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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图书馆关于试用 EBSCO 系列数据库的通知 

为促进我院医教研进展，为满足我院职工查找医学文献信息的需求，经图书馆和中国

知网联系，为我院职工开通 EBSCO 系列数据库使用权限。 

一、本次试用外文数据库有： 

1、EBSCO--Medline 医学文献全文数据库 

2、EBSCO--护理学全文数据库 

3、EBSCO--DynaMed 循证医学数据库 

4、EBSCO-医务管理全文数据库 

5、EBSCO-牙医与口腔卫生全文数据库 

二、使用方法： 

EBSCO 系列数据库，访问网址：search.ebscohost.com 

用户名: syyfy2016 密码: jdyfy 

账号截至日期：2018 年 4 月 14 日 

三、联系方式： 

中国知网联系人：邢龙 15829223125 

咨询科室：图书馆 85324026 

欢迎加入 CHKD 陕西读者 QQ 交流群：53097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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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Nature：帕金森疾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机体运动或许仅需要“一阵”多巴
胺就能开启！ 
从早上到晚，我们从来不会停止在正确的时间和速度上来执行机体的动作，但帕金森

疾病患者则会失去对机体自愿行动的自然控制能力，帕金森疾病是由制造多巴胺的神经元

细胞死亡所诱发的，而神经元位于大脑的黑质区域；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

研究报告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深入理解了这些神经元所具有

的精确正常功能。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希望能够理解为何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缺失会诱发机体运动功

能障碍而这正是帕金森疾病的标志，比如机体僵硬、动作缓慢等；目前被认为更为广泛接

受的解释就是，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移动，大脑会持续需要特定水平的多巴胺，而帕金森疾

病患者会表现为进行性地失去多巴胺。神经生物学家 Joaquim Alves da Silva 说道，帕金森

疾病患者实际上并不会出现全身的运动问题，尽管这看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如果在正确

的时间，这些患者甚至还能骑自行车，然而这些患者所经历的运动问题（动作问题）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其主要表现为运动的迟缓及困难等。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发现，神

经活性的改变对于促进机体运动非常有必要，而且在运动开始之前多巴胺水平达到巅峰不

仅能够调节运动开始，还能够调节机体的运动活力。此前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正常情

况下，产生多巴胺的神经元活性会出现短暂的增加，而这种增加似乎能够优先于运动开

始，但研究者仍然需要确定是否神经活性对于运动的开启至关重要。 

文章中，研究人员利用光遗传学进行相关实验，这种技术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快速关闭

神经元的开启/关闭，以这种方式研究者就能记录动物大脑黑质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活

性了；研究者将小鼠置于能够自由活动的区域，利用运动传感器来测定是否小鼠能在某个

时刻移动，随后他们记录鉴别出的多巴胺神经元，而且在小鼠运动之前研究者还观察到了

其机体中多巴胺神经元活性出现的短暂增加的现象。随后研究者会用激光激活或关闭多巴

胺神经元细胞，来观察小鼠是否会移动，研究者发现，激活多巴胺神经元半秒就足以促进

其运动，然而当小鼠已经开始移动时如果神经元仍处于激活状态，那么小鼠就会“继续做

它们正在做的事”，研究者 Rui Costa 博士说道，研究结果表明，多巴胺神经元的活性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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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着一道门的角色，其能够允许会阻止机体运动的开启，同时我们还揭示了为何多巴胺

对机体运动如此重要，以及帕金森疾病患者机体中多巴胺的缺失为何会诱发相关疾病症状

的出现。相关研究或将未研究人员开发治疗帕金森疾病的新型疗法提供新的思路，当患者

对疗法/药物没有反应或无法服药时，就需要一种可替代的疗法了，这种疗法称之为“深度

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患者会被植入高频起搏器来阻断控制机体运动

的大脑区域所产生的异常电信号，我们都知道，DBS 疗法能够明显改善帕金森症状，但其

同时也会带来一定副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最好是当患者想要开始移动时对其进行脑刺

激，这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其开始移动，还能够控制移动的活力，一旦证实这种可能性，研 

究人员或许就能使 DBS 疗法更加自然，从而也会减少患者出现不必要的副作用。 

原文出处：Joaquim Alves da Silva, Fatuel Tecuapetla, Vitor Paixão  et al. Dopamine 

neuron activity before action initiation gates and invigorates future movements. Nature 31 
January 2018,doi:10.1038/nature25457 

2、Clin Cancer Res: 突破！一种新型疗法组合可帮助免疫系统抵抗癌症！  

 
最近，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帮助免疫系统对抗癌症的新方

法。这一突破性发现为首次使用的化疗和一种被试用于新生儿黄疸的药物组合，它们共同

帮助启动身体的自然防御功能。相关成果发表在近期的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期刊上。

该突破性发现涉及到靶向血红素氧合酶-1 (HO-1)，这是一种在很多癌症中活跃的因子。

HO-1 能通过防御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有效攻击来促进肿瘤生长。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研

究中显示，化疗能触发免疫反应来抵抗癌症，然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团队发现，

这些反应被叫巨噬细胞的非肿瘤细胞所抑制了，巨噬细胞存在于肿瘤里并会产生 H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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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研究者们在临床前试验中发现，一种被试用于黄疸的药物(SnMP)能有效地防止通过化

疗所激发的免疫反应被抑制，从而使免疫系统能有效地攻击癌症。 

文章的作者表示，SnMP 对 HO-1 的抑制与"检查点抑制剂"抗体药有许多相似之处，"

检查点抑制剂"是一种新型疗法，首批该疗法已在全世界范围内癌症临床治疗中作为常规

使用。该文作者、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James Arnold 博士和 James Spicer 教授正在与英国癌

症研究中心合作，致力于从这些发现中开发出一种联合疗法并进行人类临床试验。提到这

一突破性成果，Arnold 博士说："在实验室试验中，SnMP 加化疗的组合与现在临床中使用

的检查点抑制剂疗法相比显得更加有优势，这表明在患者中靶向 HO-1 的疗法或将能起到

显著作用。" 

当我们使这些令人激动的发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后，我们将会进一步理解它对病人产

生的全部益处。不过，在我们的临床前试验模型中，SnMP 与化疗结合后，控制肿瘤的效

率已经比得上现在临床中使用的'金标准'免疫疗法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会带来一类新的药物和治疗的组合，它能帮助唤醒免疫系统来

攻击癌症。" 

原文出处： Tamara Muliaditan et al. Repurposing tin mesoporphyrin as an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shows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preclinical models of cancer.Clinical Cancer 
Research.DOI: 10.1158/1078-0432.CCR-17-2587 

3、Nature：人免疫系统可能会破坏一些 CRISPR 基因疗法 
根据 2018 年 1 月 5 日发布的一项新的研究，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可能阻止一些基于

流行的基因组编辑工具 CRISPR-Cas9 开发基因疗法的努力。 CRISPR-Cas9 有朝一日可能

用于人体中校正致病性突变的希望是巨大的。但是，这项发表在预印本服务器 bioRxiv 上

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同行评审的新研究针对这种方法是否会取得成功提出了质疑。 

 
图片来自 Bryan Satal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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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期刊探究了这些发现对这种流行的基因组编辑系统以及对希望利用它治疗遗传

疾病的学者和公司意味着什么。 

1）CRISPR-Cas9 如何工作？ 

CRISPR-Cas9 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微生物中的原始免疫系统。该系统依赖于一种被称作

Cas9 的酶，这种酶切割由特定 RNA 链（即向导 RNA）的序列确定的位点。研究人员能够

改变这种“向导 RNA”的序列，将 Cas9 引导到特定的 DNA 片段上，从而提高这种系统可能

被用来校正某些导致疾病的基因突变的可能性。 

但是 Cas9 等外源蛋白也能够引发持久的免疫反应。而分子生物学家最为珍视的两种

Cas9 酶版本来源于人体内常见的细菌，这会增加一些人已对对这些蛋白产生免疫反应的几

率。 

2）这项研究发现什么？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儿科血液学家 Matthew Porteus 和 Kenneth Weinberg 领导的一个研

究团队分析了 22 名婴儿和 12 名健康成年人的血液样品以便确定这些人是否对这两种最常

用的 Cas9 酶版本产生免疫反应。他们发现 79％的研究参与者对来自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lococcus aureus）的 Cas9 酶（即 SaCas9）产生抗体， 65％的研究参与者对来自酿

脓链球菌（Streptococcus pyogenes）的 Cas9 酶（SpCas9）产生抗体。在一项相关的实验

中，在 13 名成人参与者中，有 46％的人产生靶向 SaCas9 的 T 细胞（一种免疫细胞），但

是在这 13 人中，并没有发现靶向 SpCas9 的 T 细胞反应，不过这些研究人员承认他们的测

试方法可能没有足够的灵敏度来检测它们。 

3）为什么这很重要？ 

人体的免疫反应能够破坏基因疗法，并且对接受治疗的人产生成健康风险。在血液中

的 Cas9 酶有机会发生作用之前，抗 Cas9 抗体能够与它结合。靶向 Cas9 的 T 细胞可能破

坏表达这种蛋白的细胞，清除“校正的”细胞，并且潜在地触发对人体自身组织发起的危险

的广泛攻击。 

4）这些发现令人吃惊吗？ 

基因治疗研究人员熟悉免疫反应所带来的威胁，而且在允许患者接受治疗之前，有时

需要筛选这些患者是否对基因治疗成分作出潜在的免疫反应。因此，测试这些免疫反应很

可能是任何一项开发 CRISPR-Cas9 疗法的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如果这些开发者计划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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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和其他监管机构申请批准销售他们的疗法。高级副总裁

Thomas Barnes 说，一家这样的公司，即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 Intellia 治疗公司

（Intellia Therapeutics），正在啮齿类动物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评估对它的候选疗法作

出的免疫反应。即便如此，免疫反应带来的问题在大众媒体和科学文献中也很少受到关

注。  Porteus 说，他一直在跟有兴趣开发基于 CRISPR-Cas9 的疗法的研究人员提出这个问

题。他说，“但是似乎没有人关注这一点。” 

Porteus 有兴趣开发治疗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方法：从一名患者身上移除造血细胞，使用

CRISPR-Cas9 对它们进行校正，随后将这些细胞注射回这名患者体内。鉴于接触 Cas9 是

在体外发生的，因此这种方法不可能受到抗 Cas9 免疫反应的威胁。但是 Porteus 担心在其

他试验中，这可能会发生什么。他说：“如果对一名患者给予 Cas9 治疗，并且导致毒性的

炎症反应，那么这对基因组编辑领域来说会是一个真正的挫折。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将促使

人们仔细思考如何确保这种情形不会发生。” 

 5）这是 CRISPR-Cas9 基因疗法的终点吗？ 

考虑到对这种方法的巨大兴趣以及大量的替代酶可供选择，这是不太可能的。Porteus

说，“另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是开发一种来自不会在人体定植或者不会感染人体的细菌的

Cas9 系统。 我认为这项研究将会促使人们开展这类研究。” 

他指出，研究人员也可能能够对实验室中的 Cas9 酶加以调整，以便设计出能够逃避

预先存在的免疫反应的 Cas9 形式。CRISPR-Cas9 在临床试验中的首次应用可能会重点放

在与 Porteus 正在研究的那些方法一样的方法：对从人体中移除的细胞进行处理，而这不

太可能激活免疫反应。Barnes 指出，重点关注 SpCas9 的 Intellia 治疗公司正在开发将在短

时间内产生 Cas9 蛋白的疗法，并且这些疗法仅在细胞中发挥作用，这就会潜在限制产生

免疫干扰的几率，即便在体内对细胞的基因组进行编辑，也是如此。 

原文出处：（1）Heidi Ledford. How the immune system could stymie some CRISPR  

gene therapies. Nature, 08 JANUARY 2018. 

（2） Carsten Trevor Charlesworth, Priyanka S Deshpande, Daniel P Dever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re-Existing Adaptive Immunity to Cas9 Proteins in Humans. bioRxiv, 
doi:10.1101/243345 

4、Science&Cell Host & Microbe ：两篇重磅揭示结肠癌与肠道菌群的关
系！肠道菌群竟可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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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结直肠癌（CR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由通过促进正常粘膜向腺癌转变的结肠上皮

细胞（CEC）突变的积累而发展。大约 5％的 CRC 发生在具有遗传突变的个体中。最近的

一项研究发现肠道内的两种细菌可能与结直肠癌的发病有关。结肠直肠癌（CRC）主要包

括结肠癌和直肠癌，目前在全球拥有较高的发病率，其中约有 5％的结肠癌是由家族性腺

瘤性息肉病（FAP）遗传综合征引起的，遗传突变引发了一系列随时间发展的遗传变化，

并最终促使上皮细胞变成恶性肿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基梅尔研究所（Johns Hopkins 

Bloomberg Kimmel Institute）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患有遗传性结肠癌的患者体内存在两

种细菌物种，这两种菌群协作促进了结直肠癌的发展，同时在散发性结直肠癌中也发现了

相同的肠道菌群。 

而在同一研究人员同时发表的第二项小鼠研究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肠道菌群是如何刺

激特定的免疫反应，促进恶性肿瘤的形成。 

目前这两项研究分别发表在了 2 月 1 日在 Cell Host＆Microbe（“Bacteroides fragilis 

Toxin Coordinates a Pro-carcinogenic Inflammatory Cascade via Targeting of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和 2 月 2 日的 Science 上（“Patients with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harbor 

colonic biofilms containing tumorigenic bacteria”）。 

早在之前的报道中研究人员就指出特定的肠道菌群可以侵入患有结肠癌但没有遗传性

疾病倾向的患者至少一半的结肠粘液中。与大多数不能通过结肠保护性粘液层的细菌不

同，侵入粘液的这些菌群能够形成粘性生物膜，紧邻在结肠上的结肠上皮细胞旁，结肠癌

通常起源于结肠。 

而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些菌群是否会导致上皮细胞发生癌变，研究人员用泛细菌 16S 核

糖体 RNA（rRNA）荧光原位杂交（FISH）探针标记息肉和肉眼可见的正常组织，结果显

示约 70％的患者在手术切除的结直肠标本中发现了斑片状的生物膜分布。 

大肠杆菌和脆弱拟杆菌的致癌潜力 

经过对生物膜的鉴定，研究人员发现了两种菌群：一是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二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 

脆弱拟杆菌是一种能产生毒素的亚型菌种，称为 ETBF，其在结肠上皮细胞中触发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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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致癌或促癌途径并导致结肠炎症。而大肠杆菌则产生一种称为 colibactin 的物质（由称

为 PKS 岛的细菌基因组中的一组基因合成），引起 DNA 突变。当这两种菌群联合作用

时，就会促进结肠癌的发展。 

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两种肠道菌群主要在幼儿体内进行繁殖生长，而这可能是导致

年轻人结肠癌的发病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ETBF 可增强 pks +大肠杆菌定居和结肠上皮细胞 DNA损伤 

Bloomberg Kimmel 研究所的这两项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预防甚至对抗结肠癌的新思

路。例如，可以通过保持结肠免受这两种菌群的侵袭，或者通过设计靶向毒素的药物或疫

苗来预防这种疾病。 

Drew Pardoll 博士建议说：“我们应该考虑比目前每 10 年一次更频繁的结肠癌筛查。

在未来，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药物或疫苗，来防止结肠中细菌的繁殖，甚至可能用益生菌从

结肠中追踪细菌，以此来阻断癌症生长的促进过程。总之，这些发现可能会导致更有效地

筛选和最终预防结肠癌的新方法。” 

原文出处：（1）.Liam Chung et al. Bacteroides fragilis Toxin Coordinates a Pro-carcinogenic 

Inflammatory Cascade via Targeting of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Cell Host & Microbe (2018). 

（2）.C.M. Dejea el al.Patients with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harbor colonic 

biofilms containing tumorigenic bacteria, Science (2018). 

5、Nature：重磅！这次，饿死癌细胞，真的有希望！ 
这些年来，饿死癌细胞的言论在网上不断流传。包括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教授胡汛发

表在国际生物和医学领域权威杂志《elife》上利用小苏打治疗癌症，以及清华大学颜宁团

队在《Nature》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了解清楚 GLUT1 的组成、结构和工作机理，在后续

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被不少媒体以“饿死癌细胞”为题迅速引起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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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后续事件的进展，人们发现饿死癌细胞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癌细胞比正

常的细胞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满足自己的分裂增长需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在饿死癌细胞 

的时候，正常细胞也被饿死了。在医学领域中，杀死癌细胞的药物多不胜数，然而杀死癌

细胞的同时，不杀死患者的药物就凤毛麟角。同样的，饿死癌细胞的同时，不饿死正常细

胞，这才是突破的开始。 

 

而在 1 月 10 号最新的一期《Nature》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来自 Salk 研究所的一篇

文章，名为“Pharmacological activation of REV-ERBs is lethal in cancer and oncogene-

induced senescence”。在这篇文中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的饿死癌细胞的方法！最关

键的是：新方法饿死癌细胞的同时，对正常细胞并没有影响！ 

而当我们打开这篇文章的时候，又不得不感慨 2017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分量之

重：生物钟的研究已经为生物医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人类的身体遵循着一定的昼夜节律进行生活、工作，这种节律被称为人体的生物钟。

生物钟不仅帮助人们可以更好的适应生活、保持健康，其同时还帮助控制人体中细胞产生

和使用各种营养物质。 

在此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可以控制细胞内脂肪合成的蛋白质，其同时也

控制细胞内营养物质的循环再生过程（包括自噬），这种蛋白质称为 REV-ERBα和 REV-

ERBβ。在健康的细胞中 REV-ERB 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个时候人类内的细胞会允许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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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噬活动持续的时间为 12 个小时，而在另外的时间内，细胞中 REV-ERB 的水平会很

高，从而阻止细胞中的脂肪合成和相应的物质循环。 

癌细胞的生长和繁殖需要依赖大量的脂肪合成和细胞自噬产物，所以研究人员想了解

激活 REV-ERB 是否会降低癌细胞的增长。他们通过 REV-ERB 激活剂 SR9009 和 SR9011

来激活细胞中的 REV-ERB，同时在不同的癌症细胞中进行治疗。这些癌症细胞来自于不

同的癌种：包括白血病，乳腺癌，结肠直肠癌，黑色素瘤和成胶质细胞瘤的癌细胞。然后

令人振奋的结果出现！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癌症细胞中，激活 REV-ERB 均能有效的杀

死癌细胞！并且最关键的是：由于正常细胞本身就收到 REV-ERB 蛋白的抑制，所以他们

在该种疗法中丝毫不受影响！ 

在此之后，研究人员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个结果是否可靠，研究人员设计了新的小鼠模

型——胶质母细胞瘤脑肿瘤模型，并测试药物的效果。同样的，令人振奋的结果再次出

现：REV-ERB 激活剂再次成功地杀死癌细胞并阻止肿瘤生长，但不影响其余的小鼠细

胞！ 

 

治疗后，小鼠体内的肿瘤不断缩小。这个研究结果让人惊喜万分！这也意味着现有的

REV-ERB 激活剂可能在癌症的潜在治疗药物！他们和人类的昼夜节律、新陈代谢以及癌

症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Salk 研究所管理生物学实验室教授，研究的主要作者 Salkidananda Panda 说道：“正

常的细胞已经适应了生物节律的限制，但是癌细胞显然需要索取更多。而当我们截断脂肪 

合成的时候，我们发现癌细胞真的被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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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参与该项研究的 Salk 研究所遗传学实验室教授 Inder Verma 则表示：“透过 REV-

ERBs 蛋白，我们开始触摸到细胞生长和增殖的核心。当然在以后我们会找到更多的方

法，饿死癌细胞。”而在接下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发掘 REV-ERBs 肠道微生物之间的联

系，以及其在癌症繁殖中的作用。 

原文出处：Gabriele Sulli，Inder M. Verma，Satchidananda Panda.et al.Pharmacological 

activation of REV-ERBs is lethal in cancer and oncogene-induced senescence.Nature.10 January 
2018 

6、Nat Commun：研究人员发现“两步过程”，阻止癌细胞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杀死肝癌细胞并抑制肿瘤生长的新方法。 

首先，它们使一种关键的细胞酶保持沉默，然后再添加一种强大的药物。 

这一研究可能会加速肝癌新疗法的发展，目前肝癌很难治愈。通常外科手术并不是肝

癌的选择，而现有的药物只是稍微有效。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超过 82%的肝

癌患者在确诊后 5 年内死亡。 

操纵细胞杀死癌症 

这个项目起源于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的实验室，研究人员在那里培育肝癌细胞，并操

纵它们的一种叫做 hexokinase-2 的酶的表达。然后，用二甲双胍(一种降低肝脏葡萄糖产

量的糖尿病药物)处理细胞。 

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化学和生物分子工程的教授 Maciek R. Antoniewicz

的研究小组设计了一组实验，以测量癌细胞如何应对 hexokinase-2 的损失。hexokinase-2

是一种帮助细胞代谢葡萄糖的酶，它们的食物来源。 

用质谱分析癌细胞，然后确定细胞内有无 hexokinase-2 的细胞内代谢通量。他们怀疑

被剥夺了 hexokinase-2 的细胞会饿死和死亡，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仅针对

hexokinase-2 的细胞对阻止癌细胞生长的影响微乎其微。 

他说：“我们的论文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证明了靶向 hexokinase-2 确实是一种成功的

癌症治疗策略，同时你也可以用药物二甲双胍来治疗第二个补充机制。” 

最后，研究小组测试了 hexokinase-2 衰竭和一种肝癌药物索拉非尼(sorafenib)在小

鼠肝癌肿瘤上的结合。这种组合效果比单独治疗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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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Dannielle DeWaal et al. Hexokinase-2 depletion inhibits glycolysis and induces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sensitizes to metformi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8). DOI： 10.1038/s41467-017-02733-4 

7、J Clin Invest：突破！科学家通过破坏细胞 DNA 修复的“跷跷板”来成功杀
灭癌细胞 
近日，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埃

默里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癌细胞依赖的一种免于细胞死亡的特殊蛋白或能帮助

调节癌细胞的 DNA 修复。文章中，研究者阐明了如何使得这种名为 Mcl-1 的蛋白质失去

功能来促进癌细胞对 DNA 复制压力变得更加敏感，靶向作用 Mcl-1 蛋白的化合物或许就

能作为一类新型的抗癌药物。 

文章中，研究者就发现了诸如上述化合物，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化合物能同当前已知

的药物结合有效杀灭小鼠模型机体中的肺癌细胞。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知道 Mcl-1 蛋

白在保护细胞免于程序性细胞死亡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很多类型的癌细胞都会产生过

量的 Mcl-1 蛋白。 

通过仔细观察细胞循环周期中 Mcl-1 蛋白水平的上升和下降，研究人员就鉴别出了该

蛋白的另一种特殊功能，如果细胞存在严重的 DNA 损伤，即 DNA 链发生断裂，细胞会

有两种方式来尝试修复这种 DNA 损伤，其中一种就是从另外一个染色体复制正确的序

列，该过程称之为同源重组；但这仅仅是在细胞进行染色体复制过程中才会发生，另外，

细胞还会尝试将破损的 DNA 利用修剪和编织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该过程称之为非同

源性末端接合（non-homologous end-joining，NHEJ），该过程通常效率较低，研究人员将

细胞对两种双链断裂修复形式的依赖性比喻为跷跷板，其会表现出周期性地一上一下现

象。 

研究者发现，Mcl-1 能够控制细胞远离 NHEJ 但靠近同源重组的过程，如果细胞中不

含有 Mcl-1，其就会对诱导 DNA 复制压力的制剂变得更加敏感，比如 PARP 抑制剂和羟

基脲。PARP 抑制剂是一类用于治疗卵巢癌和部分类型乳腺癌的药物，而羟基脲则能够抵

御慢性髓性白血病、鳞状细胞癌和镰状细胞性贫血症等，Mcl-1 似乎并不会损伤 X 射线诱

导的 DNA 破碎的修复过程，后者更多地依赖于 NHEJ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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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发现，名为 MI-223 的化合物能干扰 Mcl-1 调节同源重组形式 DNA 的修

复过程，同时还能结合 PARP 抑制剂和羟基脲来杀灭肺癌细胞。癌细胞会变得非常敏感，

这依赖于 Mcl-1 的抗细胞死亡特性，因为癌细胞对于 DNA 复制压力非常敏感，因此 Mcl-1

抑制剂或许也能在肺癌之外的其它多种类型癌症的治疗过程中发挥作用，最近研究人员还

发现 Mcl-1 抑制剂或许能够有效抵御三阴性乳腺癌。 

原文出处：Chen G，et al.，Targeting Mcl-1 enhances DNA replication stress sensitivity 

to cancer therapy.J Clin Invest. 2018 Jan 2；128(1)：500-516.  

8、Cell：突破！新免疫疗法可治疗多种癌症，临床试验初步成功 
近年，谈及癌症，很少有治疗方法能比免疫疗法更让人兴奋了。这类颠覆性的疗法是

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检测和杀死癌细胞，已被证明能够用于治疗十多种不同的癌症。

不过，目前，免疫疗法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能用于治疗少部分患者，在大多情况下

依然是无效的，这是因为，癌细胞非常“狡猾”，它们有许多方法保护自己免受免疫攻

击。 

1 月 11 日，在线发表于 Cell 杂志上的这项研究中，来自洛克菲勒大学的一个科学家

小组报道了一种能够破坏癌症保护屏障的方法，从而让免疫细胞能够更容易的完成它们的

工作——杀死癌细胞。 

具体来说，这一新方法主要关注一种被称为骨髓源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的免疫细胞，并且似乎具有在小鼠中对抗多种不同癌症类型的

能力。 

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Sohail Tavazoie 解释到：“先前的研究发现，MDSCs 能够阻止

其他类型的免疫细胞（如 T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靶向癌症。因此，我们预测，如果能找

到杀死 MDSCs 的方法，就可能会激活有益的抗癌免疫响应。” 

激活 ApoE 基因的“双重效果” 

在早期的研究中，Tavazoie 的实验室调查了一种叫做 ApoE 的基因及其在“抑制黑色

素瘤从原发部位转移到其他器官”中的作用。他们发现，增加 ApoE 会通过“损伤癌细胞

侵入健康组织和生长血管的能力”，导致肿瘤转移减少。 

更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开启 ApoE 基因的药物除了具有抗转移（ 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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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stasis）作用，似乎还能通过减少小鼠的 MDSC 水平来影响免疫反应，从而激活了抗

肿瘤 T 细胞。 

论文的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 Masoud Tavazoie 说：“这些结果表明，激活 ApoE

通路能够增强对抗癌症的免疫反应。” 

临床试验初显成功 

在最近的实验中，科学家们用一种叫做 RGX-104 的化合物处理了不同癌症类型的小

鼠。RGX-104 的作用是诱导机体 ApoE 的产生。结果显示，该化合物能够有效对抗多种肿

瘤类型，尤其是肺癌、肾癌、卵巢癌、乳腺癌，以及黑色素瘤和胶质母细胞瘤。同时，研

究证实，RGX-104 杀死了小鼠的 MDSCs，这使得其他免疫细胞能够攻击癌症。 

目前，研究者们正在一项包含多种类型癌症患者的多中心 I 期临床试验中测试 RGX-

104。除了评估作为单一用药的潜力，研究者们还在调查 RGX-104 联合免疫疗法 PD-1 抑

制剂的疗效。这篇 Cell 论文报道了该临床试验的早期结果，共包含 6 名患者。结果显示，

接受 RGX-104 治疗的患者体内 MDSCs 数量减少，同时，免疫响应增加了。 

Sohail Tavazoie 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将实验室的工作推向临床试验。我们非常高兴看

到，在迄今为止所有接受测试的患者中，该药物影响免疫系统的方式与我们在小鼠中观察

到的是相似的。” 

据悉，研究人员计划最终为该临床试验招募 120 名患者，预计在明年晚些时候报道更

多的结果。 

原文出处：Masoud F. Tavazoie， et al. LXR/ApoE Activation Restricts Innate Immune 

Suppression in Cancer. Cell，2018. 

9、90%准确率！Nature 突破成果：血液检测就能“认出”痴呆蛋白" 

导 读 

在过去的 15 年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简单的痴呆症血液检测方

法。最近，Nature 杂志发表了一项突破性成果：来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小组开发了

一种血液测试，可检测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毒性蛋白，且测试的准确率高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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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Nature（DOI：10.1038/nature25456） 

“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用来鉴定早期痴呆患者，所以，大多数临床试

验都是招募临床症状已经很明显的人。在这时，与β-淀粉样蛋白有关的脑损伤已经发

生，想逆转这种损伤可能太晚了。” 

这项新成果的通讯作者、分子生物学家 Katsuhiko Yanagisawa 说，“迄今为止，所有

开发用于阻止阿尔茨海默症的候选药物在临床试验中都失败了，许多制药公司也放弃了这

一领域。科学家们怀疑，这些失败可能是试验设计的问题，而不是被测试药物‘不

行’。” 

事实上，现在可用于鉴定大脑中 β-淀粉样蛋白的两种方法是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

描（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对大脑进行成像，或从脊髓中直接测定脑脊液中该蛋

白的水平。尽管它们都被用来帮助招募患者进入最近的临床试验中，但这些测试，既昂贵

又不舒服。 

新方法结合两种现有技术 

在这项新研究中，为了测量血液样本中“β-淀粉样蛋白”以及“由其衍生出的更大的

蛋白”的碎片水平，Yanagisawa 及其同事结合两种现有技术——免疫沉淀反应和质谱分

析。结果显示，在 2 个独立的队列（cohort）中（包括在日本的 122 人以及在澳大利亚的

252 人），该测试的结果与通过脑成像和脊髓液分析所得出的结果相吻合。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中每个队列所纳入的、年龄在 60 到 90 岁之间的个体，一些是健

康的，一些认知能力有轻度损伤，还有一些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科学家们表示，接下来，需要更大、更长期的研究来确认该测试“用于鉴定人类大脑

中高水平 β-淀粉样蛋白”的准确性。他们希望，药物开发者们能够利用这一测试，在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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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脑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之前，就将这些人招募到临床试验中，从而使试验更可靠。同

时，他们认为，该测试还具有相对更简单、更便宜的优势。 

 

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好结果 

对于这项研究成果，英国牛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Simon Lovestone 说：“一开始，在

血液中测定脑部疾病的这一想法显得不那么实际，但现在，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这篇

论文提供了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结果。” 

在 BBC 的报道中，伦敦国王学院的 Abdul Hye 博士也表示：“这一研究具有重大意

义，因为这是第一次有研究小组展示了血浆淀粉样蛋白与大脑和脑脊液之间的强烈关

联。” 

总结来说，作者们认为，这一血液检测有望实现更广泛的临床应用，以及更有效的人

群筛查。最终，他们希望，利用这个便宜而简单的测试能够帮助开发更好的治疗老年痴呆

症的方法。 

原文出处：Akinori Nakamura, Naoki Kaneko ,et al.High performance plasma amyloid-β 

biomarkers for Alzheimer’s disease.Nature.doi:10.1038/nature25456. 

10、JAHA：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 MMP 9与认知功能损害之间的相关性 
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 9）对缺血性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尚不清楚。近

日，心血管疾病领域权威杂志 JAHA 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析文章，研究人员旨在探讨缺血性

卒中急性期血清 MMP 9 水平与 3 个月时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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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基于 CATIS（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降压治疗试验）的子样本；研究将来自于

CATIS 研究中的 26 个地区中 6 个地区的 558 例测量了血清 MMP 9 水平的参与者纳入研究

进行分析。认知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分为重度、轻度、或无（简易精神状态评估得分分别

为＜23, 23-26，或≥27；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得分分别为＜20、20-24 或≥25）。认知功能受

损被定义为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得分＜27 分或简易精神状态评估得分＜25。 

根据简易精神状态评分，143 名（25.6%）参与者有轻度认知障碍，153 名（27.4%）

参与者在 3 个月内出现严重认知障碍。经过年龄、国家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教育和其他

协变量的调整后，血清 MMP 9 水平处于最高四分位数与最低四分位数相比的比值比为

3.20（95%可信区间为 1.87-5.49）。多元调整样条回归模型显示 MMP 9 水平与认知功能障

碍呈线性关系（线性 P＜0.001）。敏感性和亚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结果。当通过蒙特

利尔认知评分评定认知功能障碍时也得到了类似的显著性结果。 

由此可见，缺血性卒中急性期血清 MMP 9 水平升高与 3 个月认知功能障碍有关，并

且独立于已知的危险因素。 

原文出处：Chongke Zhong,et al. Serum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JAHA.2017. https://doi.org/10.1161/JAHA.117.007776 

11、JAMA Neurol：利妥昔单抗、富马酸二甲酯、芬戈莫德、那他珠单抗以
及其他症状缓解治疗药物对复发缓解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效果 
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RRMS)患者临床实践中真实的药物治疗效果研究很不充分。

近日研究人员比较了利妥昔单抗、富马酸二甲酯、芬戈莫德、那他珠单抗以及其他症状缓

解治疗药物（DMT）对 RRMS 患者的疗效和停药率。 

研究人员前瞻性地对瑞典多发性硬化数据库数据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考察所有药物

的初始治疗选择情况、停药以及换药情况。利用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和倾向评分评估研究

结果。 

494 名患者，平均年龄 34.4 岁，男性占 32%。215 人(43.5%)接受 DMT 治疗，86 人

(17.4%)接受富马酸二甲酯，17 人(3.4%)接受芬戈莫德、50 人(10.1%)接受那他珠单抗，120

人 (24.3%)接受利妥昔单抗，6 人接受其他疗法。统计发现，接受利妥昔单抗、注射

DMT、富马酸二甲酯、芬诺莫德和他珠单抗的年停药率分别为 0.03，  0.53， 0.32， 

0.38， 以及 0.29。持续疾病活动是注射 DMT、富马酸二甲酯和芬诺莫德停药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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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中枢神经系统 John Cunningham 病毒阳性是他珠单抗主要的停药因素。相比于注射

DMT 和富马酸二甲酯，利妥昔单抗的临床复发或神经影像学疾病活动率显著降低，其复

发率较芬诺莫德和他珠单抗也较低。 

研究发现，对于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患者利妥昔单抗对疾病的临床控制效果显著优

于富马酸二甲酯，与芬诺莫德和他珠单抗相比也具有优势。利妥昔单抗作为复发缓解型多

发性硬化患者主要初始治疗选择在大多数测量变量中显示出更好的结果。 

原文出处：Mathias Granqvist et al.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Rituximab and Other 

Initial Treatment Choices for Multiple Sclerosis. JAMA Neurol. January 8， 2018. 

12、Brain：脑影像学进展确定阿兹海默症传播发展的关键蛋白，老年痴呆有

救了 

最近在脑成像方面的进展首次表明，在阿尔茨海默氏病中，一种导致神经细胞死亡的

关键蛋白在整个大脑中传播，因此阻止它的传播有望阻止这种疾病的蔓延。 

据估计，全世界有四千四百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疾病的症状包括记忆力问

题、行为改变和逐渐丧失独立性。这些症状是由大脑中两种异常蛋白质的积累引起的：淀

粉样 β 蛋白和 τ 蛋白。人们认为淀粉样 β 首先发生，鼓励了 τ 的出现和传播，而正是后者

破坏了神经细胞，吞噬了我们的记忆和认知功能。 

直到几年前，只有在验尸后，才能通过检查已经死亡的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的大脑来

观察这些蛋白质的积累。然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的最新进展使科学家们能够开

始对仍然活着的病人进行成像：病人被注射放射性配体，这是一种与目标结合的示踪分子

(τ)，可以用 PET 扫描仪检测。 

发表在《大脑》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们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描述

了一种结合成像技术的方法，研究了 17 例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的 τ 模式与大脑连线的关

系。科学家们一直在猜测着 τ 在整个大脑中的具体表现。一种假设是有害的 τ 从一个地方

开始，然后扩散到其他地区，引发连锁反应，这种称为“跨神经元传播”的观点得到了小鼠

研究的支持。当一只老鼠被注射异常的人类 τ 时，蛋白质在整个大脑中迅速传播；然而，

这一证据是有争议的，因为比在人脑中观察到的 τ 含量高得多，注射的 τ 的数量要高得

多。这种蛋白质在小鼠大脑中迅速传播，而在人脑中缓慢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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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假设。“代谢易损性”假说显示，τ 是在神经细胞中局部制造

的，但有些区域有较高的代谢需求，因此更容易受到这种蛋白质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下，

τ 是细胞窘迫的标志。 

第三个假说是“营养支持”，也表明一些大脑区域比其他区域更易受伤害，但这与代谢

需求无关，更多地与区域缺乏营养或基因表达模式有关。由于 PET 扫描技术的发展，现

在可以比较这些假设了。 

研究人员表示：“五年前，这种研究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成像的最新进展，我们可以

检验这些假设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科学家们研究了老年痴呆症患者大脑的功能连接，

换句话说，他们的大脑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并将其与 tau 蛋白水平进行比较。他们的研究

结果支持跨神经元传播理念。 

“如果跨神经传播的理念是正确的，那么大脑区域是最高度连接的，这和我们在流感

中所看到的一样，例如，拥有最大区域的人最容易染上流感，然后传染给其他人。这正是

我们看到的。” 

“在阿尔茨海默病，头为最常见的脑区，首先出现内嗅皮质区是旁边的海马，“记忆

区”。这就是为什么老年痴呆症最早的症状往往是记忆问题。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 tau 蛋白

会扩散到大脑，感染和破坏神经细胞，从而使患者的症状变得越来越严重。跨神经蔓延假

说的验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减慢或通过阻止 tau 蛋白，可以使用沿

着神经元的药物来阻止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 

该研究小组还调查了 17 例患者的另一种形式的痴呆症影响，被称为进行性核上性麻

痹（PSP），一种罕见的疾病，会影响平衡，视觉和语音，但没有记忆。在 PSP 患者中，

tau 蛋白倾向于在大脑的底部而不是在整个脑内。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患者 tau 蛋白积聚的

模式支持了第二个假设，即代谢脆弱性和营养支持，而不是 tau 扩散到大脑的想法。 

研究人员还将患者纳入疾病的不同阶段，研究 tau 蛋白积聚如何影响大脑的连接。在

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中，他们发现，随着 tau 的形成和损伤网络，连接变得更加随机，这

有助于解释这种病人典型的混乱和混乱的记忆。 

在 PSP 中，健康个体携带大部分信息的“高速公路”受到的损害最大，这意味着信息需

要沿着更间接的路线在大脑中传播。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当被问到一个问题时，PSP 患者

可能反应迟缓，但最终会得到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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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Thomas E Cope, Timothy Rittman, Robin J Borchert, et.al. Tau burden and the 

functional connectome i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Brain 05 
January 2018 

13、美国肝病学会指南：肝细胞癌的治疗 

导 读 

近期，AASLD 于 HEPATOLOGY 杂志上发布了最新 HCC 治疗指南。AASLD 指南制

定者确定了医疗保健提供者在评估和管理 HCC 患者中经常遇到的关键问题。该指南着重

解决临床实践问题，包括成人肝硬化患者 HCC 监测、诊断以及各种治疗方案等。 

（1）人肝硬化患者是否需要 HCC 检测？如需要，哪种监测手段最佳？  

➤  AASLD 推荐需监测成人肝硬化患者，因其可提高总体生存率。（证据质量：中；

推荐强度：强） 

➤  AASLD 建议每６个月进行超声监测，联合或不联合血清 AFP。（证据质量：低；

推荐强度：有条件） 

➤  由于 Child-Pugh C 级肝硬化患者预期生存率低，AASLD 建议，除非是等待肝移植

的患者，Child-Pugh C 级肝硬化患者无须监测。（证据质量：低；推荐强度：有条件） 

（2）若成人肝硬化患者疑似 HCC，是否应进行多期 CT 或 MRI 进行诊断评估？  

➤  两者诊断准确度相似，AASLD 推荐可用多期 CT 或 MRI 以诊断 HCC。（证据质

量：CT 比 MRI 低；推荐强度：强） 

（3）若成人肝硬化的肝结节性质未明确，应进行肝活组织检查、随访影像观察还是替

代影像方法来诊断评估？ 

➤  对于未明确性质的肝结节，AASLD 推荐随访影像、替代影像方法或活组织检查，

但未推荐哪种方法更优。（证据质量：极低；推荐强度：有条件） 

➤  对于未明确性质的肝结节，AASLD 不推荐常规活组织检查。（证据质量：极低；

推荐强度：有条件） 

（4）若 Child-Pugh A 级成人肝硬化合并早期 HCC（T1 或 T2），应手术切除还是局部

治疗？ 

➤  对于 Child-Pugh A 级成人肝硬化合并早期 HCC（T1 或 T2），AASLD 推荐手术切

除优于射频消融。（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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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成人肝硬化合并 HCC 成功手术切除或消融后，是否还需辅助治疗？ 

➤  HCC 成功手术切除或消融后，AASLD 不推荐常规辅助治疗。（证据质量：低；推

荐强度：有条件） 

（6）等待肝移植的成人肝硬化合并 HCC（T1）患者，应进行治疗还是观察？ 

➤  对于等待肝移植的成人肝硬化合并 HCC（T1）患者，AASLD 推荐随访影像学观

察优于治疗。（证据质量：极低；推荐强度：有条件） 

（7）等待肝移植的成人肝硬化合并 HCC（器官获得和移植网 T2，OPTN T2）患者，

仅行肝移植还是等待肝移植过程中行过渡治疗？ 

➤  对于等待肝移植的成人肝硬化合并 HCC（OPTN T2 符合米兰标准）患者，

AASLD 推荐过渡治疗，以减缓疾病进展，甚至可使患者免于肝移植。（证据质量：极

低；推荐强度：有条件） 

➤  对于等待肝移植的成人肝硬化合并 HCC（OPTN T2 符合米兰标准）患者，AASLD

没有推荐哪种过渡治疗方法更优。（证据质量：极低；推荐强度：有条件） 

（8）等待肝移植的成人肝硬化合并 HCC（T3 超出米兰标准）患者，是否需降至米兰

标准内再行肝移植？ 

➤  AASLD 推荐超出米兰标准（T3）的 HCC 患者需成功降至米兰标准内之后，才考

虑行肝移植。（证据质量：极低；推荐强度：有条件） 

（9）不适合手术切除或肝移植的成人肝硬化合并 HCC（T2 或 T3，无血管侵犯）患

者，应行肝动脉化疗栓塞、肝动脉放射性栓塞还是外照射治疗？ 

➤  对于不适合行手术切除或肝移植的成人肝硬化合并 HCC（T2 或 T3，无血管侵

犯）患者，AASLD 推荐局部治疗优于无治疗。（证据质量：肝动脉化疗栓塞，中；肝动

脉栓塞，极低；肝动脉放射性栓塞，极低；外照射，极低；推荐强度：强） 

➤  AASLD 不推荐哪种局部治疗方法更优。（证据质量：极低；推荐强度：有条件） 

（10）成人 Child-Pugh A/B 级肝硬化合并晚期 HCC 伴大血管侵犯和（或）转移癌的患

者，应行全身治疗、局部治疗还是无治疗？ 

➤  对于 Child-Pugh A/B 级肝硬化合并晚期 HCC 伴大血管侵犯和（或）转移癌的患

者，AASLD 推荐全身治疗优于无治疗。（证据质量：中；推荐强度：强） 

      原文出处：Heimbach J K et al. AASLD 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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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Carcinoma. HEPATOLOGY. 2018,67(1):358-380. 

14、PNAS：打破认知！病菌入侵时最先参与免疫反应的竟然是血小板！而不
是白细胞！ 
根据法国拉维尔大学和魁北克大学中心医院（CHU）的一项新研究，血小板在我们免

疫系统中的作用可能比我们之前认为作用的更加重要。除了在凝血和修复中发挥作用之

外，血小板还是免疫系统在病毒、细菌或者过敏源进入血液后最先产生免疫反应的细胞。

这项最新研究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为治疗病毒或

者细菌感染导致的败血性休克病人及自身免疫疾病病人（如类风湿关节炎和红斑狼疮）带

来了新思路。 

 
 

“当外源物质第一次进入血液中，机体会产生抗体。”领衔作者 éric Boilard 教授说道，

他是拉维尔大学医学系教授。“当这些抗体再一次接触这些病原体时，它们会很快粘附在

其表面产生抗原-抗体复合物，从而产生炎症反应。” 

血小板具有识别这些复合物的受体，也正是这个现象促使 Boilard 教授及其同事怀疑

血小板参与了这个过程。为了检验他们的猜想，他们使用病毒、细菌毒素和过敏源蛋白在

小鼠血液中创造了抗原-抗体复合物。 

三种情况的结果是相似的。小鼠都出现了败血症休克或者过敏性休克的经典症状：体

温下降、颤动、心血管系统功能下降、血管扩张、失去意识。“我们在几乎没有血小板或

者血小板上没有对应受体的小鼠身上进行了相同的测试，结果发现这些小鼠不会出现之前

的症状，这清楚地表明血小板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血小板而非白细胞，是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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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免疫反应的细胞。” 

研究人员认为小鼠休克是因为血小板释放了血清素。“它和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是一样

的，只不过这些分子由小肠产生。血小板储存了血清素——它们储藏着机体 90%的血清

素，在某些情况下血小板会释放这些血清素。” Boilard 解释道。 

这项研究的一个临床意义就是给败血性休克和过敏性休克病人输血小板可能会由于增

加了血清素的含量而加重他们的病情。“输血仍然是重要手段，尤其是对于那些血小板含

量低下的病人而言，但是为了防止出现问题，我们应该先清除血小板上的抗原抗体复合物

受体。” Boilard 说道。他现在正在研究抗原抗体复合物受体在关节炎、红斑狼疮等自身免

疫疾病中的作用。“我们相信通过抑制受体，我们应该可以改善病人的病情，同时不影响

血小板发挥其他功能。”  

原文出处：Nathalie Cloutier et al. Platelets release pathogenic serotonin and return to 

circulation after immune complex-mediated sequestr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DOI: 10.1073/pnas.172055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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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浅谈如何撰写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其实写一篇论文与读一篇论文是相同的，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What is the major question addressed inthis study? 
 Is this question important? why? 
 What are the approaches used in this study? whether are they adequate for these 

questions? 
 What are the novel ideas or usefulinnovative approaches? 
 What is the concept coming out of thispaper? 
 Do the results present support this newconcept? 

下面我们从题目开始谈一下学术论文的写作。取题目的时候首先要体现研究的重要性

及创新点，应该用论文中的主要结论作为标题，且尽量包含所有的关键词。在此基础上力

求吸引人，有些时候可以用动词和句子等。最好不用“…的研究”、“…的意义”、“…的发

现”、“…的特征”、“…的讨论”、 “…的分析”等词，也不要说是某某问题的研究、初步研

究等。 

接下来是摘要。摘要的写作一般包含以下部分： 

第一，写文章的目的，这个一句话就可以，有些时候甚至可以不写； 

第二，研究过程和使用的方法，同样要尽可能精简； 

第三，主要结果和结论，这个应该是摘要的核心部分。基础研究应体现创新，但不宜

过分强调；应用研究要提出应用前景。 

此外，摘要的写作要与结论分开，不要照搬文中内容作为摘要。尽量以重要事实开

头，尽量避免第一人称或辅助从句。时态上要注意叙述作者工作用过去时，表达主要结论

用现在时。摘要写作应该达到的效果就是让国内外同行根据英文摘要和图表，可以大致看

懂全文。 

下一步是前言的写作，这部分可能是很多初学者认为最难写的部分，实际上，只要把

握了前言的思路，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我写文章前言一般都这么写： 

(1) “为什么要做?” 这部分中简要回顾本文所涉及到的研究领域或某个科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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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阐述本课题的研究目的。 

(2) “别人做了什么工作? 存在什么问题?” 该部分应当对国内外在本课题上的研究作一

总结。总结用表的形式比较好，再辅以适当的论述。不要引一大堆参考文献，要引自己看

过的参考文献，这一点请特别注意。这同时也要求看文献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本领域中的重

要文献。 

(3) “准备做什么?” 针对他人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路和研究内容，简

明扼要交代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等，强调研究的重要性。 

这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前言的三个段落，能做到以上要求，前言部分基本上就不会存在

什么问题了。 

前言后面一般都是材料与方法。材料与方法是论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国外期刊

对此尤其重视，国内限于文章篇幅，对此要求不是很严格。该部分应该达到的效果是：让

他人看到你的论文后能重复所开展的研究工作。 

后面紧跟着的是结果与讨论。绝大部分研究者写论文的时候都是结果和讨论放在一

起。有些国外专家认为我们中国人写文章讨论不够深入，因此我写文章倾向于把结果和讨

论分开来写。这样也显得更干净利索。下面我先说一下结果部分。一般情况下，在结果的

开始部分需要简单介绍原理和实验目的，一句话就可以。然后按照图表，看图说明，描述

具体结果。按照结果在正文和图表中的逻辑顺序，不能遗漏。实验结果的顺序，绝不是按

获得数据的先后排列，而是要按企图说明问题的逻辑顺序排列。在此部分中，要学会合理

使用图、表和文字说明。要敢于舍弃不必要的数据！很多学者觉得做了一大堆数据扔了哪

个都可惜，所以都直接放到文章中去了，其实这样反而会弄巧成拙，让很多老外感觉我们

仅仅是在罗列数据，没有逻辑可言。 

讨论部分是国人做得最差的地方，原因是我们不愿意去正视我们的缺点和遗憾。在讨

论部分中我们应该对结果中出现的发现或问题寻找原因并展开论述、解释。在这个过程

中，引用可以支持你结论的文章。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害怕这样会降低文章的创新

性。其实不然，这样不但不会影响或降低文章的创新性，反而会引起审稿人和所引论文作

者的尊敬。除此之外，更应该指出该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缺点（或局限性）是什么？

为什么？ 

文章的最后是结论。在结论部分中应该强调的是 What do we learn from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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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简要概括主要发现，但是不要重复前言和结果，更不要做太多假设，不要夸大不能

被实验数据完全支持的结论。此外，在结论的最后要突出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展望一下

前景。 

分享一些牛课题组论文撰写的基本程序： 

（1） 学生整理好实验数据；与导师讨论论文的基本构思、框架、插图；学生说明其

实验结果的创新点；讨论决定投寄何种杂志。 

（2） 学生向导师提供与该课题有关的主要综述和研究论文（20～30 篇）。 

（3） 由学生本人撰写论文初稿，送交导师。 

（4） 导师对初稿作出评论；请学生补充实验数据，并提出修改意见，但通常并不立

即修改。 

（5） 参考导师评论和修改意见，学生撰写第二稿，送交导师。 

（6） 导师在第二稿基础上进行修改，部分内容完全重写，交回学生，请学生提出修

改意见（用不同字体标明），形成第三稿。 

（7） 导师与学生对第三稿进行讨论后，由导师拟就第四稿，交回学生再评论和修

改。 

（8） 对学生的评论和修改意见作认真考虑后，拟就第五稿（半定稿），请学生评

论、修改，并对英文做仔细润色。 

（9） 导师最后定稿（第六稿），并对英文作仔细润色。 

（10） 由学生严格按投寄杂志的要求整理定稿、送审。  

一篇学术论文的产生，要经历学术思想的形成，实验，数据分析，论文写作，投稿，

修改，校对，发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从做实验到论文发表出来需要 1 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唯其艰难，所以才有乐趣。 

 

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要求，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挑战。若干年

后，这种经历一定会成为我们记忆中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