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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如何利用我院图书馆网页中的搜索平台 

下载全文文献 
 

（一）注册：在医院网站主页点击图书馆 —→ 进入图书馆主页——→在搜索框输入检索词，点击

“中文搜索”或“外文搜索”，进入新的网页，在网页的左上角点击“用户注册”，进行免费注册，填写信息

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协议”，然后点击“注册”提交即可，经由后台审核通过就可以使用了。 

（二）登录：注册审核通过后，就可直接登录。在弹出“个人登录”界面时，输入已注册成功的登录

名，密码即可登录。 

（三）若您在医院以外的任何地方检索文献，只要在网址搜索框里输入 http：//www.dayi100.com，

然后输入您已注册的用户名及密码，均可使用。 

 

学科动态 
 

1、Genes & Development：科学家发现肿瘤转移新机制 

肿瘤转移，是多数肿瘤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癌细胞为什么转移、如何解决？这是科学家正在努力

解答的难题。路德维希癌症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了一种古老的的细胞反应，经过悠久的进化保留至

今，是侵略性皮肤癌黑色素瘤传播的基础。该研究由 Ludwig Oxford 的 Colin Goding 领导，发表于 1 月

17 日的 Genes＆Development 期刊上，阐明了应激条件将肿瘤细胞转化为侵入性状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发现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黑色素瘤患者对针对 PD-1 的免疫治疗反应相对较差，并且给出了治

疗这种皮肤癌的新策略。 

牛津大学 Ludwig 癌症研究所的成员 Goding 说：“近年来，许多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癌细胞如何变

得具有侵袭性，这是驱动癌细胞转移扩散的主要机制。”癌细胞通常由于肿瘤的内部环境而变成转移状

态。在黑素瘤中，低氧，炎性条件或营养物严重短缺等挑战促进了癌细胞的改变，并使一种名为 MITF

的蛋白质标志性地低表达，这种类型的癌细胞倾向于高度转移和耐药。 

Goding 和他的同事开始思考，这样的“低 MITF”癌细胞的运动机制是否和其他运动的生物一样。 “真

菌和细菌如果饥饿就变得具有侵袭性，”Goding 解释说，“塞伦盖蒂平原上的牛羚每年都迁徙到新的牧场，

所以，我们想知道，癌细胞移动是因为他们真的饿了，还是他们认为自己饿了？”研究表明，当剥夺关

键营养物质时，黑素瘤细胞会开启一种先天的应激反应机制，停止生产促进细胞分裂的蛋白质，但加速

生产那些帮助它们回收和输入营养物质的蛋白。同时，这个机制也促使它们移动并寻求食物。 

研究人员关闭黑色素瘤细胞中一种名为 eIF2B 的基因，该基因是多种蛋白质合成的关键控制器，它

可以使细胞能够在饥饿条件下保存资源。同时开启一个为 ATF4 的基因，它可以协调细胞对应激的反应。

这两种改变结合起来抑制 MITF。但是 Goding 的研究小组发现，重编程蛋白制造机器在促进细胞侵袭性

这一过程中是绝对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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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机制是癌症传播的有力的驱动力。当研究人员使黑素瘤细胞饥饿或化学抑制

eIF2B，使它们在即使营养丰富的环境中也认为自身处于饥饿状态时，与对照组相比，这些细胞形成更

多肿瘤。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显示，已知的能促进肿瘤发展和转移的炎症信号似乎可以激活黑素瘤细胞中相

同的应激反应机制。它们似乎劫持了饥饿机制，后者作为一个“逃离”信号以帮助细胞适应和逃避具有挑

战性的环境。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种类似的机制在胚胎中的某些细胞内也存在，促进其迁移以形成身体。并且，

这种机制十分古老。在酵母对饥饿响应时，也类似地抑制自身的“eIF2B”，从而变得成具有侵入性。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这种饥饿机制还诱导基因激活程序，与 PD-1 阻断的免疫治疗的抗性相关。

并发现饥饿反应诱导基因活性的变化，使低 MITF 细胞对 BRAF 抑制剂等一类靶向治疗有抗性。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饥饿反应机制如何参与黑色素瘤和其他癌细胞的具体细节，并将研究如何利用这

些通路进行治疗。“想象小分子药物能够提升细胞对营养的需求，只有通过限制其需求才能存活，”Goding

说，“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杀死它们，或恢复其对免疫治疗和其他治疗的敏感性。” 

参考文献：Translation reprogramming is an evolutionarily conserved driver of phenotypic plasticity and 

therapeutic resistance in melanoma  

2、早期乳腺癌患者，APBI 联合间质内照射不劣于全乳房 

匈牙利国立肿瘤研究机构放疗中心之前进行了一项Ⅲ期临床试验，证实了就局部控制与总体生存率

而言，对于接受保乳术的早期乳腺癌患者，部分乳腺加速照射（APBI）联合间质内照射不劣于全乳房照

射。该研究显示接受保乳术的患者无论接受 APBI 联合间质内放疗或传统的全乳房放射，其 5 年的毒性

与外形结果是相似的，而接受 APBI 联合间质内放疗的患者 2-3 级皮肤后期副作用的发生率更低。 

该研究是在 7 个欧洲国家、16 个中心进行的。研究纳入了 40 岁及以上分期为 0-IIA 的接受了保乳

手术的女性乳腺癌患者，且显微镜清晰显示切缘至少 2 mm，这些患者按照 1:1 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

受 50 Gy 的全乳房照射，10 Gy 的瘤床照射，另一组接受 APBI 联合间质内放疗。最初研究的主要观察

终点是局部复发率，次要观察终点也就是本次报告的内容是后期副作用及外观美容效果。研究者对接受

保乳手术到事件发生期间的后期毒性（医生评分）及外观结果（医生及患者共同评分）进行评估。 

研究结果显示，在 2004.4.20- 2009.7.30 之间，共 1184 名患者接受治疗分析（551 名患者接受全乳

房放射治疗，633 名患者接受 APBI 治疗），中位时间为 6.6 年，没有患者出现 4 级毒性反应，<1%的接

受 APBI 的患者及 2%的全乳房照射的患者出现 3 级后期皮肤毒性。全乳房放疗组中有两名患者出现 3

级后期皮下组织毒性，而 APBI 组中并未出现。接受全乳房照射组中任何一种后期 2 级或以上副反应的

5 年累积发生率为 27%（95%CI 23.0-30.9），而 APBI 组为 23.3%（95%CI 19.9-26.8）。全乳照射组中

2-3 级后期皮肤毒性的 5 年累积发生率为 10.7%（95%CI 8.0-13.4），APBI 组为 6.9%（95%CI 4.8-9.0）

（差异 3.8%，95%CI 7.2-0.4；p=0.020）。5 年随访中，根据患者观点，全乳放射组中 91%的患者达到

很好至良好的外观，APBI 组中这个比例为 92%；根据医生的观点，全乳放射组中 92%的患者达到很好

至良好的外观，而 APBI 组这个比例为 93%。未发生治疗相关的死亡事件。 

该研究为未来间质多导管放射为基础的 APBI 在接受保乳术后的低风险乳腺癌患者中的常规应用提

供了进一步的临床证据。 

原文链接：Polgar C, Ott OJ, Hildebrandt G, et al. Late side-effects and cosmetic results of accelerated 

partial breast irradiation with interstitial brachytherapy versus whole-breast irradiation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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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for low-risk invasive and in-situ carcinoma of the female breast: 5-year results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7 Jan 13. pii: S1470-2045(17)30011-6. 

3、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新机制 

深静脉血栓（DVT）及其主要并发症，肺栓塞是一项全球性的健康问题。但是，有关 DVT 的机制

仍然没有完全了解。血小板在 DVT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有关特异性血小板受体的影响仍不清楚。 

已知血小板 C 型凝集素样受体 2（CLEC-2）可以在炎症条件下维持血液脉管系统的生理状态。DVT

是一种血管壁中的无菌炎症发展的血栓炎症性病症。那么，CLEC-2 可能在 DVT 中起作用。 

根据这一设想，近期，一项发表在 Blood 杂志上的研究使用下腔静脉（IVC）狭窄的鼠 DVT 模型，

证明了 CLEC-2 缺陷或血小板特异性缺陷的 CLEC-2 小鼠可以保护其免受 DVT。 

在完全停滞小鼠模型中没有观察到表型。野生型血小板输注到血小板特异性 CLEC-2 敲除小鼠中重

新形成了血栓。CLEC-2 缺乏以及抑制平滑肌（CLEC-2 的配体）与 6 小时狭窄后 IVC 壁处的血小板聚

集减少有关。 

平足蛋白（Podoplanin）在 IVC 壁中表达，其位于内皮的近腔侧附近。与没有血栓的小鼠相比，狭

窄后 48 小时，IVC 中的平足蛋白水平在具有血栓的小鼠中增加到更高的水平。用抗平足蛋白中和抗体

治疗动物导致较小血栓的发展。 

此项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 DVT 机制，其中 CLEC-2 和上调的静脉壁中的平足蛋白表达触发血栓

形成。 

原始出处：Payne H, Ponomaryov T, Watson SP, Brill A. Mice with a deficiency in CLEC-2 are protected 

against deep vein thrombosis.Blood. 2017 Jan 19. 

4、VPT 或为低风险前列腺癌治疗的新手段 

近日，有研究发现，接受新方法——血管靶光动力治疗（VPT）后近一半低风险前列腺癌患者能够

达到完全缓解。（LancetOncology 2016 年 12 月在线版）VPT 为一种将光敏药物注射到血流中，然后用

激光激活药物以破坏前列腺中的肿瘤组织的治疗方法。该方法可有效杀死低风险前列腺癌患者的癌细

胞，且不伤及健康组织，疗效良好。研究起止于 2011 年 3 月—2013 年 4 月，纳入了欧洲 10 个国家的

413 例低风险前列腺癌患者，并随机分配至主动监测组或 VPT 治疗组，中位随访 24 个月。研究显示，

VPT 治疗组的中位进展时间为 28.3 个月，而主动监测组的中位进展时间为 14.1 个月（P＜0.0001）。在

研究终点时，与主动监测组相比，VPT 治疗组中的患病率降低了 66%（P＜0.0001）；VPT 组中 49%的

患者达到完全缓解，而主动监测组仅 13.5%达到完全缓解；VPT 组中只有 6％的男性在随访期间需要手

术或放疗，而在主动监测组中 29％需要接受手术或放疗。但是研究人员同时指出，VPT 组不良事件和

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比主动监测组更高，虽然大多数不良事件为轻中度不良事件，且在

研究终点时患者的生命质量并没有任何下降。 

5、HIV 疫苗将在近几年问世，从源头解决感染问题  

在医疗过程中意外感染 HIV 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艾滋病的再度关注。虽然科学家在治疗 HIV 感染

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以控制病情长达几十年时间，但能够有效预防 HIV 感染的疫苗一直没有出现。

黎明即将到来：科学家新发现的一种蛋白能惟妙惟肖地模拟 HIV 的行为，这个突破或许会加速研发的进

度，让艾滋病疫苗在近几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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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前，科学家就已经确定 HIV 是艾滋病的致病元凶，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设计出有

效的疫苗。虽然目前医生可利用一系列药物，使感染者的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可达几十年的时间），

但是研制出能够防止病毒感染的疫苗才是最好的武器。而且在发展中国家，药物所需的费用和其他因素

会使很多人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一旦缺乏有效治疗，患者会慢慢发展出严重的免疫缺陷问题（获得性

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没几年，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HIV 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疫苗开发进展缓慢并不是因为没有做出尝试，也不是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问题在于，与科学家研

究过的其他病毒不同，HIV 太不一样了。任何有效的抗病毒疫苗都必须激活免疫系统，在病毒侵入细胞，

蔓延至全身之前攻击、消灭它们。但是 HIV 演化出了对付人体免疫系统的防御武器。它就像魔鬼一样，

杀死或损伤关键的免疫细胞，而这些细胞本该调动身体发起防御反击的。它还是独一无二的伪装者，让

大量研究人员投入在疫苗开发上的工作都化为乌有，没有一种疫苗能让人体迅速识别并阻止 HIV 变异，

防止进一步感染。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我们联合组建的科研团队终于合成了一种人工蛋白质，它能帮

助疫苗生产商克服过去面临的困难。我们的实验证明，这种分子能在动物体内唤起强烈的免疫反应，对

抗 HIV。不过，要想作为人体疫苗使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试，才能更有效、更好地对付多种病毒株。 

后续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实验室和其他团队已经在迅速推动相关研究，大家都信心十足，

认为我们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全新的结构 

我们模拟的对象是 HIV 的囊膜蛋白质（envelope，简称 Env）。现在，我们能合成比之前更接近这

种物质的蛋白质了。囊膜蛋白质在 HIV 表面形成钉状突起，使病毒能够进入免疫细胞，比如 CD4+T 淋

巴细胞。正常情况下，这些 T 细胞通过自身外膜蛋白（包括 CD4 和 CCR5 蛋白质）与免疫系统的其他

部分保持通讯，囊膜蛋白质就像堡垒高处的信号塔。当 HIV 企图进入免疫细胞时，它会与 CD4 或 CCR5

蛋白质结合。囊膜蛋白质还会通过扭曲、重构自身的结构，使病毒外膜与免疫细胞的外膜发生融合。膜

融合的同时，病毒就会把自己的基因释放到细胞中，生产出上亿份的病毒拷贝。组装好的病毒又会逃出

细胞，蔓延到周围的细胞里，重复传染过程。  

科研人员一直梦想着，只要能破解囊膜蛋白质的花招，就能预防 HIV 感染。其中，最合理的方法是

“教会”人体免疫系统生产抗体分子，特异识别并附着在 HIV 的囊膜蛋白质上。理论上，这些抗体应该产

生两种功效。第一，它们应该能形成屏障，使 HIV 不能附着在 CD4 和 CCR5 上，从而阻止病毒进入 CD4+T

细胞；第二，确保免疫系统其他部分迅速响应，破坏病毒并清除残留。类似的策略在其他病毒疫苗上取

得了成功，比如乙肝病毒疫苗：在实验室中，研究人员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得到病毒表面蛋白质，然后将

它注射到人体内，这些蛋白质本身不会引发疾病（因为病毒的其他部分缺失），但是它们可以诱导免疫

系统在身体中产生抗体，有病毒入侵时，通过识别类似的表面蛋白，从而快速消灭病毒。 

可惜，使用标准步骤开发 HIV 疫苗时，科学家却总是遭遇挫折，因为它的囊膜蛋白质十分“狡诈”，

一旦与完整病毒分开就迅速分解。囊膜蛋白质片段包括 gp120 亚单位和 gp41 亚单位，前者负责与 CD4

蛋白质结合，后者负责将囊膜蛋白质锚定在病毒表面，随后促进病毒和免疫细胞膜的融合。  

你可能会认为，囊膜蛋白质的分解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gp120 出问题不能与 CD4 信号蛋白质结

合，病毒就不能感染细胞了，而免疫系统还可以识别单个 gp120 分子，产生抗体。不过，虽然现在仍然

有研究人员在尝试使用 gp120 亚单位开发疫苗，但都失败了。结果已经证明，针对单个 gp120 蛋白质的

抗体不能触发强烈的免疫应答。相反，对囊膜蛋白质的研究表明，针对整个蛋白质的抗体能更有效地消

灭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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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本文作者约翰·P·穆尔终于决定抛弃传统的 gp120 途径，转而研制基于完整囊膜蛋白质的

疫苗。要开发这种疫苗非常困难，原因之一是囊膜蛋白质结构复杂：它是一种三聚体，由 3 个 gp120 亚

单位和 3 个 gp41 亚单位组成。很快，罗吉尔·W·桑德斯也加入了团队，不久以后，我们的另一个主力：

伊恩·A·威尔逊也加入了进来。  

对抗多方挑战 

研制任何抗 HIV 疫苗（包括我们在研制的）都会面临多重挑战。首先，疫苗必须能刺激免疫系统产

生特定种类的抗体。其中最有效的抗体能识别完整病毒（就 HIV 而论，抗体需要精确附着到囊膜蛋白质

上），并与病毒结合，阻止病毒进入细胞。因为能与病毒结合，阻断感染途径，研究人员又把相关防御

分子称为中和抗体。  

然而，为了在世界范围内预防 HIV 感染，我们不能仅仅提高某一种中和抗体的效力，而是需要找到

一种广谱疫苗：能够识别不同毒株的囊膜蛋白质，阻止它们利用 CD4 和 CCR5 进入免疫细胞。理想的

中和抗体应该可以针对不同毒株中的囊膜蛋白质的相似部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的策略是针对囊膜蛋

白质的几个不同部分，能产生不同的广谱中和抗体。  

要知道 HIV 表面包裹着厚厚的糖衣，能让 HIV 躲开免疫系统，而囊膜蛋白质还隐蔽在糖衣下。尽

管如此，研究人员还是希望疫苗能与囊膜蛋白质相互作用，产生抗体。其实，在没有用药时，HIV 的感

染过程也会刺激免疫系统，使其作出响应（包括生产中和抗体），但这种响应太缓慢和微弱了，根本不

能根除 HIV。人体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时间，才能知道如何制造一种中和抗体，避开或者识别

HIV 的伪装糖衣。可是在此期间，病毒已经毁灭了大量免疫细胞，使患者病入膏肓。 

试验与失败 

合成蛋白质三聚体能够达到我们要求的其中两项标准：不能分解；能触发针对相关 HIV 毒株的中和

抗体。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金支持下，我们在 20 年里做了许多尝试，现在，终于有了阶

段性成果。 

我们从一种 HIV 中分离出囊膜蛋白质基因，以它为蓝本合成囊膜蛋白质。为此，我们需要把囊膜蛋

白质锚定到 HIV 表面的部分去除。在第一次尝试中，我们得到的蛋白质依然会分解。有几位科学家试图

改变囊膜蛋白质的基因，从而确保三聚体的完整。不过，得到的蛋白质虽然不会完全分解，但是它们的

结构与 HIV 上的囊膜蛋白质却大相径庭，不能诱导机体产生必需的抗体。 

此后，我们不得不在与 HIV 结构相似的其他病毒里找寻线索。有些病毒的表面蛋白质中存在新的键，

它们通常用一对硫原子把类似 gp120 和 gp41 的部分连接起来。我们在研究时，如何才能在合成的 HIV

囊膜蛋白质中加入这种二硫键？到底把二硫键放在什么位置才能让连接更紧密？在反复试验 gp120 和

gp41 的组合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位置。可惜，得到的三聚体还是分解了。还好这次失败的经验给

了我们新的启示。 

接着，我们把 gp41 部分的结构做了微小的改动。蛋白质都是由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的，其中氨基酸

的电荷会导致蛋白质具有独特的构象。桑德斯决定采用特殊的氨基酸置换法，稍微改造三聚体中的 gp41

部分。最终，他发现，用脯氨酸代替异亮氨酸后，三聚体就能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将这种蛋白质命名

为“SOSIP”，名字本身蕴含了我们对稳定蛋白质的两个策略：开头 3 个字母（SOS）指的是二硫键，最

后 2 个字母（IP）表明我们在 gp41 上做了关键变化。这两项关键进展终于让我们迎来了曙光。 

首先，安德鲁·沃德（Andrew Ward）加入了我们的团队。此前，他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任助理教授，

负责确定囊膜蛋白质三聚体物理结构。沃德用电子显微镜展现了合成三聚体的结构，发现它们吸引了很

多脂质球（或类脂球），让自身变得很黏，容易形成像口香糖一样的凝胶体。虽然我们合成的三聚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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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很像病毒的囊膜蛋白质，但是另一部分还是会形成十分奇怪的结构。显然，我们没有制作出符

合要求的钉状三聚体。 

在电子显微照片的启发下，我们想出了另一种方法：截去三聚体的一部分，让它不能吸引讨厌的脂

质分子。我们把这个截短的三聚体叫做 SOSIP.664，这意味着，三聚体中的三个个体都是一条氨基酸长

链，我们在 664 位进行截断。沃德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这种三聚体比往常更短，但更有意思，与感染

性 HIV 上发现的钉状结构非常类似：被截去的部分经常躲藏在病毒表面下。 这里的 SOSIP.664 还不完

整，只是与一种 HIV 毒株的囊膜蛋白质拥有同样的氨基酸组成。我们希望进一步构建新的三聚体，让它

诱导人体产生对大部分毒株都有效的中和抗体。 

即使到现在也没有人真的知道，怎样才能准确制造一种三聚体，诱导人体产生广谱中和抗体。不过

我们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策略：在实验室中，先用不同的 HIV 诱导机体生成抗体，然后看我们合成的三聚

体能否被这些抗体识别出来。由于我们不知道在囊膜蛋白质中，哪种氨基酸组成能让大多数抗体识别出

来，因此只能一步一步地尝试，从来自世界各地的 100 种 HIV 里筛选蛋白质。然后，我们合成所有囊膜

蛋白质的 SOSIP 版本，找到那个既具有钉状结构，又能与许多抗体结合的蛋白质。 

还好，我们总算找到了。病毒样本编号 BG505，来自一名出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婴儿，当时他

只有 6 周大，出生时就携带着 HIV。这个特殊的毒株是美国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朱莉·欧维巴

（Julie Overbaugh）和她在内罗毕大学的同事们分离出来的，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IAVI）也把相

关的基因序列和氨基酸组成信息发给了我们，用于筛选。 

另一个进展是，我们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大量制备高纯度的三聚体 BG505 SOSIP.664（简称 BG505

三聚体）。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有足够的样品进行动物实验，甚至把它推向临床试验。除此之外，我们

还得到了三聚体的晶体，用 x 射线衍射就能观测它的分子结构。 

现在我们合成了足量的三聚体，可以注入到兔子和猴子体内，收集它们产生的 HIV 抗体。在接下来

的研究中，我们又把这些抗体添加到由人类细胞培养的组织中，结果发现它们确实可以保护人类细胞免

受 BG505 病毒的感染，不过，对其他毒株还无能为力。虽然现在的抗体还无法达到临床应用的标准（它

应该对绝大多数病株都有效），但是，我们已经打开了一扇门。 

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在人体中重复这些试验。到目前为止，是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支持了我

们在蛋白质方面的多项研究。我们还与 IAVI 和 NIH 商量好，要设计和资助探索性的临床试验，到时候，

可能还会招募 50 名左右的受试者。要知道，虽然动物试验上获得的成功给了我们希望，但这并不代表

在人体上也会百分百有效。只有临床试验才能真正让我们了解，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应答这些人造的

三聚体的。 

临床试验的数据会结合威尔逊实验室获得的信息一同使用，在威尔逊实验室中我们能观察到这种三

聚体到底与自然合成的包膜蛋白有多像。通过这些信息再设计新的蛋白质，我们就会越来越靠近真正能

保护人体健康的疫苗了。在这个过程中，问题会一直出现，更改方案的次数也不会少。当然，这些进展

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人体的免疫系统如何才能产生广谱中和抗体，也增加了我们应该如何递送三聚

体的知识。 

事实上，我们已经创建了疫苗的第一代原型，经过多次修改，就可以确定哪种配方最有可能产生有

效的抗体。虽然距离最终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动物和细胞测试中都取得了很好的

结果，这让我们相信，制造艾滋病疫苗不是不可解决的难题。 

现在，各研究团队拥有 SOSIP 工具包，也能合成更好的蛋白质用作疫苗。目前，许多科研小组正在

制作自己的钉状三聚体，从而测试各种疫苗。在 HIV 疫苗的研制道路上，科学家经历过太多打击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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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几年应该是收获的时节了。 

原创 2017-02-10 罗吉尔·桑德斯等 环球科学 ScientificAmerican 

6、3D 打印技术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7 例摘要 

（1） 3D 打印技术在肝脏肿瘤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肝脏肿瘤治疗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切除，精准肝切除是肝脏肿瘤手术的趋势，但肝脏内部解剖结构

极其复杂，亦常存在变异，因此肝切除手术难度和风险都很大。3D打印技术有助术前手术方案的制订和

术中肝脏肿瘤精准切除效果的提高，借助3D打印模型还能促进术前与患者或家属的有效沟通。3D打印

技术正在向制作具有生物活性的肝脏模型发展，虽然目前受到一些限制，但其在肝脏肿瘤切除中的应用

前景广阔 

（2）3D 打印及计算机辅助技术在骨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对 3D打印及计算机辅助技术在临床骨科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探索。在7、8 年制临床骨科

研究生的教学中，引导学生对X线片、三维 CT 以及3D打印实体进行对比观察；结合实际病例对3D打

印实体讲解，而后再参观手术过程。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并掌握了复杂脊柱畸形的影像学及分型特点，

并对手术方案及手术技巧有基本理解。3D 打印及计算机辅助技术对临床骨科研究生教学是一种有效教

学方式，值得骨科教师使用并推广。 

（3）3D打印技术在骨科个性化治疗中的应用 

3D打印技术综合了数字建模、信息、机电控制、材料、化学等多方面的前沿知识，可任意加工零件

而不受产品结构限制，适用于医疗、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产品制造等领域。该技术应用于医疗行业，

有益于实现个性化治疗。3D 打印技术在骨科个性化治疗领域已得到尝试性应用，研究结果令人鼓舞。

本文简要综述了3D打印技术在骨缺陷组织修复临床应用领域如制备骨骼模型、辅助导板、骨科植入物、

假体等以及骨组织工程领域的应用情况和进展。 

（4）3D打印技术在下颌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一种改良的肿瘤截骨导板及腓骨截骨导板   

建立改良的肿瘤截骨导板与相应的腓骨截骨导板模型，为下颌骨肿瘤患者的修复重建提供一种较为

全面的手术预案。方法：采用螺旋CT扫描仪扫描患者的下颌骨及供区腓骨，应用mimics10.0、geomagic 

studio2013等软件模拟切割肿瘤、塑形移植腓骨，按照常规方法设计肿瘤截骨导板、腓骨截骨导板。在

此基础上，模拟肿瘤软组织可能向前延伸10 mm的情况，设计改良的肿瘤截骨导板、腓骨截骨导板。结

果 改良的肿瘤截骨导板及腓骨截骨导板设计小巧，与骨组织贴合紧密，无需延长原手术方案切口。与

传统方法比较，改良导板可兼顾原手术预案与术中出现的肿瘤边界大于“预期值”的情况。结论：改良导

板从理论上提高了手术精度、缩短了手术时间、完善了术后效果，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有待临床验证。 

（5）3D 腹腔镜下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肝脏肿瘤的应用价值 

探讨三维（3D）腹腔镜下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肝脏肿瘤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9月至

11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行3D腹腔镜下解剖性肝切除术的10例肝脏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7

例，女3例；年龄36～62岁，中位年龄49岁。原发病：原发性肝癌（肝癌）8例，肝血管瘤2例。所有患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患者均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下行3D腹腔镜下解剖性肝切除

术，手术者及助手均佩戴专用的3D眼镜，从脐部切口插入3D 腹腔镜后，分别于上腹部不同位置置入5 mm 

或10 mm 套管针3～4个，建立操作通道，然后按病变部位进行解剖性肝切除术。观察患者手术方式、术

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全组10 例患者均在3D 腹腔镜下完成解剖性肝切除

术，术中无中转开腹。其中行右半肝切除术和肝Ⅴ + Ⅵ段切除术各3 例，肝左外叶切除术2 例，肝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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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术和肝Ⅴ段切除术各1 例。行右半肝切除术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为（270±26）min，肝Ⅴ + Ⅵ段切

除术为（122±8）min，肝左外叶切除术为（90±7）min，肝中叶切除术为245 min，肝Ⅴ段切除术为95 min。

术中出血量相应为（483±104）、（233±29）、（125±35）、450、180 ml。住院时间相应为（17±5）、

（11±1）、（9±1）、13、10 d。行右半肝切除术患者中有1 例术后出现肝功能不全，行肝中叶切除术

患者术后并发右下肺感染，其余8 例患者术后无发生并发症。结论3D 腹腔镜对于精确分离肝内管道结

构具有一定优势，并有助于控制术中出血，适用于肝脏肿瘤解剖性肝切除术，尤其适用于半肝切除术。 

（6）3D 技术在鼻内镜手术精准治疗鼻前颅底恶性肿瘤中的应用 

探讨 3D 技术在鼻内镜手术精准治疗鼻前颅底恶性肿瘤及颅底功能重建手术中的作用。方法 对 21

例鼻颅底恶性肿瘤患者术前行鼻窦冠状位 CT 或 MＲI 扫描，并行 3D 影像重建及模型打印，根据 3D 

成像及模型了解鼻颅底恶性肿瘤侵及范围、颅底及眶壁骨质的缺损大小形状，制定鼻内镜手术术式、肿

瘤精准切除范围及颅底功能精准重建方法。结果 患者肿瘤均一次手术全切除，其中 6 例行颅底功能精

准重建术，无脑脊液鼻漏及颅内感染并发症。术后病理示鳞癌 9 例，嗅母细胞瘤 5 例，腺样囊腺癌 3 

例，横纹肌肉瘤 4 例。术后行正规放疗，横纹肌肉瘤患者加化疗。经平均随访 36 个月，未发现肿瘤

复发及与本肿瘤相关的死亡。结论 3D 成像及打印模型能清楚显示鼻颅底恶性肿瘤范围、颅底及眶壁骨

质缺损的大小及形状，并有助于术者选择最佳内镜手术入路及手术方案，有重要临床指导作用。 

（7）3D 数字骨科技术在髋臼骨折治疗中的应用 

探讨3D数字骨科技术在髋臼骨折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及其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2009年1月~2013年12

月采用3D数字骨科技术进行辅助治疗的50例髋臼骨折患者资料，术前行薄层CT扫描获取骨盆二维数据，

导入Mimics软件重建三维模型，计算机辅助分析髋臼骨折情况并进行模拟复位，快速成型技术制出与实

体1∶1大小的骨盆模型。根据模型对髋臼骨折做出明确的诊断、分型，指导手术治疗。结果 术中所见

骨折及移位情况与术前三维重建图像及快速成型模型非常相似，术前模拟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术中

出血量。所有患者随访6~24个月，骨折复位情况根据Matta影像学评分标准：解剖复位41例，复位满意9

例；髋关节功能按照Harris评分标准，优32例，良12例，可6例，优良率88%。结论 CT扫描三维重建、

计算机辅助分析和模拟骨折复位，快速成型技术能直观、精确地显示髋臼骨折的立体形态和各解剖结构

的空间关系，对髋臼骨折的诊断、分型及治疗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科研投稿 
 

郭艺芳教授：写论文时这 8 种“低级错误”你犯过吗？ 

每一篇文稿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若非原则性错误，审稿专家均会对其作出直接修改或给

出修改建议。但有些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低级错误，审稿专家见到这些情况会对稿件质量产生非常不好

的印象，显著增加退稿的可能性。若审稿专家忽略了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杂志刊出稿件的质量，影响杂

志声誉。 

1、研究数据不符合逻辑 

这种情况最为常见。以下几个实例有助于大家理解此问题：1)一项研究中，某组受试者总胆固醇平

均为 4.5 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8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2mmol/L，二者之和显著高

于总胆固醇。由于总胆固醇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

因此上述数据显然不符合逻辑;2)某研究中一组患者动态血压监测示 24 小时平均收缩压 156 mmHg，日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8%83%86%E5%9B%BA%E9%86%87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8%83%86%E5%9B%BA%E9%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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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平均收缩压 154mmHg，夜间平均收缩压 140mmHg，日间和夜间血压均低于昼夜血压均值，这是不可

能的;3)某降压治疗试验中，高血压患者经过降压药物治疗后收缩压降低 12mmHg，舒张压降低 11mmHg，

这也不符合一般规律，因为一般而言，舒张压降低幅度约为收缩压降幅的 50%-60%;4)一组患者平均年

龄 67 岁，将其分为两组，A 组平均年龄 65 岁，B 组 63 岁，这一数据显然有误。类似情况还有很多。

遇到这样的数据，审稿专家会认为该研究的数据收集或处理存在严重错误、甚至有伪造数据之嫌。 

2、研究设计不符合伦理 

例如，为观察某中成药“某某灵”的降胆固醇作用，将若干例冠心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服用“某

某灵”，另一组服用他汀，然后进行随访。这种设计不符合医学伦理原则。因为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他汀

可使冠心病患者明显获益，但该研究中一组患者未服用他汀、仅应用某某灵，使其未能接受被循证医学

研究证实且被指南推荐的治疗，这是不符合伦理的。 

3、引用诊断标准错误 

例如在高血压研究中引用 1999 年 WHO 高血压诊断标准，这一标准对于高血压的诊断与定义均与

现行指南不同;在糖尿病研究中引用美国 ADA 诊断标准，这一指南中将 HbA1C 也作为诊断糖尿病的依

据之一，而我国并未采用这一标准;又如关于代谢综合征的诊断，引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诊断标准，这与

我国标准也有很大差别;还有一些关于顽固性高血压的研究，所纳入患者不符合现行指南关于顽固性高血

压的定义。诊断标准选择不当，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靠。在我国开展的临床研究应该引用我国现行指

南所推荐的标准。 

4、研究数据前后不一致 

有些文稿的摘要、正文以及附表中对于同一指标所提供的数值不一致，前后矛盾。例如某稿件的摘

要中述及纳入 230 例患者，平均年龄 62.1 岁，但正文中却称纳入 235 例患者、平均年龄 63.2 岁。这种

情况只能说明两个问题：或者计算失误、或者伪造数据。 

5、随机化分组未能做到真正的随机 

例如“将 10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72 例、对照组 28 例”。这显然不是随机化分组的结果。 

6、参考文献错误 

正文中引用的是 Stein 的研究结果，但在参考文献目录中相对应的条目确实 Roy 的研究。还有一种

情况是正文中所述及的内容与所引参考文献的研究内容风马牛不相及，说明作者本人根本没有认真阅读

该文献。在撰写综述时，大量引用二次或三次文献(例如综述或讲座)，这是不妥的。综述的参考文献应

该以原创性研究为主。 

7、翻译国外的综述 

撰写综述应该在检索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理解、分析与归纳、整合撰写文章。但

有些作者所写的综述具有浓重的翻译痕迹，认真查找可以发现这是翻译的国外发表的综述，充其量算是

译文，不是真正的综述。严格来讲，这属于剽窃其他人的劳动成果。 

8、作者署名不当 

一项非常复杂、需要多人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研究，但稿件作者署名时仅有一两位作者，这是不妥

的。还有一些研究，作者单位根本无条件实施所研究的内容，但作者署名中又未写明协作单位，因此该

研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以上是我在审理稿件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情况，供大家参阅。遇到这些情况，我基本上都会做退稿处

理。作为审稿专家，应该严格把关，保证所刊出的文章不存在低级错误，维护杂志声誉。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9%AB%98%E8%A1%80%E5%8E%8B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9%AB%98%E8%A1%80%E5%8E%8B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7%B3%96%E5%B0%BF%E7%97%85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7%B3%96%E5%B0%BF%E7%97%85
http://www.medsci.cn/article/list.do?q=%E4%BB%A3%E8%B0%A2%E7%BB%BC%E5%90%88%E5%BE%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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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告 
 

中华医学会第 11 次全国重症医学大会将在西安召开 

为促进我国重症医学学科繁荣发展，搭建 不同学术思想融合，产学研结合转化，为医学发展服务，

为医患服务的综合交流平台，不断推动重症医学进步与创新，提高重症医务工作者诊治水平，最终保障

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经讨论，定于 2017 年 5 月 25-28 日在西安曲江国际会

议中心召开“中华医学会第 11 次全国重症医学大会”，此次会议是重症医学分会 2017 年年会。会议将介

绍重症医学最新进展，讨论学科前沿问题，重点交流近年来重症医学领域在临床和科研等方面取得的成

果。大会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重症医学专家作近 300 个专题报告，会议还将设主题正反方陈述（Pro & 

Con），病例讨论，专家查房，主题辩论，中美、中欧论坛，青年论坛，WORKSHOP，优秀论文宣读与

壁报展示等多种的学术交流方式。欢迎全国从事重症医学、呼吸、麻醉、急诊及相关学科的同道踊跃投

稿并出席会议。大会网址：http：//2017.csccm.org/ 

 

教学动态 
 

深入教学一线，进行开课巡视 

——我院教学部组织 2017 年院领导教学行政查房 

2 月 20 日是新学期的第一天，为充分做好本学期教学准备工作，保障临床理论教学有序开展，我院

党委书记耿剑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马辛格，副院长袁祖贻、副院长冯广林、副院长王茂德、副院

长刘昌、总会计师钱梦勇和院长助理马现仓，教学部部长黄燕萍、副部长李雁、副部长刘华胜及教学部

教学管理人员分组深入课堂一线进行巡查。从对开学第一课的检查发现，我院新学期的教学运行有条不

紊，秩序井然，教学设施到位，多媒体设备运行良好，任课教师提前 15 分钟到岗，准备充分，上课认

真，学生出勤率高，精神饱满，专注听讲，各项教学工作顺利开展。巡查期间，刘昌副院长还带队走访

了动物外科实验室，就房屋改造、设施更新及实验安全等问题与管理人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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