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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2017 年 8 月新书推荐 

书  名 作  者 内  容  摘  要 

《实用小儿心脏病学》 

（第 6 版） 

Myung K.Park 主编； 

桂永浩，刘芳主译 

介绍了先天性心脏病的基本诊疗技能，

特殊检查技术和评价方法、病理生理，

以及常见先天性心脏病、获得心脏病、

心律失常和房室传导障碍等，特别介绍

了心脏手术治疗的最新方法等。 

《口腔种植位点处理全集》 

Michael Sonick, 

Debby Hwang 主编； 

黄懽主译 

本书从实践出发，系统地讲述了如何在

各种临床情况下保存牙槽嵴。讨论了不

同的治疗选择、治疗时机、使用材料、

具体操作技术，以及相应的临床应用。

Istvan Urban 医生首次系统阐释了垂直

骨增量技术。本书附大量临床图片，照

片，对临床有很大指导作用。 

《Maingot 腹部手术学》 

（第 12 版） 

Micheal Zinner, 

Stanley Ashley 原著； 

王西墨，金中奎主译 

在疾病阐述中，本书作者保留了不同专

家的意见，尤其是有争议的观点与方

法，并增加了不同意见专家的“观点”注
释。另一精彩之处在于每个疾病后均附

有未来展望部分，结合医学科学的发展

对疾病的未来诊断。 

《罗思曼-西蒙尼脊柱外学》 

（第 6 版 上下卷） 

Harry N.Herkowitz
等原著；党耕町，刘

忠军等译 

该版新增颈椎和腰椎退变性疾病的关节

成形术，失败椎间盘置换的翻修策略，

强调了在处理这一复杂外科问题时的困

难。大篇幅的增加了微创外科原理、手

术技术、结果和并发症、腰椎软性固定

的讨论。纤维环修补，总结了该领域最

新研究成果。脊柱损伤基础科学，强调

了对于理解该灾难性疾病的进展。 

《实用消化病学》 

（第 3 版） 
于皆平，沈志祥等主编 

对消化系统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发病

机制、临床特征、诊疗方法及预后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同时详细介绍了

本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并

根据国内外新进展对相关章节的名词、

定义及诊疗规范等做了必要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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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Nature：科学家成功解析诱发人类肺腺癌的分子机理 
 

近乎一半的人类肺腺癌致癌事件的发病

机制研究者并不是很清楚，这常常会引发选

择性靶向疗法的开发变得复杂化，然而这些

肿瘤在没有明显致癌功能的前提下似乎都含

有一些突变，包括 BRAF 的失活性突变；近

日，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一篇研究报

告中，来自西班牙国立癌症研究中心

（Spanish National Cancer Research Centre，
CNIO）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小鼠机体

中内源性 Braf（D631A）激酶失活亚型的表达（相当于人类 BRAF(D594A)突变）或会在体

内诱发肺腺癌的发生，这就表明，BRAF 失活性突变或会诱发肺腺癌事件的发生。 
研究者指出，MAPK 通路的信号强度非常重要，这不仅表现在肿瘤的发展上，还表现

在阐明诱发癌症开始的细胞上，而且对于确定肿瘤亚型也至关重要。RAS-MAPK 级联信号

能够作为一种中心节点将来自膜受体的信号转导到细胞核内，这种通路在大部分人类癌症

中往往处于异常激活的状态，同时大量研究证据都表明，RAS-MAPK 信号水平的上升或会

导致细胞毒性产生，进而充当了癌症发生早期的天然屏障；相关研究表明，RAS-MAPK 活

性的开始或许是机体动态平衡和恶性转化都需要的，但这往往缺乏令人信服的遗传性证据。

对不同人类癌症的突变分析结果表明，肺腺癌 BRAF 热点或许包含了 RAS-MAP 激酶通路

的组分，而这会促进失活性的突变超过 V600E 活性突变而占据主要地位，V600E 是其它癌

症的主要致癌形式，比如黑色素瘤等；然而研究者并不清楚 BRAF 失活在肺癌进展中的“贡
献量”。利用公共数据库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在一系列 KRAF 驱动的人类肺部肿瘤中鉴别出

了失活的 BRAF 突变，随后研究人员利用小鼠模型进行研究对相关研究结果进行了再现，

结果表明，致癌 Kras 和失活 Braf 的共表达或许会增强肺腺癌发生的开端，此外，在恶性肿

瘤中遗传性地诱导 Braf 发生失活突变时，上述组合或许会加速肿瘤进展，让研究人员意外

的是，在相同研究中，他们还发现，单一的 Braf 失活突变同样也是诱发肺腺癌出现的致癌

事件。 
最后研究者表示，本文研究首次提供了遗传学证据发现，激酶失活的 Braf 突变会诱导

肺腺癌的发生；此外，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携带活性减弱 BRAF 的肺腺癌患者或许会得

益于选择性 CRAF 抑制剂疗法的治疗。 
原文出处：Patricia Nieto,Chiara Ambrogio,Laura Esteban-Burgos, et al. A Braf kinase-inactive 

mutant induces lung adenocarcinoma. Nature (2017) doi:10.1038/nature2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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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Cancer Research:卵巢癌发病机制研究获新进展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肿瘤干细胞生物学学科组与四川大学合作，研究发

现 HUWE1 通过泛素化降解 H1.3 维持卵巢癌的发生发展，揭示 HUWE1 功能调节极有可能

是药物治疗的潜在靶标，为卵巢癌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该研究成

果发表在 Cancer Research 上。 

 

卵巢癌是造成女性死亡的第五大肿瘤。由于其发病位置的隐蔽性，以及缺乏有效的早

期检测指标，导致卵巢癌致死率居于所有妇科肿瘤之首，对女性生命造成严重威胁。最新

研究数据表明，恶性程度高的卵巢癌病人五年生存率甚至低于 30%。然而到目前为止，卵

巢癌的发病机理尚未完全清楚，因此对卵巢癌发生和发展的分子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极

有必要。 

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对于肿瘤的发生发展至关重要，且 HECT E3 泛素连接酶越来

越成为肿瘤治疗的靶点。HUWE1 是一种 3’末端含 HECT 结构域的 E3 泛素化连接酶，

分子量为 482kDa。HUWE1 通过调节其底物的稳定性，控制着细胞内大量与肿瘤发生密切

相关的生物学过程，例如 DNA 损伤修复、细胞增殖、凋亡、分化以及细胞内稳态等。目

前关于 HUWE1 是抑癌基因还是原癌基因仍存在很大争议，这可能取决于肿瘤类型。据报

道在大约 70%的卵巢癌中 HUWE1 表达上调，但具体作用不明。 

昆明动物所和四川大学研究人员发现，HUWE1 敲除抑制正常卵巢上皮细胞的恶性转

化，但并不影响细胞存活和凋亡；此外在肿瘤形成后敲除 HUWE1，肿瘤生长受到明显抑

制。在 HUWE1 功能缺失的细胞中，组蛋白 H1.3 表达升高，同时 H19 表达受到抑制。

在细胞中沉默 H19 可模拟 HUWE1 敲除出现的表型，若同时敲降组蛋白 H1.3 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援救 H19 的表达以及 HUWE1 敲除出现的表型。在人卵巢癌细胞中诱导敲降 
HUWE1，能够重复在小鼠实验中得到的结论。在机制上，研究人员发现 HUWE1 可结合

并且泛素化组蛋白 H1.3，并导致 H1.3 被蛋白酶体降解。这些结果证明了 HUWE1 是维

持卵巢癌发生和发展必需的。 
原文出处：Shu Zhang,Fangdong Zou,Xudong Zhao,et al.Huwe1 sustains normal ovarian 

epithelial cell transformation and tumor growth through the histone H1.3-H19 cascade.Canc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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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ell:肠癌大突破！上海交大科学家发现了肠道微生物导致化疗耐药的机制 

近日，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的房静远教授、陈萦晅副教授、

洪洁和陈豪燕副研究员以及美国密西根大学邹伟平教授合作，首次从作用机制上证明具核

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可以通过调节癌细胞的自噬作用，促进结直肠癌对化

疗的耐受。而具核梭杆菌恰恰是我们口腔中常见的革兰氏阴性菌。这一重要发现发表在顶

级期刊《细胞》杂志上。 

 

从左到右：陈萦晅副教授、房静远教授、洪洁副研究员、邹伟平教授、陈豪燕副研究员 

肠癌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排第三，死亡率排第二，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

化疗是临床上常用的抗癌疗法之一。特别地，对于晚期结肠直肠癌患者来说，手术加上化

疗是最常用的治疗方案。然而，尽管化疗在患者接受治疗的初期显示出良好的效果，但是

最终很多患者也会出现化疗耐药，并导致癌症复发。因此，晚期结肠直肠癌患者的 5 年存

活率只有 10%左右。 

同时，虽然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对于多种晚期癌症治疗效果显着。然而，不幸

地是，绝大部分结肠直肠癌（CRC）对于免疫治疗不敏感。只有一小部分携带错配修复缺陷

的 CRC 患者可以受益于免疫疗法。因此，为了改善晚期 CRC 患者的生存，深入了解 CRC 患

者对于化疗耐药的机制非常有必要。 

近年来，一系列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不仅可以通过调节局部免疫反应影响化疗以

及免疫治疗的效果，也同 CRC 的形成以及转移密切相关。例如，2011 年科学家在肠道中发

现具核梭杆菌的身影。2012 年，发现在 CRC 的发展过程中具核梭杆菌的含量会逐渐增加。

去年，科学家又发现具核梭杆菌还与 CRC 患者的生存期密切相关，其含量越高，患者的生

存期往往越短。 

至此，具核梭杆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研究人员开始尝试从具核梭杆菌的角度去

理解肠癌的耐药性与复发。房教授这个团队就是其中的一员。 

为了探索具核梭杆菌与肠癌化疗耐药之间的关系。房教授团队招募了大量的 CRC 患者

（包括癌症复发以及未复发患者），并对其肿瘤组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们发现具核梭杆

菌在 CRC 复发患者肿瘤组织中的含量明显高于 CRC 未复发的患者。并且，CRC 患者肿瘤组

织中的具核梭杆菌含量越高，患者的预后往往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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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核梭杆菌 

研究人员利用逐渐提升化疗药物浓度的方法，获得了有耐药性的 SW480 细胞（一种 C

RC 细胞，对于化疗异常敏感）。然后，再利用化学药物分别处理 SW480 细胞，耐药的 SW

480 细胞以及同具核梭杆菌一起培养的 SW480 细胞。他们发现，与具核梭杆菌一起培养的

SW480 细胞同化疗耐药的 SW480 细胞的耐药的程度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人体肠道中的

具核梭杆菌的确会诱导 CRC 细胞对化疗耐药。 

那么具核梭杆菌又是如何诱导化疗耐药的呢？为此，研究人员将 CRC 细胞与具核梭杆

菌一起培养，之后对普通的 CRC 细胞以及同具核梭杆菌一起培养过的 CRC 细胞进行转录

组分析。发现，同具核梭杆菌一起培养的结肠癌细胞中，有 992 个基因下调了，1466 个基

因上调了。 

之后，通过单样本基因富集分析，蛋白印迹分析，以及透射电镜观察发现，与具核梭

杆菌共培养的结肠癌细胞中，自噬信号被显着激活。而之前恰有研究发现，自噬通路与化

疗耐药相关，这也意味着，具核梭杆菌或许是通过引起 CRC 细胞自噬的激活从而导致其对

化疗的耐药。 

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员将具核梭杆菌同 CRC 细胞一起培养，然后加入化疗药物以

及自噬抑制剂。发现，具核梭杆菌诱导的化疗耐药可以被自噬抑制剂抵消。随后研究人员

还确定了参与这一过程的相关的自噬蛋白，ULK1 以及 ATG7。表明具核梭杆菌介导的化疗

耐药的确是通过激活自噬途径完成的。 

然而，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噬相关蛋白的增加并不是相

应的基因表达增加导致的。这就意味着，存在着转录后调控参与自噬信号的激活。 

这就让研究团队想起了 miRNA，miRNA 是细胞中常见的转录后调控元件，通过降解

相应的 mRNA 或者抑制其翻译发挥调控作用。因此研究人员猜想，具核梭杆菌诱导的自噬

相关蛋白增加或许与相应的 miRNA 含量下降相关。 
通过对 6 名含有大量具核梭杆菌的 CRC 患者的肿瘤组织，以及 6 名仅含少量具核梭杆

菌的 CRC 患者的肿瘤组织，做全面的 miRNA 表达分析，他们发现具核梭杆菌丰度高的 C
RC 患者的癌细胞中有 68 种 miRNA 含量下降了。 

随后，研究人员通过将这 68 种 miRNA 与数据库中的标准自噬相关 miRNA 对比，以

及实时 PCR 技术，最终确定了两种名为 miR-4802 和 miR-18a*的 miRNA 与自噬的激活相

关。这两种 miRNA 可以通过抑制 ULK1，ATG7 的合成，抵消具核梭杆菌诱导的自噬相关

蛋白增加。 
并且在 CRC 小鼠模型中，研究人员还证明了，自噬抑制剂以及这两种 miRNA 类似物

可以抑制具核梭杆菌诱导的化疗耐药。所有的这些表明，具核梭杆菌激活自噬是通过选择

性降低这两种 miRNA 含量实现的。 
最后，研究人员还确定了具核梭杆菌介导的化疗耐药的具体通路，TLR4 以及 MYD88

先天免疫信号通路。并且在小鼠试验中，他们发现，抑制这两个通路可以扭转具核梭杆菌

诱导的两种 miRNA 的减少，自噬相关蛋白的增加以及化疗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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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核梭杆菌介导化疗耐药的具体机制 

总的来说，本次试验中，研究人员证明了具核梭杆菌介导的化疗耐药，是通过作用于

TLR4 以及 MYD88 通路，导致 miR-4802 和 miR-18a*选择性减少，继而激活自噬导致的。 

到这里，我还是想说说我们昨天那篇文章。在发现牙周病与食管癌之间的关系之后，

纽约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Jean Wactawski-Wende 教授表示，“食管靠近口腔，因此

牙周病原体可能更容易获得和感染食管粘膜并促进该部位的癌症风险。” 

就这个研究而言，牙周病竟是结直肠癌和淋巴瘤的高危因素这个研究，是不是也暗示

着什么？我们肠道的具核梭杆菌与口腔里的有啥关系？这个还真值得研究人员深思。 

最重要的是，这一发现潜藏着巨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如果肠癌患者在接受化疗的同时

也接受抗具核梭杆菌或者抗自噬治疗，有可能具有增强化疗效果的作用。虽然定向清除一

种肠道微生物的临床技术还没有出现，不过在今年 6 月中旬，《自然》杂志报道了一个重磅

研究，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分子微生物学教授 Scott J. Hultgren 博士团队利用甘露糖苷成功

特异性清除肠道中的大肠杆菌，而不打乱肠道菌群平衡，也不存在引发抗药性的问题。 

原文出处：TaChung Yu,Fangfang Guo,Jing-Yuan Fang,et al.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Promotes Chemoresistance to Colorectal Cancer by Modulating Autophagy[J]. Cell 

4、Ann Oncol :BRAF 突变结直肠癌的诊治现状与展望 

Josep Tabernero 教授来自巴塞罗那瓦尔德西布伦大学医院，是肿瘤内科的主任，Taber
nero 教授将于 2018-2019 年担任 ESMO 的主席。Tabernero 教授在结直肠的靶向治疗领域领

导了一系列的 I-II 期临床试验，近期，在 ESMO 官方杂志 Annals of Oncology 发表了一篇

综述，全面介绍了 BRAF 突变的结直肠癌，现将主要内容进行了提炼。 
RAS/RAF/MEK/ERK 信号通路，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MAPK 通路，在调控细胞增殖、分

化、迁移、存活以及血管生成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MAPK 通路的异常激活在结直肠

癌（CRC）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AF 与 BAS 的激活性突变就是 MAPK

通路异常激活的机制之一。8%-12%的转移性 CRC 具有 BRAF 突变，其中最常见的位点为

BARF V600E 突变。BRAF 的突变可能会导致 CRC 对治疗耐药，并导致患者预后不良，尽

管如此，BARF 突变本身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治疗靶点。 

CRC 中的 BRAF：临床转化之路 

BRAF 的预后价值： 

数项回顾性研究和 meta 分析显示，BRAF 突变与特定的临床表型相关。BRAF 突变的

患者年龄较大，且一般为女性。BRAF 突变 CRC 更常见于近端结肠、分化较差，且与微卫

星不稳定性(MSI)相关、原发肿瘤体积较大。与 BRAF 野生型的 CRC 相比，BRAF 突变的

患者更常见的腹膜转移而肝肺转移较为少见。 
尽管化疗提高了 CRC 患者的预后，但是，对于 BRAF 突变的 CRC，化疗的缓解率和

临床获益是很低的。数个研究显示 BRAF 突变（主要是 V600E）是一个预后不良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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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I CRC 中，BRAF 突变也是一个预后不良因素。在 PETACC-3 研究中，对于可以切除的

CRC，BRAF 突变患者的生存显着较差。在转移性的 CRC 中，BRAF 突变同样具有预后意

义，FOCUS 研究的数据表明，BRAF 突变患者的生存（OS）较差，但是无进展生存（PFS）
在 BRAF 突变与野生组之间没有显着差异。针对 CAIRO、CAIRO 2 和 COIN 三个临床研

究的汇总研究显示，BRAF 突变的患者，其 OS 和 PFS 均显着较差。当然，也存在另外一

些不同的研究结论，FOCUS， PICCOLO 与 COIN 的汇总研究显示，BRAF 突变患者的 O
S 较短，但 PFS 与 BARF 野生型患者无异，但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这组患者中，BR
AF 突变患者接受的二线治疗者比例较低。BRAF 突变状态同样影响着转移灶切除术后患者

的预后，在 180 例接受肺转移灶切除的 CRC 患者中，BRAF 突变患者的 OS 显着差于 KRA
S 突变以及无突变的患者的 OS，在接受肝转移灶切除的患者中同样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BRAF 的预测价值 

在接受伊立替康或顺铂化疗的 CRC 患者中，BRAF 突变并不能预测疗效。BRAF 突变

预测 CRC 接受 EGFR 单抗的治疗疗效的价值并未被完全确立。一些回顾性的研究显示，

BRAF 突变可能会导致对 EGFR 单抗的耐药。例如在接受西妥昔单抗-伊立替康，西妥昔单

抗，帕尼单抗的患者中，BRAF 突变的患者均不能产生缓解。从目前一些临床试验的数据

来看，除了在 PICCOLO 研究中，在接受抗 EGFR 治疗的患者，BRAF 突变的患者具有显着

较短的 PFS（非 OS），其他试验均没有阳性结果，当然，这可能与这些研究中，BRAF 突

变患者的病例数较少相关。 

Pietrantonio 等一项包含 10 个临床研究、462 例 BRAF 突变的患者显示，西妥昔单抗或

者帕尼单抗相对于化疗或者最佳支持治疗并没有提高 BRAF 突变的转移性 CRC 的预后。

Rowland 等的 meta 分析没有纳入 NORDIC、FIRE-3 两个临床试验，Rowland 的研究同时研

究了 BRAF 无突变的患者，这个研究得出了 Pietrantonio 的研究不同的结论，即 BRAF 突变

和非突变组使用抗 EGFR 治疗获益并没有显着差别。 

所以，总的来说，BRAF 突变并不能预测 CRC 患者接受化疗的疗效，对于预测抗 EGFR

治疗的疗效，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是初步结果提示 BRAF 突变的患者可能不会从西妥昔单

抗或者帕尼单抗中获益。 

BRAF 的抑制策略 

单药治疗： 

鉴于 BRAF 抑制剂在 BRAF 突变的黑色素瘤中的良好疗效，BRAF 抑制剂被用于治疗

BRAF 突变的 CRC。但是，Kopetz 等的研究表明，在 21 例 BRAF V600E 突变的患者中转

移性 CRC 患者接受威罗菲尼治疗后，仅一例患者取得了部分缓解（PR），7 例患者取得疾

病稳定状态（SD），中位 PFS 仅为 2.1 月。与 BRAF 突变的黑色瘤相比，BRAF 突变的 CRC

接受接受威罗菲尼似乎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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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F 抑制剂治疗抵抗 

基础研究表明，有很高的 EGFR 活化水平的 CRC 细胞系接受 BRAF 抑制剂处理后会出

现 MAPK 通路的再度激活，从而导致其对 BRAF 抑制剂的耐药。在临床前期试验中，使用

厄洛替尼或者西妥昔单抗可以恢复细胞对 BRAF 抑制剂的敏感性。这些研究结果提示，

EGFR 的活化以及 PI3K 通路的异常激活可能是 BRAF 抑制剂耐药的机制。因此，联合 EGFR

抑制剂或者 PI3K 抑制剂可能是克服 BRAF 抑制剂的一个重要策略。 

联合用药克服 BRAF 抑制剂耐药 

联合靶向 BRAF 与 EGFR： 

BASKET 试验评价了威罗菲尼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转移性 CRC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7 例患者 BRAF 突变的患者接受了治疗，大约一半的患者的肿瘤缩小，1 例达到部分缓解

标准，中位 PFS 和 OS 分别为 3.7 和 7.1 个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患者前期接受过大量的

治疗。此外另外的临床研究也证明了类似疗法的疗效。联合靶向 BRAF 与 MEK 

联合靶向 BRAF 与 MEK 在黑色素瘤中证明优于 BRAF 抑制剂单药治疗。一项包含 43

例 BRAF V600E 突变的研究中，患者服用 BRAF 抑制剂达拉非尼和 MEK 抑制剂曲美替尼，

反应率可达 12%（1 例 CR 和 4 例 PR），24 例患者取得疾病稳定。提示联合 BRAF 抑制剂

与 MEK 抑制剂有望有效治疗 BRAF V600E 突变的 CRC。 

多药联合治疗 

达拉非尼、曲美替尼联合帕尼单抗治疗 BRAF 突变的患者也取得不错的疗效，在 35

例 BRAF 突变患者中，反应率可达 21%。BRAF 抑制剂 encorafenib、PI3K 抑制剂 alpelisib

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 28 例难治复发的 BRAF 突变的 CRC 取得了不错的疗效，缓解率达

17.9%，PFS 为 4.2 个月。此外，伊立替康、威罗菲尼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 BRAF 突变的

CRC 取得了喜人的疗效，缓解率达 35%，中位 PFS 可达 7.7 个月。 

点评 

BRAF 突变的 CRC 患者具有独特临床病理特征，接受标准化疗、西妥昔单抗以及威罗

菲尼单药治疗均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目前，多个评价联合用药治疗 BRAF 突变 CRC 的研

究提示，联合用药治疗是有望提高 BRAF 突变 CRC 治疗效果。 

原文出处：E. Sanz-Garcia G. Argiles E. Elez J. Tabernero .BRAF mutant Colorectal Cancer: 
prognosis, treatment and new perspectives Ann Oncol mdx401. 

DOI: https://doi.org/10.1093/annonc/mdx401 Published: 24 Ju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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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ature：重磅！CRISPR 在人类胚胎中纠正致病基因 

至今为止，科学家们已经鉴定了超过 10000 种单基因遗传疾病。全球有数百万人深受

其害。MYBPC3 的突变就是其中一种，它会引起肥厚性心肌病。这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突

变，遗传缺陷基因的单拷贝就可导致临床症状。基因编辑是一种潜在的修正遗传突变的治

疗手段。 

来自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做了这样一个尝试。他们利用 CRISPR-Cas9

技术，精确地靶向 MYBPC3 突变，激活内源性的生殖细胞特异性 DNA 修复反应，达到很

高的同源修复效率。该技术被用来修复植入前人类胚胎中的杂合 MYBPC3 突变。

CRISPR-Cas9 在突变型父源基因诱导双链断裂，然后细胞将使用同源野生型母源基因，而

不是合成 DNA 模板，进行修复。研究人员通过调节双链断裂时的细胞周期，能够避免胚胎

细胞的嵌合，高产量的拿到携带野生型 MYBPC3 基因的纯合子胚胎，并且没有检测到脱靶

突变。 

研究人员使用的方法的效率，准确性和安全性表明，它有运用于校正人类胚胎中遗传

突变的潜能。但是，研究人员也承认，在真正的临床应用前，还有很多待考虑的因素。 

原文出处：Hong Ma et al.  Correction of a pathogenic gene mutation in human 
embryos. Nature, 2017; DOI: 10.1038/nature23305 

6、Nature：综合临床测序项目表明晚期癌症精准医疗大有前景 

 

 

图片来自 Nature 期刊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和霍华德-休斯医

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平均而言，转移性癌症具有的基因突变比在早期阶段的肿瘤中

观察到的更多。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

“Integrative clinical genomics of metastatic cancer”。这意味着为了使得精准医疗在癌症治疗

中成为现实，你需要一种实时的综合方法来详细地研究转移性肿瘤和转移步骤。这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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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最为常见的测试方法所不能够达到的。作为对晚期癌症的基因特征和分子特征开展

的最大规模和最为综合的研究之一，这些研究人员对 500名转移性癌症患者的DNA和RNA

进行测序。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1）研究人员获得大多数患者的新鲜活组织，而且

是从转移性肿瘤而不是从原发性肿瘤中提取样品；（2）他们对 DNA 和 RNA 进行测序；（3）

他们对癌变组织的 DNA 与患者正常组织的 DNA 进行比较。 

论文通信作者、密歇根大学转化病理学中心主任 Arul Chinnaiyan 博士说，“这种方法比

大多数商业上获得的临床测序方法更加全面。我们的结果表明这种更加详细的方法在多种

水平上都具有价值。” 

这些数据反映了首批参与密歇根肿瘤学测序项目（Michigan Oncology Sequencing 

Program）的 500 名实体瘤患者。密歇根肿瘤学测序项目开始于 2010 年，对转移性癌症和

正常组织的 DNA 和 RNA 进行测序以便鉴定出可能有助促进疗法开发的变化。该项目包括

一个精准医疗肿瘤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专家们讨论每个病例。Mi-ONCOSEQ 是给癌

症患者提供的首批综合临床测序项目之一。这些患者涉及 30 多种癌症，并且肿瘤转移到

22 种不同的器官。尽管 Mi-ONCOSEQ 也适用于血癌患者和儿童患者，但是在这项新的研

究中，它仅包括成年实体瘤患者。对转移性肿瘤而不是对原发性肿瘤进行活组织取样,这些

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患者的原发性癌症，在转移性癌症中发生的突变数量和类型显著增加。

他们发现几乎每个转移性癌症病例含有更多的突变。这可能反映了转移性癌症更具侵袭性：

转移性癌症有更多的机会产生进一步的突变，而且旨在杀死它们的疗法会导致更多的突变。

Chinnaiyan 说，“我们的发现强调获得转移性肿瘤的新鲜活组织样品是比较重要的。肿瘤通

过进化发生转移，需要接受治疗。我们需要获得转移性肿瘤的活组织，随后给出治疗建议，

而不是利用来自原发性肿瘤的组织给出这样的建议。” 

RNA 测序揭示出更多的靶标,另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是对 RNA 和 DNA 进行测序。这

种具有更加广泛应用的方法揭示出许多分子在肿瘤微环境中发挥着作用，促进和允许癌症

继续生长、扩散或躲避治疗。一般而言，大多数临床测序研究仅聚焦于 DNA 测序。尽管

DNA 测序揭示出参与转移性癌症的基因变化，但是这些研究人员发现 RNA 测序阐明了激

活致癌基因或关闭阻止癌症产生的基因的内在机制。他们的发现可能有助鉴定出潜在的治

疗靶标。此外，通过研究 RNA，这些研究人员能够研究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这会给

为何免疫疗法可能仅适合治疗一些患者但不适合治疗其他患者提供线索。Chinnaiyan说，“理

解免疫微环境（immune microenvironment）---浸润到肿瘤中的细胞类型和它们正在表达哪

些基因----是比较重要的。它让我们了解免疫表型（immuno-phenotype）。我们猜测我们可能

利用这一点协助确定哪些患者对免疫疗法作出反应。”不过，在这个领域还需开展更多的研

究。 

另一个关键发现是转移性肿瘤表现出两个相互排斥的特征之一。一种特征是高度增殖，

这意味着它侵袭性地增殖。在另一种特征中，细胞通过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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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丧失了分化能,Chinnaiyan 说，“并不是所有转移性肿瘤都是一

样的。不同的通路促进它们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是高度增殖还是发生更多的分化。这种相

互排斥的性质是一项惊人的发现，这可能指导我们开发新的疗法。” 

发现遗传性突变，还有一项惊人的发现是 12%的转移性癌症患者携带遗传性突变。这

大约是在所有癌症患者中可能期待的四倍。这些突变是通过比较肿瘤 DNA 和正常组织的

DNA 而被鉴定出的。大约四分之三的这些突变与 DNA 修复过程相关联，而且几种现存的

疗法旨在靶向这种 DNA 修复过程。Chinnaiyan 说，“在转移性癌症患者中，这种遗传性突

变发生率是比较高的。一旦鉴定出这些突变，那么这些患者家庭中的其他人可能也携带这

些突变，并且具有更高的癌症发生风险。” 

在适当的情形下，家庭成员可能寻求遗传咨询或进一步的筛选。参与 Mi-ONCOSEQ

项目的患者接受了遗传咨询，而且如果存在遗传性突变，那么这种遗传咨询就应扩展到这

些患者的家庭。 这些研究人员当前正在分析这首批患者的治疗结果。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

临床肿瘤学会年度会议上发布的初步数据提示着在四分之三的患者当中，他们的肿瘤经测

序后具有“可靶向的突变（actionable mutation）”，这意味着存在靶向这种突变的疗法。迄

今为止，总共有将近 2300 名患者参与 Mi-ONCOSEQ 项目。 

原文出处：Dan R. Robinson, Yi-Mi Wu, Robert J. Lonigro et al. Integrative clinical genomics of 
metastatic cancer.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02 August 2017, doi:10.1038/nature23306 

7、Kidney Int：肾脏衰老的相关机制 

流行病学、临床和分子学证据研究表明，老化是急性肾损伤和慢性肾脏疾病发病率增

加的主要原因。老化的肾脏发生许多复杂的变化，这些都导致了易患肾脏病变。 
这一过程潜在的分子机制可能是未来治疗肾脏疾病的策略目标。近期，一项发表在杂

志 Kidney Int 上的研究总结了有关肾衰老表型的细胞和分子过程。 
肾脏衰老的主要临床表现是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与其结构相关的是功能性肾单位的

丧失。此外还与一些不同的作用机制相关，例如足细胞肥大、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和

渐进的微血管稀释。 
急性肾损伤后，肾功能的恢复在老年患者中明显减低。这种再生潜能的下降（一种老

化过程的标志）可能是由细胞衰老引起的。衰老细胞的积累可以解释肾脏不足的修复能力

和功能损失，这一观点也已经通过最新的研究得到证实，即去除衰老细胞可以缓解肾脏的

衰老。 
此外，自噬的变化也作为干扰肾脏应激反应和功能的重要机制，是炎症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 
针对这些老化相关问题的一些治疗措施包括热量限制的模拟物，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以及旨在减少衰老细胞数目达到减少肾脏老化相关疾病的新疗法。 
原文出处：Schmitt R, Melk A.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renal aging. Kidney Int. 2017 Jul 

17. pii: S0085-2538(17)30306-X. doi: 10.1016/j.kint.2017.0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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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ature：清华大学科学家发现T 细胞重编程新方法，有助治疗一系列免疫疾病 

当免疫系统因过度活跃的细胞或抑制它

的功能的细胞而失去平衡时，它导致一系列

疾病，如牛皮癣和癌症等。通过操纵某些被

称作 T 细胞的免疫细胞的功能，人们可能有

助恢复免疫系统的平衡和开发出靶向这些疾

病的新疗法。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

清华大学、美国格拉斯通研究所、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和 Agios 制药公司的研究人员首

次揭示出一种重编程特定 T 细胞的方法。更

加准确地说，他们发现如何将增强免疫系统

的促炎性 T 细胞转化为抑制免疫系统的抗炎性T 细胞，而且反之亦然。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Metabolic control of TH17 and induced 
Treg cell balance by an epigenetic mechanism”。论文通信作者为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

（Sheng Ding）教授、清华大学医学院的董晨（Chen Dong）教授和 Agios 制药公司的 Edward 
M. Driggers。丁胜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药物化学教授和格拉斯通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 
这些研究人员研究了两类细胞：效应 T 细胞，激活免疫系统让我们的身体抵抗不同的

病原体；调节性 T 细胞，协助控制免疫系统，阻止它攻击周围的健康组织。丁胜教授说，“我
们的发现可能对自身免疫疾病治疗、干细胞疗法和免疫肿瘤学疗法产生重大的影响。”通过

利用药物开发上的专业知识，丁胜课题组鉴定出一种小分子药物能够成功地将效应 T 细胞

重编程为调节性 T 细胞。他们的研究详细地描述了一种协助将一种细胞类型转化为另一种

细胞类型的代谢机制。 
这种重编程 T 细胞的方法可能具有几项医学应用。比如，在自身免疫疾病中，效应 T

细胞被过度激活，从而给身体造成损伤。将这些效应 T 细胞转化为调节性 T 细胞可能有助

降低这种过度激活，让免疫系统恢复平衡，因而治疗这种疾病的根源。此外，这项研究可

能改进基于干细胞的疗法。至少在理论上，产生调节性 T 细胞可能促进免疫耐受性，阻止

人体对新植入的细胞产生免疫排斥。 
论文第一作者、丁胜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 Tao Xu 解释道，“我们的研究也可能促进人

们努力开展免疫肿瘤学研究和开发癌症疗法。这类疗法并不直接靶向癌症，而是激活免疫

系统，这样它就能够识别癌细胞，并且攻击它们。”很多癌症通过控制调节性 T 细胞来抑制

免疫系统，从而产生一种肿瘤能够生长且不会被检测出来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丁胜课

题组的发现可能被用来将调节性 T 细胞转化为效应 T 细胞从而增强免疫系统，因此，它能

够更好地识别和摧毁癌细胞。 
原文出处：Tao Xu, Kelly M. Stewart, Xiaohu Wang et al. Metabolic control of TH17 and 

induced Treg cell balance by an epigenetic mechanism.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02 August 2017, 
doi:10.1038/nature2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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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胃肠道病理研究的一些共识和争议 

虽然胃肠道病变在日常病理科外检中最多，但对病理医师来说吸引力不大，原因是与

淋巴造血系统、软组织及神经系统相比，胃肠道病变日常诊断的难度不大，一般也不会成

为平时读片的重点。也就是说，在胃肠道病理的诊断和研究中，大多数高年资的病理医师

掌握得比较好，常规诊断不会出现明显的差错，但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是科学和艺术的

结合。其艺术性体现在将循证医学与现代分子医学结合，将同一类病或同一种病进行更细

致的分类，为实施个体化治疗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胃肠道病理的艺术性是近年来全世界

病理界追求的目标。我们国家由于病理体制上的问题，亚专科发展得不够好，在这方面没

有大的作为，对世界范围内胃肠道病理进步的贡献很小，分析 WHO 及其他专著引用的文

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近年来胃肠道病理有许多新的进展，如特殊病原体引起的感染性病

变、营养物质吸收不良性疾病、Barrett 食管与食管下端腺癌的关系、胃肠道间质瘤（GIST）、

结直肠锯齿状病变、多种遗传性癌综合征等已在国内文献上有不少的论述。本文主要阐述

几个新近有共识和有争议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简要的评述，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胃肠道癌前病变的诊断名称问题 

胃肠道癌前病变的名称用法在不同国家不尽一致，给临床医师和病理医师带来了很多

麻烦。常常存在同一名称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病变为同一名称等等。胃肠道的鳞状上皮或

柱状上皮的癌前病变，也称浸润前病变（preinvasive lesions）或非浸润性病变（noninvasive 

lesions），以前统称为异型增生（dysplasia），更早称为不典型增生（atypical hyperplasia）。

在病理学概念上对这一类病变有统一的认识，即上皮的结构或者是上皮细胞的形态与正常

不同，有肿瘤性生长的特征，但没有浸润到固有膜。2000 年第 3 版 WHO 消化系统肿瘤分

类，统一将这一类具有肿瘤性质的胃肠道病变称为上皮内瘤变（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并根据其异型的程度分为髙级别和低级别。 

大量的随访资料证明，结直肠早期病变尽管浸润固有膜，只要浸润不超过黏膜肌层，

肿瘤就不会转移，因此亦把这类病变归入上皮内瘤变，称为黏膜内瘤变。对这一变化各方

褒贬不一，在使用上步调也不一致。总体上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不理会 WHO 的分类系统，

仍然沿用传统的、已经习惯使用的术语，而日本、一些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对 WHO 分类系

统比较积极地学习和应用，包括癌前病变术语和分类系统。2010 年版 WHO 消化系统肿瘤

分类的态度是折中，不强调统一用异型增生或上皮内瘤变。根据近年使用的情况，新版 WHO

建议，在食管、胃和肠异型增生和上皮内瘤变都可以用，由原先的习惯而定。肛管、胰腺、

胆囊和胆管的病变建议用上皮内瘤变。我们认为，尽管不同地区，不同科室有不同的习惯，

用异型增生还是上皮内瘤变对病理本身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统一诊断术语，对方便医师间

交流，减少医患纠纷都有帮助。这种几年后换个主编就变一种说法是不可取的。 

上皮内瘤变的应用对统一病理医师确定异型增生的级别、胃肠原位癌、结直肠黏膜内

癌的诊断都有帮助。一般讲，上皮内瘤变高级别和低级别区分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主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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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诊断结直肠的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时，由于肠镜取材过少，不敢诊断癌而用高级别上皮

内瘤变引起临床医师的不满。这个问题在应用的当初矛盾比较多，但近几年问题已经少多

了。我们认为没有本质改变的情况下不宜经常改变术语，上皮内瘤变应该使用下去。我们

不能完全迎合临床医师的习惯，而是要用具有不同生物学意义的病理术语引导临床医师采

用正确的治疗方案。 

（二）、肠道微乳头状癌和肿瘤芽的临床病理意义 

自 1980 年 Fisher 等首次报道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invasive micropapillary carcinoma，

IMPC）以来，在其他系统包括胃肠道癌中的微乳头状癌陆续报道。微乳头状癌具有高侵袭

性和转移性，区别于其他类型癌。伴有微乳头结构意味着肿瘤脉管侵犯、淋巴结转移、远

处转移的机会更多，肿瘤分期更高。微乳头状癌中的微乳头结构（micropapil larycomponent）

是指无中心纤维血管束的紧密排列的肿瘤细胞团，周围有裂隙样结构，只需常规切片即可

判断。在胃肠道，微乳头状结直肠癌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学类型出现在新版的 WHO 分类

中，在其他癌中虽有报道，但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学类型为大家所承认。 

在结直肠癌中，只要微乳头结构占肿瘤总体的 5%以上，即可判定存在微乳头结构，它

占肿瘤总体的百分比和淋巴结转移及预后并无关系。也就是说，只要达到 5%这个分界值，

肿瘤就具有特定的生物学行为。我们研究发现，微乳头结构只在 TNM 分期 I~II 期中与淋

巴结转移相关，而在 TNM 分期 III~IV 期中则与淋巴结转移无关；微乳头结构的存在是 TNM

分期 I~II 期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但对于 TNM 分期 III~IV 期患者而言，微乳头结构并无

预后意义。在微乳头状结直肠癌的研究中，“微乳头结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结构，它的存在

意味着肿瘤更具侵袭性的生物学行为和患者生存期较短”，这一点已为大家所认可。因此在

病理诊断时明确是有意义的，但是 5%这个分界值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因为微乳头状癌

只占腺癌的 10%~15%，因此文献报道的病例数一般都不大，不能进行进一步的分层分析。

另外只有 TNMI~II 期腺癌微乳头的出现才有价值，而对 III~IV 期腺癌并无意义。为此我们

可以从 I~II 期中分离出一组髙风险的病例组。有必要对更多病例进行前瞻性研究，通过研

究可以认识这组微乳头状癌的真实面目。 

微乳头结构是一个在常规切片上就能确定的形态学结构，并且有特定的生物学意义，

应该在日常的病理诊断中给予明确。但在临床病理诊断时要注意和下列病变鉴别，腺癌组

织由于脱水过度使组织收缩、腺上皮脱离基底膜而形成类似微乳头的结构，腺癌伴广泛的

淋巴管浸润时淋巴管内癌组织类似微乳头结构以及肿瘤芽比较多的肿瘤等等。事实上，仅

脱水过度使腺上皮脱离基底膜时形成的形态有时不易鉴别，其他只要掌握形态学诊断要点

鉴别不难，还可通过免疫组织化学上皮细胞膜抗原（EMA）染色加以区别。在普通腺癌时，

EMA 阳性在腔内缘，而微乳头结构时阳性在细胞团外周的细胞膜，即所谓 IMPC 中的“外
翻性”阳性。当然有文献报道，癌性腺上皮脱离基底膜并非完全是由于脱水造成的，可能是

本身的结构缺陷所造成的，这类肿瘤淋巴结转移率高，预后也较差。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

的话，他们两者的形成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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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芽（tumor budding）是指肿瘤浸润前沿单个或小丛（不超过 5 个）的未分化肿瘤

细胞，通过 HE 切片便可判断。1920 年 Broders 首次提出在肿瘤活跃的侵袭前缘存在未分

化的肿瘤细胞，直到 1949 年 Imai 提出 CPL 分期系统时才首次明确提出肿瘤芽现象，之后

又有一些学者对肿瘤芽与预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肿瘤芽在恶性肿瘤中具有预后意

义，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这一概念未受关注，直到 1987 年 Hayashide 等重提此概念，

并指出在早期结直肠癌中，肿瘤芽与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之后关于肿瘤芽在恶性肿瘤中

的预后意义及相关研究又重新活跃。学者们一致认为肿瘤芽较多的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通

常复发率高、生存率低，是不利的预后因素。 

肿瘤侵袭的第一步是浸润前沿的肿瘤细胞通过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sition.EMT）从腺体中分离出来，从形态学上则可表现为肿瘤芽的形成，肿瘤芽细胞表型

上出现间质细胞的特征，形态为长梭形，表面有伪足突起。免疫组织化学表型仍保持上皮

细胞的某些特性，如广谱细胞角蛋白阳性，还呈现细胞外基质降解酶表达增加、细胞黏附

分子表达降低等间质细胞的特征。目前肿瘤芽已被列入美国肿瘤综合治疗规范（NCCN），

作为评估结直肠癌预后的指标之一。EMT-肿瘤芽-转移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目

前研究肿瘤芽的重点是，肿瘤芽细胞与其他肿瘤细胞有何区别？肿瘤芽细胞是如何从腺管

中分离出来的？这些问题的阐明可为转移的干预提供策略。 

（三）、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2010 分类 

胃肠道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其中的内分泌细胞所分泌的激素调节冑肠道的功能，同

样也可发生内分泌肿瘤。诊断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困难，但分

类及这种分类对治疗和预后评估的指导意义分歧很大，近年已有不少文献报道。新版 WHO

基本上是对这些研究结论的总结。建议将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tumors）分 5 类，

即神经内分泌肿瘤 1 级（NETG1）、神经内分泌肿瘤 2 级（NETG2）、神经内分泌癌（NEC）、

混合性腺癌神经内分泌癌（MANEC）和产生特异激素的神经内分泌肿瘤。 

神经内分泌肿瘤分级依据肿瘤组织的核分裂象和 Ki-67 阳性指数来区分。G1：核分裂

象<2 个/10HPF 和（或）Ki-67 阳性指数≤2%；G2：核分裂象 2~20 个/10HPF 和（或）Ki-67

阳性指数 3%-20%；G3：核分裂象>20 个/10HPF 和（或）Ki>67 阳性指数>20%。在计数核

分裂象时至少要计 50 个 HPF，1HPF=2mm2；确定 Ki-67 阳性指数时要计数 500-2000 个细

胞。 

NEC 又称神经内分泌肿瘤 3 级（NETG3）。一般分化比较差，异型性很明显，常常有

不同程度的坏死。依据细胞形态分大细胞和小细胞两型。MANEC 既有普通腺癌成分又有

神经内分泌癌的成分，每一个成分都必须超过 30%。如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就不能诊断为

MANEC，只能诊断腺癌伴神经内分泌分化。神经内分泌肿瘤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常可以鉴定

内分泌激素，如临床上出现相应的激素综合征才可以诊断相应的肿瘤，如生长抑素瘤、胃

泌素瘤等。临床上没有激素综合征一般不诊断特指的肿瘤，可以加以说明，如 NET 免疫组

织化学显示伴胃泌素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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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类操作上不复杂，在日常诊断中比较容易应用。目前的问题是在诊断时选择怎

样一组神经内分泌标记来确诊神经内分泌肿瘤，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志物在神经内分泌肿瘤

能 100%表达。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需要有大样本的随访资料，分析病理形态学类型与治疗

和预后的关系，从而提出更为科学的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分类。只要有合作精神，这一工作

在中国最有条件做，因为中国有最大的患者群体。 
（四）、胃肠道肿瘤的分子靶向诊断与治疗 

胃肠道肿瘤的靶向治疗应该是肿瘤靶向治疗的典范，如 GIST 的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

ras 突变指导的结直肠癌靶向治疗以及 HER2 阳性胃癌的曲妥珠单抗应用等等。 

在结直肠癌靶向治疗中，应用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单克隆抗体类药物，如西

妥昔单抗治疗前，必须要检测是否有 K-ras 基因突变。有突变（30%-50%）的个体对药物

无效。这一结论已为大家所接受，但要注意的是部分没有 K-ras 突变的结直肠癌患者用药

后仍然无效。主要原因为： 

第一，目前所进行的 K-ras 突变检测，主要关注 3 个突变热点（第 12、13 和 61 位密

码子），但近年来的研究显示，除了上述 3 个突变热点外，其他位点也可以有突变，如第

4 号外显子的突变率达 5%。当然还有其他位点的突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全基因的测

序，全基因的测序现阶段临床应用技术没有问题，主要受制于费用，但对治疗而言应该是

有价值的。 

第二，尽管 K-ras 基因没有突变，但其信号通路上的其他分子突变使治疗无效，如下

游分子 Braf 的突变（10%），PIK3A 或 PTEN 的突变也可以使药物治疗无效。 

第三，K-ras 突变的检测方法不当导致 K-ras 突变假阴性，因此临床上选择敏感性高、

特异性好的方法最为重要。目前可以用于 K-ras 检测的方法有直接测序法、限制性片段长

度多态性（RFLP）、等位基因特异探针法、扩增阻碍系统（ARMS）和焦磷酸测序等，虽

然从实用的角度看焦磷酸测序方法较理想，但这个方法容易污染。 

第四，原发灶与转移灶的 K-ras 突变是否一致？早年的研究认为，两者的突变是不一

样的，以后用微切割的方法研究证实两者的突变是一致的，并认为原先的结果不同是因为

肿瘤的异质性造成的。如选取原发灶和转移灶形态学及分化程度相同的组织标本进行微切

割检测到的突变类型是相同的。但近来的文献报道，少部分病例原发灶与转移灶 K-ras 的

突变不一致是存在的，这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第五，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不少单位 K-ras 基因突变的检测不是病理科自己做，

而是由公司做，然后给患者报告。有时会出现同一个患者不同时间送检的结果不同或同一

时间不同公司结果不同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送检的标本有问题。样本中如果含正常组

织成分多，检测的结果往往就是没有突变。所以我们建议 K-ras 基因突变检测最好病理科

自己开展，并且检测组织要进行微切割。 
第六，检测过程中污染等问题的存在致结果错误。总之，K-ras 基因突变检测对结直肠

癌患者治疗非常重要，但目前检测方法和所用检测试剂不统一、不规范，难免造成结果的

错误。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解决的出路在于经过认证的规范化实验室的建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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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HER2 治疗在乳腺癌中疗效已经得到肯定。现已发现在胃癌中约有 9%-23%的病例

HER2 阳性并且 HER2 阳性的胃癌患者预后较差。ToGA（trastuzumab for gastric cancer）研

究证实，HER2 阳性的晚期胃癌联合应用曲妥珠单抗，患者的总生存率明显提髙。但目前

的研究表明，在胃癌中 HER2 的表达和在乳腺癌中不一样，不能简单地用乳腺癌中的判别

标准，包括荧光原位杂交（FISH）的结果也同样如此。迄今国内还没有大样本的胃癌免疫

组织化学 HER2 表达的研究，因此病理界要加强合作做好这个基础工作，为临床正确实施

胃癌的粑向治疗服务。 
（五）、几种新近明确的遗传性疾病的病理学和分子特征 

遗传性弥漫型胃癌（hereditary diffuse gastric cancer, HDGC）是一种以胃弥漫型印戒细

胞癌和乳腺小叶癌为特征的常染色体显性的癌易感综合征。该综合征的遗传基础是

E-cadherin（CDH1）基因生殖细胞突变。临床上患者发现胃癌时往往已经处于晚期，发病

年龄常差异很大，14~85 岁不等，死于胃癌的最小年龄是 14 岁。认识本病的意义在于对符

合临床诊断标准的人群须行基因检测。那些有 CDH1 突变的、年龄大于 20 岁的高危家族成

员应行全胃切除，这样的处理对患者非常好，常常是治愈性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虽然

诊断了许多胃印戒细胞癌，包括年轻患者，但能否及时发现和正确诊断 HDGC，需要大家

进一步关注和探索。对 HDGC 的研究，不但对发病家族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通过对患者

全胃切除标本的研究，可提供早期弥漫型胃癌独一无二的研究窗口。 
MUTYH 相关息肉病（MUTYH-associated polyposis, MAP）是 2002 年认识的一种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病，其特征是患者有不同类型、数量不等的息肉，具有进展为恶性的倾向。

和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及不典型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不同，MAP 常常发病年龄晚，平均年

龄约 45 岁，但是癌变率髙，与无携带者相比，MUTYH 生殖细胞系双等位基因突变和单等

位基因携带者结直肠癌发生率均可增高，前者是无携带者的 50 倍，后者为 3 倍，到 65 岁

时几乎 100%发生癌；由于 MAP 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临床筛选较为困难，遗传学检测

成为确定 MAP 及 MUTYH 突变携带者的惟一可靠方法，所以分子病理学检测是我们迫在

眉睫的任务。中国人群中 MAP 少见报道，关于 MUTYH 基因与结直肠癌关系的研究也较

少，所以我们目前的首要问题是要明确中国 MAP 流行病学及 MUTYH 突变情况，推出适

合中国人的监测和筛选标准，确定易感人群，建立并实施有效的干预手段，这均应该是胃

肠肿瘤工作者的责任。 
原文出处：中华病理学杂志 2017-08-11 810 
作者：来茂徳，徐芳英（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与病理生理学系） 

滕晓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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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投稿 

1、学术论文写作技巧：保持句子的简洁 

导读许多撰写科技论文的作者，特别是母语非英语的作者，他们都会觉得需要使用复

杂的词汇来使他们的论文看上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高影响力期

刊的编辑倾向于接收表述清晰，并且尽可能让更广泛的受众容易理解。 

专业术语的运用是无法避免的，但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表达你的想法，查尔斯沃思论文

润色编辑建议： 

 用最重要的想法开始你的句子 

 尽可能使用短句或短语 

 新的想法或概念要在重起新段落 

 使用简单的单词 

这也很重要，因为许多期刊对提交的字数有限制。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表述不清楚的句子的例子，以及如何使它的表述更清楚： 

不清楚的版本： 
We engage a neoteric continuance-varying catalytic model to tri-decade age-specific 

measles case reports 
这句话很复杂： 

'Engage'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词。然而，你要使用它也并没有错误，但你可以选择一个

更短，更容易的词吗？  ‘Fit’ 是一个很好的替代词。 

“Neoteric”也是一个复杂的词。它实际上意味着 ‘new’ 或 ‘novel’，而这两个替代词每

一个在学术写作中都显得更简单且很常用。 

‘Continuance varying’: ‘continuance’ 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所以说

‘time-varying’更合适。 

‘Tri-decade’: ‘tri-‘ 是指 ‘three’, 所以读者更容易理解 ‘three decades’。 

在此，根据上面的例句，来撰写一个更好的句子： 

更清晰的版本： 
We fit a novel time-varying catalytic model to three decades of age-specific measles 

case repo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