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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同战役，共阅读——图书馆试用资源开通中 

在第 25 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为帮助我院职工在疫情期间能够获取更多的医学

文献信息，把握医学领域发展前言和动态，助力我院科研发展，我院图书馆特联系泉方智

慧云图书馆于 4 月份开通试用，欢迎广大临床科教研职工踊跃使用。 

使用时间：4 月 15 日——6 月 15 日 

咨询电话：15339268385 泉方邢龙；85324026 图书馆张甦源 

泉方智慧云图书馆注册方法 

一、手机 APP 下载及注册： 

1）安卓：手机微信扫码下载安装 APP      2）苹果：应用商店下载“智慧云图书馆” 

             

 

第一步：打开 APP，右下角点“我的”，点“新用户注册”，在弹出页面，输入下方公共账

号和密码验证。   公共账号：dyfsyy         公共密码：dyfsyy 

第二步：验证后填写个人信息，校园卡号不填，其余全部填写真实信息（所属部门即本人

所在科室）。 

第三步：根据提示进行短信验证，激活后用户名是本人手机号，密码是本人设置的密码。

（登录时如不记得密码，或者注册时提示手机号已经注册，选择“忘记登录密码”

即可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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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脑端注册：电脑端登录网址：xjfylib.yuntsg.com 

打开电脑,在谷歌或搜狗等主流浏览器网址栏中输入网址： xjfylib.yuntsg.com 

第一步：页面中右上角点“ ”按钮 

 

第二步：新页面下“注册读者”    

 

第三步：在弹出页面，输入本单位的公共账号和密码进行验证。 

公共账号：dyfsyy       公共密码：dyfsyy 

第四步：验证后填写个人信息，校园卡号不填，其余均要填写真实信息（所属部门即本人

所在科室）。 

第五步：根据提示进行短信验证，激活后用户名是您的手机号，密码为您设置的密码。（后

期登录时，如不记得密码，请选择“忘记密码”即可重新设置）。 

第六步：注册成功后，在首页登录区用个人注册的“手机号”和“自己注册时设置的密码”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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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发布 

（2020 年 4 月版）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图书馆从近期到馆的中文期刊中筛选出了一批《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

共识》信息，供各位老师作为临床参考，有需要的老师可到图书馆阅览室借阅参看原文。 

序号 篇            名 杂志名称 年.卷(期):页码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消化系统诊疗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出版） 

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心功能不全诊治专家建

议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网络优先出版） 

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非免疫规划疫苗延

迟接种安全性和有效性分析及建议 
中华儿科杂志 2020.58(4):263 

4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诊疗规范 中华内科杂志 2020.59(4):269 

5 
中国缺血性脑血管病非急诊介入治疗术前评估

专家共识 
中华内科杂志 2020.59(4):277 

7 胆囊癌诊断和治疗指南（2019 版）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4):243 

8 
普通外科围手术期缺铁性贫血管理多学科专家

共识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4):252 

9 
乳腺癌腔镜治疗专家共识与操作指导意见

（2019 版）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4):257 

10 
中心静脉血管通路装置安全管理专家共识

（2019 版）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4):261 

1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专家意见 
中华结核和呼

吸杂志 
2020.43（网络预发表） 

12 磷酸氯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专家共识 
中华结核和呼

吸杂志 
2020.43(3):185 

1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 MRI 检查感染防控

的策略 

 中华放射学杂

志 
2020.54(网络预发表) 

1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介入诊治工作方案

专家共识（第一版） 

 中华放射学杂

志 
2020.54(网络预发表) 

15 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 
中华预防医学

杂志 
2020.54(网络预发表) 

16 子宫内膜癌病理诊断规范 
中华病理学杂

志 
2020.049(3):214 

17 儿童脉管性病变诊断共识 
中华病理学杂

志 
2020.49(3):220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4864.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3295.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3295.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4/1186705.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4/1186705.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8202004/1186138.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8202004/118612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8202004/118612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9202004/1186940.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9202004/1186948.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9202004/1186948.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9202004/118694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9202004/118694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9202004/118694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9202004/1186943.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7175.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7202003/1184469.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4404.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4404.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4343.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4343.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3301.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1202003/1185220.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1202003/11852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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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临床防治神经科

专家共识 

中华神经科杂

志 
2020.53(3):166 

19 
中国线粒体脑肌病伴高乳酸血症和卒中样发作

的诊治专家共识 

中华神经科杂

志 
2020.53(3):171 

2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心血管急危重

症患者临床处理原则的专家共识 

中华心血管病

杂志 
2020.48(3):189 

21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血压管理专家共（2019） 
中华心血管病

杂志 
2020.48(3):195 

22 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要点(试行) 
中华老年医学

杂志,  
2020.39(网络预发表) 

23 
神经外科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应急流程管

理及防控策略(第一版) 

中华神经外科

杂志 
2020.36(3):217 

2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心律失常的诊疗建议 
中华心律失常

学杂志,  
2020.24(网络预发表) 

2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肝脏损伤的预防及诊疗

方案 

中华肝脏病杂

志 
20200.28(网络预发表) 

 

学科动态 

1. 武大发现心肌损伤预示新冠肺炎死亡风险增加  

 

3 月 25 日，国际著名心脏病期刊《心脏病学纪要》在线发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

内科教授黄从新团队研究的最新成果《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心肌损伤与死亡的关系》。其研

究结果显示，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心肌损伤发生率为 19.7%。心肌损伤的出现预示着院内死

亡增加 3 到 4 倍。 

该团队发现，心血管疾病既是新冠肺炎患者的重要合并症，也是常见并发症，对患者

的治疗与预后有较大影响。他们连续入选了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0 日在武汉大学人民

http://rs.yiigle.com/CN113694202003/1185279.htm
http://rs.yiigle.com/CN113694202003/1185279.htm
http://rs.yiigle.com/CN113694202003/1185273.htm
http://rs.yiigle.com/CN113694202003/118527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8202003/1186648.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8202003/1186648.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8202003/1186634.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232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050202003/118596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050202003/1185964.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4844.htm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4/2020040309132946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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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住院治疗，检测了心肌酶谱的 416 例新冠肺炎患者，分析了心脏指标与预后的关系，

发现心肌损伤比例达 19.7%。他们指出，此类患者多为高龄，常伴多种慢性疾病，病情进

展较快，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肾损伤以及凝血异常比例显着高于非心肌损伤患者。 

通过生存分析和多因素回归模型，该团队发现合并心肌损伤的患者院内死亡率高达

51.2%，而非心肌损伤患者死亡率只有 4.5%；心肌损伤的出现可能预示着新冠肺炎患者院

内死亡风险增加 3-4 倍。 

他们指出，此项研究结果为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诊疗提供了重要证据，提示在新冠肺

炎救治过程中应积极评估心脏状态，关注心肌损伤患者，对合并症的出现采取早期干预措

施。 

原文出处：中国科学报 2020-04-03  

2. The BMJ：目前 COVID-19 的应对方案可能存在问题且证据薄弱 

The BMJ（英国医学杂志）近日发表的研究表明，用于应对 COVID-19 相关临床决策

的模型和方案可能证据薄弱且过于乐观，建立模型所依据的证据来自有偏倚且不够可靠的

研究。 

欧洲研究团队考察了关于 COVID-19 的多项研究，发现其中一些报道质量不佳，存在

很高的偏倚风险，并纳入了一些不确定能否真正投入临床实践的推荐。 

COVID-19 大流行对全球卫生造成重大、紧迫的威胁，许多国家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持

续增加。自从病毒去年 12 月爆发以来，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疑似病例的有效早

期筛查和诊断，以及确诊病例的预后问题，受到特别关注。 

目前的病毒核酸检测和胸部 CT 扫描是 COVID-19 标准诊断方法，但十分费时。 

因此，由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鲁汶大学、乌德勒支大学医学中心、牛津大学、维也纳

医科大学、基尔大学和莱顿大学的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与  Cochrane 预后方法小组

（Cochrane Prognosis Methods Group）协作，审阅并评估已在期刊发表或预印文章中用于 

COVID-19 感染诊断和预后的预测模型。 

这些模型都是为了预测现存的 COVID-19 感染、确诊病例未来会出现的并发症，或者

在一般人群中识别 COVID-19 高风险人群。 

他们重点分析了 27 项研究，其中描述了 31 个预测模型。绝大多数研究（25 项）使用

了中国 COVID-19 数据，一项研究使用了意大利数据，还有一项研究使用了国际数据（包

括美国、英国和中国数据）。这些研究数据收集于 2019 年 12 月 8 日到 2020 年 3 月 15 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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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研究人员的分析确定了 3 个预测一般人群中肺炎和其他事件住院情况的模型，18 个检

测有症状群体中 COVID-19 感染情况的模型，以及 13 个使用 CT 结果进行机器学习的模

型。另外，他们还确定了 10 个预测死亡率风险、个体病情恶化或者住院时间的预后模型。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分析的所有研究都存在较高的偏倚风险，主要因为： 

（1）选择了不具有代表性的对照患者 

（2）排除了在研究结束时仍未康复的患者 

（3）数据分析欠佳 

研究报告的质量差别很大，几乎所有报告均未描述研究人群和模型的预期用途，很少

有报告评估预测的校准度。 

研究人员称，面对疫情导致的紧迫需求，COVID-19 的预测模型正在快速产出，以支

持医疗决策；他们亦承认，COVID-19 患者的临床数据仍然较稀少，而所有研究都是在紧

迫的时间下予以完成。 

然而，他们总结道：“我们的回顾分析表明，所提出的模型报告质量不满意，而且偏倚

风险较高。因此，这些研究报告的模型表现可能过于乐观，不建议用其支持医疗决策。模

型可能存在缺陷，表现欠佳，因此他们的预测可能并不可靠”——这引起了研究者的担忧。 

他们建议立即共享 COVID-19 研究中的个体参与者数据，以支持建立“更严格开发的

预测模型”，并评估现有模型。 

“我们强调，在开发和验证预测模型时，需要遵循方法学指南，因为将不可靠的预测应

用于指导临床决策，可能弊大于利。”研究人员提及。 

研究者将在动态综述（Living Review）中继续更新证据，确保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掌握

关于诊断和预后模型可用性和质量的最新信息。 

原文出处：Prediction model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covid-19 infection: 

systematic review and critical appraisal 

doi: https://doi.org/10.1136/bmj.m1328 

Cite this as: BMJ 2020;369:m1328 

3. Aging Dis：好消息！干细胞疗法有效对抗 COVID-19 肺炎 

当冠状病毒的消息出现时，Kunlin Jin博士和一组国际研究人员迅速联合起来对抗这

种神秘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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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博士凭借自己 20多年的干细胞知识，与一个致力于拯救生命的国际团队合作。他利

用微信，拉近了他在北德克萨斯大学沃思堡健康科学中心（HSC）的实验室与中国专家之间

的距离。 

"很多人都在努力寻找答案，"金博士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 HSC健康老龄化研究所与

研究生一起从事干细胞治疗，以对抗中风。 

 

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金博士和他的同事使用 21世纪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正在蔓延的大流行。他们没有找到下

一个达菲，而是开始测试干细胞是否可以用来增强人体的免疫系统，以抵御 COVID-19肺炎。 

金博士说，早期的发现是有希望的，他们在国际上对这种治疗方法进行测试的努力将

作为一项长期研究，在中国对更多患者进行测试。 

“我很自豪能成为与 COVID-19战斗的团队中的一员，”金博士说。"我们的研究表明，

静脉输注临床级的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治疗 COVID-19肺炎--包括老年重症肺炎患者的

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金博士和他的同事实时工作。他说，他们有一种紧迫感，因为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构

成巨大威胁"。 

作为实验治疗的一部分，干细胞被静脉注射到北京的 7名重症患者的血液中。研究称，

三名患者被注射了安慰剂。 

金医生说，接受检测的是北京佑安医院的病人。研究显示，检测从 1月 30 日开始。 

金医生说，接受干细胞治疗的七名患者获得了成功，并在 14天内出院。在接受安慰剂

的患者中，一名死亡，一名病情严重，第三名患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在美国使用干细胞对抗病毒之前，必须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并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的批准。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news.bioon.com/tags/%E4%B8%AD%E9%A3%8E/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4/20200401220950819.jpg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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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小组的发现将发表在即将出版的 2020年 4月的《Aging and Disease》杂志上。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Transplantation of ACE2-Mesenchymal Stem Cells Improves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Pneumonia。" 

随着有关该病毒的国际新闻标题的演变，来自美国、英国、韩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几

个国家的研究和临床同事汇集了他们的专业知识。 

这个团队由医学研究人员组成，他们经常在会议上讨论科学、衰老和与健康相关的问

题。他们是由金博士创立的国际老龄化与疾病协会的成员。 

当冠状病毒袭击时，它会导致病毒诱导的细胞因子风暴--当免疫系统被触发，导致肺

部和组织中的液体被破坏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HSC生物医学研究生院药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兼主席 David P. Siderovski 博士说："

这被认为是 COVID-19肺炎实际上杀死一个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一场试图对抗病毒的活

动风暴。" 

研究人员便是"目前还没有特定的药物或疫苗可以治愈这些感染了 COVID-19 的患者。

因此，对于 COVID-19感染患者，特别是严重病例，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的需求仍未得到满

足。" 

此外，Siderovski博士说，为 COVID-19患者寻找抗病毒药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他说：“上世纪 80年代艾滋病病毒爆发时，我们争相制造 AZT(叠氮胸苷)”他还表示，

研究人员正在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抗这种病毒。“现在迫切需要任何东西--任何实验性

的东西，任何可以在市面上尝试的东西，来治疗 COVID-19肺炎。” 

原文出处：Zikuan Leng et al， Transplantation of ACE2-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mproves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Pneumonia， Aging and disease (2020). 

DOI： 10.14336/AD.2020.0228 

4. bioRxiv：科学家鉴别出抵御 SARS-CoV-2 感染的新型潜在药物靶点 

近日，发表在预印版网站 bioRxiv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等机构

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治疗 SARS-CoV-2感染的新型潜在药物靶点；文章中，研究人

员绘制出了两个关键 SARS-CoV-2蛋白组成的复合体 nsp10/16的原子结构，这两种蛋白能

够修饰病毒的遗传物质从而使其更像人类的 RNA，这样就能促进病毒躲避宿主机体的抗病

毒免疫机制并进行病毒复制。 

http://news.bioon.com/tags/%E4%BC%9A%E8%AE%AE/
http://www.aginganddisease.org/EN/10.14336/AD.2020.0228
http://www.aginganddisease.org/EN/10.14336/AD.2020.0228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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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研究者认为，如果有一种药物能抑制 nsp10/16复合体的功能，那么宿主免疫系统或许

就能检测到病毒并对其快速清除；研究者 Godzik表示，我们首先设计出了一部分 DNA来表

达两种蛋白，随后对所产生的两种蛋白的结构进行分析；nsp10/nsp16蛋白复合体称之为

RNA 甲基转移酶或 MTase，其由于结合在一起的两种蛋白质组成，根据此前研究人员对 SARS

的研究，需要将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才能让蛋白复合体发挥作用。 

研究者表示，他们需要多种药物来治疗 SARS-CoV-2的感染，因为这种疾病会伴随人类

很长一段时间，目前仅仅开发出一种药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 SARS-CoV-2对一种药物产生

了耐受性，那么研究人员就需要开发出其它治疗性药物了。nsp15核酸内切酶、nsp3 ADP

磷酸核糖和 nsp9复制酶，这三种蛋白质的结构对于病毒复制释放非常重要；如今研究人员

绘制出了 SARS-CoV-2的完整蛋白质结构体系，通过解决附加结构来扩大蛋白质结构的覆盖

范围或许是后期科学家们的研究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与潜在药物的共结晶实验，研究人

员想知道冠状病毒是如何与药物进行结合的，如果能解析清楚其中的机制，或能帮助研究

者更高效地改进药物从而靶向作用 SARS-CoV-2。 

最后研究者指出，我们的研究目标就是确定所有可能成为潜在药物靶点的蛋白质结构，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联合其它机构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来开发并设计改进型的疫苗。 

原文出处：Youngchang Kim, Robert Jedrzejczak, Natalia I. Maltseva, et 

al. Crystal structure of Nsp15 endoribonuclease NendoU from 

SARS-CoV-2, bioRxiv (2020). DOI: 10.1101/2020.03.02.968388 

5. eLife：科学家识别出关键的癌细胞弱点 有望帮助开发新型靶向性抗癌疗法 

有效治愈癌症的关键就是在癌细胞中寻找在非癌细胞中并不存在的弱点，近日，一项

刊登在国际杂志 eLife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东京都立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

http://news.bioon.com/tags/%E8%9B%8B%E7%99%BD%E8%B4%A8%E7%BB%84/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3.02.968388v1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3.02.968388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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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细胞的 DNA复制被阻断时，癌细胞和非癌细胞或会依赖于不同的因子来得以生存，

抑制癌细胞所需的生存因子的药物或能选择性地促进癌细胞对复制抑制过程变得更加敏

感。 

 

图片来源：Tokyo Metropolitan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DNA 复制，即复制 30 亿个人类基因组碱基对需要 6-8 个小时，在此期间，细胞会遭

遇多种干预其复制过程的问题，DNA 由长链的核苷酸碱基组成，诸如 DNA 互作化合物、

受损碱基等结构都会导致 DNA 复制受阻，而细胞生长就必须克服这些问题，从而确保整个

基因组能够被准确进行复制，如果细胞无法应对这些危机，基因组就会发生变异从而导致

癌细胞生长。 

细胞会进化出精细化的机制来保护自身免于错误 DNA 复制所带来的损伤，当 DNA 复

制机器遭遇抑制复制的障碍物时，其就会激活名为“复制检查点”的安全机制，这一机制能

阻断 DNA 的复制并激活 DNA 修复通路，在该过程中会出现一种名为 Claspin 的关键蛋白，

当复制被阻断时，磷酸基团就会在磷酸化过程中共价结合到 Claspin 上，Claspin 的磷酸化

对于激活复制检查点过程至关重要。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遗传修饰的动物和细胞模型进行研究，并对纯化蛋白进行

生化分析，结果发现，当癌细胞中的 DNA 复制过程被阻断时，名为 Cdc7 的蛋白质就会磷

酸化 Claspin 从而激活复制检查点过程，相比之下，在非癌变脑细胞中，当 DNA 复制被阻

断时，一种名为 CK1γ1 的蛋白就会磷酸化 Claspin；其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因为癌细胞中拥有

高水平的 Cdc7 蛋白，而非癌变细胞中 Cdc7 的水平较低，CK1γ1 的水平相对较高，本文研

究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细胞策略来处理癌细胞和非癌变细胞。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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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非癌变细胞而言，癌细胞通常对复制阻断过程非常敏感，因为细胞保护机制通常

在癌细胞中会被中和，而理解癌细胞如何对诸如 DNA 复制阻断等细胞危机产生反应对于开

发癌症新型疗法至关重要；最后研究者 Hisao Masai 博士表示，如今我们就能利用癌细胞和

非癌细胞的多种不同机制来开发新方法靶向作用癌细胞，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抑制 Cdc7

或能有效失活抵御癌细胞中复制阻断过程的安全防护系统，从而通过细胞死亡来对其进行

清除，后期研究人员还将深入研究开发出能特异性抑制 Cdc7 的低分子量化合物，并使其作

为特殊的候选抗癌药物。 

原文出处：Chi-Chun Yang, Hiroyuki Kato, Mayumi Shindo, et al. Cdc7 activates 

replication checkpoint by phosphorylating the Chk1-binding domain of Claspin in human 

cells, eLife (2019). DOI:10.7554/eLife.50796 

6. BJC：揭示为何某些前列腺癌更具侵袭性？ 

日前，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东英

吉利亚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揭示了为何某些前列腺癌更具侵袭性，更易扩散到

机体其它部位并最终引发患者死亡；相关研究结果或有望改善前列腺癌患者的治疗。 

 

图片来源：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此前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检测手段来有效区分侵袭性和危害程度较低的前列腺

癌，从而就能帮助避免偶尔的破坏性不必要治疗；这项最新研究揭示了肿瘤样本中的恶性

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50796
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50796
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50796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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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数量或能决定疾病的进展和扩散程度。研究者发现了三种新型的前列腺癌亚型或能用

来对患者进行分层并进行不同的治疗。 

研究者 Colin Cooper 说道，前列腺癌是英国男性最常见的癌症类型，其进展缓慢，大

多数癌症患者一生中并不需要进行治疗，然而临床医生很难预测患者机体的哪些肿瘤会更

具侵袭性，这就使得很多男性患者很难决定如何进行治疗。而且这也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男

性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治疗，从而就会增加其损伤性副作用的风险，包括手术所导致的性

功能障碍等。 

研究者表示，通过利用一种名为潜在流程分解（Latent Process Decomposition）的复杂

数学算法以及分析全球前列腺癌数据库，我们发现了一种名为 DESNT 的恶性前列腺癌形

式，此类癌症患者的临床预后最差；文章中，研究者分析了 1785 份肿瘤样本中的基因表达

状况，他们发现，样本中 DESNT 亚型细胞的水平与患者疾病进展的可能性直接相关，即

DESNT 细胞越多，患者的疾病进展程度就越快。 

Daniel Brewer 说道，如果一名患者机体的肿瘤大部分为 DESNT，那么其更有可能发生

癌症转移，换句话说，癌细胞更有可能扩散到机体其它部位，这就是恶性侵袭性疾病的最

好指示。研究人员所鉴别出的三种前列腺癌分子亚型或能帮助临床医生选择更适合患者的

最佳疗法；此外，本文研究中，研究者还强调了利用更为复杂手段进行基因组数据分析的

重要性。 

原文出处：Luca, B., Moulton, V., Ellis, C. et al. A novel stratification framework for 

predicting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Br J Cancer (2020). doi：

10.1038/s41416-020-0799-5 

7. Cell Rep：揭秘肿瘤抑制子 p53 诱发癌细胞死亡的新型分子机制 

癌细胞和 p53 之间一直存在一种持续的战斗，p53 被称为 “基因组的守护者”，近日，

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ell Report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

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影响其之间斗争结果的多种因子，相关研究或有望改善癌症疗法的治

疗效率。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16-020-0799-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16-020-0799-5
http://news.bioon.com/tags/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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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lberto Inga, UniTrento 

文章中，研究人员深入分析了两种癌症治疗场景，在第一种场景中，癌细胞会停止增

殖，而在另一种场景中，癌细胞的死亡率会增加，两种结局都会受到 p53 蛋白的调节，基

于本文研究发现，即研究者发现了一种名为 DHX30 的特殊蛋白因子，其能帮助确定 p53

是否会诱发癌细胞死亡，此外研究者重点对一种类似于开关的新型分子机制进行了相关研

究。 

研究者 Erik Dassi 表示，当癌细胞被特定药物治疗时，DHX30 开关的活性会促使癌细

胞面临细胞死亡，而并不是进入细胞周期停止的方向；这种药物会激活 p53 的活性，后者

负责监管癌细胞的各种途径，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干预 p53 的上

游基因，从而使得癌细胞沿着程序性细胞死亡的方向“前进”。 

研究者 Dario Rizzotto 说道，相反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p53 的下游所

决定的，换句话说，癌细胞中 p53 的激活会导致细胞中多种可能的反应发生，我们所识别

出的开关就能调节对治疗最重要的反应，当 DHX30 与相关 mRNAs 之间没有相互作用时，

癌细胞就会发生死亡。 

最后研究者表示，本文研究结果或有望帮助开发更具靶向性的高效癌症疗法，尤其是

针对某些肿瘤，比如结肠、乳腺和肺部的实体瘤等。 

原文出处：Dario Rizzotto, Sara Zaccara, Annalisa Rossi, et al. Nutlin-Induced Apoptosis Is 

Specified by a Translation Program Regulated by PCBP2 and DHX30, Cell Reports (2020). 

DOI:10.1016/j.celrep.2020.03.011 

8. PNAS：揭秘！癌细胞或能利用特殊的铜结合蛋白来发生转移！ 

日前，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的研究报

告中，来自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乳腺癌细胞中发现的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112472030317X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112472030317X
http://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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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名为 Atox1 的蛋白或参与了癌细胞的转移过程，该蛋白或有望作为一种潜在的生物标

志物来帮助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并开发新型靶向性药物。 

 

图片来源：David Lamm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癌症类型，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改善患者的生存率至关重

要，乳腺癌相关的大多数死亡都是因为癌细胞离开的原发性肿瘤病灶并转移到了患者机体

其它部位，比如骨骼、肝脏或肺脏等，如今研究人员并不清楚癌细胞迁移到机体其它部位

背后的分子机制。此前研究结果表明，与其它癌症一样，乳腺癌的发生会伴随血液和肿瘤

细胞中较高水平的铜，但这种额外的铜在癌细胞中的作用研究者并不清楚；机体中铜和其

它金属离子可以通过食物来获取，而且其对于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至关重要，游离的

铜离子具有毒性，因此机体中的铜离子都必须与蛋白进行结合。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识别出了一种铜结合蛋白，其能明显影响乳腺癌细胞的迁移，

研究者 Pernilla Wittung-Stafshede 教授说道，通过对数据库进行检索，我们首先在人类机体

中鉴别出了 3 种不同的铜结合蛋白，随后我们对比了癌变和健康组织中这些蛋白的水平，

结果发现，Atox1 是一种在乳腺癌细胞中以高浓度存在的铜结合蛋白，其能将铜离子转运

到细胞中的其它蛋白以便发挥酶活性功能，Atox1 位于移动的癌细胞的前沿部位，这就提

示该蛋白或参与到了细胞的移动过程。 

利用先进的活细胞视频显微镜技术，研究人员就能够在 Atox1 存在或不存在时追踪成

百上千个单一癌细胞的运动模式；研究者发现，当 Atox1 存在时，癌细胞能高速移动且移

动距离也更长；深入研究后研究者发现，Atox1 蛋白能通过刺激由 ATP7A 蛋白（另一种铜

转运蛋白）和酶类 LOX（赖氨酰氧化酶）组成的反应链来驱动细胞移动，Atox1 能将铜移

动到 ATP7A 上，随后再移动到 LOX 上，LOX 需要铜离子来发挥功能，而且 LOX 主要参

与到了促进乳腺癌细胞转移的胞外过程中去。 

http://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http://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A7%86%E9%A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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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Stephanie Blockhuys 说道，当癌细胞中 Atox1 蛋白的水平降低时，LOX 的活性

就会下降，因此如果没有 Atox1 的话，LOX 就不会接收所需要进行细胞迁移活性的铜离子；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分析了包含 1904 个不同乳腺癌患者机体 Atox1 转录水平的数据库，以

及患者的生存时间；他么你发现，机体肿瘤中 Atox1 水平较高的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会下

降，因此，研究者在细胞培养实验中所鉴别出的这种特殊机制或在患者癌症的进展过程中

扮演关键角色。 

研究者表示，Atox1 或能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标志物来帮助评估乳腺癌的恶性程度，

诸如此类信息或能用来帮助研究者确定从机体中移除铜离子的疗法是否真的合适，Atox1

同时也能作为一种新型药物靶点帮助开发能阻断癌细胞转移并增加患者存活时间的新型药

物。最后研究者表示，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多种类型癌症的研究也很关键，目前研究人员并

不是非常清楚癌细胞发生转移背后的精细化分子机制，后期他们还会继续对动物模型进行

深入研究来调查是否其中还有其它铜结合蛋白的参与。 

原文出处：Stéphanie Blockhuys, Xiaolu Zhang, Pernilla Wittung-Stafshede. Single-cell 

tracking demonstrates copper chaperone Atox1 to be required for breast cancer cell 

migr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DOI: 

10.1073/pnas.1910722117 

9. STM：治疗恶性前列腺癌的肿瘤免疫疗法涉及特殊免疫激活标志 

尽管转移性耐药性前列腺癌（mCRPC）通常对免疫治疗的反应有限，但在德克萨斯大

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一项 II 期试验中，有证据表明：在肿瘤内有活跃的 T 细胞反应的

患者中，有一部分患者在接受 ipilimumab 治疗后生存期延长。 

最近发表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杂志上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 mCRPC 患

者可能会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中获益，并为如何识别上述亚群患者提供了特异性的生物标

志物。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前列腺癌患者的肿瘤突变负担较低，但免疫检查点阻断可

以诱导 T 细胞对肿瘤新抗原的反应，"主要作者、泌尿生殖医学肿瘤学助理教授 Sumit 

Subudhi 博士说。"我们在获益最大的患者亚群中发现了特定的标记物，如 T 细胞密度和

IFN-γ 信号等，这可能有助于提高我们选择患者进行检查点阻断治疗的能力。"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7/4/2014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7/4/2014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7/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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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STM 

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反应最强的癌症，如黑色素瘤或肺癌等，往往具有较高的基础基

因突变水平，这导致产生足够多的突变蛋白，或新抗原，可被免疫系统有效识别。相比之

下，前列腺癌的基因突变水平相对较低，存在的新抗原较少。 

然而，在 III 期试验中，小部分 mCRPC 患者中看到了检查点抑制剂的良好结果，Subudhi

解释说，这促使研究人员猜测，在突变水平较低的肿瘤中，是否可以通过检查点阻断来刺

激有效的免疫反应。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研究团队与 MD Anderson 的免疫治疗平台合作启动了 II 期试验，

该平台由相应的作者、泌尿生殖医学肿瘤学和免疫学教授 Padmanee Sharma，医学博士，博

士共同领导。 

该试验在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共招募了 30 名 MD 安德森公司的 mCRPC 患

者。其中，29 名患者接受了至少一种剂量的 ipilimumab 治疗，并能够被纳入最终分析。首

次治疗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45.5 个月。 

在所有患者中，根据放射学影像学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为 3 个月，中位总生存（OS）

为 24.3 个月。8 名患者（28%）经历了 3 级毒性反应，其中最常见的是皮炎和腹泻。 

研究人员注意到一个 "阳性反应 "的队列，其中 9 名患者的 PFS 大于 6 个月，OS 大于

1 年；此外，还有 10 名患者属于 PFS 小于 6 个月，OS 小于 1 年的 "阴性反应 "队列。分

析时，"阳性"队列中的 6 名（67%）患者存活，生存期在 33 至 54 个月之间。 

通过比较这两个队列中的预处理样本，研究人员确定了与检查点阻断治疗反应改善相

关的标记物。那些在 "阳性 "队列中的患者在肿瘤组织中具有更高的细胞毒性和记忆性 T

细胞密度，以及干扰素（IFN）-γ 信号的表达增加。 

此外，研究人员显示，从 "阳性 "队列中的患者中分离出的 T 细胞能够识别并对肿瘤

中的新抗原做出反应，而来自 "阴性 "组患者的 T 细胞似乎没有同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具有低突变负担的前列腺癌实际上确实有新抗原的表达，这些新抗原会引

起 T 细胞的反应，从而导致阳性的临床结果，"Sharma 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抗 CTLA-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图书馆主页：http://xajdyfytsg.superlib.libsou.com/ 

18 

免疫检查点治疗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制定可能改善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生存的治疗策

略。" 

    展望未来，作者计划在更大规模的多机构研究中调查这一问题，以验证目前试验的结

果。 

    原文出处：S.K. Subudhi el al., "Neoantigen responses, immune correlates, and favorable 

outcomes following ipilimumab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0). stm.sciencemag.org/lookup/doi/ … scitranslmed.aaz3577 

10. Clin Cancer Res：癌症新发现！基于 cfDNA 的检测手段，大大提高了转移

性乳腺癌的诊断敏感度！ 

导语：乳腺癌是全世界妇女的头号癌症杀手，全球平均每年乳腺癌新发病例约 167 万，

死亡病例约 52 万，平均每 26 秒就会新增一例患者，90%乳腺癌患者的死亡源于癌转移。

在医学领域，转移性乳腺癌是一种未知的非常难以检测的一种肿瘤。因此，转移性乳腺癌

的早期诊断是目前叕待解决的医学难题。 

近日，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的格斯特纳癌症诊断中心和哈佛大学以及达纳法伯

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找到了早期转移性乳腺癌的诊断方法：利用分子残留病(MRD)评估

技术，可以检测出死亡肿瘤释放出的微量突变 DNA，从而能够及早发现复发。不仅可以监

测乳腺癌的复发情况，更为相关治疗提供了决策信息。相关文章已同步发表在美国癌症研

究协会的杂志《临床癌症研究》上。 

循环肿瘤 DNA（ctDNA）是存在于肿瘤患者外周血液中且含有肿瘤特异性的游离 DNA

片段，其敏感度较高，携带大量肿瘤生物学信息，可以反应肿瘤负荷。因此 ctDNA 可以作

为复发转移乳腺癌患者监测转移和预后的常规的检测指标，并有助于明确耐药性产生的机

制，发现乳腺癌转移治疗的新靶点，评价预后。然而，缺乏检测治疗后最小残留疾病（MRD）

所需的灵敏度。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该团队根据每个患者的肿瘤的 DNA 序列为每个患者设计了定制的

血液活检测试。然后，研究人员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寻找过去 13 年中被诊断、治疗和监测

疾病复发的乳腺癌患者血液样本中的肿瘤 DNA。 

为了开发一种敏感的、个性化的血液活检测试，研究团队使用患者肿瘤活检的全外显

子组 DNA 测序，扩大了检测范围，能够在患者样本中追踪多达数百种不同的癌症相关突变，

从而提高了检测血液中微量癌症 DNA 的机会。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12/537/eaaz3577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12/537/eaaz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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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用这个测试来测试了 142 名接受早期乳腺癌治疗的患者的样本，这些患者在

治疗和随访期间，包括大约在手术后 12 个月，在初步治疗计划完成时，在不同时间点进行

了血样检测。然后对这些患者进行了长达 13 年的癌症复发监测。 

其中 6 名患者，通过血液活检分析在术后一年采集的储存样本中发现了癌症的迹象。

所有这些人后来都被诊断为转移性复发，平均复发时间为 18 个月。另外 26 名患者术后一

年血样检测呈阴性，但长期追踪发现，这些患者仍有复发；他们的癌症复发的平均时间往

往更长，最长者长达 10 年。而队列中其余的患者并没有疾病复发的记录。 

展望未来，研究人员正在对肿瘤活检进行全基因组测序，而不是全外显子组测序，以

收集患者的更多信息，并提高血液活检的敏感性。该团队还在探索更多的机会来研究患者

长期采集的血液样本，并进一步研究对可检测残留疾病的患者的实时干预是否能产生有意

义的临床影响。 

有了这种检测微小残留乳腺癌的新方法，便有机会进行治疗试验，来预防有症状的转

移性乳腺癌患者复发。虽然在 cfDNA 中追踪大量个体化肿瘤突变可以提高 MRD 检测的准

确度，但其敏感性是由可跟踪的肿瘤突变的数量决定的。研究人员表示，跟踪更多的肿瘤

突变可能会在不损害特异性的前提下增加检测敏感性，目前研究正在进行中，他们计划将

此方法应用于乳腺癌的前瞻性研究，以证明临床的可行性 MRD 测试的效用。 

原文出处：Heather A Parsons, Justin Rhoades, Sarah C Reed, et.al. Sensitive detection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in patients treated for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March 13, 2020 

11. Nat Immuno: 找到免疫治疗好帮手了！科学家发现，抑制 CD36 可阻断调

节 T 细胞对肿瘤微环境的适应，增强抗肿瘤活性 

在免疫系统中，杀伤性 T 细胞和调节性 T 细胞是一对背靠背的好搭档，在杀伤性 T 细

胞对病原体和异常细胞大开杀戒的同时，是调节性 T 细胞保障它不会伤害健康组织。 

不过有的时候，调节性 T 细胞也会兢兢业业地“办坏事”，比如说在肿瘤中。有研究发

现，杀伤性 T 细胞在肿瘤中的浸润会激活一些免疫调节机制，把调节性 T 细胞也招募到肿

瘤中，抑制了自己杀灭癌细胞。 

https://clincancerres.aacr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20/03/13/1078-0432.CCR-19-3005
https://clincancerres.aacr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20/03/13/1078-0432.CCR-19-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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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就拖后腿了吗？看来，如果能靶向性地抑制肿瘤中的调节性 T 细胞，说不定能让

杀伤性 T 细胞更好地施展，提高抗肿瘤免疫能力，同时又不影响正常的免疫调节功能？ 

基于这个思路，瑞士洛桑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他们发现，CD36 的表达增加是一

种重要的代谢响应，让调节性 T 细胞能适应高乳酸水平的肿瘤微环境，促进了调节性 T 细

胞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存活和聚集。 

通过单克隆抗体等方法阻断 CD36 后，肿瘤内的浸润的调节性 T 细胞减少，杀伤性 T

细胞则明显增加，在不破坏全身的免疫稳态的前提下，抑制肿瘤的生长。不但如此，阻断

CD36 还可以和抗 PD-1 治疗联合使用，进一步增强对肿瘤的杀伤。研究发表在了《自然·免

疫学》杂志上。 

 

未治疗（a）与 CD36 单抗治疗（b）的示意图，紫色为杀伤性 T 细胞，蓝色为调节性 T 细胞，靶标为

CD36，飞镖为 CD36 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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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的最开始，为了了解调节性 T 细胞是如何在肿瘤微环境中安定地生存的，研究

人员首先分析了一些乳腺癌患者的调节性 T 细胞的基因表达特征，并且对比了肿瘤中浸润

的和外周循环中的调节性 T 细胞的差异。 

他们发现，两类调节性 T 细胞的参与脂质代谢的基因表达差异很明显，其中就包括

CD36，它调控脂质的摄取，在肿瘤浸润的调节性 T 细胞中，CD36 的表达水平更高。除了

乳腺癌患者，研究人员在人肺癌细胞和黑色素瘤细胞体外模型，以及黑色素瘤和肠癌小鼠

模型中都发现了这一现象。 

在这么多种肿瘤模型中都观察到了 CD36 表达不同寻常的增加，这肯定不是偶然。因此，

接下来，研究人员对 CD36 表达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他们构建了调节性 T 细胞特异性 CD36 缺陷型小鼠，和普通小鼠相比，两者全身的免

疫稳态性并没有什么差别，效应 T 细胞和记忆 T 细胞的比例也是相似的。缺少 CD36 也不

会影响 T 细胞激活标志物，包括 CD44、CD103 和杀伤细胞凝集素样受体 G1 的表达，以及

调节性 T 细胞的标志性分子 Foxp3 的表达。 

唯一的不同是，肿瘤内的调节性 T 细胞缺少 CD36 后，细胞表面标志物 GITR 和 OX40

表达减少，PD-1、CD25 和 CTLA-4 则没有，表明 CD36 的表达调节效应调节性 T 细胞的抑

制功能。 

 

普通小鼠（蓝）和调节性 T 细胞 CD36 特异性缺失小鼠（红）GITR（c）和 OX40（d）表达水平的对比 

另外，肿瘤内促炎细胞因子干扰素-γ（INF-γ）和肿瘤坏死因子（TNF）的水平明显增

加，这也说明，CD36 抑制了肿瘤内调节性 T 细胞产生促炎细胞因子的能力，它们是介导

免疫反应的重要因子。 

这些结果意味着，CD36 不是调节性 T 细胞维持全身免疫稳态的必需分子，它仅是肿

瘤内调节性 T 细胞的抑制功能所必需的。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还发现，CD36 的缺失不但影响了肿瘤内调节性 T 细胞的功能，还

减少了它们在肿瘤中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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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染色实验结果显示，CD36 缺失并没有影响肿瘤内调节性 T 细胞的增殖，但是促

进了细胞的凋亡。过去的研究发现，线粒体代谢和适应性调节调节性 T 细胞的抑制功能和

生存[3-6]，因此，研究人员检查了这些细胞中线粒体的情况。 

他们发现，与普通小鼠或者是缺失 CD36 的外周调节性 T 细胞相比，缺失 CD36 的肿瘤

内调节性 T 细胞的线粒体膜电位下降，这一现象已经被证明会在细胞凋亡早期就开始出现。

电子显微镜观察也显示，这些细胞中线粒体数量更少，每个线粒体的线粒体嵴也更少（能

量需求大的细胞线粒体嵴数量多）。 

 

普通小鼠（左）和调节性 T 细胞 CD36 缺失小鼠（右）脾脏（上）和肿瘤（下）中的线粒体数量对比 

除此之外，细胞的耗氧率降低，糖酵解速率提高，这表明，缺失 CD36 导致氧化磷酸

化受损，细胞的代谢向糖酵解倾斜。 

据此，研究人员推测，肿瘤内调节性 T 细胞的 CD36 表达增加可能是通过调节线粒体

适应性来响应肿瘤微环境，改变了代谢途径，帮助调节性 T 细胞更好地生存。随后的实验

证明了他们的推测。 

那么 CD36 是通过谁来调节这种代谢适应性的改变的呢？对比发现，肿瘤内调节性 T 细

胞的参与 PARP通路的基因表达增加，而CD36可以通过线粒体激活因子 PARP-β和 PARP-γ

依赖性的方式增强对线粒体活性的调节，来改变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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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逐一实验，研究人员将目标锁定在了 PARP-β 上。PARP-β 途径的激活使得肿瘤内

调节性 T 细胞线粒体膜电位增加，凋亡减少，在不缺失 CD36 的情况下，PARP-β 的激活还

增强了 CD36 的表达，进一步提高了肿瘤内调节性 T 细胞的代谢适应。 

最后，研究人员制作了靶向 CD36 的单克隆抗体，并对黑色素瘤小鼠进行了治疗。肿

瘤中调节性 T 细胞的水平降低，杀伤性 T 细胞的浸润增加，显着抑制了肿瘤的生长。 

另外，肿瘤中杀伤性 T 细胞的耗竭也是常常出现的问题。因此，单独抑制调节性 T 细

胞可能是不够的，研究人员也尝试了同时使用阻断 CD36 和 PD-1，对肿瘤的杀伤作用果然

是“更上一层楼”，也延长了小鼠的生存期。 

 

普通小鼠（蓝）、调节性 T 细胞 CD36 特异性缺失小鼠（红）、接受 PD-1 单抗治疗的普通小鼠（黑）

和同时阻断 CD36 和 PD-1 治疗的小鼠（绿）在肿瘤体积（e）和生存率（f）上的对比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表明，肿瘤中的调节性 T 细胞在代谢方面异于其他调节性 T 细胞，

使它们能更好地适应肿瘤微环境，并在其中扼制杀伤性 T 细胞发挥功能，而这一切都是

CD36 赋予的，靶向抑制它，或许可以成为新的抗癌疗法或是辅助抗癌疗法。 

原文出处：Haiping Wang, Fabien Franco, Yao-Chen Tsui, et al. CD36-mediated metabolic 

adaptation supports regulatory T cell survival and function in tumors. Nat Immuno. 17 February 

2020 

12. Nature：AI 测血，肺癌早现！科学家开发全新 AI 血液测试 

美国多家机构组成的大型研究团队发现，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来检测人类早期肺癌。该

小组在《Nature》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描述了他们的工作，包括测试机器学习系统及其在

血液样本中发现循环肿瘤 DNA（ctDNA）的能力。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0-019-0589-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0-019-0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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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140-0 

肺癌是最致命的癌症之一，与许多其他癌症一样，发现得越早，患者的生存机会就越

大。然而当前检测它的唯一方法是通过 CT扫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还有很高的假阳性率，

因此医学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开发可以在早期阶段检测出肺癌的血液检测方法，包括扫描

血液样本中的 ctDNA片段。在这项新工作中，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机器学习——先前的

研究已经表明，机器学习在鉴别早期乳腺癌和其他癌症方面是有用的。 

文章中，研究人员开发并前瞻性地验证了一种称为“血浆中肺癌可能性”（Lung-CLiP）

的机器学习方法，该方法可以很好地将早期肺癌患者与风险匹配的对照区分开，实现与肿

瘤信息 ctDNA 检测相似的性能，并可调整检测的特异性，以促进不同的临床应用。这一发

现确立了 cfDNA在肺癌筛查中的潜力，并强调了基于 cfDNA的筛查研究中风险匹配病例和

对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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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中肺癌可能性（Lung-CLiP）方法的开发 

在测试过程中，该系统发现了 63％的 1 期肺癌患者的肿瘤，虽然没有 CT 扫描那么好，

但可能足以作为被认为是肺癌高危人群的初始筛查。研究人员指出，目前许多这样的患者

根本没有接受筛查，如果病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医生会建议他们进行更复杂的检测。 

这种筛查每年可以延长 600至 1200人的寿命，未来研究人员考虑将 Lung-CLiP 与 LDCT

整合或与其他循环生物标记物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提高性能，此外，通过修改考虑的高危人

群，并结合其他类型癌症的分子特征，希望可以开发适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方法。 

原文出处：Jacob J. Chabon, Emily G. Hamilton ]Maximilian Diehn, et.al. Integrating 

genomic features for non-invasive early lung cancer detection. Nature 25 March 2020 

13. Nature：最新发现一种重要的癌症免疫治疗新方法：Gasdermin E 

这个在大多数肿瘤组织中沉默或突变的有效抑癌基因可以重新打开，引发靶向肿瘤的

强大免疫攻击。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140-0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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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发现，肿瘤已经找到防止免疫系统攻击它们的各种方法。就医学而言，我们

可以通过癌症免疫疗法进行了反击，其中主要方法是使用检查点抑制剂，这是一种有助于

免疫系统将癌细胞识别为异物的药物。CAR-T细胞疗法是另一种方法，可以直接改造人们

的 T细胞，有效识别并杀死癌细胞。 

但是，并非所有患者都能通过这些方法治疗，研究显示这些方法仅对少数癌症类型有

效，并且 CAR-T细胞疗法也有重大风险。 

近期来自波士顿儿童医院发现了癌症免疫疗法的另外一种新武器，可以在更多的癌症

类型中发挥作用。这种方法利用人体内免疫反应重新激活称为 Gasdermin E的基因，这种

基因在许多类型的癌症中均被抑制。 

这一研究发现公布在 3 月 11日的 Nature杂志上。该研究的主要研究者细胞和分子医

学计划（PCMM）的 Judy Lieberman 医学博士说：“ Gasdermin E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抑癌

基因，但在大多数肿瘤组织中，它要么不表达，要么被突变，” “当激活肿瘤中的 Gasdermin 

E 时，它可以将免疫系统无法识别的具有免疫学意义的‘冷’肿瘤转变为免疫系统可以控

制的‘热’肿瘤。” 

在这项研究中，Lieberman 及其同事发现，他们测试的 22种与癌症相关的突变中有 20

种导致降低了 Gasdermin E 的功能。当他们在小鼠模型中重新引入 Gasdermin E 时，发现

能够触发 pyroptosis，抑制多种肿瘤（三阴性乳腺癌，结肠直肠肿瘤和黑色素瘤）的生长。 

加热免疫反应 

研究小组还发现了在小鼠肿瘤细胞系中这个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通常，当包括大多

数癌细胞的细胞死亡时，它是通过一种称为凋亡的过程，即安静，有序地死亡。但是，如

果存在 Gasdermin E并正常发挥作用时，癌细胞会通过一种高度炎性的细胞死亡形式（称

为焦亡）死亡。 

正如 Lieberman的研究小组在活小鼠中显示的那样，这种发热听起来像是一种有效的

免疫警报，可以募集杀伤性 T细胞来抑制肿瘤。该团队目前正在研究诱导 Gasdermin E 增

强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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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的建议是，如果能够打开炎症的危险信号，那么与其他免疫疗法相比，

我们可以更充分地激活淋巴细胞，这具有更大的免疫力。将肿瘤中的炎症激活与检查点抑

制剂药物相结合，可能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策略都更有效。” 

原文出处：Zhang Z, Zhang Y, Xia S,et al. Gasdermin E suppresses tumour growth by 

activating anti-tumour immunity. Nature. 2020 Mar;579(7799):415-420 

14. Cell Stem Cell：新型脐带血干细胞移植策略或有望改善血液癌症患者的治疗 

日前，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Cell Stem Cell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开发了一种新方法，其能使脐带中的血液干细胞变得更加适合

进行移植，相关研究发现或能改善成年人和儿童多种血液疾病的治疗。造血干细胞（HSCs，

haematopoietic stem cells）能够产生每一种血细胞，包括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等，

同时其还主要负责维持机体一生中血液的产生。 

 

图片来源：CC0 Public Domain 

当治疗特定癌症和遗传性血液障碍时，研究人员需要通过异基因干细胞移植的手段来

替换骨髓，其中就涉及利用来自健康供体的干细胞；脐带中富含造血干细胞，而且相比骨

髓移植而言，脐带血移植所产生的长期免疫并发症更轻，尽管脐带血移植在幼儿疾病治疗

中已经使用了 30年时间，但大多数的脐带血单元中所含的造血干细胞数量并不充足，并不

适合年龄稍大的儿童和成年人。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一种名为 NOV/CCN3 的蛋白质，正常情况下其在血液中

的水平较低，该蛋白能被用来快速增加单一脐带血单元中的造血干细胞数量（用作移植），

相关研究结果或能为所有年龄段患者的治疗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希望。研究者 Rajeev Gupta

表示，试图增加脐带血中造血干细胞的实际数量既昂贵又具有挑战性，并不是脐带血单元

中存在的所有造血干细胞都能进行移植，这就表明，脐带血单元或具有未被开发的移植潜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Gasdermin+E+suppresses+tumour+growth+by+activating+anti-tumour+immunity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Gasdermin+E+suppresses+tumour+growth+by+activating+anti-tumour+immunity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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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可替换的方法来增加造血干细胞的功能（而不是数

量），从而增加脐带血单元进行移植的能力。 

此前研究人员发现，名为 NOV的调节性蛋白对于人类造血干细胞的正常功能非常必要，

因此他们就想知道是否高度纯化的 NOV能被用来操控脐带血造血干细胞使其更加适合进行

移植；在实验室中利用细胞培养物和小鼠模型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发现，暴露于 NOV的脐

带血单元相比常规样本而言能表现出更加可用于移植的特性，实际上，样本中功能性造血

干细胞的频率增加了 6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效果只需要暴露 8小时就能达到。 

研究者 Gupta说道，利用 NOV我们就能够快速操控血液干细胞来改变其状态，即将非

功能性的造血干细胞转化为功能性的造血干细胞，从而增加脐带血的移植潜力，相关研究

或有望改善血液干细胞移植的潜力，下一步研究人员将会进一步深入进行临床研究阐明这

种步骤是否有益于血液癌症和其它血液障碍患者的治疗。研究者 Alejandro Madrigal在该

文章后评论道，脐带血移植被认为能够改善移植的成功率和效率，同时其还能改善很多患

者的治疗结局，然而很不幸的是，脐带血单元中的干细胞数量并不足以进行最理想的移植。

这篇研究报告让我们非常激动，只需要简单地添加 NOV/CCN3 就足以增加当前干细胞的功能

特性。本文研究中所开发出的实际解决方案或能帮助更多脐带血单元用于进行移植并改善

很多疾病患者的治疗和反应。 

原文出处：Rajeev Gupta, Virginia Turati, Duncan Brian, et al. Nov/CCN3 Enhances Cord 

Blood Engraftment by Rapidly Recruiting Latent Human Stem Cell Activity, Cell Stem 

Cell (2020). DOI:10.1016/j.stem.2020.02.012 

 

科研动态 

如何撰写一流论文 ：统计解读实验结果 

如今已没有几个行业可以完全不涉及统计学思维的，绝大多数学科都多少需要使用统

计学……统计学已经从我们日常思维的一个方面发展为无处不在的系统性研究工具……统

计学思维承认：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总存在某些不确定性，永不可能完全准确。 

统计是指收集、处理和解释数据的方法。由于统计方法是科学探索的固有内容，因此

我们的文章已经在研究设计、方法、结果、图表等数处提及统计。但考虑到统计在多数科

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有必要专门讲解其使用和表达。 

在开始研究之前，在初步的研究设计中就应该考虑统计。首先，要考虑你需要收集哪

些信息来检验你的假设或解答你的研究问题。研究有个正确的开始非常重要；虽然数据检

验错误相对容易弥补，要用另外的样本组重新收集数据或者从同一样本中追加获取变量可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93459092030065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93459092030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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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费时费力得多。如果你想检验某种疗法对普通人群的效果，你的样本要能够代表这个群

体。如果比较的是分别有两种疾病或行为的两个群体，那这两个群体的其他变量如年龄、

性别、种族需要尽可能一致。这些涉及的都是数据收集；如果在这一步就犯了错，你就有

可能遇到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在数个月后在同行审稿阶段遭到严重质疑而推翻重来。 

    其次，你要考虑要采用何种统计检验才能从数据中提炼出有意义的结论。这取决于数

据类型。是用来表达某种标志物存在与否的分类数据吗？还是有具体数值的定量数据？如

果是定量数据，是连续数据(测量所得)还是离散数据(计数所得)？例如，年龄、体重、时

间和温度都是连续数据因为他们的值是在连续，无限可分的尺度上测量出来的；相反，人

和细胞的数目都是离散数据，他们不是无限可分的，他们的值是通过计数得到的。你也需

要知道你数据的分布：是正态(高斯)分布还是偏态分布？这也关系到你该采取何种检验。

你一定要知道你收集的是何种类型的数据，这样才能用适宜的统计检验来分析和恰当的方

式来表示。下面这个网址提供了选择适宜检验方法的指南，可能会有所帮助：

http://www.graphpad.com/www/Book/Choose.htm 

最后，需要知道如何解读统计检验的结果。P值(或 t、 χ2 等)代表什么意思？这是

统计检验的关键：确定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能下什么结论？统计能告诉我们某一数据

集的集中趋势(如平均值和中位数)和离散趋势(标准差、标准误和百分位间距)，从而明确

该数据集的分布情况。统计学可以比较(如用 t检验、方差分析和 χ2检验)两个或多个样

本组之间是否有非偶然的系统性差别。如果检验表明无效假设可能性很小，则差别具有显

著性。一定要记住，用概率简化差别的“真实性”造成了两种风险，两种都取决于所选取

显著性的阈值。第一个是第 1类错误，是指本没有显著性差异之处检出了显著性差异。另

一个是第 2类错误，是指本有显著性差异但由于差别不够大而不能捡出。降低第 1类错误

的风险就会增加第 2类错误的风险；不过这也比下不存在的结论要好。统计学也能给出关

联的强度，从而允许从样本组中推断出适用于更广群体的结论。统计学赋予了本身价值有

限的结果更多意义，并允许我们用概率下结论，虽然总是存在错误的可能。 

实例： 

 

http://www.graphpad.com/www/Book/Choose.htm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图书馆主页：http://xajdyfytsg.superlib.libsou.com/ 

30 

 

 

清单： 

1. 在列举数据时，说明使用的是何种参数，如“均值±标准差”。  

2. 说明数据分析所采用的统计检验方法。 

3. 百分比给出分子分母，如“40% (100/250)”。 

4. 正态分布数据用均值和标准差表示。 

5. 非正态分布数据用中位数和 百分位数表示。 

6. 给出具体的 P 值, 如 写出 “P=0.0035”，而不要只写 “P<0.05”。 

7. “significant’ 这个词仅用于描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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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物 

肺癌新疗法！“双特异性疗法”获美国 FDA 突破性药物资格！ 

近日，美国 FDA授予双特异性疗法 JNJ-6372(JNJ-61186372)“突破性疗法”认定，用

于经含铂化疗后病情进展、携带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20 外显子插入突变的转移性非小

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 

JNJ-6372是由丹麦 Genmab 和杨森公司联合开发的一种治疗癌症的双特异性抗体。该

疗法目前正处于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1期临床试验。 

 

肺癌是全球第一大恶性肿瘤，在我国更是占人口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 1 位。据统计

显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占肺癌人群的 80%左右，最常见的驱动突变是一种促进细

胞生长和分裂的受体酪氨酸激酶--EGFR基因的过表达或突变。 

EGFR 20外显子有插入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通常对 EGFR受体酪氨酸激

酶抑制剂(TKI)治疗不敏感，与更常见的 EGFR19外显子缺失的患者相比，预后更差。 

目前，这类患者群体的治疗标准是常规的细胞毒性化疗。因为针对 EGFR 20 外显子有

插入突变的肺癌患者，尚无 FDA批准的靶向疗法。 

双特异性抗体是一种能够识别并结合两个不同分子的蛋白质，而 JNJ-6372 就是这样一

种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HGFR;cMET)的双特异性抗体。 

http://study.cn-healthcare.com/collegewap/269
http://study.cn-healthcare.com/collegewap/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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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发表在《MAbs》杂志上的研究结果显示，JNJ-6372可以有效地抑制肿瘤的生长。

作用机制是阻止肿瘤细胞的增殖，从而帮助治疗癌症。 

这项突破性疗法认定是基于这项首个人体、开放标签、剂量增加研究的一期临床

(NCT02609776)数据。目的是建立一个或多个推荐的 2 期剂量方案，并确定药物的限制毒性

剂量。 

 

本研究评估了 JNJ-6372 单药治疗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和初步疗效，并与新型第三代

临床阶段治疗药物 EGFR TKI --拉泽替尼(Lazertinibi)联合应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成

年患者。 

去年，韩国制药公司宇韩(Yuhan)表示已与杨森签署了一项协议，将授权拉泽替尼上市。

同时两家公司合作开展全球性的临床试验，评估拉莫替尼在单药治疗和联合治疗方案中的

效果和安全性。 

这项研究旨在确定晚期 NSCLC患者的推荐 II期临床剂量，目前第二部分剂量扩展队列

正在入组患者，以评估 JNJ-6372单药治疗在携带基因组改变的多个 NSCLC亚组中的活性，

如 C797S耐药突变或 MET扩增。 

JNJ-6372是一种新颖的双特异性抗体，有望使那些对目前可用的口服 EGFR 靶向疗法

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无效、EGFR 20外显子有插入突变的肺癌患者受益。 

2020年肺癌新进展 

自 2020年以来，针对肺癌的治疗方案多次获美国 FDA审批。2月，美国 FDA 优先审批

EGFR 突变肺癌患者治疗新方案：雷莫芦单抗(英文名 Ramucirumab)联合厄洛替尼

(Erlotinib)用于一线治疗 EGFR突变阳性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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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对照组(安慰剂+厄洛替尼)，雷莫芦单抗+厄洛替尼联合组的中位

无进展生存期(PFS)达到了 19.4个月，比对照组延长了 7.2个月。 

雷莫芦单抗是由美国礼来开发的全球首个靶向 VEGFR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的全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药物，它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来抑制肿瘤，于 2014 年在美国、日本

和欧盟批准上市，尚未在国内上市。 

曾经，肺癌是不治之症。但随着医学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新一代分子靶向药物、免

疫治疗药物层出不穷，肺癌正变成真正可治可控的慢性病! 

 

http://study.cn-healthcare.com/collegewap/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