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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新书通告 

各位老师大家好！为配合我院的临床教学工作，图书馆新购买了一批人卫出版的最新

版本的教材，目录如下，欢迎有需求的老师前来我院图书馆借阅。 

序号 书 名（本科教材） 版次 序号 书  名（本科教材） 版次 
1 病理学 8 19 流行病学 8 
2 病理生理学 8 20 预防医学 6 
3 药理学 8 21 中医学 8 
4 医学心理学 6 22 医学计算机应用 5 
5 诊断学 8 23 医学细胞生物学 5 
6 医学影像学 7 24 医学遗传学 6 
7 内科学(上下) 8 25 临床药理学 5 
8 外科学（上下） 8 26 医学统计学 5 
9 妇产科学 8 27 医学的伦理学 4 

10 儿科学 8 28 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 4 
11 神经病学 7 29 康复医学 5 
12 精神病学 7 30 医学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4 
13 传染病学 8 31 全科医学概论 4 
14 眼科学 8 32 麻醉学 3 
15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8 33 急诊与灾难医学 2 
16 口腔科学 8 34 医患沟通  
17 皮肤性病学 8 35 肿瘤学概论  
18 核医学 8    

 
序号 书  名（7、8 年制教材） 版次 序号 书  名（7、8 年制教材） 版次 

1 病理生理学 3 14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3 
2 药理学 3 15 核医学 3 
3 临床诊断学 3 16 预防医学 3 
4 实验诊断学 3 17 医学心理学 3 
5 医学影像学 3 18 医学统计学 3 
6 内科学 3 19 循证医学 3 
7 外科学 3 20 医学文献信息检索 3 
8 妇产科学 3 21 临床流行病学 2 
9 儿科学 3 22 生物信息学 2 

10 感染病学 3 23 实验动物学 2 
11 神经病学 3 24 医学科学研究导论 2 
12 精神病学 3 25 医学伦理学 2 
13 眼科学 3 26 皮肤性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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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科动态 

1、连发 27 篇论文！大规模研究颠覆癌症分类方式，将改写癌症治疗策略 

 

本周《细胞》封面聚焦了泛癌症图谱研究 

在一项长达十余年的研究工作中，癌症研究人员对包含 33 种主要癌症的 1 万份癌症病

例进行了分析和重新分类，并绘制出一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泛癌症图谱”。这项工作颠

覆了人类对癌症分类的传统认识，为我们理解癌症如何产生、如何治愈癌症提供了重要指

导。 

谈到癌症的种类，我们想到的是胃癌、乳腺癌、肝癌等——的确，一般来说，人们基

于癌症在体内的起源部位来对其进行分类。但是，2012 年在美国加州圣克鲁斯的一次会议

上，研究人员发起了名为“泛癌症倡议”（the Pan-Cancer Initiative, PCI）的合作项目，试图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子层面来研究癌症。初步研究表明，起源于不同器官的癌症实际

上在分子层面可能具有诸多共性，而来自同一组织的癌症却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基因组图

谱。 

如今，基于对涵盖了 33 种主要癌症类型的 1 万多份癌症案例的分析，PCI 项目公布了

更大规模的基因组与分子数据分析结果。这项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和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the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NHGRI）合作取得的分析结果又被称为“泛癌症图谱”（the Pan-Cancer Atlas），是迄今为止

最全面的跨癌症分析，也是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项目的最

终成果。研究结果已于 4 月 5 日通过 27 篇论文发表在《细胞》（Cell）、《癌细胞》（Cancer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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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报道》（Cell Reports）和《免疫》（Immunity）期刊上。 

 
UCSC 肿瘤地图（the UCSC Tumor Map）帮助研究人员将从 TCGA 数据中发现的主要模式可视化，

包括细胞来源、分子组织学、“干性”或分化状态、特异性改变的遗传特性……来源：加州大学圣克鲁

斯基因组研究所 

癌症的新分类 

“这项研究对于某种癌症如何与另一种疾病相关联的见解具有实际临床意义”，加州大

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生物分子工程学教授、PCI 组织者乔什·斯图尔特（Josh Stuart）说，“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从更熟悉的疾病那里借鉴医疗手段，并将其应用于我们还不甚了

解的癌症。” 

巴克衰老研究所（Buck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ging）的癌症与启发性疗法教授、加

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 San Francisco）临床肿瘤医师克里斯托弗·本茨（Christopher Benz）

和巴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外科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娜·邱（Christina 

Yau）是斯图尔特泛癌症分析项目中的主要合作者。斯图尔特和本茨在加州大学布鲁克斯分

校-巴克研究所基因组数据分析中心（UCSC-Buck Institute Genome Data Analysis Center）担

任联合主任，在 TCGA 项目的研究机构网络中，全美共有 7 处这样的国家级数据分析中心。 

研究人员开展国际合作，对完整的 TCGA 肿瘤数据集进行了全面的分子层面分析。分

析结果表明，无关乎每种肿瘤的解剖学位置，可根据细胞和遗传组成将全部 33 类肿瘤亚型

重新划分为 28 种不同的分子亚型，或称为“簇”（cluster）。在这些簇中，有近三分之二的肿

瘤属于异质性的，因为它们包含了多达 25 种不同的组织学肿瘤类型。传统意义上，针对这

些不同组织学类型的肿瘤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案。这些与多种预后模型相关联的分子分析和

聚类结果，已通过 TCGA 门户网站向全世界的临床医师和研究人员开放。 

“这一全面的 TCGA 泛癌症图谱分析将为未来的癌症研究工作和临床试验提供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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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据”，本茨说道，“它还将激励临床肿瘤学家使用基因组特征来划分新诊断出的和复发

的肿瘤。如果可以根据基因组和分子层面的组成来对患者的肿瘤进行鉴别和分类，就能帮

助他们找到最佳治疗时机。” 

跨肿瘤比对的第一轮研究于 2013 年 9 月完成，当时斯图尔特及其在 PCI 项目的同事分

析了 TCGA 项目提供的 12 种肿瘤图谱。尽管大多数肿瘤最终都可以根据其组织来源进行

分组，但斯图尔特等人发现，在不同组的肿瘤中仍有许多共同的 DNA、RNA 和蛋白质信

号。 

“（那时）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了，当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癌症仍有相似之处时，自然

就会想做一个更全面的比较。”斯图尔特说。 

2014 年，斯图尔特合著了另一篇泛癌症研究论文，在那篇论文中，研究人员使用统计

学方法对肿瘤分子数据进行分析，将肿瘤重新划分为不同的亚型（或称为簇）。尽管大多数

癌症亚型都与其组织起源相匹配，其中仍有一些簇是由起源于身体不同部位的肿瘤组成的。

2014 年的研究表明，如果采用新的分子分类方法，每 10 名癌症患者中就有 1 人会被归为

与原先认知不同的癌症类型，而这些差异可能会对该为患者提供何种治疗方案或临床试验

产生影响。 

将研究推向临床作为 TCGA 项目和国际癌症基因组学联盟（International Cancer 

Genomics Consortium）泛癌症工作组联合主任，斯图尔特在确保合作研究在统一规则下有

序进行、并由同一个指导委员会监督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斯图尔特协助组织了 4 月 5 日在细胞出版社（Cell Press）下属期刊上发表的 27 篇泛癌

症图谱论文。他说，“泛癌症”计划迄今为止的成果就像一棵巨大的树，主根代表着不同的

肿瘤分类方法，而从主根上又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根系。这种组织结构为“主题化类别”划

分提供了基础，而非以往基于器官或组织类型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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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和本茨是其中一篇《细胞》研究论文的主要作者，该论文的研究工作由美国

文安德研究所（Van Andel Research Institute）的彼得·莱尔德（Peter Laird）主导，其成果为

其他希望深入研究各类别数据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幅路线图。“我们的调查试图找出数据背

后隐藏了哪些系统。相比于临床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发现的模式”，斯图尔特说。论

文的第一作者包括邱和斯图尔特位于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基因组研究所的实验室的在职科学

家克里斯托弗·王。 

斯图尔特说，他十分确信，一旦科学家们开始审视这些数据，它们带来临床价值的日

子也就不远了。“很显然，从这些‘根系’中找到可操作的逻辑就像寻找圣杯，”他说，“我们

在这篇论文中曾立下里程碑，而如今我们终于能够后退一步，看清这幅完整的蓝图。” 

由尤利娅·牛顿（Yulia Newton）和亚当·诺瓦克（Adam Novak）开发的交互式网站“UCSC

肿瘤地图”（UCSC Tumor Map）帮助研究人员将数据可视化，在谷歌地图般的用户界面上

显示患者样本。在发表于《细胞》的论文中，王使用这一网站对从数据中获得的 10 个主要

模式进行了显示。这些模式包括细胞起源、分子解剖学、“干性（stemness）”或分化状态、

特异性改变的基因通路和肿瘤的免疫系统成分。 

“看着这些肿瘤地图就像首次从卫星轨道上看着地球”，斯图尔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癌症的全貌，它让我充满希望，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够理解它有限的特性，而不是无限

的复杂性”。 

改写癌症治疗策略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准备从最受欢迎的 UCSC 基因组网站开始，为生物学研究创建

更多的专门网站。“我们非常愿意通过这个新的门户网站公开提供这些丰富的数据”，斯图

尔特说。 

本茨说，最新的 TCGA 数据可能在免疫疗法中格外有前途，比如，一些已获批准的免

疫疗法在针对有限数量的传统类型癌症治疗中产生了近乎不可思议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

该研究显示，在观察到的 28 个不同分子类型簇中，有一个簇由 25 种不同的传统类型肿瘤

组成，并表现出非常强的与激活患者免疫反应相关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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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再次支持了一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即 FDA 每批准针对一种癌症类

型的特异性免疫疗法，都可能会使其他类型的癌症患者同样受益，只要这些其他类型的癌

症能够被同样的分子识别。”本茨说。批准用于其他疾病的药物，也有可能能够有效对抗一

些新分类下的癌症亚型。“两种我们新定义的癌症簇也表现出了 JAK/Stat 分子途径的激活，

这一途径通常会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上调”，邱说，在过去十年中，她完成了 TCGA 项目中

的大部分生物信息学分析工作，“我们将有可能从以往用于治疗良性慢性疾病的药物中找到

新的用途，因为现在研究人员将能够根据分子层面的理论基础来探索新的治疗策略。” 

即使 TCGA 项目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对数据库进行更新或修改，但在 NCI 的资助下，

这类综合和协同的多平台基因组分析仍将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斯图尔特、本茨和邱还

将继续为新的基因组数据组成分析网络项目开展合作。这也将带来新的挑战：确定临床可

测量的生物标志物，以使其更容易和更有效地识别由 TCGA 网络的多平台分析鉴别出的相

同肿瘤的分子集。 

“现在是时候改写教科书中对癌症分类的描述了，也该打破临床肿瘤学领域中阻碍患者

受益于新癌症分类模式的障碍了”，本茨说。 

原文出处：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8-04/uoc--na040418.php 

2、Nature：发现一种新的抗癌蛋白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瑞士巴塞尔大学生物中心的 Michael N. Hall 教授及其团队发现一

种新的抗癌蛋白。这种被称作 LHPP 的蛋白阻止肝脏中的癌细胞不受控制的增殖。他们报

道 LHPP 也能够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用于肝癌的诊断和预后。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he protein histidine phosphatase LHPP is a 

tumour supp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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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图片来自 University of Basel, Biozentrum/Swiss Nanoscience Institute 

被称作肝细胞癌的肝癌的发病率正在稳步上升。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瑞士的肝细胞癌

病例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肝细胞癌通常是在比较晚的阶段被诊断出来的，在那时，肝脏已

遭受严重损伤，因而这种疾病的总体预后较差。检测作为作为生物标志物的抗癌蛋白 LHPP

可能允许临床医生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 

新的抗癌蛋白 LHPP 

肝肿瘤是由发生突变的细胞产生的，这些细胞不受控制地生长和增殖。抗癌蛋白，即

所谓的肿瘤抑制蛋白，阻止不受控制的细胞生长。肿瘤抑制蛋白在癌细胞中经常是有缺陷

的。如今， Hall 团队发现了一种在此之前未知的新型肿瘤抑制蛋白 LHPP。在他们的研究

中，他们证实 LHPP 蛋白的丧失促进肿瘤生长并降低癌症患者的生存机会。LHPP 可能潜在

地作为一种预后生物标志物。 

这些研究人员通过特异性地激活肝脏中的 mTOR 信号，培育出肝细胞癌小鼠模型。他

们总共分析了 4000 多种蛋白，并且在健康组织和肿瘤组织中对它们进行比较。一种最受欢

迎的酶出现了：组氨酸磷酸酶 LHPP。论文第一作者 Sravanth Hindupur 说，“引人注目的是，

LHPP 存在于健康组织中，并且在肿瘤组织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些研究人员将编码 LHPP

的遗传信息重新引入可防止肿瘤形成并维持肝脏功能。 

癌症患者中的 LHPP 缺失 

Hindupur 说，“与这种小鼠模型相类似的是，我们也观察到 LHPP 水平在肝癌患者的

肿瘤中显著下降。”此外，疾病严重程度和预期寿命都与 LHPP 水平相关。随着这种肿瘤抑

制蛋白的完全缺乏，癌症患者平均早两年死亡。LHPP 可用作一种对肿瘤进行分类的生物标

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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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化对肿瘤发生是比较重要的 

作为一种磷酸酶，LHPP 将蛋白中的与组氨酸连接的磷酸基团移除。像所有氨基酸一样，

组氨酸是蛋白的一种基本组分。由于缺乏合适的工具，蛋白的组氨酸磷酸化很少获得研究。 

Hindupur 说，“来自美国沙克生物研究所的 Tony Hunter 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组氨酸磷酸化的

新工具。如今，我们已能够可视化观察肿瘤形成的一个全新的复杂层面。”  

由于缺乏 LHPP，全局的蛋白组氨酸磷酸化发生增加，这能够导致几个重要功能的激活

和不受控制的细胞增殖。这种缺乏通过增加组氨酸磷酸化蛋白的产生来促进肿瘤生长。肿

瘤抑制蛋白 LHPP 也可能在其他癌症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 

原文出处：Sravanth K. Hindupur, Marco Colombi, Stephen R. Fuhs et al. The protein 

histidine phosphatase LHPP is a tumour suppressor. Nature, Published: 21 March 2018, 
doi:10.1038/nature26140 

3、研究发现一基因与常见脑肿瘤的侵袭性生长有关 
美国旧金山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侵袭性脑膜瘤的一个常见驱动基因，可以帮助临床医生

更早的检出这种危险的癌症，以及研发治愈这种难治性肿瘤新的治疗方法。 

脑膜瘤是指从脑和脊髓周围组织层生长出来的肿瘤，是美国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肿

瘤。虽然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而且生长缓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肿瘤可导致头痛、癫痫

发作、神经系统损伤甚至死亡。 

大多数脑膜瘤都可通过放射治疗或手术进行治疗，但约有 20%的脑膜瘤是侵袭性的，

手术和放疗后可能复发。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在线发表在 Cell Reports 上的这项新研究中，

由 UCSF 的 David Raleigh 博士领导的团队发现，一种名为 FOXM1 的基因活性增强导致了

这类肿瘤的侵袭性生长和频繁复发。 

Raleigh 的团队发现，FOXM1 基因是脑膜瘤侵袭性生长中的关键基因，而且是后续临

床结局不良（包括死亡）的预测指标。既往研究已经发现，编码转录因子蛋白的 FOXM1

在其他很多人类癌症中都能够调节其他很多基因的活性，包括肝癌、乳腺癌、肺癌、前列

腺癌、结肠癌和胰腺癌。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FOXM1 活性升高在男性和女性中、在年长和年轻

患者中、在来源于大脑不同部位的脑膜瘤中，都是侵袭性脑膜瘤的驱动因素。该基因的激

活不仅可驱动新诊断的肿瘤，它还是肿瘤经治疗后复发的重要驱动因素。 

研究人员还发现侵袭性脑膜瘤扩散与一种名为 Wnt 的细胞间信号通路激活之间新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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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性。而 Wnt 信号通路一般是在胚胎发育和组织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考虑到已知 FOXM1

产生的蛋白可沿 Wnt 通路传递信号，新的数据提示，FOXM1 和 Wnt 通路共同作用可能驱

动了后续的脑膜瘤扩散。 

Raleigh 的团队还研究了 DNA 甲基化（基因组物质的化学修饰）是否可影响特定细胞

内表达的具体基因。既往研究已经发现，DNA 过度甲基化或“高甲基化”是癌症形成过程中

普遍存在的现象。新的研究发现，在大多数侵袭性脑膜瘤中都存在显著的高甲基化，这些

DNA 修饰明显使得通常可抑制 FOXM1 表达和 Wnt 信号通路的基因沉默。总的来说，这些

结果提示，高甲基化可能是导致发生侵袭性脑膜瘤的一个早期的触发因素。 

这些新的见解对于患有侵袭性脑膜瘤的老年患者可能尤其有益，因为老年患者更难耐

受目前用来控制侵袭性肿瘤的开颅手术或反复放疗。 

原文出处：ggressive growth of common brain tumors linked to single gene 

4、Nat Commun：科学家发现癌细胞致命弱点 中心粒的异常扩增诱发癌症 
近日，来自葡萄牙古尔本涅西亚研究所（Instituto Gulbenkian de Ciencia ，IGC）的研

究人员发现了癌细胞的重要特征：细胞内的微小结构--中心粒的数量和大小在最具侵袭性的

亚型癌症中出现增加，这一发现将有助于临床医生更好的对抗癌症。研究结果 3 月 28 日在

线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中心体、中心粒是什么？ 

中心体是动物或低等植物细胞中一种重要的无膜结构的细胞器，作为主要的微管组织

中心（MTOC），参与信息传递、细胞分裂、极性和迁移，在间期细胞及有丝分裂期的细胞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中心体功能障碍时，可能引起染色体的分裂异常，并导致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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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每个中心体包括两个被蛋白质基质包围的中心粒，其大小约为头发丝横截面的 1/100，

被称为细胞的“大脑”，它们在细胞的增殖、移动和信息传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数量

和大小在正常细胞中受到高度控制。自从一个多世纪前中心粒被发现，便有科学家提出这

些结构的数量的异常增加可能会诱发癌症的产生，不过在蛋白质组学及 RNAi 筛选技术出

现以前，人们对这种异常扩增的发生率、后果以及起源的相关研究较少。 

然而，在不同的肿瘤中，对中心体的扩增起源和频率的鉴定对临床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评估不同癌症类型中单个细胞水平的中心体异常的频率， Monica Bettencourt Dias 领

导的研究小组筛选了 NCI-60（NCI 规定的 60 种作为抗癌新药开发时必须筛查的癌细胞）

人类癌细胞系，系统地分析了中心粒的数量和结构。 

研究结果 

癌细胞通常有额外的、更长的中心粒，而这在正常细胞中并不存在。中心粒扩增在癌

细胞系中广泛存在，并且在侵袭性乳腺癌中更为普遍。较长的中心粒极度活跃，干扰了细

胞的分裂并促进了癌症的形成。中心粒长度的增加和变异性是癌症复发的新特征。 

 

图片来源：Ga?lle Marteil, IGC. 

左图中健康细胞显示四个中心粒（图中黄色小点），而右图中乳腺癌细胞（三重阴性）

有额外的中心粒。 

下一步计划 

“我们的数据证实，中心粒数量和大小的不受控制与恶性特征有关。这一发现可能有助

于建立以中心粒特性作为肿瘤分类的方法，以确定预后并预测治疗反应。”这项研究的第一

作者、Bettencourt-Dias 实验室的研究员 Gaelle Marteil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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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与里斯本医学分子研究所 Barbosa-Morais博士的团队和波尔图卫生改革研究

所 Joana Paredes 博士的团队合作开展研究，以探索针对癌症中心粒的新机制和治疗方

法。”Bettencourt-Dias 补充道。 

原文出处：Galle Marteil, Adan Guerrero, André F. Vieira, et.al. Over-elongation of 

centrioles in cancer promotes centriole amplification and chromosome missegreg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volume 28 March 2018 

5、Inter J Cancer：2 型糖尿病和结直肠癌存活率的新发现 
夏威夷大学癌症中心和公共健康研究办公室的研究人员发现，患有 2 型糖尿病和其他

慢性疾病的患者的结直肠癌存活率较低。 

“国际癌症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患有或不患有 2 型糖尿病的结直肠癌患者和其

他疾病，如心脏病或中风的存活率。研究结果显示单纯 2 型糖尿病对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

没有显着影响。然而，2 型糖尿病患者以及其他慢性病患者的生存率较低。 

研究人员查看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的超过 215，000 名成年人的 24 年健康数

据，他们参与了多民族队列研究，以确定生存预测因子。在 3，913 例结直肠癌新病例中，

有 707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 

“多民族群体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可以让我们研究不同种族群体的疾病，”UH 癌症中心

的主要作者和教育协调员 Yvette Amshoff 说： “之前已经研究过 2 型糖尿病和结直肠癌之

间的关系，大多数研究发现这两种疾病患者的生存率较低，然而，在我们研究的高加索人，

非洲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拉丁裔和日本人群中，只有拉丁裔有 2 型糖尿病史，生存

率更差”。 

结肠直肠癌是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在夏威夷的女性中排名第三。根据 UH 癌

症中心的夏威夷肿瘤登记处的统计，该州每年平均有 224 例结直肠癌死亡病例，平均每年

新诊断的病例数超过 700 例。在美国，结肠直肠癌是第四大常见疾病。到 2040 年，全球有

6.42 亿人预计患有 2 型糖尿病。 

原文出处：Yvette Amshoff， Gertraud Maskarinec， Yurii B. Shvetsov，et al. Type 2 

diabetes and colorectal cancer survival： The multiethnic coh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25 FEB 2018， DOI： 10.1002/ijc.3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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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ell：重磅！曹雪涛团队发现晚期癌症恶化新机制 
3 月 29 日，《细胞》杂志发表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团队的研究论

文，报道了在晚期癌症肿大的脾脏中发现了一种称之为 Ter 细胞的新型红细胞样亚群，此

细胞能够通过分泌神经营养因子 artemin 而促进癌症恶性进展，该发现为癌症预后判断和干

预治疗提出了新思路。 

目前认为，癌症是一种发生于局部而累及全身多器官功能的系统性疾病，例如晚期患

者往往脾脏肿大。以往对于癌症发生发展机制和诊断治疗的研究多集中于癌细胞本身，而

对于原发瘤体之外机体远端器官异常在癌症免疫逃逸和侵袭转移等恶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

不足。 

曹雪涛院士与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韩岩梅、刘秋燕和侯晋课题组

通力合作，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上海方肝

胆外科医院等单位联合攻关，通过系统分析晚期癌症宿主器官中免疫细胞的异常变化，在

脾脏中发现了一群能够促进癌症恶性进展的新型细胞亚群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癌症原发灶通过向血液中释放 β 型转化生长因子，诱导脾脏红系发育障碍

并产生一类表达 Ter-119 红系细胞标志的新型细胞亚群，由此将其命名为 Ter 细胞。位于脾

脏内的该细胞能分泌大量神经营养因子 artemin，导致血中 artemin 水平显著升高，进而促

进癌细胞侵袭转移并伴随恶性贫血。通过多个临床中心的肝癌患者队列研究发现，肝癌患

者血清 artemin 水平越高，预后越差。通过抗体阻断 artemin 作用可以抑制癌症进展并显著

延长宿主存活期。 

该工作为癌症预后判断和干预治疗提出了新的潜在靶点，丰富了对于癌症全身性异常

变化促进恶性进程的认识，发现了癌症原发灶能够利用远端脾脏产生新型细胞亚群而导致

患者病情恶化的新方式，提出了切除晚期癌症患者脾脏或者选择性清除 Ter 细胞有助于综

合治疗晚期癌症的观点。 

原文出处：Yanmei Han, Qiuyan Liu, Jin Hou, et.al. Tumor-Induced Generation of Splenic 

Erythroblast-like Ter-Cells Promotes Tumor Progression. Cell March 29, 2018 10.3233/JAD-171018 

7、NEJM：科学家阐明先天性心脏病和成人肾上腺癌之间的密切关联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著名杂志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

自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了一种新型遗传突变或能帮助解释为

何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成年人（这些个体血氧水平较低）患肾上腺癌的风险会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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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endocrinologyadvisor.com 

文章中，研究人员重点对出生时患有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随后患上肾上腺癌或相关

的肿瘤（副神经节瘤或嗜铬细胞瘤）的个体进行研究，对这些个体进行详细的遗传性分析

后，研究者发现，这些患者机体中调节缺氧相关通路（EPAS1）的基因 HIF2A 发生了突变，

当患者血液中氧气水平较低时就会出现身材紫绀(Cyanotic)，而相比未患严重心脏疾病的患

者而言，紫绀型心脏病患者患肾上腺癌的风险是前者的 6 倍，但目前研究人员并不清楚其

中所涉及的分子机制。 

一种放大效应 

研究者 Dahia 教授表示，我们推测，在紫绀型心脏病患者机体中，较低的血氧水平或

会直接导致嗜铬细胞瘤的发生，而遗传突变或许就是一种主要原因，其能解释为何肿瘤更

易于在这些患者机体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突变能够开启促进机体对低氧产生反应

的主要基因，从而进一步放大这种效应。研究者指出，本文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机体如何适

应缺氧状态，以及肿瘤如何发生非常重要。 

完美风暴 

研究者 Dahia 说道，我们发现这种突变并不是遗传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患者的心脏

病或会产生一种特殊环境，从而使得这种突变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后期我们还需要进行更

为深入的研究来理解其中所涉及的机制；重要的是，如今已经存在有临床级别的 HIF2A 抑

制剂，而且临床医生在临床早期阶段也使用这种抑制剂用来治疗包括嗜铬细胞瘤在内的多

种疾病，尽管如此，本文研究发现对于后期研究人员开发新型疗法来改善患者的寿命提供

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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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Vaidya A, Flores SK, Cheng ZM, et al. EPAS1 Mutations and Paragangliomas in 

Cyanot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N Engl J Med. 2018 Mar 29;378(13):1259-1261. doi: 
10.1056/NEJMc1716652 

8、JCI：新研究找到乳腺癌转移途径！ 
乳腺癌可以根据某些特殊的模式转移到其他器官，这是一项由瑞典卡罗林斯

卡研究所、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的，

他们通过研究癌细胞 DNA 对病人乳腺癌的转移途径进行了总结。相关研究成果于

近日发表在《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上。  

乳腺癌是瑞典最常见的癌症。瑞典每年有几乎 2000 人死于乳腺癌。当乳腺癌

转移到其他器官（如骨骼、大脑和肝脏）时，就意味着死亡的来临。  

腋窝淋巴结中的转移灶是乳腺癌转移至其他器官的重要风险因素。此前未知

的是是否这些转移灶进一步将癌症转移至其他器官以及癌细胞采用哪种途径转

移。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研究了 20 个病人的乳腺癌组织、腋窝淋巴结及其

他器官的转移灶中癌组织的 DNA。通过一种叫做下一代测序的新技术，研究人员

绘制了乳腺中的癌细胞和其他器官的转移灶的关系。这使他们找到了癌症转移的

途径。  

这项研究表明癌细胞从乳腺癌组织中转移到腋窝淋巴结以及其他器官。下一

步的转移灶通常从这些器官中转移。  

“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腋窝淋巴结的转移灶似乎并不会进一步转移到其他器

官，因此尽管这些转移灶可以展现出癌症的恶性程度，但是并不是它们引起了转

移。” Johan Hartman 说道。他是卡罗林斯卡研究所肿瘤病理系副教授，也是该研

究的领导者之一。  

他们还发现某些情况下乳腺癌中的癌细胞会同时在不同的器官形成转移灶。

研究人员还揭示了乳腺癌的不同区域会引起身体特定的组织形成转移灶。  

总之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医生决定何时、何处以及取多少组织用于确定肿瘤的

恶性程度以及最佳的治疗方案。  

“这项研究也验证了早期证明癌症治疗需要个性化的研究。我们希望这将在未

来为转移性癌症的治疗做出贡献。” Johan Hartman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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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Ikram Ullah et al.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reveals minimal seeding from axillary lymph nodes,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18). DOI: 10.1172/JCI96149 

9、伊布替尼的出血副作用得到了解决！ 
近日，研究人员通过光传导聚集测定评估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血小板聚集情况，

发现伊布替尼的使用不影响 Ristocetin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伊布替尼（IBR）是一种被批准用于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的布鲁顿-酪氨

酸激酶（Btk）的不可逆性抑制剂。据报道伊布替尼引起的血小板抑制能够引起的临床上的

出血副作用，因此研究人员对开发用于处理这些副作用的诊断和治疗策略具有极大的兴趣。

Btk 参与了血小板的活化过程，Btk 与血小板活化下游通路的多种分子相关，这些分子包括：

胶原受体糖蛋白（GP）VI，CLEC-2 受体，von Willebrand（VWF）受体，GPIB-IX-V 复合

体等。GPVI 介导的血小板活化的研究和伊布替尼出血副作用的众多研究均表明，伊布替尼

通过引起胶原的抑制来抑制血小板聚集，这与临床出血的发生有关。依赖于 CLEC-2 的血

小板功能很难探索，CLEC-2 的功能尚未在伊布替尼治疗的患者中进行研究。VWF-GPIb 介

导的途径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研究，这些患者的数据很少。最近有报道指出，利用全

血和抗凝集测量法（IA）测量，依赖于 VWF 与 GPIb 结合的 Ristocetin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RIPA）可能有助于防止接受伊布替尼治疗的 CLL 患者的出血倾向。考虑到这些结果的临

床意义，研究人员使用光透射凝集测量法（LTA）测量了用伊布替尼治疗的 CLL 患者中的

RIPA，目的是使用金标准和最广泛使用的方法来确认以前的发现，以研究血小板功能。令

人惊讶的是，研究结果表明，在使用 Ristocetin 的 CLL 患者中未检测到伊布替尼对 RIPA

的影响。 

原文出处：Alberelli, Maria Adele, et al.“Ibrutinib does not affect ristocetin-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evaluated by light transmission aggregometry i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patients.” haematologica 2018 103.3: e119-e122. doi:10.3324/haematol. 

10、JAD：早期诊断阿兹海默症的新方法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大脑多巴胺分泌细胞的损伤以及新记忆形成的能力等变化能够用于

阿兹海默症的早期诊断。 

来自 Sheffield 大学 NIHR 的研究者们发现分泌多巴胺的细胞的缺陷会导致大脑记忆形

成的受阻，而多巴胺则是一类负责调控运动以及情绪反应的神经递质。这一发现将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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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海默症的诊断提供新的思路。 

该文章的第一作者，来自 SITraN 的教授 Annalena Venneri 称：“我们的发现表明，如果

大脑内部一种叫做中脑腹侧被盖区的结构中的脑细胞不再能够产生足量的多巴胺用于刺激

海马区神经元的话，后者的功能将会受到影响”。 

 
（图片来源：public domain） 

“海马区与新记忆的形成存在相关性，因此我们的发现对于阿兹海默症的早期检测具有

重要的意义，这一结果可能会改变未来阿兹海默症的诊断方法。而且这也是第一次在人体

水平发现上述相关性的研究”。 

Venneri 教授等人收集了 51 名健康人、30 名被诊断患有中度认知损伤的患者以及 29

名被诊断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的大脑 MRI 成像结果。结果显示，中脑腹侧被盖区的大小

与功能、海马区的大小以及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这些发现能够帮助我们开发新的诊断老年人阿兹海默

症的方法”， Venneri 教授说道：“此外，这一发现还能够有机会在疾病发生的早期对其进

行有效的延缓与治疗”。 

相关结果发表在最近一期的《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杂志上。 

原文出处：De Marco, Matteo;Venneri, Annalena. Volume and Connectivity of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are Linked to Neurocognitive Signatures of Alzheimer’s Disease in 
Humans.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vol. Preprint, no. Preprint, pp. 1-14, 2018. DOI: 

11、《Nature》重磅！斯坦福大学华人博士后破解肝脏再生的秘密，发现新的

肝脏增殖细胞！ 
引言 

4 月 4 日，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在线发表了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的重磅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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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采用遗传小鼠模型发现，高表达端粒酶（telomerase）的一小部分肝脏细胞能够在

肝脏的稳态平衡以及受到损伤的情况下，通过增殖分裂来有效地补充肝脏细胞，为肝脏具

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认识。 

众数周知，肝脏作为身体中的主要代谢器官，其再生能力在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中算

是非常强大的，即便受到损伤，它也能够快速修复和再生。 

而肝脏能够快速修复损伤和再生的秘密是什么呢？ 

恐怕主要还需归功于肝脏细胞能够得到快速的补充。然而，又是什么细胞来补充如此

庞大的肝脏细胞呢？除了数量非常稀少的肝脏干细胞（liver stem cells）以外，还有没有其

他的来源？这一直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 

4 月 4 日，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在线发表了一篇来自斯坦福大学的重磅研究文章，

研究者们采用遗传小鼠模型发现，高表达端粒酶（telomerase）的一小部分肝脏细胞能够在

肝脏的稳态平衡以及受到损伤的情况下，通过增殖分裂来有效地补充肝脏细胞，为肝脏具 

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认识。第一作者为华人林胜达（音译）。 

端粒及端粒酶 

端粒（telomere）是存在于真核细胞线状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 DNA-蛋白质复合体，除

了提供非转录 DNA 的缓冲物外，它还能保护染色体末端免于融合和退化，在染色体定位、

复制、保护和控制细胞生长及寿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与细胞凋亡、细胞转化和永生化

密切相关。 

当细胞分裂一次，每条染色体的端粒就会逐次变短一些。因此，简单说来，正常的细

胞随着分裂的增多，其端粒就会越来越短，最终凋亡或死亡。 

然而，一些干细胞以及肿瘤细胞则可以逃避这样的命运，可以分裂增殖多次甚至是永

远。这主要得益于一种叫做“端粒酶”的蛋白质，其在细胞中负责端粒的延长。它可以把 DNA

复制损失的端粒填补起来，藉由把端粒修复延长，可以让端粒不会因细胞分裂而有所损耗，

使得细胞分裂的次数增加。端粒酶在一般的正常细胞中的活性被抑制，然而，其在肿瘤细

胞以及部分干细胞中则往往表达量很高。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增殖分裂旺盛的细胞，

可能均高表达端粒酶。 

因此，研究者们想到，既然肝脏能够通过不断补充肝脏细胞来快速修复损伤，那么，

大量的肝脏细胞是不是会来源于一小部分具有旺盛增殖分裂能力的细胞，并且，这部分细 

胞高表达端粒酶？毕竟上面也讲了，一般增殖旺盛的细胞，端粒酶的含量都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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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粒酶高表达的肝细胞 

想要像体外培养细胞一样在活生生的肝脏中标记和追踪端粒酶高表达的细胞是相当困

难的，何况端粒酶存在于细胞内部，增加了活体细胞标记的难度。 

因此，研究者们就采用遗传小鼠模型来进行标记追踪，这种基于 Cre-Loxp 的追踪系统

常常被科学家们广泛地用来在小鼠体内追踪细胞。这篇文章的研究者们历经千辛万苦构建

的这种端粒酶高表达细胞体内追踪系统的过程就不多谈了，简而言之，一次性注射一定剂

量的化学药物（ tamoxifen ）之后，将这种小鼠的肝脏组织切片，然后拿到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若是观察到红色荧光的细胞，那么，这些红色荧光的细胞就是高表达端粒酶的肝脏细

胞。 

研究者们饲养这种特殊的小老鼠，在一次性注射（注意注射一次）一定剂量的化学药

物 tamoxifen（用于诱导标记追踪的发生）之后，分别在第 3 天、1 个月、2 个月、3 个月、

6 个月以及 1 年的时间段，将小鼠的肝脏组织切片，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看有没有红色 

的细胞出现。而这些红色细胞就表示端粒酶高表达的肝脏细胞。 

果不其然，在第三天就开始出现少量的红色荧光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多，到

了一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多了。这表明端粒酶高表达的细胞在不断地增殖扩增来补充肝脏

中不断正常死亡或者凋亡的细胞，以便维持肝脏的自我更新或者说是稳态平衡

（homeostasis）。 

研究者们进一步研究了端粒酶高表达（High TERT）增殖分裂补充肝脏细胞的机制，

发现这群细胞既能够通过自我更新的方式（Renewal，与干细胞类似，一个高表达 TERT 的

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其中一个为仍然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 High TERT 细胞，另一个为低

表达 TERT 的细胞），也能够通过完全复制分裂的方式（Duplication，High TERT 的细胞

分裂成两个完全一样的 High TERT 细胞）。 

前面是正常情况下，那么，在肝脏在损伤情况下，这一小部分端粒酶高表达的细胞能

否也发挥重要作用呢？研究者们继续探索。结果发现，这一小部分细胞也能够有效地增殖

分裂来迅速修复肝脏损伤。 

“这些细胞能够在整个肝脏中被激活，从而分裂增殖并形成细胞克隆群，”文章的通讯

作者 Steven e. Artandi 教授说到，“当成熟的肝细胞死亡时，这些克隆细胞群体能够替代肝

脏组织。但它们在合适的地方（原位，local ）起作用; 它们不会被招募到肝脏的其他地方。 

这可以解释无论肝脏的损伤发生在哪个位置其均能够如何快速修复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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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象开发保护这些端粒酶高表达细胞的药物，或者使用细胞治疗方法来更新肝

脏，”Steven e. Artandi 教授进一步说到，“而在癌症方面，我认为这些细胞是非常有力的候

选细胞来源（cell origin），我们终于开始理解这个器官是如何工作的了。” 

原文出处： 

1. Distributed hepatocytes expressingtelomerase repopulate the liver in homeostasis and 
injury.2018. 

2.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18-04-telomerase-expressing-liver-cells-regener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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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想高效利用文献的你，最好看一下 
在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科技文献的利用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而科技文献利用

的前提是通过检索等手段收集科技文献，然后将收集到的科技文献经过整理和分析，为科

研课题的研究和科技论文的写作服务。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统计，一个科学研究人员花费

在查找和消化学术资料上的时间需占全部科研时间的 51%，计划思考占 8%，实验研究占

32%，书面总结占 9%。 

（一）科技文献的收集 

科技文献的收集是每个科技工作者从事教学、科研、生产与管理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

作。任何科研课题，从选题直至课题结束时的成果水平鉴定，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系统地收

集与课题相关的科技文献。因此，全面、准确、高效地收集科技文献对科研课题的顺利完

成是十分重要的。 

科研课题研究的四个阶段 

（1）前期阶段 

科研课题研究的前期阶段主要是选题和课题论证阶段。选题要考虑科学性、学术性、

创造性、应用市场发展前景及前人研究成果的调研等，同时需要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对科研

课题进行可行性的有关论证。因此，需要查阅和收集大量国内外相关科技文献信息。 

（2）初始阶段 

科研课题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制订课题研究计划和选择科研课题研究方法。科研课

题研究计划的制订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按时完成科

研课题的研究工作；科研课题的研究方法关系到科研课题研究的成败，为使科研课题能按

计划顺利完成，必须设计和选择适合科研课题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方案。而这些研究方法和

技术方案的形成同样要依赖有关的科技文献信息。 

（3）中间阶段 

科研课题研究的中间阶段主要是科研课题的研究计划和科研课题的研究方法实施的过

程。在整理、总结和综合分析科研课题进展情况的基础上，应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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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整科研课题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方案，以保证科研课题研究的创新和水平。因此，深入

收集科技文献信息就变得尤为重要。 

（4）总结阶段 

科研课题研究的总结阶段主要是科研课题研究成果的总结、鉴定和科研课题论文的撰

写阶段。科研课题研究成果是科研课题中间阶段的产物，对其要进行结果的讨论与分析，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独到的见解、结论及存在的问题，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鉴定与

验收。科技论文的撰写实际上就是对科研课题研究成果的总结归纳，按照科技论文的撰写

方法，撰写出科研课题的研究论文。只有参考大量的科技文献资源，才能完成深入的总结、

比较与评价。 

总而言之，科研课题的每一个研究环节都离不开科技文献的检索、收集和利用。因此，

科技文献是一种永不枯竭的资源，科技工作者应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不断地收集、积累和

利用本专业各种最新的科技文献信息，随时掌握本专业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避免

科研的重复，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科技文献的收集方法 

科技文献一般的收集流程主要分为科研课题要求—检索线索汇集—三次文献（综述性

文献）了解—二次文献（检索系统）检索—一次文献（原始文献）获取等若干个步骤。但

根据课题研究性质的不同，又有不同的检索要求。 

（1）带技术攻关性质的课题 

科技文献收集的重点通常是国内外的科技报告、专利、会议文献和期刊论文等。一般

分成两步：①使用相应的专门检索工具、数据库或 Internet 搜索引擎查找一批相关的科技

文献资源；②根据所查到的科技文献资源，找出核心的分类号、主题词、作者姓名、研究

机构、主要学术期刊及国内外学术会议等信息，通过这些线索再使用专业数据库、专业期

刊、会议录等复查，以找全主要的参考文献信息。 

（2）带仿制性质的课题 

科技文献收集的重点通常是同类的产品说明书、专利说明书和标准资料、科技报告、

科技期刊等。收集的步骤一般分两步：①通过各种手册、指南了解有关单位的名称和情况，

进而利用检索工具、数据库或 Internet 搜索引擎普查相关的专利和标准，掌握专利占有和

标准公布情况，摸清主要的相关单位情况；②通过各国的专利局网站免费获取专利说明书，

通过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传递得到相关国际国内标准，通过公共网络资源及科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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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所获取产品样本、产品说明书等。 

（3）带综述性质的课题 

科技文献收集的重点通常是近期发表的各种一次和三次文献，包括以期刊论文、会议

文献、专著丛书、年鉴手册和科技报告等形式出版的综述、述评、进展报告、现状动态、

专题论文等。收集的方法以使用专业数据库或检索工具为主，以直接查阅有关期刊、图书

和手册等工具书为辅。另外还要注意最新发表的一次文献，以补充已有的三次文献的不足。 

（4）带成果水平鉴定性质的课题 

科技文献收集的重点通常是专利文献，也包括相关的科技成果公报类期刊、专业期刊

和会议文献等。收集的步骤一般分为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两部分。手工检索部分用以摸

清基本情况，计算机检索部分利用手工检索所得线索予以扩展和完善，以增加可靠性，这

类课题对相关文献的查全率和查准率都有较高的要求，收集时应特别注意检索策略的优化

和原文的获取与分析比较。 

（二）科技文献的整理 

在科研课题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检索工具或数据库全面收集与科研课题相关或为科研

课题服务的科技文献，接下来，就应对所有收集到的科技文献进行整理与应用。科技文献

整理的方法主要包括科技文献的阅读与理解、科技文献的鉴别与剔除、科技文献的分类与

排序、科技文献的分析与标注等。我们在此主要讨论科技文献的阅读与理解。 

科技文献的阅读与理解 

科技文献阅读和理解的一般顺序如下。 

1）对于主题相同的中外文科技文献，先阅读中文文献，后阅读外文文献，这样既有助

于理解科技文献的内容，又能加快科技文献的阅读速度。 

2）对于同一篇科技文献既有文摘又有原文，则应先阅读文摘后阅读原文，根据文摘提

供的信息，决定是否读取原文，以节省精力和时间。 

3）对于同一类文献既有综述性文献，又有专题性文献时，则应先阅读综述性文献，后

阅读专题性文献，这样有助于在全面了解课题的基础上对专题性文献做出选择。 

4）对于同一主题文献在发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的，则先阅读近期发表的文献，后阅读

早期发表的文献，这样有助于了解和掌握最新水平与发展前景。 

科技文献阅读和理解一般步骤为粗读—通读—精读—记录。 

1）粗读用以确定科技文献和科研课题的相关度。粗读时，短文可全读，长文可只读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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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言和结论，以求其梗概。在粗读过程中，要注意对科技文献述及的内容进行初步分

类。 

2）通读用以了解科技文献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读时，先选择综述和述评文献，后选择

针对性文献。在通读过程中，注意及时对专业知识进行补充，对科技文献中提及的研究方

法、工艺流程、重要论点、核心数据等内容应有清晰认识。 

3）精读用以理解重点科技文献的具体研究方法及工艺流程。精读时，先选择中文文献，

后选择外文文献，先选择内容摘要，后选择相关章节。在精读过程中，注意对科技文献中

述及的研究方法、工艺流程及主要论断进行专业性分析。 

4）记录用以掌握科技文献的主要论点或论断。记录时，除了记录文章作者的观点、结

果以外，还应就科技文献研究的内容加注自己的评论，并对相关度较高的科技文献进行分

析比较。例如，如果是一本书，应首先阅读内容提要、前言，其次浏览目次表，若发现其

中确有需要仔细阅读的章节，应进一步精选。如果是一篇论文，应首先读标题、目录、文

摘、前言和总结，其次浏览图表，若发现有价值的章节，应进行仔细阅读。如果是外文文

献信息，则须摘译或全译，以求准确理解。 

（三）科技文献的分析 

科技文献分析一般包括六个步骤：①选择研究课题；②收集与研究课题相关的科技文

献；③鉴别和筛选科技文献的可靠性、先进性和适用性，剔除不可靠或不需要的科技文献；

④分类整理，对筛选后的科技文献进行形式和内容上的整理；⑤分析与标注，利用各种科

技文献分析方法对获取的科技文献进行全面的分析、综合及标注；⑥成果表达，即根据课

题要求和研究深度，撰写综述、述评报告等。 

科技文献分析的方法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类。 

科技文献的定性分析方法 

科技文献的定性分析方法是指运用分析与综合、相关与比较、归纳与演绎等逻辑学手

段进行科技文献研究的方法。常用的科技文献定性分析方法有比较法、相关关系法、综合

法。 

（1）比较法 

比较法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方法。 

纵向比较法是通过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状况，如数量、质量、性能、参数、速度、 

效益等特征，进行对比，认识事物的过去和现在，从而分析其发展趋势。由于这是同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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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时间上的对比，所以又称为动态对比。 

横向比较法是对不同区域，如不同国家、地区或部门的同类事物进行对比，又称静态

对比，属于同类事物在空间上的对比。横向比较法可以指出区域间、部门间或同类事物间

的差距，判明优劣。通过比较方法获得的科技文献分析结果可以使用数字、表格、图形或

文字予以表达。 

（2）相关关系法 

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经常存在某种关系，如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

果、目标与途径、事物与条件等关系，这些关系可以称为相关关系。通过分析这些关系，

可以从一种或几种已知的事物来判断或推知未知的事物，这就是相关关系法。 

（3）综合法 

综合法把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情况、数据、素材进行归纳与综合，把事物的各个部分、

各个方面和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

整体的角度通观事物发展的全貌和全过程，以达到获得新认识、新方法、新理论的目的。

例如，把某一个课题当前的发展情况包括理论、方法、技术及优缺点集中起来，加以归纳

整理，就构成了一份不同学派、不同技术的综合材料。 

科技文献的定量分析方法 

科技文献的定量分析方法是指运用数学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进行量化描述与

分析的方法。因为量化描述主要是通过数学模型来实现，所以定量分析也可以说是利用数

学模型进行科技文献分析的方法。 

定量分析的核心技术是数学模型的建立与求解及模型解的评价判定。数学模型的建立

过程包括明确建模目标、确定模型变量、建立数学模型的近似理论公式、确定参数和模型

求解、评价模型的性能。 

概率统计法是一种常用的科技文献定量分析方法。概率统计方法也称拟合模型法，这

种方法的实质是利用已有的数据情报拟合推演出数学模型。其关键是采集加工的数据情报

要能够反映出研究对象的特性和运动的机制，数据分析要准确，拟合方法要合理。这种方

法适用于非突变性随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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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与教学 

临床学习工具——事后询答 Debriefing for Clinical Learning 
【背景】 

事后询答（Debriefing）是汲取经验教训和提高工作绩效的重要学习策略。它是模拟情

景教学中主要的学习工具之一，也被推荐在现实生活中的应急反应后的经验总结。 

事后询答被定义为两人或多个人之间的对话，其目的是讨论在某个特别的临床医疗照

护场景中医务人员所采取的行动和思维过程，对这些行为和思维过程进行反思，并将改进

措施融入到未来的工作绩效中。通过事后询答以确定团队表现中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做

得不好，重点是确定个人、团队和系统不同层级的改进机会。 

事后询答可以在真实的临床或模拟的临床事件后追踪进行，也可以嵌入在模拟情景教

学中进行。在医疗保健领域中开发应用这种事后询答工具，最早主要用于医学模拟情景教

学中。现在事后询答依然是模拟情景教学的主要学习方式，关于模拟情景教学事后询答应

用有大量的文献出版。最近有研究介绍一种创新的事后询答，是在反复的模拟实践后，在

模拟情景教学进行中的“模拟中微小事后询答（within-event microdebriefing）”，通过此类事

后询答以提高临床和团队合作技能的掌握。此外，AHRQ 长期以来将临床事件事后询答和

TeamSTEPPS 团队拓展训练结合在一起。专门针对临床事件事后询答的研究报告已开始成

为提供指南，提高团队绩效、提升心肺复苏和其他应急处理预后效率的常用工具。虽然实

时或接近实时的临床事件事后询答可能具有挑战性，但它已经被认为是有效于临床教育、

质量改进和系统学习的重要部分。更值得一提的是，不管临床事件处理是否得当，或是不

良事件，甚至是医疗事故，事后询答都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学习工具。 

【事后询答的组成部分】 

不同形式的事后询答都有相同的结构框架，即设置阶段，然后包括描述、反应、分析

和应用程序等三个阶段。所有事后询答均由策划，描述或反应、分析和应用阶段组成。 

策划阶段：事后询答要以有利于学习的方式进行以达到效果。因此，事后询答的目的

不应是找错误，推卸责任，而是重在了解医务人员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抓住这个重点，才

更可能强化做得好的，找出措施改进做得不好或低于期望的。不论什么类型的事后询答，

领导都需要为参与者们建立心理安全防线。不论是进行 3 分钟的临床事件事后询答，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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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钟的模拟教学事后询答，维护心理安全的关键都在于领导对整个讨论过程的掌控。 

描述或反应阶段：在这一阶段，领导者通常会从团队成员那里获得关于事件在临床情

况或模拟情境中如何展现的观点，并要求他们描述他们的反应。应要求参与者确定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并阐明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分析阶段：在此阶段，领导应与参与者们一起，通过从事件中观察到的任何严重安全

问题，共同确定讨论的优先次序。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探究医务人员行为的理论依据，通过

讨论其行为的利弊来找出和缩小差距，并找出可能对行为有干扰的任何可变体制问题。在

这一阶段团队成员应畅所欲言，而领导者则需鼓励团队成员分享他们的看法，以及受到他

人行为的影响。 

应用阶段：本阶段旨在确定和总结主要学习要点，并思考如何将其纳入未来的实践中。

归纳总结从模拟情景教学或临床事件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会有助于团队成员今后回忆并将

其应用于实践中。 

【工具】 

领导可从多种事后询答框架、脚本和工具中选择模板，以策划和实施事后询答。对于

模拟情景教学后的事后询答，策划阶段应先确定模拟情景教学的目标，通常情况下，事后

询答成员应包括在反思探究策略或者教学探究策略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协调员。医学

模拟情景教学中有效事后询答的最佳做法包括：学科专业知识，教学技巧和有效评估措施

的准备工作；在事后询答过程中学习者的参与态度；在事后询答期间领导的不同观点，争

执的留意和情感管理；重视团队合作过程；并确保团队找出措施改进做的不好的。对于模

拟情景教学中的事后询答，还需要提供操作练习的机会。 

【临床事件事后询答的特殊注意事项】 

由于临床事件的发生时间及类型的不确定性，临床工作的时间压力以及团队成员能力

和经验的差异，临床事件事后询答是具有挑战性的。虽然临床时间压力问题十分现实，但

专家们认为，临床事件事后询答仍可以快速且有效地完成。 

“敏感分析”是一种常见且相对简单的临床事后询答方法。它包括三个问题：（1）什么

做得好？（2）什么做得不好？（3）我们需要改变什么来提高医疗照护？这种简单格式很

适合临床事件事后询答，特别是与清单相结合，可以帮助团队制定重要的合作原则（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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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临床事件事后询答框架 

团队成员应该评估他们是否： 

 有明确的沟通 

 充分了解其职责和责任 

 保持态势感知 

 有效分配工作量 

 相互监督;需要时寻求或提供帮助 

 犯错后减少或纠正错误 

摘自 TeamSTEPPS 2.0 领导团队模块的事后询答清单。TeamSTEPPS 包含有关临床事件

事后询答的介绍。Kessler 及其同事提供了如何开展临床事件事后询答的全面指导。 

【现状】 

医疗保健系统中大多数是关于模拟情景教学的事后询答。事后询答是模拟情景教学的

主要学习方式，有大量关于此类事后询答的研究文献。教育研究机构强烈支持将事后询答

作为促进成人学习，提高技能和团队表现的有效机制。关于临床事件事后询答的文献则较

欠缺。具有小样本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急诊科和重症监护病房应用临床事件事后询答后，

心肺复苏预后有所提升。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根据这一证据分别推荐心脏骤停和

新生儿复苏后的临床事件事后询答。实时临床事件事后询答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质量改进

工作，以确定其作用能如何更有效地评估及更广泛地传播。 

原文出处：https://psnet.ahrq.gov/primers/primer/36/debriefing-for-clinical-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