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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外文医学知识服务平台试用通知 

经我院图书馆和深圳市迈特思创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为我院职工开通并免费试用外文

医学知识服务平台。该平台包含有 FMRS、CPSR 及 FEBM 等系统，是集外文医学期刊文

献，循证医学信息检索获取与医学研究成果的临床诊疗转化应用为一体的综合性知识服务

平台。该平台整合 31000 余种外文医学期刊以及 Cochrane library、Clinical Evidence、ACP 

Journal Club 等 90%以上的循证医学资源，为用户提供一站式信息检索，评价过滤，文献获

取以及临床辅助决策和科研发现等功能。 

该平台能够帮助医务人员了解前沿信息、把握学科发展动态、提高科研立项的层次和

水平、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为医生临床诊疗提供决策信息依据，加快最新医学

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应用，改善临床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升医疗质量，提高医院

的核心竞争力。 

该平台目前提供网络访问、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等多种使用方式，满足不同应用需求。

扫描关注下方二维码，注册体验移动版及微信小程序。 

欢迎试用！ 

网    址：http://www.metstr.com 

账    号：k1221587  密码：68599543 

公司联系电话：18966859865  QQ:253384578 

图书馆联系电话：85324026 

 

 

学科动态 
 

1、SCI REP 最新鉴定的 15 个关于冠状动脉硬化遗传的风险因子 

冠状动脉疾病（CAD）在全世界具有较高发病率和死亡率。动脉冠状疾病的产生受到

多个基因和环境的调控。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产生复杂的疾病症状。鉴定新的遗传

因素可能会给预测和防治冠状动脉疾病带来新的契机。最近，研究人员利用 161 例遗传突

变，通过对独立的遗传变量进行 meta 分析发现：71 个基因突变具有全基因水平的显着性，

其中有 15 个是新的位点。这些新的突变位点涉及血管生成（如 TGFB1，ITGB5，CDH13 以

及 RHOA），其中，在 TGFB1 的基因位置上有两个不同的突变位点。此外，研究人员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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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SGEF 可以作为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新的候选基因。之前有报道称在小鼠模型中，SGEF

被认为是一个冠状动脉疾病的治疗靶标。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指数可以预测其复发率以及

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更有助于鉴定冠状动脉疾病的易患个体，从而指导更加有针对性的

预防和治疗。此外，研究人员还观察到冠状动脉疾病和其他的心血管疾病如心衰、心房颤

动具有明显的遗传相关性。 

原文出处：Niek Verweij,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15 novel risk loci for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genetic risk of recurrent events,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heart failure. Scientific Reports. 

05 June 2017. 

2、Science 子刊：重磅！科学家们发现机体免疫系统竟和阿尔兹海默病发生有关 

正如修剪杂草丛生的植物能够促进植物生长一样，在机体大脑发育过程中，对大脑连

接进行适当地修饰或许也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在后期生活中这种自然过程出错会引发什么

样的后果呢？最近，来自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对临床前的实验模型进行研

究发现，突触的细化或许在神经变性疾病的发生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相关研究刊登于国

际杂志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上，这项研究或为后期阐明机体免疫系统和阿尔兹海

默病发生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线索。 

 

图片摘自： the Lemere Lab,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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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研究人员对补体 C3 分子进行研究，该分子主要参与机体免疫反应的发生，而

且在阿尔兹海默病中 C3 的水平较高；此前研究结果表明，在大脑正常发育期间，C3 分子

能够帮助修剪脑细胞突触之间的连接，而在阿尔兹海默病早期往往会出现突触缺失的情况，

而这和患者机体认知能力下降也存在一定关联。研究人员并不清楚是否阻断这种补体级联

反应就能够保护机体免于损伤和神经变性的发生；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检测了阿

尔兹海默病小鼠模型机体中 C3 缺失后所引发的效应，研究者发现，工程化的 C3 缺失能够

保护小鼠免于老化相关的突触和脑细胞缺失，而且小鼠模型机体中炎性标志物的水平也较

低。 

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者还发现，在老化的小鼠机体中，尽管在阿尔兹海默病小鼠大脑

中存在高水平的淀粉样斑块，但小鼠的认知功能得到了改善，而且尽管小鼠大脑中出现了

斑块的堆积，但其在学习和记忆任务上表现却较好。研究者 Cynthia Lemere 博士表示，在

阿尔兹海默病患者记忆力缺失发生之前，其大脑中淀粉样斑块的堆积就会开始发生，但重

点研究机体免疫系统如何对这些斑块产生反应或许就能够帮助开发新型的治疗手段；研究

者认为，在疾病发生的晚期阶段，如果没有产生斑块的话，免疫系统对其所产生的反应也

会诱发神经变性疾病的发生。 

研究者指出，C3 分子还参与了其它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包括中风和黄斑变性等，

尽管当前研究因小鼠和人类机体免疫系统和寿命之间差异的限制，但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调节补体信号通路或许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开发出潜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新型靶向性

策略。 

原文出处：Qiaoqiao Shi, Saba Chowdhury, Rong Ma, et al. Complement C3 deficiency 

protects against neurodegeneration in aged plaque-rich app/PS1 mice.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31 May 2017 DOI: 10.1126/scitranslmed.aaf 6295 

3、ASCO 2017：热点聚焦——新药 Larotrectinib（LOXO-101）治疗各种成

人及儿童癌症效果卓越 

每年的 ASCO 大会都会有公司一夜爆红。今年，一家名为 Loxo 的小公司因其核心在

研药物 larotrectinib（LOXO-101）的早期临床数据成为了 ASCO 2017 大会上的一匹黑马。 

larotrectinib 是作为一款广谱肿瘤药来开发，拟用于所有表达有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

（tropomyosin receptor kinase, TRK）的肿瘤患者，而不是针对某个解剖位置的肿瘤。TRK

融合广泛分布于许多癌症中，并影响所有年龄，同时与肿瘤遗传无关。LOXO-101 曾在 2016

年 7 月 13 日被 FDA 授予突破性药物资格，用于 TRK 融合基因突变阳性的成人及儿童的不

可手术切除或转移性实体瘤。6 月 3 日，在 ASCO 2017 大会上，来自美国纽约纪念斯隆凯

特琳癌症中心的 David Hyman 教授报告了——Larotrectinib 靶向 TRK 融合基因治疗罕见肿

瘤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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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分析了 3 项正在进行的 I 期（8 名成人和 12 名儿童）、II 期（35 名成人）临

床试验的 TRK 基因融合且经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 RECIST 确定的患者的数据。全部患者（55

名）患有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肿瘤，包括肾癌、膀胱癌、胃癌、肺癌和唾液癌，以及黑素瘤

和肉瘤。主要目的是评估的总应答率（ORR）。次要终点包括应答时间（DOR）和安全性。

数据截止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研究人员发现 LOXO-101 治疗了 13 种不同类型的肿瘤：唾液癌（12 例）、肉瘤（10

例），婴儿型纤维肉瘤（7 例），肺癌（5 例），甲状腺癌（5 例），结肠癌（4 例），黑

色素瘤（4 例）、胆管癌（2 例）、胃肠间质瘤（2 例），及其他肿瘤（4 例）。对于迄今

为止评估的 46 例患者，在 12 种不同的肿瘤中的应答率为 78%（95% CI：64% - 89%）。33

例患者中的 29 例（88%）仍在应答，不包括 3 例患者在接受 larotrectinib 治疗后可接受手

术治疗。中位 DOR 尚未得到，因大多数患者仍在治疗中。目前，最长的应答持续时间为

23 个月，8 例患者的应答持续时间超过 12 个月，和 16 例患者的应答持续时间超过 6 个月。

最常见副作用为疲劳（30%）、头晕（28%）、恶心（28%）。5 例（11%）患者需要减少

剂量。没有因副作用需停止治疗的患者。 

Larotrectinib 已被证明在广泛的年龄和肿瘤类型的 Trk 融合癌症中，具有持久的抗肿瘤

活性作用和良好的耐受性。larotrectinib 将会成为第一个在成人和儿童中同时开发和批准的

治疗药物，并且是第一种跨越所有传统定义的肿瘤类型，分子意义上的肿瘤靶向治疗。 

原文出处：David Michael Hyman, Theodore Willis Laetsch, et al.The efficacy of 

larotrectinib (LOXO-101), a selective tropomyosin receptor kinase (TRK) inhibitor, in adult and 

pediatric TRK fusion cancers.2017 ASCO Annual Meeting.Abstract LBA2501 

4、J Immunol：科学家找到保护胰腺β 细胞、预防 1 型糖尿病的方法！ 

杰克逊实验室，Cyteir 治疗公司和合作机构的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来保护胰

腺β 细胞免受破坏——实现长期难以捉摸的目标，可能带来预防 1 型糖尿病（T1D）的治

疗方法。 

在健康人群中，白细胞产生抗病原体或其他入侵者的抗体。在胰腺中，胰腺β 细胞产

生胰岛素，其是通过运输葡萄糖向身体细胞提供燃料的激素。另一种类型的白细胞-B 细胞

或 B 淋巴细胞在激活自身反应性 T 细胞（T 淋巴细胞）中起重要作用，然后破坏导致 1 型

糖尿病的胰腺β 细胞。 

这些受损细胞不能携带葡萄糖进入细胞；而使得葡萄糖积聚在血液中，并且可以损伤

神经，血管和器官，除非给予胰岛素。 

“所以糖尿病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兴趣：如果你能够靶向那些抗原呈递的 B 细胞，那可

能是一种很有效的疾病干预措施，”JAX 教授 David Serreze 博士说。“我们的方法是针对

白细胞中 B 细胞的合适群体，导致对产生胰岛素的胰腺β 细胞的自身免疫的级联失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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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阻止糖尿病发展。 

研究人员使用基因操纵方法来鉴定潜在的代谢目标，消除引发整个糖尿病诱导过程的

B 细胞。 

他们证实，与未处理的对照相比，用特异性（AID / RAD51）途径抑制剂治疗的非肥胖

性糖尿病（NOD）小鼠具有能够抑制致糖性 T 细胞应答的某些 B 细胞群体的功能，并且大

大降低了 T1D 发展。 

Serreze 说研究团队从一种治疗 B 细胞淋巴瘤的新方法“借了一点经验”。研究共同作

者凯文米尔斯率先采用 JAX 研究者的方法，然后共同发明了 Cyteir 疗法，将癌症治疗带入

临床试验。 

在抗体生产过程中，B 细胞导致称为活化诱导的胞苷脱氨酶（AID）的基因，其作为剪

切 B 细胞内的染色体的一种分子剪刀。在某些癌症中，这种过程出错，AID 失去控制，并

产生使肿瘤更具侵袭性的突变和染色体重排。米尔斯已经确定了阻断这些肿瘤中 DNA 修复

作用的分子，导致癌细胞死亡。 

“为了对抗 T1D，”Serreze 说，“我们正在采取这一整条途径来阻止自身反应性细胞，

但另一方面，如果要保持抗肿瘤免疫反应，您可能希望保持这一途径的活跃。最终这种方

法可能适用于任何具有 B 细胞组分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原文出处：Jeremy J. Ratiu, Jeremy J. Racine, et al. Genetic and Small Molecule Disruption 

of the AID/RAD51 Axis Similarly Protects Nonobese Diabetic Mice from Type 1 Diabetes 

through Expansion of Regulatory B Lymphocytes. J Immunol June 1, 2017, 198 (11) 4255-4267; 

DOI: https://doi.org/10.4049/jimmunol.1700024 

5、研究发现 12 种基因变异会增加卵巢癌风险 

卵巢癌是一种女性常见的癌症，也是导致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我们继承的基因会影

响我们罹患卵巢癌的几率，一项最新基因组研究确定了与罹患卵巢癌风险相关的 12 种基因

变异。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告说，2013 年在美国有将近 21,000 名女性被诊断

为卵巢癌，超过 14,000 名女性因此而死亡。 

早期发现卵巢癌对于提高患者生存率至关重要。如果卵巢癌能够在早期得到诊断——

也就是说，在卵巢癌扩散之前获得诊断的话，其存活率估计能达到 92%。然而，据美国癌

症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只有 15%的卵巢癌能够在早期就得到确诊。 

由来自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开展的最新研究确定

了 12 种可能会增加罹患上皮性卵巢癌几率的基因变异。上皮性卵巢癌（EOC）是最常见的

一种卵巢癌。它是在覆盖卵巢的上皮（组织）中形成的。 

这项最新基因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基因占上皮性卵巢癌（E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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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三分之一，该项最新研究作为大型基因组研究 OncoArray 联盟项目的一部分，对将

近 450,000 个样本进行了研究，以期找出几种最常见癌症的遗传背景。 

OncoArray 联盟采用的是一种全新基因分型技术，它使得研究人员能够确定近 500,000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后者是人类基因组中发现的一种最常见的变异。 

作者解释说，遗传的基因结构占了女性上皮性卵巢癌（EOC）发病风险的很大一部分

比例。“我们知道一名女性的基因组成约占她罹患卵巢癌风险的三分之一。这是该疾病风

险的遗传组成部分。我们不太确定哪些环境因素会增加我们罹患卵巢癌的风险，但我们确

实知道，有几个因素能够降低罹患卵巢癌的风险，包括口服避孕药、输卵管结扎以及生孩

子。”共同主要作者 Paul Pharoah 教授如是说。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占罹患卵巢癌

风险的 40%之多。 这些有缺陷的基因非常罕见——大约每 300 个人当中只有 1 人会出现—

—且与卵巢癌和乳腺癌的发病率密切相关。该研究发现了 12 种最新变异基因，并确认了其

他 18 种 

这项最新研究通过 OncoArray 联盟的数据对超过 25,000 例被诊断为上皮性卵巢癌

（EOC）的 DNA 进行了检测，同时，他们也对近 41,000 名健康人对照组的基因数据进行

检测。此外，研究人员还对 31,000 多名存在 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的人进行了研究，

其中大概有 4,000 人左右患有上皮性卵巢癌（EOC）。 

研究人员准确定位了与罹患上皮性卵巢癌（EOC）风险相关的 12 种最新遗传变异。此

外，这项最新研究还证实了 18 种之前发现的变异基因，这些变异基因与罹患上皮性卵巢癌

（EOC）的风险相关。 

总体而言，现在已知有 6.5%的遗传性风险可以进展为上皮性卵巢癌（EOC）。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莫菲特癌症中心的 Catherine Phelan 博士

解释了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 

“卵巢癌显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即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 30 种变异基因可

能会增加罹患上皮性卵巢癌（EOC）的风险，但这只是遗传因素当中的很小一部分。我们

相信，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变异基因与此有关，每一种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响。其中大多

数可能是常见的，但也会有一些将是罕见的。” 

作者还指出，一些女性可能还存在多种风险相关性的基因变异，但即使是合并存在，

这些基因变异仍然只有最多 2.8%的几率在她们的一生当中进展为卵巢癌。 

为了把这个数字降至最低，患者可以选择手术切除卵巢作为预防措施，大多数患者一

生当中罹患卵巢癌的风险至少为 10%。 

然而，研究人员也指出，这些遗传变异的组合和 BRCA1 及 BRCA2 基因携带者有时可

能足以让患者选择做预防性外科手术。 

“从某些方面来说，真正艰难的工作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遗传变异

在分子水平或是细胞水平上具有何种功能效应，因此也很鲜少能够做到它们可能会影响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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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癌风险的相关线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它们是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我们将会处于更

有利的位置上决定如何去治疗——或者说可以如何去预防——卵巢癌的发生。”该研究的

合著者，Simon Gayther 博士如是说。 

原文出处：http://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316600.php 

6、这种常见药可将乳腺癌复发和死亡风险降低 30%！ 

一项新的临床试验发现，对于标准疗法无法消灭肿瘤的乳腺癌患者，常见化疗药卡培

他滨（商品名：希罗达）可以延长部分患者的生存期。 

肿瘤学家称这一研究结果可改变乳腺癌治疗方式。 

1998 年，希罗达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已经发生远处转移的晚期乳腺癌患者。 

“卡培他滨早已获批，在癌症治疗领域已经使用了很久，由于是一种片剂，因此用药

方便，而且相比标准化疗毒性更低。”纽约西奈山的肿瘤医生 Stephen Malamud 博士说到。

“最重要的是，在这项研究中卡培他滨延长了患者总体生存期。” 

这项新的研究在日本和韩国开展，测试了该药对不同患者的疗效。研究纳入 910 例乳

腺癌患者，标准化疗和手术并未让她们的肿瘤完全消失。除此之外，她们都缺少名为 HER2

的蛋白质，因此，这群患者无法受益于靶向 HER2 蛋白的药物，如赫赛汀。该试验的研究

员称这些女性癌症进展的风险非常高。 

而在试验中，希罗达使得这些患者五年复发风险或死亡风险降低了 30%，74%的女性

五年后仍然存活并且癌症未复发，而安慰剂组只有 68%。 

虽然不能说是灵丹妙药，但是却是改善女性治疗结局的一个很好的途径，Malamud 博

士说到。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内科肿瘤学家 Elizabeth Comen 博士说到，早在该研究

的初步报道公开后（该研究 2015 年就提前结束了，因为试验中发现希罗达明显可以改善患

者生存），医生们已经开始使用希罗达治疗这类患者，“这一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我

看来，可以说改变了这类患者的治疗方法。试验中所有女性的肿瘤都没有发生远处转移，

不过许多发生了临近的淋巴结转移。她们都在手术前接受了标准化疗，但是还有残留的癌

症病灶。 

研究人员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两组中的女性大多数都接受过化疗，而且那些激素敏

感型的乳腺癌患者也已经开始服用了激素类药物。 

一组患者接受希罗达治疗，另一组患者接受安慰剂治疗，共进行 6-8 个周期的治疗，

三周为一个周期，其中服药两周，停药一周。 

五年后，希罗达组 89%的患者仍然存活，而安慰剂组存活率低于 84%。 

而对于三阴性乳腺癌的受试者来说，生存率差距更大。三阴性乳腺癌是指患者既没有

HER2，对激素疗法也不敏感，因此治疗选择非常受限。而在该试验中，79%的三阴性乳腺

癌患者五年后仍然存活，而安慰剂组的五年生存率只有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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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副作用（3/4 的患者都受影响）为手足综合症，也就是手掌脚掌红肿。“这种症

状跟晒伤类似，而且一旦停药症状就会消失”  Malamud 博士说到。 

Comen 博士认为可以按照个人的具体情况来给药，这样可以帮助控制副作用。比如降

低剂量，或者偶尔停药一段时间。 

“这个试验表示，癌细胞可能无法被某种药杀死，但是却可以被其他药杀死，而且也

表明在对抗难治性乳腺癌方面，研究人员一直在不断取得突破。” 

原文出处：https://consumer.healthday.com/cancer-information-5/breast-cancer-news-94/ 

drug-xeloda- prolongs- survival- for-some-breast-cancer-patients-723202.html 

7、PLoS Genet：科学家发现导致癌症迅速扩散转移的“根源”！ 

目前的观点是，从获得初始 DNA 突变的细胞开始发展成癌症。这又引起了其他的不足

之处，最终受影响的细胞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开始增殖以形成原发性肿瘤。这些可以随后传

播并在身体其他部位产生转移瘤或继发性肿瘤。然而，根据弗莱堡大学的研究人员的研究，

造成转移肿瘤的干细胞也可能由相邻组织诱导，并不一定需要受影响细胞本身的初始 DNA

损伤。 

最初，研究人员只想研究 FOXO 的作用，FOXO 是一种众所周知的转录因子。众所周

知，FOXO 的激活增强了许多生物体中细胞的抗逆性。蛔虫中的 FOXO 活性 C. elegans 实

际上使动物的寿命翻倍。FOXO 也被证明具有肿瘤抑制性质。然而，由于在不同类型的白

血病中，FOXO 也可能具有相反的作用，作为致癌基因，由弗赖堡大学两位分子遗传学家

Wenjing Qi 博士和 Ralf Baumeister 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决定仔细研究一下这些矛盾的结果。

为此，他们调查了 FOXO 在使用秀丽隐杆线虫（一种非常适合操纵和分析遗传功能的 1 毫

米长的实验室生物体）的癌症发展中的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 FOXO 的激活足以在干细胞中发展出具有无限增殖能力的无所不能的永

生肿瘤细胞。科学家在调查诱发这种癌症的信号时，发现在肿瘤细胞本身不能发现，而是

来自周围的组织 -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来自表皮。研究人员现在假设来自邻近组织的错误

信号被传送到干细胞，然后其发展成肿瘤。该信号的来源不仅涉及几种已知的致癌基因，

而且涉及几种新发现的基因。“有了秀丽隐杆线虫，我们能够准确地确定其基因组中的 20，

000 个基因中哪一个对这种肿瘤形成有贡献，”Qi 解释说。“我们已经找到了 10 多个候选

者，我们还没有搜索。”该小组现在已经在科学杂志“PLoS 遗传学”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

成果。该出版物是协同研究中心（SFB 850）中名为“控制细胞运动性形态发生，癌症侵袭

和转移”的项目的结果。 

研究人员 Baumeister 解释说：“干细胞在许多器官中都处于休眠状态，它们不仅是免

疫系统的储藏体，而且是替代体内损伤的细胞，最终也会发育出胚胎细胞。“我们认为，

来自其他不明显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是皮肤）的误导信号足以使调节干细胞维持失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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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干细胞本身不需要突变来发展肿瘤。相反的，它们像突然失控的烟火冲向人群而不

是天空。” 

研究人员现在想破译并了解这些串扰信号的性质。Baumeister 说：“到目前为止，我

们确定的所有基因也在人类中发现，而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可能会诱发肿瘤发

生。研究人员假设他们的结果可能表明转移可以发展，而不会在另一个身体部位发生原发

性肿瘤。事实上，在所有发生转移性肿瘤的大约三分之一中，从未发现原发性肿瘤病变。” 

原文出处：Wenjing Qi, Yijian Yan, et al. C. elegans DAF-16/FOXO interacts with TGF-?/ 

BMP signaling to induce germline tumor formation via mTORC1 activation. PLoS Genet. 

Published: May 26, 2017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gen.1006801 

8、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医学推动肿瘤免疫治疗迈入 2.0 时代 

要说近些年肿瘤治疗领域最受关注和值得期待的研究突破，免疫治疗可谓当仁不让。 

6 月 2 日，备受瞩目的第 53 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如期拉开帷幕，免疫

治疗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ASCO2017 开幕当天，肿瘤免疫治疗转化医学研究专家会亦同期召开，与会专家高屋

建瓴地分享了肿瘤免疫治疗转化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应用前景。 

转化医学研究架起实验室通往临床的桥梁 

如今，肿瘤免疫治疗已悄然迈入「2.0 时代」，即通过特定生物标志物筛选治疗获益人

群以及通过免疫治疗药物的联合实现肿瘤的「精准治疗」及疗效的进一步跨越。 

转化医学在肿瘤基础研究和临床免疫治疗之间架起桥梁，不仅致力于特异性生物标志

物的发掘，更有助于优化临床研究设计，并探索最佳的药物联合治疗模式。 

动物实验往往是转化医学研究的第一步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 Charles Drake 教授通过前列腺癌小鼠模型证实肿瘤特异性 T 细

胞可识别肿瘤细胞并产生免疫应答；Drake 教授将该研究结果转化为临床研究设计，以验证

新辅助免疫治疗在高危前列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此前的临床前研究表明，术前新

辅助免疫治疗可使前列腺癌模型小鼠的总生存率达到 40～60%；临床研究的初步结果也值

得期待，新辅助免疫治疗使前列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化复发时间显著延长。 

Drake 教授认为，除了将 T 淋巴细胞作为靶点外，自然杀伤细胞（NKC）、树突状细

胞（DC）以及巨噬细胞都是肿瘤免疫治疗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生物标志物发掘推动肿瘤免疫治疗「精准」化 

免疫肿瘤（I-O）研究正在快速演变，研究新进展让我们越来越接近癌症精准治疗。转

化医学——即开展研究，加深对肿瘤生物学的认识，并发现最有可能从 I-O 治疗获益的患

者群——是这些科学发现背后的驱动因素，并且在肿瘤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已有多个 PD-1/PD-L1 抗体药物获得 FDA 批准，用于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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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LC）等多种类型肿瘤的治疗，更多研究仍在持续开展。 

特异性生物标志物是肿瘤免疫治疗研究中的重要环节，用以判断预后以及患者筛选，

实现真正意义的精准医疗。 

已有研究发现，肿瘤微环境存在 T 细胞浸润的黑色素瘤患者预后优于无 T 细胞浸润者。

芝加哥大学医学院 Jason J. Luke 教授团队的持续研究发 WNT/β -连环蛋白信号通路与之密

切相关。β -连环蛋白可抑制 CCL4，阻止 CD103+DC 募集和 CD8+T 细胞活化，使肿瘤对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无反应；PTEN 基因缺失同样与抗 PD-1 治疗抵抗有关。此外，多个基因

位点与多种实体肿瘤的微环境 T 细胞浸润有关，如 FGFR3 之于膀胱癌、IDH1 之于神经胶

质瘤等。 

Luke 教授总结道，肿瘤微环境 T 细胞浸润不仅是预测免疫治疗反应良好的生物标志

物，也是免疫治疗药物研发的重要方向，其具体的分子机制和基因通路还有待揭示，这些

通路为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提供了重要靶点，而 PD-1 抗体药物与靶向 FGFR3、IDH、

PTEN 等通路药物的联合应用值得期待。 

多通路联合干预进一步提升肿瘤免疫治疗疗效 

除了我们已经熟知的 PD-1/L1，还有更多的免疫调节通路可用于肿瘤免疫治疗，比如

淋巴细胞活化基因 3（LAG-3），一种高表达于效应 T 细胞和调节 T 细胞（Treg）表面的

免疫检查点受体蛋白，其作用是控制 T 细胞的应答、活化与生长。临床前研究显示，抑制

LAG-3 可使 T 细胞重新恢复细胞毒作用，从而限制肿瘤的生长。 

John Hopkins 医学院 Drew Pardoll 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转化医学研究，对肿瘤浸润

性淋巴细胞（TIL）的基因图谱分析提示，PD-1 高表达常常与 LAG-3 高表达伴随。相关动

物实验显示，在肿瘤模型小鼠中同时敲除 LAG-3 基因与 PD-1 基因后，肿瘤几乎不再生长；

联合使用抗 PD-1 和抗 LAG-3 治疗使 8/10 的动物获得了肿瘤治愈。 

这些发现提示，对于 PD-1/L1 抗体治疗抵抗的患者，通过联合抗 LAG-3 治疗可以使 T

细胞功能上调，恢复对 PD-1/L1 抗体药物的治疗反应。 

从实验室到临床肿瘤免疫治疗研究成果丰硕 

转化医学研究表明，对多个免疫通路的联合干预可能实现更好的肿瘤免疫治疗效果，

这也是免疫治疗 2.0 时代的核心内容之一。 

探索 PD-1单抗与CTLA-4单抗联合治疗价值的临床研究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取得了鼓

舞人心的结果，包括 CheckMate-012、CheckMate-032、CheckMate-142 研究的相关结果均

在本次 ASCO 公布。 

在 CheckMate-012 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了 PD-1 单抗 nivolumab 联合 CTLA-4 单抗

ipilimumab 一线治疗晚期 NSCLC 的疗效，总体（n=77）客观缓解率（ORR）为 43%，中

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 8.0 个月，1 年生存率为 76%；而在 PD-L1 表达≥1%的患者（n=46）

中，ORR 达到 57%，PFS 达 12.7 个月，1 年生存率达到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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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肺癌治疗研究领域，CheckMate-032 评估了 nivolumab 单药或 nivolumab 联合

ipilimumab 治疗晚期小细胞肺癌（SCLC）的疗效和安全性。在联合治疗队列（n=61），ORR

达到 25%，中位总生存期（OS）为 7.9 个月，1 年和 2 年生存率分别达到 42%、30%，这

一结果有望为晚期 SCLC 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选择。 

CheckMate-142 是一项多中心、多队列、开放、非对照 II 期临床研究，评估了 nivolumab

单药或 nivolumab 联合 ipilimumab 治疗携带或不携带 DNA 错配修复缺陷（dMMR）或微卫

星高度不稳定（MSI-H）的复发或转移性结直肠癌（CRC）患者中的作用。据研究者评估，

联合治疗的 ORR 达到 54.8%，缓解持续时间达到 15.9 个月，达到 ORR 的患者中有 85%的

患者缓解仍能维持，9 个月总生存率为 87.6%。 

更多研究还在不断地开展，例如 CCTG CO.26，该研究是一项 II 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旨在评估 PD-L1 单抗 durvalumab 联合 CTLA-4 单抗 tremelimumab 在标准治疗失败的晚期

CRC 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目前尚处在患者招募阶段，相关进展值得关注。 

除了 PD-1/L1 和 CTLA-4 这 2 个相对「成熟」的免疫治疗靶点，针对更多免疫通路的

新药研发以及联合应用研究方兴未艾，研究方向包括前述提到的 LAG-3、WNT/β -连环蛋

白等信号通路，展现了联合免疫治疗无与伦比的广阔前景。 

CA224-020 是一项 I/IIa 期开放、剂量爬坡与队列扩大研究，其初步结果证实了抗 LAG-3

单抗（BMS-986016）与 PD-1 单抗 nivolumab 联合治疗对接受过抗 PD-1/抗 PD-L1 治疗的晚

期黑色素瘤患者的初步疗效。在 48 例可供评估的患者中，ORR 为 12.5%；LAG-3 表达量

≥1%的患者（n=25）与表达量小于 1%的患者（n=14）相比，前者的 ORR 大约为后者的 3

倍（分别为 20%和 7.1%）。 

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还包括 SCOOP 研究，旨在评估 pembrolizumab 联合 BBI608（一

种靶向 WNT/β -连环蛋白和 STAT3 通路的新药）治疗 mCRC 的疗效和安全性。目前 I 期

试验已经启动，而 II 期试验阶段还将探索联合免疫治疗在 MSI-H 人群和微卫星稳定（MSS）

人群中的疗效差异，其研究结果值得期待。 

结语 

转化医学承担着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桥梁作用。随着对肿瘤微环境和免疫机制的

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得到发掘，通过生物标志物进行治疗获益人

群的精准筛选，以及通过免疫治疗药物的相互联合或与其他治疗方式的联合，有助于推动

肿瘤免疫治疗朝着更精准、疗效更好的方向迈进。 

原文出处：本文部分数据来源于 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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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投稿 
 

1、成功申请基金的秘招！ 

基金申请为学术研究提供基金来源，是科研工作者顺利进行研究的重要一步。由于基

金申请项目有限，成功申请基金成为科研工作者一大难题。根据多年的基金申请经验，结

合现有资源告诉你如何成功申请基金？ 

想成功申请基金，首先你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是否是重大问题，是否是目前地方或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2）对国内外的动态是否有系统深入的了解 

（3）有否雷同的研究、相似的研究计划 

（4）提炼的关键科学问题是否准确 

（5）有否创新 

（6）使用的实验体系和实验方法是否合适 

（7）工作基础是否扎实 

（8）研究梯队的状况和实力 

（9）合作单位的工作及技术所占整个课题的分量 

如果你的科研项目符合以上要求，那么，你接下来就可以准备写一份合格的申请书。

申请书是评审人直接查看的地方，是成功申请基金的关键一步。如何写一份合格的基金申

请书呢？ 

1）摘要 

摘要只可以填写 400 个字，所以需要仔细斟酌，凝练成句。经常发现一些申请者浪费

这一珍贵的空间，用过半甚至大半的篇幅来阐述背景资料。切记，评委大都很忙，有时候

“摘要”成为部分评委了解申请书全部亮点的主要途径，应该在这部分尽可能多地谈论自

己的东西。通常用第一句话来简介最精要的立论依据，用最后一句话来阐述研究的学术意

义，中间的大部分文字则用来介绍申请项目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最容易打动评委的那些亮

点。 

2）项目的立论依据 

立项依据绝非越长越好，切不可写成一篇面面俱到的综述，不会有太多人有时间和精

力来阅读那些与自己工作关系不大而又不得要领的长篇大论，建议最好别超过 1500 字。有

人喜欢从外文杂志下载和剪裁一两幅标满英文符号和单词的示意图附在这部分，其实并没

有此必要，除非那些示意图是申请人自己画的，是基于自己工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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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列出 10-20 余条足矣，申请人没有必要告诉别人自己已经阅读了浩瀚的文库。

这些文献如果有一两条是申请人自己所发表的文章那将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又不能太多，

否则评委有可能认为除了申请人本身，其他感兴趣的人并不多。 

4）研究方案 

研究方案是整份申请书的灵魂，许多认真的评议人和评审专家就是主要依据该部分来

判断一份申请书优劣的。申请者应该将技术路线和方法仔细阐述清楚，不可因为所谓的“保

密”需要而有意省略一些必不可少的实验步骤。不然，评委有可能认为申请人填表不认真

或者不得要领。研究方案的写作可以从以下几个部分出发： 

① 研究目标：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计划实施进程、可行性分

析、可能的结果。明确,可达到预期目标。 

② 研究内容：范围要合适,根据时间、资金、技术、人力等因素确定合适的研究范围。 

③ 研究方法：即通过何种技术方法实现目标。对解决科学问题来说，说到底是一个方

法问题。方法一定要先进、有技术创新，说明具体的研究方法，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有创

新。最起码是可行的方法。 

④ 重点突出：确定研究的重点，关键问题选择准确，对关键问题分析准确并加以选择，

并且集中所有资源进行突破性研究。 

⑤ 项目创新点：项目总体创新性是关键。学术思想创新，新颖;探索性尝试，属于开

创性工作，具有先导性意义。研究内容创新，具有开拓性;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也要有创新

性，力争项目总评为优秀和优先资助。 

⑥ 可行性分析：可行性分析要体现可操作性，有创新性、有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但

不一定可行。可行性是指在现有条件下，完成研究内容和实现研究目标的可能性。可行性

分析一定要全面。 

⑦ 实验方案：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综合性描述，以内容为中心线索。也可以把技术

路线和实验方案放在一起写。 

⑧ 年度计划与预期进展：具体，明确，有余地。 

⑨ 预期研究成果：重点突出，简要地条理性介绍 

5）经费预算 

要求预算合理，依据充足，条目详细，额度准确，不要贪大，也不过少。包括科研业

务费，实验材料费，仪器设备费，实验室改装费，协作费，组织实施费，管理费等。分配

要合理。按《国土资源调查预算标准》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财物管理方法》填

写，注意管理费不要超标(5%);注意仪器费与实验条件项目的相关性。 

如果你已经写出一份合格的申请书，那么你离成功申请基金也就不远了。接下来就是

严格按照基金申请步骤去做。如果你已经将所有可控因素做到最好，那么，相信基金申请

会向你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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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SCI 综述论文容易写？怎么写？ 

SCI 论文是让很多科研工作者又爱又恨的事情，科研工作者“爱”SCI 论文，是因为

SCI 论文带来的价值意义深远；科研工作者“恨”SCI 论文，是因为发表 SCI 论文十分不易。

尽管 SCI 论文让人又爱又恨，但最终大多数科研工作者还是会选择发表 SCI 论文。在写 SCI

论文中，不少科研工作者都会选择写综述论文，是因为综述论文最容易写吗？ 

总的来说，论文综述是 SCI 论文常用的体裁之一，确实深受科研工作者的喜爱。论文

综述相比其他论文体裁，写起来确实会简单一些。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用科研实验，

二是论文查重相对轻松。当然，科研工作者也要正确理解相对简单，千万不要误以为论文

综述就是对文献材料的简单罗列，否则，论文也是分分钟被退稿的。一篇合格的综述论文，

一定是要有分析，有结论的。       

综述论文怎么写呢？不少科研工作者想写论文综述，却不知道具体格式。SCI 论文综

述一般都包括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几部分。 

（1）题目 

题目必须与内容相称、贴切，不能小题大作或大题小作，更不能文不对题。好的题目

可一目了然，看题目可知内容梗概。 

（2）摘要 

摘要是对论文内容的概括，包括四部分内容：背景资料、问题、研究目的、实验设计

及方法、结果、解释和结论。一般情况下，审稿人会根据摘要内容来决定是否有兴趣或者

值得花时间审阅此稿，因此，作者写摘要一定不能马虎。 

（3）关键词 

SCI 论文关键词是缩写词的引用，这些缩写词的重复率在文中必然是很高的，分类或

者列表提取关键词会使论文结构更清晰。关键词的设置一般为 3~5 个。 

（4）正文 

正文部分又由前言、主体和总结组成。 

1）前言 

前言用 200～300 字的篇幅，提出问题，包括写作目的、意义和作用，综述问题的历史、

资料来源、现状和发展动态，有关概念和定义，选择这一专题的目的和动机、应用价值和

实践意义，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要指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2）主体 

主体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各种观点的异

同点及其理论根据，从而反映作者的见解。为把问题说得明白透彻，可分为若干个小标题

分述。这部分应包括历史发展、现状分析和趋向预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 历史发展：要按时间顺序，简要说明这一课题的提出及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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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各阶段的研究水平。 

②现状分析：介绍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各派观点，包括作者本人的观点。将

归纳、整理的科学事实和资料进行排列和必要的分析。对有创造性和发展前途的理论或假

说要详细介绍，并引出论据;对有争论的问题要介绍各家观点或学说，进行比较，指问题的

焦点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对陈旧的、过时的或已被否定的观点可从简。

对一般读者熟知的问题只要提及即可。 

③趋向预测：在纵横对比中肯定所综述课题的研究水平、存在问题和不同观点，提出

展望性意见。这部分内容要写得客观、准确，不但要指明方向，而且要提示捷径，为有志

于攀登新高峰者指明方向，搭梯铺路。主体部分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按问题发展历史依

年代顺序介绍，也有按问题的现状加以阐述的。不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应比较各家学说及

论据，阐明有关问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 

3）总结 

总结主要是对主题部分所阐述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重点评议，提出结论，最好是提

出自己的见解，并提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5）参考文献 

写综述应有足够的参考文献，这是撰写综述的基础。它除了表示尊重被引证者的劳动

及表明文章引用资料的根据外，更重要的是使读者在深入探讨某些问题时，提供查找有关

文献的线索。综述性论文是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比较说明问题的，读者如有兴趣深入研究，

可按参考文献查阅原文。因此，必须严肃对待。   

一般来说，查找文献资料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自己所选定的题目，查找内容较

完善的近期(或由近到远)期刊，再按照文献后面的参考文献，去收集原始资料。这样“滚雪

球”式的查找文献法就可收集到自己所需要的大量文献。这是比较简便易行的查阅文献法，

许多初学综述写作者都是这样开始的。另一种较为省时省力的科学方法，是通过检索工具

书查阅文献。常用的检索工具书有文摘和索引类期刊，它是查阅国内外文献的金钥匙，掌

握这把金钥匙，就能较快地找到需要的文献。此外，在平时工作学习中，随时积累，做好

读书文摘或笔记，以备用时查找，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 

 

教学动态 
 

我院 9 位教师在 2017 年上半年校级教师授课竞赛获奖 

杏坛精英齐抖擞，三尺讲台竞风流。6 月 8 日，西安交通大学 2017 年上半年教师授课

竞赛复赛在兴庆校区教师发展中心 2124、2128 教室如期举行。历经赛前专家随堂听课遴选

和初赛，全校 19 名老师晋级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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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赛采取集中评比教学设计和模拟课堂教学的方式进行，共评出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 26 名。 

经过教学部的多次辅导和各位老师的辛勤努力，我院教师在复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外科学系麻醉专业肖颖老师获得了本次授课竞赛一等奖，内科学系肖懿慧、王云两位老师

荣获二等奖。此外，外科学系张春、儿科学系张洁、中医学系胡珊、眼科学系吴捷、儿科

学系杨永华、内科学系马虹 6 位老师获三等奖。 

在此，教学部谨对各

位老师表示热烈的祝贺，

并感谢院教学督导专家

组、各学科系/教研室对

授课比赛的大力支持。 

教师授课比赛一直

以来是交大很有影响力

的传统赛事，第一附属医

院十分重视。授课竞赛的

开展有效促进了教师教

学能力发展，提高了教师

课堂教学水平，加强了教

学工作交流，展现了教师

授课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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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小知识 
 

高渗葡萄糖的 9 种临床新用途，你知道几个？ 

临床将浓度为 50%的葡萄糖注射液称为高渗糖，过去常用于肺、脑等重要脏器水肿时

的脱水、利尿。随着新一代脱水药物的不断问药，目前已渐减少。近年国内外学者陆续发

现了它的另外一些新用途。   

（1）用于急性肠道感染： 

高渗葡萄糖可提高血浆渗透压，促进组织液向血液回流，减少消化液分泌，使肠蠕动

减慢，腹泻减轻。有研究者观察 80 例急性肠道感染者，40 例用本剂 40 毫克加地塞米松 10

毫克静脉注射，配合氟哌酸口服，有效率达 90%，与静脉滴注丁胺卡那毒素相当。  

（2）治疗宫外孕： 

高渗糖可使组织细胞因脱水而缩小，胚胎组织因之发生变性并被排出输卵管外，使局

部压力降低，宫外孕不适减轻，患者安全地结束宫外孕。用法为，以双腔子宫造影导管将

20 毫升高糖缓慢注入子宫腔内，术后口服抗生素 3 天。用药 4 小时后腹痛开始缓解，48-72

小时完全消失。     

（3）促进宫口扩张： 

曾观察 415 例妊娠 12-16 周要求中止妊娠者，以本品 40 毫升加庆大毒素 8 万单位子宫

内注射，8-12 小时后行钳刮术，宫口扩张满意率达 98.3%。具有手术出少，时间短，术后

无并发症，正常月经恢复快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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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疗内痔： 

肛门镜下以本品于内痔粘膜下注射，每次注药药量不超过 12 毫升，多发者分批多次注

射即可。 

（5）促进切口愈合： 

对会阴切口裂开的病人用本剂 20 毫升加胰岛素 2 单位，冲洗残腔，余 5 毫升向切口周

围组织浸注愈合。目前认为高渗糖可通过抑制细菌生长、防止肉芽水肿、刺激肉芽生长而

加速切口愈合。     

（6）治疗创口溃疡： 

新近发现，本剂可使创口病变的水肿组织脱水消肿，具有营养创口作用，从而促进病

变组织迅速再生修复。方法为，对反复溃烂的老化伤口常规清洗后，清除坏死组织和苍白

肉芽，将 20 毫升高渗糖加庆大毒素 4-8 万单位浸于无菌敷料上覆盖创口，外加凡士林纱布

以保持伤口湿润，之后包扎，隔日换药 1 次，8 天为 1 个疗程，2 个疗程内可全部治愈。     

（7）用于肥厚性鼻炎： 

患者取坐位，以 1%地卡因加 1%肾上腺素作粘膜表面麻醉，尔后取本品 2-4 毫升，于

下鼻甲前端刺入，沿下甲游离粘膜下进针到鼻甲后端，将药液注入。1 次药量每侧面不超

过 2 毫升，每周 1 次，连用 4 次。结果 126 例治愈 90 例，显效 16 例。考虑本剂可使局部

毛细血管栓塞，从而达到消除渗出和水肿的目的。 

（8）治疗静脉炎： 

曾有 154 例静脉炎患者用本剂 5 毫升加维生素 B12  15 微克，用略大于病变部位的纱

布湿敷于局部，5 天为 1 个疗程，每日 1 次，有效率 53.9%，优于目前通用的硫酸镁温敷疗

法。这是利用本剂的高渗作用减轻炎性物质渗出，缓解局部肿胀，维生素 B12 可营养神经，

且具有镇静作用。 

（9）用于糖尿病皮肤溃疡： 

对长期不愈或严重感染的糖尿病顽固性皮肤溃疡患者，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将创面清洗

消毒后以葡萄糖粉均匀地涂布于创面包扎，疗程视创面大小及严重程度而定，每日 1 次，

直至痊愈，愈合率为 99%。其治疗机理为利用葡萄糖粉的高渗作用吸附创面组织的水分，

创面愈合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