-20%，也显著低于其他癌症。 

不过，这些致命性癌症的 5 年生存率对比以往数据来看已有所提升，甚至一些国家提

高了近 5%。 

小结 

虽然全球癌症 5 年生存率均有提高，但各国家地区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对于大部分

癌症而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癌症生存率普遍高于亚洲国家，但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

胃肠道肿瘤方面更有生存优势。 

就中国而言，目前各类癌症的 5 年生存率均与其他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黑色素

瘤、前列腺癌以及血液肿瘤，我国的 5 年生存率有的甚至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 

此外，胰腺癌、肝癌和肺癌仍然是全球致死性最高的三种癌症，不过，值得欣慰的是，

这三类癌症的生存率近年来已稍有提升，期待将来会有更大的改善。 

注：本文涉及中国的癌症数据，主要为中国大陆的数据。 

原文出处：Global surveillance of trends in cancer survival 2000–14 (CONCORD-3):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cords for 37 513 025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one of 18 cancers from 

322 population-based registries in 71 count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