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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关于试用“PubMedPlus 课题辅助分析与智能选刊投稿系统”的通知 

为帮助我院临床医护人员更好的了解科研动态，提高学科竞争力，经医院图书馆和北

京微博赛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从即日起试用 PubMedPlus 课题辅助分析与智能选刊投稿系

统。网址:www.pubmedplus.cn,  
若在家使用，请进入系统后个人注册。 
PubMedPlus 系统是基于 PubMed 开发的用于辅助课题分析、

智能选刊投稿、学者学术动态跟踪和机构及学科竞争力分析的大

数据分析系统。 
1、系统数据与 PubMed 保持同步，且检索结果与检索策略与

PubMed 一致，以保证检索结果的权威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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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辅助分析项目中，对中国医疗机构和作者的文献进行规范

处理，并用中文显示中国机构和作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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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机构学科竞争力分析：提供本机构所有发表的 Pub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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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注机构进行学术成果的对比分析，了

解本单位学科的发展情况及在同行中的地位。 

5、学科评价：系统提供了影响因子、期刊 H 指数、被引次数和替代计量学等评价体

系，方便全面地评估文献，帮助读者快速获取高质量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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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学者学术的研究内容的分析及学术动态跟踪，同时也有利于科研管理者对该作者的成果

进行完整统计和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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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Stem Cell Rep：突破！科学家开发出可源源不断产生胰腺干细胞的新技术 

有望推动糖尿病研究！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Stem Cell Report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新加坡 A*STAR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开发了一种新型的细胞培养程序，或有望帮助研究糖尿病及促

进新型疗法的开发，这项研究还能帮助研究人员阐明胰腺形成的机制以及为何在糖尿病发

病过程中会有特定细胞出现异常。 

 
图片来源：A*STAR Institute of Medical Biology 

当胰腺中的胰岛细胞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释放到血液中时就会引发 1 型糖尿病，胰

岛素能够促进机体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入，因此糖尿病就会引发血糖水平升高，而如果患者

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控制的话就会引发致命性的影响，而通过给患者注射胰岛素就能有效控

制病情，但如果胰岛素注射过多，就会给患者带来低血糖的风险，糖尿病的风险因素往往

会产生长期的并发症，包括视觉和循环系统的问题。 

研究人员利用培养中的细胞深入探究了机体 β 细胞所出现的问题，同时他们还开发出

了多种方法控制或者纠正这种问题，然而结果证明，在开发合适细胞系上是非常困难且耗

时的，多能干细胞能够通过多个阶段被引导来模拟胚胎干细胞的发育，从而形成 β 细胞；

但不幸的是该步骤也会促进细胞产生相当大的变化，从而就很难对不同研究的结果进行解

释，其中就涉及很多耗时的步骤。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方法来降低复杂步骤的数量，这种方法能通过产

生胰腺干细胞并且对其扩张来确保能持续产生 β 细胞；研究者 Trott 说道，我们发现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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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殖胰腺干细胞的方法，最后所产生的胰腺细胞同我们所需要的细胞非常相似，随后我

们还对这些干细胞发育的细胞培养状况进行了修饰调整，最终发现了能够促进细胞生长的

多种混合信号。 

从表面上来讲，培养状况的微小差异常常会带来成功和失败的区别，研究人员常常需

要花费一段时间来确定这些变量的重要性并有效控制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新方法的关

键之处就在于胰腺干细胞能进行自我更新，因此其能够被重复扩张来产生 β 样细胞的充足

来源，同时也并不需要多个胚胎发育的步骤。 

最后研究者表示，这种新方法非常简单、快速，且能够便宜地产生科学家们进行糖尿

病研究的 β 细胞；下一步研究人员计划改善这种技术并且深入研究能够控制细胞发育的多

个分子因素。 

原文出处： Jamie Trott, Ee Kim Tan, Sheena Ong, et al. Long-Term Culture of 

Self-renewing Pancreatic Progenitors Derived from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Stem Cell 
Reports (2017). DOI: 10.1016/j.stemcr.2017.05.019 

2、Ann Oncol：肺癌药物能够降低肺癌患者的 HIV 感染 

最近，来自法国的医生们首次证明一类癌症药物或许能够阻止 HIV 的感染。 

在发表在最近一期的《Annals of Oncologytoda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来自巴黎

Pitie-Salpetriere 医院的 Jean-Philippe Spano 教授发现在利用一种叫做“nivolumab”的癌症药

物治疗存在 HIV 感染的肺癌患者时，发现其体内的 HIV 储藏库数量出现了显著且稳定的降

低现象。 

 
（图片来源：www.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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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感染细胞所形成的储藏库往往存在于大脑、骨髓以及生殖腺等部位。这些 HIV 难

以被抗逆转录药物清除，免疫系统对其也无可奈何。而当停止治疗时，这些病毒将再次复

制对机体造成损伤。因此，如果科学家们能够找到一种清除 HIV 感染细胞的方法，那么将

会帮助其彻底地消灭感染人体的病毒，也将有助于治愈 HIV 患者。 

HIV 主要感染 CD4 T 细胞，这类细胞对于调节免疫反应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受到 HIV

感染时，这群细胞的活性会受到抑制，因此难以发挥正常的功能。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们给患者进行 nivolumab 的治疗，结果发现其体内的 HIV 低于

检测下限，而在 45 天的缓慢上升之后，又再次出现下降的趋势。同时，患者体内的 T 细胞

活性也在不断上升。 

Spano 教授称：“从这个患者的治疗结果来看，HIV 储藏库能够得到再次激活，而且 CD8 

T 细胞杀伤 HIV 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这都进一步降低了 HIV 储藏库的容量。这一结果对

HIV 患者的治疗或许具有潜在的意义，未来也许会成为治疗 HIV 的辅助疗法”。 

原文出处："Drastic decrease of the HIV reservoir in a patient treated with nivolumab for 

lung cancer",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Amélie Guihot et al. Annals of Oncology (2017). DOI: 
10.1093/annonc/mdx696  

3、Sci Rep：新技术有望高效改善化疗纳米药物靶向攻击癌细胞的效率！ 

最近，一项发表在国际杂志 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卡耐基梅隆大学的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方法，能有效运输化疗纳米药物增加药物的生物可用性并降低其副

作用表现。研究者指出，在化疗之前接受 FDA 批准的营养制剂或能降低患者机体脾脏、肝

脏和肾脏中毒性药物的水平。 

 
图片来源：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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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药物是一种能有效吸附小型生物相容性颗粒的特殊药物，其在治疗一系列疾病上

表现出了巨大潜力，包括癌症等；然而目前研究人员无法有效将该药物运输到患者体内发

挥作用，仅有大约 0.7%的化疗纳米药物才能顺利抵达患者机体患处靶向作用肿瘤细胞，剩

余的药物全被机体其它细胞吸收了，包括肝脏、肾脏和脾脏等，当药物在这些器官中积累

时，其就会产生毒性和副作用，从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研究者 Chien Ho 表示，这项研究中我们开发出了一种新方法，利用脂肪乳剂（Intralipid）

来改善化疗纳米药物的运输效率，脂肪乳剂是 FDA 批准的一种营养来源，其能够暂时钝化

机体内部的网状内皮系统，而这种系统是机体全身的细胞和组织网络，包括血液、淋巴结、

肝脏和脾脏等，其在机体免疫系统中扮演着关键作用。 

文章中，研究人员利用三种 FDA 批准的化疗纳米药物在癌症大鼠模型中进行试验，这

三种药物分别为：紫杉醇（Abraxane）、硫酸长春新碱脂质体注射液（Marqibo）和安能得

（Onivyde）、一种基于铂的抗癌纳米药物；在给予动物化疗纳米药物之前一小时研究者给

动物模型注射脂肪乳剂，随后他们发现，这种方法能有效减少纳米药物在动物模型肝脏、

肾脏和脾脏中积累的水平，还能够有效降低药物的毒性副作用。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大鼠机体内大量的纳米药物都能有效攻击肿瘤，而且这种脂肪

乳剂对于肿瘤的生长或药物疗效并没有有害影响。研究者认为，这种新型的药物运输方法

或能应用于多种类型的纳米药物中，同时还不会对药物进行任何修饰。最后研究者 Ho 说

道，这种方法不仅对于正在接受化疗的患者机体的纳米药物运输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还能

够帮助检测纳米药物在治疗其它疾病上的作用效果。 

原文出处：Li Liu, Qing Ye, Maggie Lu, et al. A New approach to Deliver Anti-cancer 

Nanodrugs with Reduced Off-target Toxicities and Improved Efficiency by Temporarily Blunting 
the Reticuloendothelial System with Intralipid. Scientific Reports (2017). DOI: 
10.1038/s41598-017-16293-6 

4、Lancet 子刊：震惊！全球 80 万癌症患者竟是糖尿病和肥胖所引发 

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 上的研究报告指出，2012 年，

在全球诊断的新发癌症患者中，大约有 6%（80 万患者）的患者都是由糖尿病和过重导致；

在研究人员所检测的 12 种癌症类型中，归咎于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癌症患者数量占到了所有

患者数量将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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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研究者发现，因糖尿病合并肥胖所诱发的癌症女性患者数量是男性患者的两倍左右；

过重和肥胖是诱发癌症的两种致病因子，其诱发癌症的发病率是糖尿病的两倍。实际上这

些情况通常都是合并存在的，而且肥胖本身就是诱发糖尿病的风险因子。来自帝国理工学

院的研究者 Jonathan Pearson-Stuttard 表示，在一段时间内肥胖和癌症直接相关，而且糖尿

病和癌症之间的关联直到最近研究者才建立起来。 

研究者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糖尿病（自身或合并过重）都是每年引发成千上万人患

癌的主要原因；而且在过去 40 年里这两种情况都出现了激增，1980 年至 2002 年全球糖尿

病患者的数量增加了将近 20 万人，而且在相同时期内，肥胖的流行或许还又发了额外 30%

的病例产生。 

按照目前的趋势，在 20 年内，由肥胖和糖尿病引发的癌症患者比例在男性中会增加

20%，而在女性中则会增加 30%；过去，吸烟是诱发癌症的主要因素，但如今卫生保健专

家们则提醒糖尿病或过重患者他们或许具有一定患癌风险。研究者 Pearson-Stuttard 说道，

对于男性而言，肥胖和糖尿病在肝癌患者中大约占到了 40%以上的比例，而对于女性而言，

则在子宫癌中占到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几乎和很多乳腺癌患者一样。 

肥胖的临界值就可以通过 BMI 来界定，BMI 在 25 至 29.9 之间就被认为处于过重状态，

而超过 30 就被认为是肥胖了。 

原文出处：Jonathan Pearson-Stuttard, BMBCh, Bin Zhou, MSc, Vasilis Kontis, PhD, et 

al. Worldwide burden of cancer attributable to diabetes and high body-mass index: a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 (2017) doi:10.1016/S2213-8587(17)30366-2 

5、Genes & Devel：靶向作用关键蛋白有望开发出三阴性乳腺癌的新型疗法 

近日，一篇刊登在国际杂志 Genes and Development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美国西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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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名为 SET1B 的蛋白质在细胞质中的新功能，同时研究者认为，靶

向作用该蛋白调节细胞代谢的角色或有望帮助治疗三阴性乳腺癌。 

 
图片来源：NIH 

研究者 Ali Shilatifard 博士表示，这是一项重大发现，SET1B 蛋白时 COMPASS 家族中

六个成员之一，而 COMPASS 史我们 20 多年前发现并进行特性研究的一个蛋白家族，该复

合体对于基因表达非常重要，其能够催化组蛋白的甲基化作用，从而影响基因被开启或关

闭。某些 COMPASS 基因的异常和突变与很多人类疾病直接相关，包括癌症等。但目前研

究人员并不清楚 SET1B 蛋白和癌症之间的关联。 

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大部分的 SET1B 蛋白位于细胞质中，而 COMPASS 家族

中的其它成员则主要位于细胞核中；SET1B 对于不同癌细胞的活性至关重要，尤其是人类

乳腺癌，当利用 CRISPR 技术剔除三阴性乳腺癌中的该基因时，癌细胞就无法存活，更有

意思的是，剔除 SET1B 后正常的表皮细胞也会变得健康。 

为了深入研究 SET1B 蛋白与癌症发展的关系，研究人员发现，SET1B 的缺失会诱发多

个基因表达水平的增加，而这些基因能够调节脂肪酸代谢，这就提示 SET1B 在调节细胞代

谢过程上或许还扮演着新的角色。目前研究人员想通过研究阐明这些发现如何帮助开发设

计新型的乳腺癌疗法。 

首先研究者想实现对 SET1B 蛋白的靶向作用，但 300kd 蛋白的晶体结构并不存在，他

们无法设计一种能够靶向作用该蛋白的小分子，因此他们想寻找下游基因来进行靶向作用；

ADIPOR1 基因就是一个能被 SET1B 调节的基因，其是脂连素的受体，而脂连素具有抗糖

尿病效应，日本的研究人员此前通过研究设计出了能够激活该受体的小分子拮抗剂药物，

2013 年 Nature 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研究者指出，AdipoRon 能够改善小鼠机体胰岛素的抗

性，同时延长肥胖糖尿病小鼠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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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研究人员对 SET1B 和 ADIPOR1 之间密切关联的发现，研究人员决定利用

AdipoRon 来治疗三阴性乳腺癌，对于这种乳腺癌而言，患者机体中常常缺少常规疗法能够

靶向作用的三种受体，因此很难用传统方法对这类癌症进行治疗。研究者发现，AdipoRon

能在体外有效杀灭三阴性乳腺癌细胞，对患癌小鼠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这种药物疗法能够

明显减少肿瘤的尺寸，并增加小鼠的存活率。 

研究者 Wang 指出，这项研究首次阐明了如何利用小分子药物来靶向治疗人类癌症；

未来研究中研究人员还将继续深入研究分析临床数据，来阐明 SET1B 基因表达和乳腺癌患

者生存率之间的关联，同时调查其它化合物靶向作用 SET1B 的效率。 

原文出处：Lu Wang1, Clayton K. Collings1, Zibo Zhao1, et al. A cytoplasmic COMPASS 

is necessary for cell survival an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pathogenesis by regulating 
metabolism. Genes & Development (2017). DOI: 10.1101/gad.306092.117 

6、重症右心功能管理专家共识发布 

近年来重症超声的飞速发展，认识与评估右心功能愈加进步与完善，为重症血流动力

学治疗过程中认识理解右心、管理右心功能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可能。因此，制定重症右心

功能管理专家共识有利于重症患者的深化与精准化救治。 

本共识评估过程基本符合 GRADE 系统推荐原则。最终综合评分以 0~9 计分，确定各

条目的推荐强度。其中，0~3 分为不推荐，4~6 分为弱推荐，7~9 分为推荐。 

总  论 

1 重症疾病中右心功能容易受累，易进入到自主恶化的恶性循环（7.67 分） 

由于右心特殊的解剖和生理功能，重症相关的各种疾病如肺部病变、不同原因致肺血

管收缩、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或不合理的机械通气等均导致急性肺动脉压升高，

右心后负荷过高；左心功能不全时通过肺血管传递，引起肺循环阻力增高，增加右心后负

荷；不合理的液体治疗或由于肾功能不全，液体无法排出时导致的急性容量过负荷；右心

冠状动脉缺血、脓毒症、药物毒物损伤、心肌病或外科手术直接损伤等均可导致右心收缩、

舒张和前后负荷的改变，而出现右心功能不全。Cenkerova 等也发现,右心收缩功能不全是

左室射血分数正常的心力衰竭患者的全因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急性肺栓塞合并右心功能

不全也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而感染性休克与 ARDS 均因合并右心受累而病死率明显增

加。右心从代偿到失代偿进展非常迅速，如肺高压急剧升高引起右房压和/或右室压快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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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导致静脉回流受阻，中心静脉压（CVP）急剧升高，扩张的瓣环导致三尖瓣关闭不全，

进一步增加右心前负荷，右心室增大，通过室间隔压迫左心室，影响其充盈，导致左房压

升高，进一步促使肺动脉压上升，可引起右心和左心灌注进一步下降，进一步加重右心功

能不全进入到自主恶化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心输出量下降，器官静脉回流压力增高，

外周各脏器组织的有效灌注压降低，造成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将对机体造成严重不可逆的

影响。 

2 右心功能管理是重症患者血流动力学治疗的关键环节（7.69 分） 

重症患者右心容易受累，包括最常见的重症如感染性休克、ARDS 等，在疾病的发生

发展中均有右心受累的表现，而右心受累后又易进入到自主恶化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心

室间相互作用的机制，通过评估右心功能可进一步理解左心功能，并协调心室间的相互关

联，因此在重症血流动力学治疗过程中，右心功能的评估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急性循环衰

竭的患者，右心功能的评估决定着血流动力学监测的选择，如 ARDS 同时出现右心功能受

累或急性肺高压，建议在超声评估基础上，第一时间选择肺动脉漂浮导管进行连续监测。

在治疗过程中通过评估右心功能，可发现血流动力学受累或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因为不同

类型的休克右心受累情况明显不同，直接影响着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其他血流动

力学评估如容量经常通过超声评估右心及右心相关指标[右心大小、下腔静脉宽度、三尖瓣

环收缩期位移（TAPSE）、三尖瓣反流]准确评价，而基于 Starling 机制-ABC 理论，乃至

Guyton 静脉回流理论孕育的血流动力学治疗策略，甚至由此创新发展为"作为压力指标，

CVP 越低越好"均离不开右心的影响。故在重症血流动力学治疗过程中，无论监测评估还是

治疗，右心功能管理均是关键环节。 

3 液体复苏是指通过快速调整心脏和血管内的容量，改善组织灌注的液体治疗过程。 

正向液体复苏是指增加容量，反向液体复苏是指减少容量（7.75 分） 

液体复苏并不是简单的液体治疗，只有在患者存在组织低灌注状态下进行的液体治疗，

通过提高心输出量从而改善组织灌注的过程才称为液体复苏。目前临床治疗过程中，心输

出量的增加是评估液体复苏是否有效的唯一直接目标，通过液体复苏达到此目标则液体复

苏治疗完成。液体复苏成功是否能达到改善组织灌注的目的，还需进一步结合血管张力、

微循环改变等多方面来综合评价。但目前临床工作中液体复苏和微循环改变之间还缺乏有

效可靠的评价手段。传统观念认为，只有通过增加心脏和血管内的容量才能增加心输出量，

但根据目前对右心功能的认识，右心是影响静脉回流的关键因素。右心与前负荷间的关系 



西安交大一附院图书馆主页  http://10.101.1.31:8090/ 

                                                                                                          
11 

不完全和左心相同，在不同时期、不同右心功能的情况下，快速增加或减少心脏和血管内

的容量均可能增加心输出量。故反向液体复苏不是简单脱水、降低液体负荷的过程，而是

通过减少心脏和血管内的容量增加心输出量或者改变微循环的状态，而改善组织和器官灌

注。 

原文出处：《中华内科杂志》, 2017,56(12) : 962-973.  

7、SCTM：发现一种新的干细胞来源---骨膜组织 

 

图片来自 Stem Cells Translational Medicine, doi:10.5966/sctm.2013-0056。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在常规的髋关节置换术(hip replacement surgery)期间

通常丢弃的骨膜组织富含成体干细胞，有望提供一种用于再生医学的干细胞新来源。相关

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Stem Cells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Arthritic 

periosteal tissue from joint replacement surgery: a novel, autologous source of stem cells”。鉴于

每年有上万人接受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这种组织可能在临床应用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文通信作者 Melissa Knothe Tate 教授解释道，“在髋关节置换术中，股骨头(femoral 

head)和股骨颈的一部分被切除以便容纳移植物的颈部(neck of the implant)。”“通常，这种组

织被丢弃，然而，它可能为那些因几十年前出生而不能从组织库(banking of tissues)---如利

用出生时的脐带血建立的脐带血库---中受益的老年人提供一种未曾开发的自体干细胞来

源。”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想要确定利用常规的髋关节置换术中丢弃的病人自己的组织

是否能够潜在地治愈和/或修复功能衰竭的器官以及治疗疾病。 

研究人员收集接受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年龄在 30 到 72 岁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或骨关节

炎患者体内的骨膜干细胞(periosteum derived stem cells, PDCs)。他们将它们与在年龄最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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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岁的患者体内使用的源自出生前供者的商业用骨髓干细胞进行比较。 

基于这些研究结果，在相同的实验室培养条件下，这些 PDCs 显著性地类似于这些骨

髓干细胞。它们在分化为其他细胞的能力上也并没有因为供者的年龄或疾病状态而表现出

显著性的差异。在髋关节置换术中，骨膜与股骨颈一起被丢弃。使用骨膜组织是非常新颖

的，这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史无前例且迄今为止尚未被研究过的来自类风湿性关节炎或骨

关节炎患者体内的干细胞来源。 

论文通信作者 Ulf Knothe 博士作出结论，“利用来自骨膜的干细胞极有可能为大约 40

年前出生而不能建立自己的脐带组织或脐带血库的骨关节炎患者提供治疗疾病和组织/器

官功能衰竭的疗法。” 

原文出处：HANA CHANG,DENITSA DOCHEVA,ULF R. KNOTHE et al. Arthritic 

Periosteal Tissue From Joint Replacement Surgery: A Novel, Autologous Source of Stem Cells. 
Stem Cells Translational Medicine, doi:10.5966/sctm.2013-0056 

8、Nature：华人科学家利用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揭示成纤维细胞转化为心肌细

胞机制 

 
图片来自 Qian Lab, UNC School of Medicine。 

在心脏病发作后，通过逆转瘢痕组织产生健康的心肌组织将会引发心脏学和再生医学

领域的变革。在实验室中，科学家们已证实将心脏成纤维细胞（瘢痕组织细胞）转化为心

肌细胞是可行的，但是梳理出这是如何发生的细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将这种方法

用于临床实践或甚至其他的基础研究项目中一直都是难以实现的。 

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微流体单细胞 RNA

测序与数学建模、遗传方法和化学方法结合在一起，描述了从成纤维细胞到心肌细胞的细

胞命运转化期间逐步发生的分子变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院病理学与实验室医学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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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Li Qian 博士的领导下，这些研究人员不仅成功地重建了单个成纤维细胞在这个过程中

选择的路径，而且还鉴定出在成纤维细胞转化为心肌细胞期间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分子通路

和关键性调节物。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

题为“Single-cell transcriptomics reconstructs fate conversion from fibroblast to cardiomyocyte”。 

Qian 实验室开创直接心脏重编程（direct cardiac reprogramming）方法，并且在过去几

年对这种方法进行优化。作为心脏再生和疾病建模的一种有前景的方法，它涉及将心脏中

的非心肌细胞直接转化为非常类似于内源性心肌细胞的诱导性心肌细胞（ induced 

cardiomyocytes, iCM）。就像任何重编程过程那样，接受重编程的很多细胞并不会同时发生

重编程。这意味着这是一种“异步（asynchronous）”过程。转化在不同的时间发生。因此，

在这个过程的任何阶段，细胞群体总是含有未转化的细胞、部分重编程细胞和完全重编程

细胞。换言之，细胞重编程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这就使得很难利用传统方法开展

分析。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通过利用微流体单细胞 RNA 测序技术，Qian 实验室解决了“异步”

编程和异质细胞群体这两个主要的问题。他们在从成纤维细胞到 iCM 的命运转化期间分析

了全局转录组变化。利用数学算法，这些研究人员在这种重编程过程中鉴定出具有不同分

子特征的细胞亚群。随后，他们基于模拟和实验验证，重建了 iCM 形成路径。这些路径为

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分辨率路线图，以便在未来研究这种细胞转化机制。这些发现在

临床上很重要。比如，人们知道在心脏病发作后，受损区域周围的心脏成纤维细胞会立即

被激活，并且发生高度地增殖，但是这种增殖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如何利用成纤

维细胞在心脏病发作过程中和结束后的不同细胞周期状态应当会扩大细胞重编程的应用范

围和优化细胞转化结果。Qian 团队揭示出细胞增殖和细胞重编程之间的路径。他们也提供

实验证据来证实改变初始的成纤维细胞的细胞周期状态会改变新的心肌细胞形成结果。她

的团队发现成纤维细胞亚群的分子特征在重编程期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这提示着细胞

的重编程敏感性是存在差别的。 

令人关注的是，这种重编程敏感性与心脏发育期间的心肌细胞分化时间相符合。似乎

在心脏发育较早阶段出现的中间阶段细胞群体似乎更强有力地抵抗这些变化。这提示着近

期的细胞表观遗传记忆可能更加容易被擦除，因此更容易将具有这些表观遗传特征的成纤

维细胞亚群转化为心肌细胞。通过进一步分析重编程期间的全局基因表达变化，这些研究

人员意料之外地鉴定出参与 mRNA 加工和剪接的因子发生下调。Qian 团队继续对最优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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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候选因子---剪接因子 Ptbp1---开展详细的功能分析。有证据提示着它是成纤维细胞获得

心肌细胞特异性的剪接模式的一种关键的阻碍物。Qian 团队的研究证实剔除 Ptbp1 促进更

多的 iCM 产生。进一步的定量分析揭示出每种重编程因子（即 Mef2、Gata4、Tbx5 和 DsRed，

让成纤维细胞表达这四种重编程因子，会让它们转化为 iCM）的表达与单个成纤维细胞的

重编程过程进展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关联性，而且导致发现新的富集 iCM 的表面标志物。Qian

说，“我认为这篇论文中的这种跨学科方法是非常强大的。它协助我们鉴定出之前未被识别

的功能或机制，以及更好地理解细胞的性质和疾病的进展。最终，这种方法可能不仅让心

脏病患者受益，而且也造福于癌症、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和其他疾病的患者。” 

原文出处：Ziqing Liu, Li Wang, Joshua D. Welch et al. Single-cell transcriptomics 

reconstructs fate conversion from fibroblast to cardiomyocyte.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25 
October 2017, doi:10.1038/nature24454  

9、Immunity：科学家成功鉴别出能限制癌症免疫疗法治疗效果的特殊“制动机制” 

新型的免疫疗法能够增强机体抵御癌细胞的免疫防御力，而对晚期疾病患者进行治疗

常常会促进患者机体部分肿瘤，甚至全部肿瘤复发，然而诸如这样的策略在治疗晚期癌症

患者上常常会以失败告终，但其背后所涉及的机制研究人员并不清楚；近日，来自马格德

堡大学和波恩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了一种此前并未鉴别出“制动机制”，这种

机制能够限制癌症免疫疗法的效率，相关研究结果刊登于国际杂志 Immunity 上，该研究或

为后期研究人员开发新型癌症免疫疗法提供新的思路和机制。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在正常情况下，免疫系统中的 T 淋巴细胞能够检测并且破坏病毒和细菌，而且其还能

消灭发生突变的癌细胞，基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新型疗法能够调整细胞免疫力，从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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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机体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杀灭作用，这种新型疗法常常被用来治疗恶性黑色素瘤

患者，而最近这种疗法也被用于治疗其它实体瘤患者，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

很多癌症患者中，免疫疗法往往并不会或只会显示出暂时的治疗效应，如今全球的研究人

员都在努力研究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机制。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 Michael Holzel 教授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了一种能够限制癌症免疫疗

法的新型机制，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中性粒细胞的重要角色，中性粒细胞是一种在血液中非

常常见的免疫细胞，其能够扮演机体第一道免疫防线来抵御外来入侵的病原体，同时还能

够攻击癌细胞；然而在癌症小鼠模型中，研究人员发现，中性粒细胞能够抑制 T 淋巴细胞

的活性，从而减弱免疫疗法所产生的治疗效应。研究者 Nicole Glodde 表示，我们发现，癌

症组织在攻击 T 淋巴细胞时所释放的一种可溶性介导子能够引发中性粒细胞的特性发生意

想不到的变化，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可溶性介导子或许能够揭示中性粒细胞“阴暗”的一面，

类似于善良的 Jekyll 博士一样，当其服下特殊的药物时就会变成无情的 Hyde 老师；研究人

员推测，正常情况下这种机制或能保护机体抵御过度的炎性反应，然而以免疫疗法为例，

这或许就是相当不幸运的了。 

此外研究人员还阐明了如何抑制中性粒细胞发生不幸的转变，这项研究或为后期他们

进一步调查和临床试验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帮助研究人员未来开发更加有效的新型个体

化癌症免疫疗法。 

原文出处：Nicole Glodde, Tobias Bald，Debby van den Boorn-Konijnenberg，et al. Reactive 

Neutrophil Responses Dependent on the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c-MET Limit Cancer 
Immunotherapy. Immunity (2017). DOI: 10.1016/j.immuni.2017.09.012 

10、Nat Commun：科学家利用诱导多能干细胞成功制造出功能性的小肠组织片段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麻省总医院

的研究人员成功利用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制造出了生物工程化的功能性小肠组织片

段，当被植入到大鼠机体中时，这种小肠组织片段能够将营养物质运输到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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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Kentaro Kitano, MD, MGH Center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医学博士 Harald Ott 表示，这项研究中我们打破了单细胞分化和组织产生之间的差距，

单细胞分化即驱动干细胞转化成为特殊的细胞类型，而组织的产生能在血管性灌注和营养

吸收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功能；此前研究中，研究人员报道了成功利用 ipsCs 分化产生类器

官，他们描述了一种新技术，能将较小的组织单元转化成为大规模的移植物从而用于替代

坏死器官。 

诸如克罗恩病等多种严重的胃肠性疾病都会引发机体小肠组织的一部分或全部被移

除，从而引发短肠综合征（short bowel syndrome），有时候利用特殊的饮食疗法能够治疗

这些疾病，很多患者需要依靠静脉注射获得营养，而小肠的移植就是一种非常可行的治疗

手段，但目前来讲由于缺乏器官所以导致这种疗法非常受限，比如，2015 年在美国就进行

了 127 项小肠移植手术，截至 2017 年 10 月 4 日有 273 名患者都出现在了等候移植的名单

上。和此前研究一样，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 2008 年所开发的一种方法，利用洗涤溶

液从供体器官中剥离活细胞，随后将这些细胞注入到含有器官合适类型细胞的细胞外基质

支架中，研究者对动物肾脏、肺脏和心脏进行了脱细胞处理，从而制造出了功能性的大鼠

肾脏和肺脏；研究人员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大鼠小肠 4 厘米的片段进行脱细胞处理，随后证

实了这种方法在大型动物中的适用性。脱细胞后的小肠组织就能为内侧及血管通道的复杂

组织提供结构性的支架，重新注入支架需要两种类型细胞的运输、移植物植入及成熟，即

肠道上皮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上皮组织的产生开始于人类的 iPSCs，ipsCs 能够分化成为

肠道前体细胞，随后在脱细胞的组织片段内部“播种发芽”；两周后，当上皮层形成后，人

类的内皮细胞就会被植入到血管通道中，同时放置在灌注生物反应器系统中的片段也会进

入下一步的成熟过程。7 天后，研究者对组织片段进行体外测试证实了血液能够重新填满

血管系统，而且重组后的肠道组织还能够将来自组织片段内部的葡萄糖和脂肪酸运输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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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研究者 Ott 表示，体内实验结果表明，朝着肠道组织命运进行分化的人类 ipsCs 能够

被装配到肠道移植物中，而肠道移植物具有高水平的组装能力，且能够连接受体的脉管系

统促进移植后营养物质的吸收。下一步研究者将会促进多种移植物成熟，并且将其扩展到

人类适用的尺寸，因此未来有一天我们或许就能够为短肠综合征患者提供新型的小肠移植

方案，最理想的就是，这种按需定制的病人移植物或许并不需要患者再摄入免疫抑制药物

了。 

原文出处：Kentaro Kitano, Dana M. Schwartz, Haiyang Zhou, et al. Bioengineering of 

functional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derived intestinal grafts.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DOI: 10.1038/s41467-017-00779-y 

11、Nat Commun: 脑细胞死亡与阿兹海默症发病之间的关系 

最近，科学家满发现通过敲除成年小鼠体内一种叫做"LSD1"的调节基因会导致基因整

体活性的变化，从而产生类似于阿兹海默症的效应。同时，研究者们还发现患有阿兹海默

症以及额顶叶痴呆的患者大脑样本中的 LSD1 蛋白的活性也发生了异常。基于上述发现，

作者认为 LSD1 在这些疾病的发生过程中可能起着关键的作用，也是潜在的药物靶点之一。 

相关结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图片来源：Emory Alzheimer's Disease Research Center) 

在大脑中，LSD1（lysine specific histone demethylase 1）负责沉默或关闭基因的表达活

性。通过敲除成年小鼠体内的 LSD1 基因，作者发现这些小鼠的认知能力出现了下降或瘫

痪。突变体小鼠大脑神经元出现大量死亡的现象，这预示这阿兹海默症或 FTD 的发生。 

"以这些小鼠为研究对象，我们跳过了常见的引发痴呆症的蛋白，而直接对下游的效应

进行了研究"，该文章的作者，来自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助理教授 David Katz 说道。

然而，Katz 实验室的研究初衷并不是构建神经退行性疾病小鼠模型，此前研究发现 LS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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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胚胎的早期发育十分关键，而研究者们感兴趣的是其对于精子的生成的影响。当

研究者们观察 LSD1 突变小鼠的基因表达活性时，发现其出现了炎症反应以及其它细胞代

谢或信号变化的特征，这些特征恰好符合阿兹海默症患者的一些症状。进一步，通过分析

患者的大脑组织样本，作者则发现了更为惊人的真相。"我们发现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神经纤

维缠结中有 LSD1 蛋白的累积。在上述疾病中，LSD1 蛋白均异常地定位在细胞质中。由于

正常情况下 LSD1 应分布在细胞核内，因此这些发现将提供证据表明其或许与特定的神经

退行性疾病的发生有关"。下一步，Katz 等人计划寻找 LSD1 与阿兹海默症发病之间的内在

联系，例如其与 Tau 蛋白之间的关系。或许这一研究能够为设计针对阿兹海默症的药物提

供新的希望。 

原文出处： Michael A. Christopher et al, LSD1 protects against hippocampal and cortical 

neurodegener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DOI: 10.1038/s41467-017-00922-9  

12、Nature：中国科学家鉴定出食管癌的细胞起源 

 

图片来自 Jianwen Que 博士实验室/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福州总医院、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广东腾飞基因

科技有限公司、西南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海河临床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CUMC）、罗彻斯特大学、贝勒医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医

学中心、罗格斯大学、北卡罗莱纳州中央大学的的研究人员以小鼠和人组织为研究对象，

鉴定出上消化道中能够产生巴雷特食管（Barrett's esophagus）的细胞。巴雷特食管是食管

癌的前兆。这种“细胞起源”的发现有望加快开发更加精确的筛查工具和治疗巴雷特食管和

食管腺癌的疗法。在美国，食管腺癌是增长得最快的一种癌症。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 “Transitional basal cells at the 

squamous–columnar junction generate Barrett’s oesoph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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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雷特食管中，连接口腔和胃部的食管导管内的一些组织被肠道类似的组织替代，

从而导致胃灼热和吞咽困难。大多数巴雷特食管病例源自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即胃酸慢性反流到食管下端中。一小部分巴雷特食管患者会产生

食管腺癌，即一种最为常见的食管癌。 

在过去的 40 年中，食管腺癌的发病率上升了 800%。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对它的筛查

和治疗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如果食管腺癌不能较早地被检测到，那么患者在确诊后通常仅

能够存活不到一年的时间。 

科学家们已提出了至少 5 种巴雷特食管模型，每种模型都是基于一种不同的细胞类型。

论文通信作者、CUMC 医学副教授 Jianwen Que 博士说，“然而，在这些实验模型中，没有

一种模型会模拟这种疾病的所有特征。这让我们相信对巴雷特食管而言，肯定存在另一种

尚未被发现的细胞来源。”在当前的这项新的研究中，Que 博士和他的同事 Ming Jiang 博士

（论文第一作者、CUMC 医学系助理研究员）对小鼠进行基因改造，促进它们产生巴雷特

食管。他的团队随后研究了这些小鼠的胃食管连接组织（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tissue）

发生的变化。他说，“在这种组织中的所有已知的细胞都保持不变，但是我们发现了一种之

前未被鉴定出的区域居住着独特的基底祖细胞（basal progenitor cell）。”祖细胞是干细胞的

早期后代，能够分化为一种或多种特定的细胞类型。 

Que 博士团队随后利用一种被称作谱系追踪（lineage tracing）的技术，确定这些独特

的经过一种荧光蛋白标记的基底祖细胞是否能够导致巴雷特食管产生。在这些测试中，几

种小鼠模型被用来证实胆汁酸反流或基因变化促进这些祖细胞增殖，从而导致巴雷特食管

产生。在利用从小鼠和人体胃食管连接组织中分离出的这些独特的基底祖细胞构建出的类

器官（即人工培养的类似于一种器官的细胞群体）中，他们获得同样的观察结果。Que 博

士说，“既然我们知道了巴雷特食管的细胞起源，那么下一步就是开发靶向这些祖细胞或者

被胃酸反流激活的信号通路的疗法。” 

原文出处：Ming Jiang, Haiyan Li, Yongchun Zhang et al. Transitional basal cells at the 

squamous–columnar junction generate Barrett’s oesophagus.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12 
October 2017, doi:10.1038/nature24269 

13、OncoImmunology：最新的癌症疫苗技术已成功预防了小鼠乳腺癌形成！ 

一种新的疫苗技术可以对抗老鼠某种类型的乳腺癌。所谓的 HER2 阳性乳腺癌在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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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乳腺癌病例中占 20％至 30％。哥本哈根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现在表明，在新

的疫苗的帮助下，小鼠可以与同类型的癌症发生作用。 

在乳腺癌的情况下，免疫系统难以区分癌细胞和健康细胞。因此，通常不会启动可以

防止癌细胞生长和扩散的保护性免疫应答。但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小组能够通过在癌细胞

上正常表达的抗原添加到病毒样颗粒的表面来改变这一点。因此它们将颗粒注射到小鼠体

内。 

“我们的病毒样颗粒与癌症抗原增加，使身体认为它受到攻击。这使得免疫系统产生大

量针对癌症抗原的抗体，这些抗体然后与小鼠中的癌细胞发生作用。“副教授和免疫学和微

生物学系的 Adam F. Sander 说。 

在今天发表在科学杂志 OncoImmunology 上的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已经以多种方式

记录了他们疫苗技术的有益效果。因为他们的疫苗既具有预防作用，而且在癌症已经发展

时也起作用。 

他们已经给两种不同的基因编码的小鼠自发地开发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乳腺癌疫苗。在

一组中，只有一半的小鼠发生癌症，其特征在于比通常显著更少和更小的肿瘤。在第二组

中没有接种的小鼠发生癌症。 

根据小鼠的遗传变异，疫苗从而防止 50％至 100％的病例发展为乳腺癌。 

此外，研究人员检查了疫苗对两组已经患有癌症的小鼠的影响。他们要么注射了肿瘤

片段，要么注射人类癌细胞。 

疫苗治愈了 80％的小鼠肿瘤碎片。在人类癌细胞组中，所有的小鼠都患有癌症，但速

度比平时慢得多。 

研究人员还从产生相关抗体的小鼠中取血，并在人类癌细胞上进行测试。这个效应也

很难忽略。所有的人类癌细胞都以正确的方式与抗体结合。 

HER2 阳性乳腺癌的目前治疗涉及长时间施用与癌症作斗争的大量抗体。治疗昂贵且

有副作用，免疫系统可能对抗体不耐受，最终不起作用。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其效果转化

为人类，他们的疫苗费用明显较低。 

“我们的治疗技术令人兴奋的是，它使身体做的工作。我们不注射外来抗体，但留给身

体产生它们，”Postdoc 和 Susan Thrane 说。 

这项研究是这次合作的第一个大的成果之一，研究人员希望他们能够不断进行人类临

床试验。 

原文出处：Arianna Palladini, Susan Thrane, Christoph M. Janitzek, et.al. Virus-like particle 

display of HER2 induces potent anti-cancer responses. OncoImmunolog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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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学术论文撰写引言和结论部分的一些建议 

引言和结论部分在学术论文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需要你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个好的引

言应该确定你的研究主题，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强调你论文最突出的创新点，同时也需

要吸引读者的兴趣；一个好的结论将会让论文自然收尾，把研究结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下面这些建议将帮助你为论文构建一个合适的开始和结尾。 

关于 Introduction 的建议 

1、有些作者一定要等到觉得文章的引言达到完美之后才开始写文章的主体，他们没有

意识到在引言的写作中花费太多时间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其中的一些时间实际上可以更有

效地用于规划和写作。 

2、引言的写作可以放在最后阶段。但你也可能习惯于先写引言，这样有助于更全面、

更深入地对研究主题进行思考和探究。如果是这样，请记住，你可能在以后的阶段还需要

回过头来，根据最终的正文内容精炼一下引言。 

3、论文的引言可以分成多个段落，但你要明确引言长度应该与你的论文长度和复杂度

有一定的关系。一份 20 页的论文可能需要 2 页多的引言，但是一份只有 5 页的论文则绝对

不行。 

4、尽快达到引入研究主要内容的这个目的。一般来说，你希望在第一句话中就提出你

的话题，但要避免从太宽泛或太偏离主题的地方开始写起，也不要做过于全面的概括。 

5、引言部分的描述需要尽量生动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你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找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数值，说明你要解决的问题的严重性。 

 引用一位专家的观点。 

 提出一个常见的误解，而你的论文恰好会反驳这个观点。 

 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来加深读者对论文的而理解。 

 用一个简短的故事来说明你选择这个研究话题的原因。 

 在一篇科学论文中，可以解释关键的科学概念或参考相关文献，来引出你的研究 

对这方面的贡献或参与程度。 

 在一篇专业技术性的论文中，定义一个对读者来说可能不熟悉的术语，但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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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又至关重要。 

6、在撰写你的引言时，你还要避免一些常见的误区： 

 不要提供字典的定义，尤其是读者已经知道的词语。 

 不要对一个问题或现象进行重复说明。 

 不要对属于论文正文部分的内容作一些细节和深入的解释。 

关于 Conclusion 的建议 

1、结论不仅仅是观点的总结或者是对论文的重新陈述。如果你想要进行总结，请用更

新鲜的语言来做，提醒读者你所展示的实验结果是如何为你的论文做贡献的。 

2、结论就像论文的其他部分一样，涉及到批判性思维。反思一下你所写的东西的重要

性。试着传达一些基于你的论点并且更大、更广的想法。 

3、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写好结论的最后一句话中，让你的读者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或概念，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4、对于大多数文章来说，结论只需一个段落就足够了。在某些情况下，分成多段也可

能是适当的。和引言一样，结论的长度应该反映出文章的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