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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到 馆 新 书 推 荐 

书  名 版  次 作  者 部分书目 

Kawasaki Diseas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and 
Evidence-Based Treatment 

 

Ben Tsutomu 
Saji,  
Jane W. 
Newburger, 
Jane C. Burns 

1. Basic Research 
2. Epidemiology 
3. Medical Treatment 
4. Diagnosis and Examinations 
5. Catheter Intervention and 

Surgery 

Pediatric 
Nephrology(Vol.1-3) 7th Edition  

Ellis D. Avner, 
William E. 
Harmon, 
Patrick Niaudet 

1. Development 
2. Homeostasis 
3.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4. Clinical Approach to the Child 

with Suspected Renal Disease 
5. Glomerular Disease 

Sleep Disorders in 
Children  

Sona 
Nevsimalova, 
Oliviero Bruni 

1. The Discovery of Pediatric 
Sleep Medicine 

2. Sleep Laboratory Tests 
3. Pediatric Insomnia 
4. Parasomnias in Children 
5. Sleep and Epilepsy 

Manual of Neonatal 
Respiratory Care 4th Edition  Steven M. Donn, 

Sunil K. Sinha 

1. Lung Development and 
Maldevelopment 

2. Principles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3.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4. Monitoring the Ventilated 

Patient 
5. Nonimvasive Ventilatory 

Techniques 

Pediatric Kidney 
Disease(Vol,1-2) 

2th 
Edition  

Denis F. Geary, 
Franz Schaefer 

1. Tools for Renal Tissue 
Analysis 

2. Disorders of Kidney 
Formation 

3. IgA Nephropathy 
4. C3 Glomerulopathies 
5. Diabetes Insipi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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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科动态 
 

1、Nature：癌症免疫疗法靶向实体瘤新突破 

基于 T 细胞的免疫疗法对于癌症

的治疗提供了巨大的希望：在针对血液

癌症的初期试验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

功。然而，对于实体瘤的治疗来说目前

仍然十分困难。最近发表在《Nature》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IFN-gamma-T

细胞分泌的一类信号分子能够切断肿

瘤组织的血液供应，因而对于实体瘤治

疗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免疫系统是机体抵抗疾病的有力武器，因此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

方法利用免疫系统攻击癌症。如今，研究者们找到了合适的方法。举例来说，通过将 T 细

胞从患者体内分离出来，进行一系列的"训练"，再导入患者体内，能够有效地杀伤肿瘤细

胞。这一技术在初期临床试验中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仅仅局限于无法形成肿瘤块的癌症类

型，例如血液癌症。 

（1）善于抵抗血液癌症，但对抗实体瘤效果不佳 

对于体积较大的实体瘤来说，T 细胞的靶向治疗效果则有限。尽管将接受训练的 T 细

胞导入血液系统中，但它们难以进入紧密的肿瘤组织间隙。此外，肿瘤细胞通过分泌一系

列的抑制因子能够削弱 T 细胞的效应。在最近发表于《nature》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研

究了 T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对于肿瘤微环境的影响，包括肿瘤间隙的连接组织以及血管等

等。T细胞不仅能够分泌TNF，而且还能够分泌 IFNgamma。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 IFNgamma

的工作机制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的确知道 TNFgamma 能够经过肿瘤的微环境对肿瘤细胞

进行杀伤，但我们希望了解究竟哪类细胞是 IFNgamma 的靶标"。 

（2）引发血管收缩 

研究者们培育了转基因小鼠，并将其作为肿瘤的研究模型。这类小鼠的血管细胞对于

信号分子的敏感度极高。在这一小鼠模型中，IFNgamma 能够造成肿瘤组织内部血管的收

缩，进而降低其对肿瘤组织的氧气及营养物质的供应，最终杀死肿瘤。因此，研究者们利

用这一模型进行了精细的活体观察。他们发现只有血管细胞能够识别这一信号分子。这一

发现解释了该信号分子的强大功能。作者认为：“TNF 与 IFNgamma 结合起来具有巨大的

威力。TNF 能够使得血管扩张，进而扩大肿瘤组织的体积，而 IFNgamma 则能够阻断血液

的供应，因此延缓肿瘤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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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优化 T 细胞疗法 

这一发现使得研究者们考虑如何提高 T 细胞免疫疗法在治疗实体瘤上的效果。作者们

认为：“我们希望了解 T 细胞究竟是如何靶向肿瘤细胞的，毕竟摧毁肿瘤组织内部的结构

相比杀伤单个的肿瘤细胞可能更为有效。” 

原文出处：Thomas Kammertoens et al, Tumour ischaemia by interferon-γ resembles 
physiological blood vessel regression, Nature (2017). DOI: 10.1038/nature22311  

2、Stem Cells & Dev：重磅！首次在脑卒中后的人类大脑中发现缺血诱导性多

能干细胞的存在 

最近，发表在国际杂志 Stem Cells 

and Development 上 的 一 篇 题 为

“Identification of Multipotent Stem Cells 

in Human Brain Tissue Following Stroke”

的研究报告中，来自日本兵库医科大学

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在人类大脑

经历中风诱导的缺血性损伤后，机体中

就会产生特殊的干细胞进行分化成熟并

且形成神经元细胞，来帮助修复大脑的

损伤。 

本文研究中，研究者首次在脑卒中患者进行治疗期间所移除的大脑组织中发现了缺血

诱导干细胞的存在（iSCs）。研究者 Kotaro Tatebayashi 等人也首次在临床报告中描述了他

们如何在脑卒中患者大脑中分离到缺血诱导干细胞；这些干细胞位于包含神经元的大脑区

域的血管附近，其往往会因为中风相关的大脑缺氧而死亡。研究者指出，这些缺血诱导干

细胞能够表达多种干细胞标志物，同时这也暗示了这些干细胞具有高度的增殖潜能，而且

在培养条件下这些干细胞也具有多潜能性，能够有效分化为包括神经元在内的多种细胞类

型。 

杂志主编 Graham C. Parker 博士认为，在人类大脑中进行的相关研究非常完美地证实

了此前在小鼠中进行的研究结果，此前研究人员通过对小鼠进行研究发现，脑缺血诱导的

多能干细胞往往会局限存在于中风后损伤的大脑区域，基于本文相关研究结果，研究人员

后期或将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来阐明脑卒中后人类大脑中缺血诱导干细胞产生的机制以及

其具体作用。 

原文出处：Tatebayashi Kotaro, Tanaka Yasue, Nakano-Doi Akiko,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Multipotent Stem Cells in Human Brain Tissue Following Stroke. Stem Cells and Development. 
April 2017 doi:10.1089/scd.2016.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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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t Biotechnol：新型模型或有望帮助开发根治结肠癌的新型疗法 

日前，发表在国际杂志 Nature Biotechnology 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来自 MIT 的研究人

员利用 CRISPR 基因编辑系统对小鼠进行研究发现，小鼠机体中或许能够产生和人类机体

肿瘤非常相似的结肠肿瘤，相关研究或能帮助科学家阐明疾病进展的分子机制以及开发新

型的治疗方法。一旦形成后很多实验性的肿瘤都会扩散到肝脏中，这就好像人类结肠癌的

惯用做法，这些转移是诱发结肠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也是结肠癌研究中缺失的

重要一环，目前并没有可靠的方法能够阐明原发性肿瘤从结肠部位转移到肝脏中的具体过

程。研究者 Tyler Jacks 说道，基于 CRISPR 的基因编辑技术能够为癌症研究带来革命性的

改变，包括更加快速且精准的构建小鼠模型，当然本文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采用两

种不同的方法来模拟癌症，其中一种就

是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培养永生的癌细

胞系，这样研究人员就能够在二维的细

胞系中进行相关研究，但这种方法存在

一定的限制，其并不能够真正产生肿瘤

在体内的复杂环境；另外一种广泛使用

的技术就是对小鼠进行工程化操作使其

携带能够诱发癌症的突变，然而在培育

小鼠上研究人员就需要花费很多年，尤

其是如果要获得超过一种癌症相关的突变。这项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就利用 CRISPR 技

术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促癌突变，随后通过结肠镜检查将产生突变的类器官运输到结肠中，

这样其就能够进行吸附并且形成肿瘤组织了。研究者 Yilmaz 表示，我们能够将 3-D 迷你肠

肿瘤植入到受体小鼠的结肠中，这就能够对人类疾病的多个方面进行清楚研究和描述了。

研究者表示，在人类患者中，突变绝对不会只发生一次，随着肿瘤的进展突变会不断发生，

而且其还会促进肿瘤变得恶性，更具侵袭性和转移性，如今研究者就需要在小鼠中模拟这

些状况。随后研究人员让类器官携带一种名为 APC 的基因突变，这种基因突变是引发 80%

结肠癌患者的癌症起始突变，一旦肿瘤建立，其就会引入另外一种名为 KRAS 的突变，这

种突变在结肠癌和很多类型的癌症中都存在。 

随后科学家们通过对 APC 基因进行编辑，将 CRISPR 系统组分直接运输到结肠壁中来

快速模拟结肠癌，同时他们加入 CRISPR 组分来对 p53 基因进行编辑，研究者 Roper 说道，

这种新方法能够将过去开发遗传工程化小鼠的两年时间缩减到如今的几个月，同时还加入

了携带 CRISPR 的基本基因编辑技术，同时研究者还利用 p53 和 KRAS 阐明了这一原则，

CRISPR 编辑技术和类器官的移植方法能够被用来快速模拟任何可能性的癌症相关基因。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还能够将来自患者机体中的肿瘤细胞生长在类器官中，随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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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器官能够被植入到小鼠机体中，这就为医生们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来进行个体化医学的研

究，这样他们就能够检测多种疗法抵御患者自身肿瘤细胞的疗效。目前研究者 Yilmaz 及其

同事正在利用这些技术来研究诸如代谢、饮食以及老化等多种因子影响结肠癌发展的分子

机制，同时研究人员还希望利用这种新技术来对潜在的新型结肠癌药物进行检测。 

原文出处：Jatin Roper,Tuomas Tammela,Naniye Malli Cetinbas, et al. In vivo genome 
editing and organoid transplantation models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metastasis. Nature 
Biotechnology (2017) doi:10.1038/nbt.3836 

O'Rourke KP, Loizou E, Livshits G,  et al. Transplantation of engineered organoids enables 
rapid generation of metastatic mouse models of colorectal cancer. Nat Biotechnol. 2017 May 1. 
doi: 10.1038/nbt.3837 

4、Ann Oncolo：“滴血”辅助癌症治疗，科学家有新成果 

上周，“滴血测癌”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不过，小编想说，“滴血测癌”固然不严

谨，但是利用血液来开展与癌症相关的研究以及所获得的突破成果应该被肯定。Nature 等

著名国际期刊也频频发文证实了血液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 DNA 在癌症监测、预后判断

等领域中的应用前景。5 月 3 日，英国研究人员在 Annals of Oncology 杂志上展示了一种血

液检测方法，可以用来区分哪些前列腺癌患者能够从靶向治疗中获益。 

用血液检测来确定癌症患者适合

哪种疗法？ 

从整体来看，这项研究的核心大抵

为：通过检测患者血液中的雄激素受体

基因拷贝数，可以判断前列腺癌患者对

靶向治疗的反应，采用的方法为 ddPCR

检测。 

这项研究由英国癌症研究所的

Gerhardt Attard 引领，共有 265 名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参与。研究人员测量了这些患者的雄激

素受体基因拷贝数，这些基因存在于患者血液循环肿瘤 DNA 中，与患者的存活率有关。研

究人员发现，ddPCR 试验可以量化血液中雄激素受体的状态，雄激素受体阳性患者总生存

率和无进展生存率都较差。 

已知雄激素受体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Enzalutamide 和

abiraterone 是雄激素受体抑制剂，对转移性去势耐受的前列腺癌患者有显着疗效。200 多名

患者中，有 171 名在接受多西他奇化疗前进行了 abiraterone 或 enzalutamide 治疗，98 名在

接受多西他奇化疗后进行了 abiraterone 或 enzalutamide 治疗。 

研究人员收集了这些患者的 ddPCR 数据以及二代测序数据，结果发现两组数据在拷贝

数以及雄激素受体等位基因突变频率上表现出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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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发现，在接受化疗的男性中，血浆雄激素受体异常的发生率较高。进一步研究

发现，无论是已接受化疗还是未接受化疗的患者，血浆雄激素受体拷贝数增加与整体治疗

结果、无进展生存期较差有关。在研究期间，雄激素受体基因拷贝数增倍的患者死亡风险

增加 4 倍。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团队在另外一个单独的研究队列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该项研

究共涉及 94 名患者，患者血浆在 enzalutamide 治疗前被收集。试验结果再次表明，雄激素

受体增加与更低的总生存率显着相关。 

新方法成本低、临床门槛低，不过仍需验证。 

临床除了关注技术能解决的问题以外，还注重技术的成本。因为临床是面向大多数患

者，如果价格太高，则不利于技术的应用普及。不过，根据研究人员的描述，这项技术有

着“双低”的优势——成本低，临床门槛低。 

研究人员认为，ddPCR 检测可以相对容易地进入临床实验室。Attard 说，“我们的方

法成本低于 50 美元，并且能快速生成结果，有望通过国民医疗保险制度在医院实验室中完

成。我们期望这种方法能早日通过临床试验评估，并成为病人标准护理的一部分。” 

作者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强大的测试方法，可在诊所中用于鉴

别哪些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可能对 abiraterone 和 enzalutamide 治疗做出反应，以及哪些患者

可能需要其他的治疗方法。 

不过，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方法并不能控制血浆中的 DNA 含量，因此可能导致一些偏

差。另外，本研究规模比较小不足以改变当前的治疗方法，仍需更大的研究来验证。 

原文出处：V. Conteduca，et al. Androgen receptor gene status in plasma DNA associates 

with worse outcome on enzalutamide or abiraterone for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a 
multi-institution correlative biomarker study. Annals of Oncology. 

5、Cell：让癌症免疫疗法更精准！ 

最新一期的 Cell 杂志上发表了两篇与癌症免疫疗法相关的重要成果。两项研究描绘了

围绕肿瘤的免疫细胞图谱，有望帮助开发更精准的癌症免疫疗法。Nature 杂志也在第一时

间对这些成果进行了报道。 

5 月 4 日，发表在 Cell 杂志上的两项独立研究描绘了围绕肿瘤的免疫细胞明细图

（Detailed maps）。这些重要的发现有望帮助判断开始治疗的最佳时间，开发更精准的癌

症免疫疗法。 

在题为“An Immune Atlas of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的论文（以下简称“肾

癌论文”）中，来自瑞士苏黎世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对肾癌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临

床结果不同的肿瘤具有独特的免疫细胞图谱。这些图谱也能够估计一个癌症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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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Innate Immune Landscape 
in Early Lung Adenocarcinoma by Paired 
Single-Cell Analyses”的论文（以下简

称“肺癌论文”）中，来自美国的一个

科学家小组对肺癌进行了研究，结果发

现，早期肿瘤也会扰乱免疫细胞的活

性。 

“肺癌论文”的通讯作者 Miriam 

Merad 说：“我们发现，免疫细胞在肿

瘤形成非常早期时就开始功能失调了。

但癌症免疫疗法通常在患者病情复发

和癌症晚期时才被使用。我们希望倡导

在癌症的更早阶段开始使用免疫治疗，

以免为时过晚。” 

“肾癌论文”的通讯作者 Bernd Bodenmiller 表示，了解不同患者肿瘤之间的免疫细胞

差异为开发个性化的免疫疗法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 

绘制图谱 

肿瘤不受抑制的生长能力得益于它对免疫细胞的招募。它们形成了微型生态系统。在

这一系统中，细胞与细胞之间的关系在正常组织中是见不到的。这两项研究成果描述的免

疫细胞图谱（atlases）揭露了这些生态系统，如，哪种免疫胞存在于特定的肿瘤中，特定细

胞类型的潜在功能等。  

 
This image illustrates the use of CyTOF technology in performing a paired analysis of 

 barcoded blood, non-involved lung, and freshly resected tumor samples to  
characterize immune compartments with an unprecedented granularity. 

两项研究中，科学家们利用 30-40 个抗体标记围绕肿瘤的单个免疫细胞生成了图谱。

这些抗体能够结合已知的存在于不同细胞上特定标志物。利用这些信息，科学家们借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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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检测器（detector）筛选细胞，揭示它们的“身份”以及是否这些细胞是功能性的或者缺

陷的。 

肾癌论文 

Bodenmiller 的研究组调查了 73 名肾细胞癌患者的肿瘤样本。具体来说，他们分析了

350 万个细胞中用于描述巨噬细胞的 29 个蛋白以及用于描述 T 细胞的 23 个蛋白的表达情

况。结果显示，这些 T 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数量比先前认为的要更多变。研究小组还发现，

一些拥有 T 细胞和巨噬细胞特定组合的患者倾向于产生快速发展的癌症。 

 
The immune cells (orange) that respond to tumours are 

 more diverse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的免疫学家 Kai Wucherpfennig 表示，这些结果表明，当前通

过调查 1 个或 2 个蛋白来推断 T 细胞或巨噬细胞的状态错过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利用单

个标记来充分推断这些细胞的状态

不太可能。”他说。 

Bodenmiller 说：“我认为，当大

多数人看到我们的数据，他们的第一

反应会认为，这纯粹是‘一团乱’。

但是，当你花一段时间来观察细胞表

型的分布，会找到它们的特点。随后，

通过计算分析，我们揭开了肿瘤生态

系统中这些细胞类型之间的关系。这

些信息与临床结果息息相关。” 

肺癌论文 

Merad 的研究组调查了 28 名早

期或晚期肺腺癌患者的肿瘤样本和

正常组织。他们观察到的细胞行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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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化比预期的要早得多。“年轻”的肿瘤已经开始改变它们周围的免疫细胞了。 

1 期肿瘤（Stage 1 tumors）已经显示出大量抑制性巨噬细胞和 T 细胞的聚集，以及 NIK

细胞的损耗。这些肿瘤通常是通过手术切除，虽然它们预后良好，但仍有 25%的患者复发。 

Merad 说：“在这一研究中，我们鉴定出了很多免疫抑制变化。我们对这些结果感到

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相信，与在肿瘤体积更大时释放免疫攻击相比，在肿瘤很小的阶段就

靶向肿瘤细胞，清除所有肿瘤细胞的机会更大。” 

一个开始 

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的免疫学家、肿瘤学家 Nick Haining 说：“这些论文真的很

重要。但它们规模都太小，无法仅靠一篇论文改变癌症治疗。最终，它们的重要性并不是

这些直接的发现，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趋势。”他将这两篇论文比作报道肿瘤基因组测序

的首批论文。 

Haining 希望，这一趋势能够在未来几年内得以传播。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肿瘤类

型以及更多的患者来描述每份样本中各种免疫细胞的水平。” 

原文出处：Stéphane Chevrier， Jacob Harrison Levine，et al. An Immune Atlas of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ell. 2017 May 4. 

Yonit Lavin， Soma Kobayashi， Andrew Leader，et al. Innate Immune Landscape in Early 
Lung Adenocarcinoma by Paired Single-Cell Analyses. cell. 2017 May 4. 

 
6、Neurology：新发现帕金森病可能源于肠道的又一有力证据！ 

根据近日发表在美国神经学学会医学期刊 Neurology 上

的一篇最新研究，帕金森疾病可能起始于肠道，随后通过迷

走神经转移到大脑。迷走神经从脑干一直延伸到下腹，控制

着无意识的生命过程，如心跳、食物消化等。 

这项初步研究检测了接受过切除手术切除了迷走神经

主干或分支的人群，这种手术叫做迷走神经切断术，用于治

疗患溃疡的病人。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的注册数据库比较了 9430 名 40 岁以上的进行迷走

神经切断术的病人和 377200 名正常人的情况，他们发现进行迷走神经切断术的病人患帕金

森的比例为 1.07%（101 人），普通人群患帕金森的比例为 1.28%（4829 人），二者无显着

性差异。 

但是当研究人员分析两种不同的迷走神经切断术时，他们发现与未进行手术、并追踪

调查至少 5 年的人群相比，早于 5 年前进行迷走神经干切断术的病人患帕金森的可能性更

低。迷走神经干切断术会完全切除迷走神经干，而选择性切除手术中，迷走神经的部分分

支会被切除。 

早于 5 年前进行迷走神经干切断术的病人患帕金森的比例为 0.78%（19 人），而 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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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未进行手术的人患上了帕金森（1.15%），进行部分迷走神经切断术的病人患帕金森的比

例为 1.08%（60 人）。 

在校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糖尿病、关节炎及其他疾病等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与未

进行手术、并追踪调查至少 5 年的人群相比，早于 5 年前进行迷走神经干切除术的病人患

帕金森的可能性降低了 40%。 

“这些结果为帕金森可能起始于肠道提供了初步的证据。”研究作者、瑞典斯德哥尔

摩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理学硕士 Bojing Liu 说道，“关于这个猜想的其他证据是患帕金森的

病人常有便秘等胃肠道问题，且这些问题往往在患帕金森前数十年就出现了。此外，其他

研究已经表明肠道中有一种被认为在帕金森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蛋白的人群患帕金森的

时间更晚。” 

他们的理论是这些蛋白以错误的方式发生折叠，并通过细胞之间的传播将这种错误传

播到大脑中。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验证这个理论，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过程可能在帕

金森发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Liu 说道。此外，由于帕金森是一种综合征，因此可能有多

重诱因和通路。 

尽管这项研究样本量大，但是 Liu 认为其缺陷之一就是某些亚组的样本量太少。同时，

研究人员也没有完全控制所有的可能影响帕金森的因素，如抽烟、咖啡饮料及遗传因素等。 

原文出处：Liu B，Fang F，Pedersen NL，et al.Vagotomy and Parkinson disease： A Swedish 
register-based matched-cohort study.Neurology. 

7、PLOS Pathogens：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王延轶研究组发现抗病毒天然免疫又

一重要调控因子 

日前，国际微生物学知名期刊《PLOS Pathogens》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

究所王延轶研究团队在抗病毒天然免疫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发现 GPATCH3 可以抑

制下游信号复合物的形成，负调控 RIG-I 样受体介导的天然免疫信号通路。相关论文题为

“GPATCH3 negatively regulates RLR-mediated innate antiviral responses by disrupting the 

assembly of VISA signalosome”。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聂映为第一作者，王延

轶研究员为本文通讯作者。 

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是宿主抵抗病原微生物的第一道屏

障，在细胞抗病毒天然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RIG-I 和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

5(melanoma differentiation-associated GENE 5，MDA5)是 RIG-I 样受体(RIG-I like receptors，

RLRs)家族的成员，可以识别病毒释放到胞浆中的 RNA，通过一系列信号级联反应，诱导

I 型干扰素及炎症因子的产生，建立抗病毒免疫反应。 

在 RIG-I 样受体介导的信号通路中，接头蛋白 VISA 复合物(VISA signalosome)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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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信号通路激活所必须的。王延轶研究员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 WDR5 促进 VISA 信号复

合物的组装和稳定，调控 RIG-I 样受体介导的天然免疫信号通路。本研究中，王延轶团队

通过对 cDNA表达克隆的筛选，发现了抗病毒天然免疫中又一个重要的调节因子 GPATCH3 

(G-patch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在细胞内过量表达 GPATCH3，可以抑制 RNA 病毒 SeV

诱导的 IFN-b 报告基因的激活；而敲低 GPATCH3 的表达，RNA 病毒诱导 IFN-B1 及其下

游基因的转录明显增强(图 1)。而且当 GPATCH3 的表达水平下降后，SeV 和 VSV 的复制

明显被抑制，表明 GPATCH3 可以抑制细胞的抗病毒免疫反应(图 2)。 接下来，研究人员

利用 CRISPR-Cas9 技术构建了 GPATCH3 基因敲除细胞。与野生型细胞比较，RNA 病毒感

染后，GPATCH3 基因敲除细胞 IFNB1 基因的转录明显增强，在 GPATCH3 敲除细胞中回

补 GPATCH3 后，RNA 病毒诱导的 IFNB1 基因的转录水平与野生型细胞在相似水平，进一

步说明了 GPATCH3 可以负调控 RIG-I 样受体介导的天然免疫信号通路。 

GPATCH3 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病毒可以诱导 GPATCH3 与定位于线粒体的 VISA 相互

作用，阻止 VISA 复合物(VISA/TRAF6/TBK1)的形成(图 3)，抑制 RIG-I 受体介导的天然免

疫信号通路，利于病毒免疫逃逸。 

该研究发现了细胞抗病毒天然免疫反应中又一个重要的调节因子-GPATCH3。通过一

系列的 GPATCH3 敲低/敲除和过表达实验，证实了 GPATCH3 可以负调控 RIG-I 受体介导

的免疫信号通路，抑制细胞的抗病毒免疫反应。该研究同时揭示了GPATCH3通过阻碍VISA

复合物形成发挥负调控作用的分子机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抗病毒天然免疫信号通路

的调节途径。 

原文出处：Ying Nie，Yong Ran，Hong-Yan Zhang，et al. GPATCH3 negatively regulates 
RLR-mediated innate antiviral responses by disrupting the assembly of VISA signalosome.PLoS 
Pathog. 2017 Apr 17 

8、有研究确定了针对前列腺癌及肺癌的新靶点 

前列腺癌小鼠模型中新发现

的分子链突出了治疗其及其它癌

症的新靶点。    

近日，系统药理学和转化治

疗学教授 Marcelo Kazanietz 博士

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将其研究成

果发表于 Cell Reports 期刊上，表

示一种称为 PKCε的蛋白质的过

度表达与肿瘤抑制因子 Pten的丧

失导致前列腺癌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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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致命的组合使得促癌分子 CXCL13 水平上升。当该团队故意破坏其附着的细胞表

面受体 CXCL13 或 CXCR5 时，小鼠前列腺癌细胞的转移和肿瘤形成特征受损。 

Kazanietz 博士还表示：“除了为 PKCε驱动的恶性肿瘤循环提供证据外，我们的研究

还为阻断 CXCL13-CXCR5 分子作为新的癌症治疗手段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他和

同事计划确定的化合物有潜力发展为抗癌药物以阻断 CXCR5 或 CXCL13。研究人员还提

出，血液中的 CXCL13 水平可用作生物标志物来测量患者前列腺癌进展的准确状态。 

该团队下一步将会干扰不仅来自癌细胞的 CXCR5/CXCL13 信号，还有来自有助于癌症

生长的肿瘤微环境中的其它细胞。 

 
胸肺科医生和肿瘤学家也观察到 PKCε在肺癌患者中过度表达，但他们并不完全了解

其确切的分子后果。一般来说，高水平的 PKCε与不良预后相关。 

“我们正在将这些发现扩展到肺癌，”Kazanietz 博士说道。他正在和来自宾夕法尼亚

大学的医学研究员 David Feldser 博士（癌症生物学助理教授）、Steven M. Albelda 博士（肺、

过敏和重症监护教授）及 Evgeniy Eruslanov 博士（胸外科研究助理教授）合作研究该项目。 

原文出处：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17-05-prostate-lung-cancer.html 

 
9、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诊治进展 

甲状腺癌是人体内分泌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约为其他内分泌肿瘤的 10 倍，

约占恶性肿瘤的 0.2%～1.0%。2014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全球癌症报告中指出，

甲状腺癌新发病例中>50%为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

PTMC）。PTMC 虽然预后良好，但其与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

一样可出现颈部淋巴结转移、甲状腺外侵犯及远端转移，国内外对其诊断和治疗亦存在许

多争议。本文对 PTMC 的临床诊治进展做一综述。 

1. PTMC 的诊断 

由于 PTMC 病因无法明确，目前无法做到一级预防。因此，早发现、早治疗成为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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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关注的重点，但由于病灶较小，一般无特殊临床症状及体征，临床上漏诊率较高。

Pazaitou-Panayiotou 等［1］报道，PTMC 尸检的发病率高达 36.0%，可见其实际发病率可能远

高于目前的数据。 

1.1  超声检查    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直径<1 cm）的超声表现有一定差异。目前，

临床上使用极低回声、纵横比>1、微小钙化 3 项特异度较高的超声征象作为 PTMC 联合诊

断指标。对于甲状腺单发实性结节的年轻病人，若超声检查出现钙化，则应高度怀疑恶性

病变的可能。综合运用各超声征象不仅 PTMC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对于术前甲状腺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判断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研究指出，超声诊断甲

状腺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 61.6%，特异度为 92.3%［2］。淋巴结转移的超声征象包

括：淋巴结形态改变（包括脂肪门消失、 椭圆形变为圆形、肿大）、混合回声、囊性改变、

钙化和周边血流丰富。对于超声探测纵横比>1、有丰富血供、淋巴结内有微小钙化、弹力

指数（RI）较高的淋巴结，应高度怀疑淋巴结转移癌。多数指南均将超声检查列为强烈推

荐的 A 级，并提出所有甲状腺结节病人均应行颈部超声检查［3］。 

1.2  细针穿刺活检（fine needle aspiration biopsy，FNAB）    文献报道，FNAB 对甲

状腺肿瘤的诊断敏感度为 91.6%，特异度为 98.5%，其中直径<6 mm 的结节假阳性率高于

直径>6 mm 者［4］。直径<1 cm 的甲状腺结节中，肿瘤的发生风险并未因直径的减小而减低，

甚至可能更高，因而对含有微小钙化（砂砾样钙化）及纵横比>1 的结节应行 FNAB。但 2015

年版美国甲状腺协会（ATA）指南指出，并不推荐对直径<1 cm 病灶进行穿刺。我国在 2012

年发布的指南中认为，术前评估甲状腺结节良恶性时，FNAB 是敏感度和特异度最高的方

法，推荐等级为 A；然而，2016 年我国首个专家共识指出，为进一步确诊 PTMC，可采取

超声引导下 FNAB，推荐等级为 B。可见我国对于 FNAB 的临床应用亦在逐渐改变［5］。 

文献［6］指出，对于 FNAB 的选择应该结合病人是否有以下高危因素：（1）有甲状腺

恶性肿瘤家族史。（2）有儿童期电离辐射外照射史。（3）部分甲状腺切除术后发现的甲

状腺癌，残留甲状腺仍有可疑结节。（4）18F-FDG（18F-2-脱氧-葡萄糖） PET 检查阳性

的甲状腺结节。因此，PTMC 诊断中是否行 FNAB 应在个体化综合分析后决定，并不作为

常规检查推荐，尤其是暂未考虑手术治疗的病人，须谨慎选择。 

1.3  其他检查方法    CT 及放射性核素检查对甲状腺癌的诊断有一定指导意义，但

由于价格昂贵，目前主要应用在失分化甲状腺癌或高度怀疑合并远处转移的分化型甲状腺

癌的诊断治疗中，对于 PTMC 的辅助诊断中 CT 及 PET-CT 在国内外指南中均不推荐作为

常规检查，临床上亦是鲜有应用。 

此外，近年来，基因检测及免疫组化辅助诊断甲状腺癌也在临床上逐步开展，对于

FNAB 仍不能确定良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对穿刺标本进行分子标记物检测能提高准确率。

但目前仍缺乏循证医学证据，故我国专家共识给予的推荐等级为 C。已有研究对甲状腺癌

淋巴结转移结节行红外光谱检测（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FTIR），证实 F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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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检测出甲状腺癌的微转移淋巴结，虽然目前暂未应用于临床，但相信未来可以服

务于 PTMC 病人。 

2. 治疗方式的选择 

PTMC 普遍预后良好，近年来对于治疗方案颇有争议，尽管分化型 TMC 生长缓慢，但

术后病理学检查常发现其具有多灶性，并常伴有颈部淋巴结转移。目前，对于已经行细胞

学检查诊断为原发性甲状腺恶性肿瘤的病人，主要的治疗手段仍为手术治疗。根据 2015 年

ATA 指南，对于甲状腺微小癌（TMC）病人，应给予风险评估，对于极低危肿瘤病人，如

无转移的 PTMC，可暂不行手术，密切随诊观察。另外，对于手术并发症风险高、预期寿

命短（如患有严重心肺疾病、恶性肿瘤、高龄）或合并其他需优先治疗的内外科疾病的病

人可暂不行手术，代以严密监测。 

2.1  原发灶的处理    对于甲状腺原发灶的处理，目前普遍认可的手术方式主要有单

侧甲状腺叶切除术、全甲状腺切除术。近年来，由于甲状腺次全切除术后疾病复发率较高，

故临床已逐渐废除该术式。根据 2015 年 ATA 分化型甲状腺癌指南，无淋巴结转移的单病

灶低危 TMC 可行单侧腺叶切除术，除此之外均应行全甲状腺切除术，且不推荐 131I 清甲

治疗替代全甲状腺切除术。欧洲肿瘤内科协会（ESMO）的建议与 ATA 类似，进一步提出

行腺叶+峡叶切除的病人病理类型须符合典型乳头状癌或滤泡亚型或微浸润滤泡癌［7］。综

合已报道案例，欧美国家临床上仍以全甲状腺切除术作为 PTMC 治疗的主要术式。与欧美

不同，日本的研究认为 PTMC 的生物学行为较好，生长缓慢，部分病人终身携带病灶并无

疾病进展，故提出对于无高危因素的 TMC 病人，无须任何治疗，密切随诊即可的观点［8-10］。

文献报道，对 340 例 TMC 病人平均随访 74 个月，排除高危病人后，观察组与手术对照组

病人在淋巴结转移、预后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合我国目前情况，大部分医院采用 ATA 指南观点，而在最新的专家共识中更将手术

指征细化为符合下列任一条高危因素的 PTMC 病人：（1）青少年或童年时期颈部放射暴

露史。（2）甲状腺癌家族史。（3）已确定或高度怀疑颈淋巴结转移甚至远处转移。         

（4）癌灶有腺外侵犯（如侵犯喉返神经、气管、食管等）。（5）病理学高危亚型（高细

胞亚型、柱状细胞亚型、弥漫硬化型、实体/岛状型、嗜酸细胞亚型）。（6）穿刺标本检

测 BRAF 基因突变阳性。（7）癌灶短期内进行性增大（6 个月内直径增大>3 mm）。以及

相对适应证：（1）癌灶直径≥6 mm。（2）多灶癌，尤其双侧癌。（3）病人心理负担大，

要求手术。（4）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持续高于正常。而对于不进行手术治疗的病人

中，共识提出有以下情况也可以考虑密切观察：（1）非病理学高危亚型。（2）肿瘤直径

≤5 mm。（3）肿瘤不靠近甲状腺被膜且无周围组织侵犯。（4）无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

证据。（5）无甲状腺癌家族史。（6）无青少年或童年时期颈部放射暴露史。（7）病人心

理压力不大、能积极配合。满足以上全部条件的病人可建议密切观察［同时具备（1）～（6）

属于低危 PTMC］。初始观察周期可设为 3～6 个月，后根据病情进行调整，如病情稳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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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延长，病人应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最好有统一规范的观察记录。密切观察过程中出现下

列情况应考虑手术治疗：（1）肿瘤直径增大>3 mm。（2）发现临床淋巴结转移。（3）病

人改变意愿，要求手术。 

2.2  颈部淋巴结的处理    目前，大量临床病例证实，甲状腺癌淋巴结转移并不影响

病人的存活率，但显著增加了手术后的局部复发率。尽管有研究指出，甲状腺癌的颈部淋

巴结转移发生率与原发灶直径呈正相关关系［11］。但 PTMC 在临床上常伴有淋巴结转移，

一篇>4000 例 PTMC 的 Meta 分析发现，28.0%的 PTMC 病人有淋巴结转移，0.6%有远处转

移，3.3%出现复发性疾病［12］。因此，对于 PTMC 的病人，淋巴结转移的治疗亦不能忽视。

对于颈部淋巴结的处理，ATA 指南认为，如果发现中央区淋巴结或对侧淋巴结受累，应进

行甲状腺全切+治疗性Ⅵ区淋巴结清扫。活检证实侧颈部淋巴结有转移者需进行治疗性侧颈

部淋巴结清扫。而对于 T3/T4 PTC（cN0 期）、侵犯颈部淋巴结 PTC（cN1b 期）或需要为

制定进一步治疗方案提供信息的 PTC，可进行预防性Ⅵ区淋巴结清扫（单侧或双侧）。没

有淋巴结转移的 T1/T2 期 PTC 及大多数 FTC 不必进行预防性Ⅵ区淋巴结清扫。并有研究认

为，预防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并不降低此类病人的病死率，反而增加喉返神经及甲状旁腺

损伤等手术并发症的风险［13］。我国指南推荐，术中在尽量避免手术并发症（及有效保留甲

状旁腺和喉返神经）情况下，无论甲状腺原发病灶大小，均应至少行病灶同侧中央区淋巴

结清扫。其主要原因为，其一是我国甲状腺专科医生总结的临床资料提示，TMC 发生淋巴

结转移并不少见；其二是因为中央区淋巴结清扫可明确疾病的分期并指导以后的治疗和随

访［14］。但对于超声检查已提示可疑中央区淋巴结或侧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病人，国内外指南

意见较统一，均明确指出应给予治疗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或同侧颈部淋巴结清扫。而对于

中央区转移淋巴结有结外侵犯或淋巴结转移数≥3 枚，或癌灶位于甲状腺上极且存在被膜

侵犯者，我国专家共识将其定义为颈侧区淋巴结清扫的相对适应证。 

2.3  其他治疗方式    除微创手术治疗外，经皮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激光治疗、高强度聚焦超声等方法也逐渐在临床上开展。RFA 可操作性强，治疗

时间短，并发症少，可重复治疗，且相对治疗费用低，是目前临床开展最多的研究方法。

RFA 治疗多针对于良性甲状腺结节或甲状癌复发不易手术的病人，近年已有报道应用于

PTMC 治疗［15-16］。Yue 等［17］报道了 21 例 T1N0M0 PTMC 病人 RFA 治疗的结果，4 例病

人术后出现声音嘶哑，均于 3 个月内恢复，平均随访 11 个月无复发。但 RFA 等热消融技

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在国际上仍存在较大争议，ATA、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络（NCCN）、

ESMO 等指南对此并未推荐，文献报道亦多针对于无法行手术切除的甲状癌病人，而对于

PTMC 病人的治疗方面，仍需更多探讨。总之，PTMC 的微创治疗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手段

已经逐渐在临床上开展，对于 PTMC 有一定的治疗意义，但是否使病人获益，还须长期随

访结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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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后治疗 

3.1  放射 131I 治疗    TMC 属于Ⅰ期肿瘤，目前国内尚未见 TMC 行术后 131I 内照

射治疗分析的研究报道。但 Creach 等［18］认为，TMC 病人应进行 131I 内照射治疗，尤其

合并淋巴结转移者。因此，对于 TMC 术后病人是否行 131I 治疗，需要进一步评估其风险

性，对于多灶性、有淋巴结转移、失分化细胞类型以及甲状腺外或血管外浸润的病人，可

考虑在全甲状腺切除术后行 131I 治疗。而对于低风险的 TMC 病人，特别是单发病灶的、

无淋巴结转移的 PTMC 病人术后为避免 131I 清甲的潜在伤害，可不行该治疗。 

3.2  内分泌治疗    研究发现，甲状腺癌病人术后行 TSH 抑制治疗，可降低肿瘤复发

率、提高存活率，故多个指南推荐甲状腺癌病人术后行 TSH 抑制治疗。有研究但分析显示，

血清 TSH 水平是直径>1.0 cm 分化型甲状腺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19］；而血清 TSH 与直

径<1 cm 分化型甲状腺癌之间无明显相关性。TSH 抑制治疗增加了病人心血管疾病等风险，

亦不可忽略。因此，对于 PTMC 病人术后是否需行 TSH 抑制治疗目前尚有争议。 

4. 结语 

对比近年来 ATA 等国际指南以及我国指南的更新，可明确看出对于 PTMC 的手术指

征由以往的“从不放过”，逐渐放宽至最新提出的部分极低危病人可给予密切观察。相信

未来随着诊断技术的提高，对于甲状腺癌的治疗也会逐渐趋于微创、精准、个体化，既避

免了过度医疗，也为病人带来更大的获益。对于 PTMC 的治疗，除传统的开放手术外，非

手术治疗和新手术治疗也在逐渐的开展，但目前仍缺乏长期的随诊资料，无法判断现有的

治疗措施对病人长期预后的影响。因此，仍须广大临床医生长期临床随访和总结经验，期

待大宗病例、长期、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的结果来指导、规范 PTMC 的临床诊治。 

原文出处：刘静思，廖泉.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7,37(5):588-590 
 

 

科研投稿 
 

1、细说 SCI 被拒的八大病症 

作为一个生物或者医学工作者，高分 SCI 无疑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相信很多人都经

历过兴高采烈地去投稿以及怅然若失地被拒稿，为什么发篇 SCI 就那么难呢？然而 SCI 拒

稿却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那么，到底是哪些地方的不妥，来触发了这些Editor或者Reviewer

的敏感神经呢？下面来细数下引起 SCI 被拒稿的几大原因。 

（1）缺乏原创性、创新性或重要性 

期刊编辑一般偏向于发表具有开创性的新研究，例如当年炽手可热的 microRNA 等。

学术期刊都在不断寻找着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研究。我们在评价一个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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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往往用四个层次来表述：国际领先水平、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水平、国内先进水平。

相对应地，承载这四个学术水平层次科研成果的学术论文可发表于四种层次的国际学术刊

物。 

第一类是对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的重大突破性研究及其

相应论文，这些论文可发表于 Nature、Science、Cell 等国际顶尖级的学术期刊，IF 一般大

于 10。 

第二类是在某个具体的学科领域做出重大创新性贡献的研究及其相应论文，这些论文

可发表到影响因子比较高的权威国际学术期刊，亦可发表于在本学科影响因子比较高的期

刊，IF 大于 5。 

第三类是处于某个学科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地位的研究及其相应论文，可发表在本学

科有一定影响的期刊，IF 大于 2。 

第四类即是应用某一学科的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特定国家、地区具体学术问题的研

究及相应论文，如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与综合治理方面的论文，它具有区域独特性，比较容

易被 SCI 源期刊接受发表，此类期刊 IF 小于 2。 

（2）研究结果临床意义不明显或者理论依据不充分 

例如研究 A 因素对于改善脑梗塞患者的日常活动能力（ADL）初步分析有帮助，但如

果统计意义不明显，或者实施项目是个案而非严密的队列研究，那么这样得出的结论是片

面的，临床意义的有无也是值得考证的。因此，科研项目，特别是重大基础及应用基础研

究项目的立项、试验设计及实施过程中，要着重考虑项目设计的先进性和逻辑性。 

（3）所用方法因新技术出现已过时 

大牌杂志很看重科研方法，例如过去基因敲除采用传统的同源重组方法，而现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器的应用给基因的编辑带来革命性的转变。 

（4）与期刊要求不匹配 

每个杂志都有自己的特定格式，对论文的许多方面都有要求。Guide-for-authors！

Guide-for-authors！Guide-for-authors！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坏了

他们杂志的规矩。 

（5）文字写作和组织差 

方法说明不充分；研究的原理阐述不充分；论述部分仅重复结果而未进行解释；研究

的原理阐述不充分；研究数据好像不支持结论；导言部分未确立研究问题的背景。应该通

过论文表达使读者相信你的研究兼具完美性和重要性。 

（6）论文准备不当 

句子表达不简练明确；标题、摘要及/或投稿信无说服力；大量的粗心错误，如错误的

文法或拼字；图表设计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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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文不符合期刊的目标和范围 

这也是在 Editor 层面就直接拒稿的要因。因此，在决定投稿期刊前，花费一定的时间

创建期刊名单并仔细斟酌自己的选择。首先要了解相关学科被 SCI 收录的期刊及其基本情

况，了解该刊物的投稿须知、主办单位、办刊宗旨、联系方式、出版形式、出版周期、报

导内容等。 

（8）与论文质量无关的退稿原因 

有时候，即使你的 Papper 很牛气，但是人家 receives many more manuscripts than wehave 

space to publish；同行评审人的水平和经验良莠不齐；期刊刊收到多篇同一主题的论文等。 

2、写论文需注意的 8 个细节 

前段日子，一位美国友人向我吐槽他审阅的一篇论文：内容倒还有一定创新性，但论

文写作的格式错误非常扎眼，完全像没有经过基本训练的新手。其实这样的场景，在论文

审稿中并不鲜见。 

一个熟练的审稿人，会在打开文章后用几分钟时间先通读一遍，对作者和文章有一个

初步的判断。如果此时发现通篇都是细节上的小错误，即使内容再新颖，审稿人也会毫无

负罪感地直接将其 reject。 

当然，审稿人不会直接告诉你拒稿的原因是这些细节，他只会说“文章还欠缺一些创

新性”，“研究缺乏意义、方法陈旧”。然而罪魁祸首，可能真的只是这些貌不惊人的小

错误。 

为了给自己的文章增加机会，论文写作时势必要留心这些格式上的细节。以下列出写

论文时最需留心的 8 处细节： 

（1）标题不要出现 novel，new 等字眼 

从逻辑上讲，医学论文的目的就是报告新成果、发表新观点，如果不是新的就没有发

表的必要。新与旧，不是标题里的一个“new”说了算，审稿人不会因为你写了个 new 就

觉得文章非常有新意。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让审稿人觉得你在挑战他的智商，于是开始

千方百计找你文章里不 new 的地方…… 

（2）数字与符号，再规范也不为过 

数字与符号是论文中极易疏忽的地方： 

① 避免使用已废弃的计量单位，如：atm，cal，bar，ppm， mmH2O，请问这篇文章

是从上世纪穿越而来的吗？当然业内约定俗成的除外。 

② 小数的整数部分或小数部分多于三位时，一律用半个阿拉伯数字符的空格分开，而不用

“，”。比如，应写成 29 381.764 135 和 0.392 157，而不应写成 29，381.764，135 和.392，157。 

③ 中英文标点符号不可混用 

错误示例：...the methyltransferase complex，as well 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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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始大家来找茬：“，”和“，”、“：”和“：”，有分别吗？其实就是全角

和半角的区别。但是犯这种错误的同学，难道你们在写论文时，输入法没有一直保持在英

文状态？还是因为一边写论文一边聊微信，全/半角没切换过来？ 

④ 标点之后留空格 

错误示例：methyltransferase complex.We further ... 

英文标点符号之后应该空一格，以帮助辨识句子之完结。 

（3）图表：标题、序号、清晰度，一个都不能少 

① 坐标数字的字体大小比正文小 1-2 号；不同的曲线，要用不同图例符号或不同线型

区分，便于采用黑白打印的读者阅读。 

 
 

② 表格不使用斜线表格，而使用三线表：横向只用三条线，纵向不加边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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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图表切忌模糊不清。审稿阶段，图表和正文一般是分开审阅的，图和表都是一页一

个地看，图还会被放大到 A4 纸大小。这就要求图的分辨率一定要高，或者干脆用矢量图。 

（4）摘要：小而美 

摘要中一般不要出现图表、公式，更不要充斥大量数字。你可能对这些数据结果非常

得意，但它们在审稿人眼中，可能仅仅是一串毫无意义的阿拉伯数字。 

（5）了解学术论文的写作常识 

医学论文写作也属于科技写作，科技写作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不按规则出牌只能让

审稿人觉得你是个杂牌军，拒起稿来几乎无心理负担。这些规则包括：名词缩写第一次出

现时注明；阿拉伯数字 1-12 出现在文中时，用 text；数字不能做为句子的开头，等等。 

（6）切忌超长段落 

一般一个段落以 3 到 5 个句子为宜，千万不要追求一气呵成的感觉而堆在一起，动辄

一页纸的大段落任谁看了都眼晕。如果表达的内容确实多，可以适当使用 enumerate 和

itemize，让文章看起来更简洁清爽。 

（7）文章格式的规范 

一般来讲通篇双倍行距，段落之间留出空行，正文跟参考文献字体要区分开。 

（8）引用文献，处处是坑 

论文的文献引用，最好使用文献管理软件来编辑，不要盲目自信 DIY，费力且不讨好。

特别要强调以下几点： 

①格式要统一，不要张冠李戴。用 author-year 格式就有 author-year 的样子，用数字格

式就规规矩矩地标出 1，2，3，4。 

②人名拼写切忌出现错误，因为某篇文献的作者，可能就是你的审稿人。你都不怕错

拼，人家还怕错拒不成。 

③用 et al.要慎重。有些作者图省事，所有文献仅列第一作者，其他一律 et al.，殊不知

审你文章的那位可能就在 et al.中。引用文献作者有三人以上时，只需列出第一位作者姓名，

之后用 et al.。但如果作者只有两人，不要用 et al.，要把他俩的名字都列上去，不然第二个

作者会不高兴的。 

④引用他人发表的工作时，不要一字不差地照搬，好歹把句子里面的单词乾坤大挪移

一下。 

⑤投稿前，一定要找到所投期刊的最新着录格式，一条条对照检查，保证格式无误。 

重视格式，让你的论文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连格式都不认真，怎么能说明你做研究的时候也是严谨的呢？在创新性相当的前提下，

写作态度是否认真，决定着审稿人和编辑的最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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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动态 
 

2017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圆满落幕 

——教学部感谢全院科室、教职员工的辛勤付出与大力支持 

5 月 15 日-18 日，根据《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

高〔2013〕10 号）文件，教育部对西安交通大学进行了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估期间

两位医学专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汪玲教授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副院长何庆

南教授，对我院临床医学教育工作进行了“看课听课”、“座谈交流”和“试卷查阅”，

反馈会上专家一致认为“西安交大是一所历史悠久、传统优良、学科齐全、成就突出的优

秀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成绩突出，位列国内高校第一梯队，国际声誉良好”，专家组的高

度赞誉为本次审核评估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本次评估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全院各个临

床教学科室的辛勤付出和大力支持，在此，教学部向全院临床带教科室表示由衷的感谢，

特别需要感谢儿科、骨科、呼吸内科、感染科、妇产科、肝胆外科、内科学系、外科学系、

眼科学系、皮肤病学系等教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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