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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最新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共识信息发布

（2020年 5月版）

尊敬的各位老师：

图书馆从近期到馆的中文期刊中筛选出了《最新的国内外诊疗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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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篇 名 杂志名称 年.卷(期):页码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学校等教育机构

防控指南

中华预防医学

杂志
2020.54(04):348

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肝脏损伤的预防及诊

疗方案

临床肝胆病杂

志
2020.36(04):7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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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8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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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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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93

6
COVID-19疫情下心血管外科急诊手术管理

策略

中华胸心血管

外科杂志
2020.36(03): 135

7
《2019年美国肝病学会实践指引和指南：成

人和儿童自身免疫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摘

译

临床肝胆病杂

志
2020.36(04):758

8
《2019年国际共识指南：慢性胰腺炎的手术

治疗及干预时机》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

志
2020.36(04):764

9
儿童风湿病国际相关诊治指南系列解读之四

——儿童风湿病合并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诊

治指南解读

中国实用儿科

杂志
2020.33(04):259

10 宫角妊娠诊治专家共识
中国实用妇科

与产科
2020.36(04):329

11
中央型肝癌三维可视化精准诊疗中国专家共

识（2020版）

中国实用外科

杂志
2040.40(04):361

12
局部晚期甲状腺癌手术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2020版）

中国实用外科

杂志
2040.40(04):369

http://rs.yiigle.com/CN112150202004/1188521.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0202004/1188521.htm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CGD202004010&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CGD202004010&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17/119221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17/119221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16/1191335.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9202005/119225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9202005/119225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434202003/1189601.htm
http://rs.yiigle.com/CN112434202003/1189601.htm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CGD202004012&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CGD202004012&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CGD202004012&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CGD202004013&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LCGD202004013&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SEK202004005&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SEK202004005&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SEK202004005&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SF202004011&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4001&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4001&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4003&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4003&tableName=CJFDAUTO&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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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输液导管相关静脉血栓形成防治中国专家共

识（2020版）

中国实用外科

杂志
2040.40(04):377

14
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病理诊断专家共识

（2020版）

中华病理学杂

志
2020.42(04):296

15 膀胱癌标本规范化处理和病理诊断共识
中华病理学杂

志
2020.42(04):305

16
中国听性脑干反应临床操作规范专家共识

（2020）
中华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杂志
2020.55(04):326

17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治指南（2020）
中华妇产科杂

志
2020.55(04):227

18 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2020年修订） 中华内科杂志 2020.59(05):341

19 生殖器疱疹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2020年）
中华皮肤科杂

志
2020.53(03):180

20 中国脑血管病影像应用指南 2019
中华神经科杂

志
2020.53(04):269

21 中国亚急性联合变性诊治共识
中华神经科杂

志
2020.53(04):274

22
中国帕金森病脑深部电刺激疗法专家共识

(第二版)

中华神经外科

杂志
2020.36(04):325

23 炎症性肠病病理诊断专家建议 中华消化杂志 2020.40(03):180

24
超高危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血脂

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心血管病

杂志
2020.48(04):280

25 血友病治疗中国指南（2020年版）
中华血液学杂

志

2020.41(网络预发

表)

26 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19版) 中华肿瘤杂志 2020.42(04):257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4004&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4004&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rs.yiigle.com/CN112151202004/118798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1202004/118798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1202004/1187984.htm
http://rs.yiigle.com/CN115330202004/1189643.htm
http://rs.yiigle.com/CN115330202004/118964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1202004/1192238.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8202005/1192033.htm
http://rs.yiigle.com/CN321138202003/1186473.htm
http://rs.yiigle.com/CN113694202004/1190965.htm
http://rs.yiigle.com/CN113694202004/119096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050202004/119162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050202004/1191622.htm
http://rs.yiigle.com/CN311367202003/119098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8202004/119205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8202004/1192054.htm
http://rs.yiigle.com/yufabiao/1189388.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2202004/11922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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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 Gastroenterology：警惕！胃肠道症状在 COVID-19患者中非常常见！

发烧、咳嗽和呼吸短促是 COVID-19典型的胃肠道症状，但根据斯坦福大学医学的一

项新研究，这些症状可能被忽视了，比如恶心和腹泻。

研究人员发现，除了上呼吸道症状外，相当一部分感染新病毒的患者还会出现食欲不

振、恶心、呕吐和腹泻等症状。

这项研究是美国最早关于冠状病毒患者的研究之一，近日发表在 Gastroenterology上。

胃肠病学研究员、医学博士 George Cholankeril和医学博士 Alexander Podboy是共同第一

作者，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教授、医学博士 Aijaz Ahmed是通讯作者。

“COVID-19可能不仅仅是像咳嗽这样的呼吸道症状，”Podboy说。“我们研究的三

分之一的患者有胃肠道症状。由于我们目前的检测策略只关注呼吸道症状，我们可能遗漏

了相当一部分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

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特殊情况

随着 3月初冠状病毒大流行袭击旧金山海湾地区，医院开始取消择期手术，推迟非急

诊病人的就诊时间，为激增的冠状病毒病人腾出空间。Podboy说，由于他们的诊所已经关

闭，其他项目也暂停了，一群肠胃病学研究员有时间一起做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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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斯坦福是美国最早接收 COVID-19患者的医院之

一，任何类型的早期经验都是重要的，我们在研究冠状病毒患者胃肠道症状方面处于独特

的地位。”

研究人员注意到，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COVID-19患者存在胃

肠道症状，但没有从美国患者那里获得相关数据。他们决定通过检查在斯坦福医疗中心接

受病毒治疗的最早一批病人的图表自己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

研究人员分析了 3月 4日至 24日在斯坦福医疗中心接受冠状病毒检测的 116名患者的

数据。大多数人接受了治疗，并从医院急诊室或诊所出院。共有 33人住院，其中 8人在重

症监护病房。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50岁，其中 53%为男性，只有一人死亡。

胃肠道症状占 31.9%。这一组中的大多数人描述的症状是轻微的。研究称，22%的人说

他们感到食欲不振，22%的人感到恶心和呕吐，12%的人感到腹泻。Cholankeril说：“我们

还注意到，40%的患者肝脏酶异常水平升高，而那些高水平的患者需要更多的住院治疗。”

测试建议

研究人员建议，虽然这些数据是早期的，而且只来自一个机构，但结果确实提高了接

触冠状病毒的人出现胃肠道症状的可能性，因此不仅仅是那些有呼吸道症状的人，出现胃

肠道症状的人也应该进行测试。

“在我们目前的患者队列中，所有患者在出现胃肠道症状之前都有呼吸道症状，”

Podboy说。“没有患者在出现呼吸道症状之前出现胃肠道症状，或者只出现胃肠道症状。”

他补充说，“然而，这可能是我们正在测试的结果。目前，只对符合特定标准的患者

进行检测，这些标准通常要求患者出现肺部症状。”

Cholankeril说，研究人员计划研究胃肠道症状在 COVID-19中的作用及其对疾病严重

程度和住院结果的影响。他们还计划继续作为一个团队工作。

“我们有六个人一起工作，我们很快就能看完这些图表，”Cholankeril说。“同事们

能够联合起来研究这种新疾病，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合作。我们认为，通过观察斯坦福的病

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新出现的疾病。”

原文出处：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common in COVID-19 patients

George Cholankeril et al. High Prevalence of Concurrent Gastro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SARS-CoV-2： Early Experience from California， Gastroenterology (2020).

DOI： 10.1053/j.gastro.2020.04.008nts.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search/?search=Gastrointestinal+symptoms+common+in+COVID-19+patients&s=0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0016508520304716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001650852030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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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冠状病毒治疗:哪些药物可能对 COVID-19有效？

随着 COVID-19继续在世界各地蔓延，造成十多万人死亡，经济陷入瘫痪，医生、科

学家和政府都在寻找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以帮助那些患病的人。然而，COVID-19的一

个大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治愈的方法。

尽管有一些治疗方法可以缓解症状，比如呼吸困难，但它们并不能解决根本原因：病

毒。他们的想法是，治疗这些症状将有助于延长病人的生命，并为他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的

启动和消除感染争取时间。

虽然过去几十年对相关冠状病毒的研究带来了一些看起来很有前途的药物，但只有对

COVID-19患者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才能准确揭示这些干预措施是否安全有效。不幸的是，

这类大型试验需要时间来进行，但它们正在进行中。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宣布，它已经帮助启动了针对 COVID-19的四个“大型试验”，

而且在世界各国还协调了无数个更小的试验。

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世卫组织支持的试验集中在被认为可以直接阻断SARS-CoV-2的药物上SARS-CoV-2

是导致冠状病毒在 COVID-19患者肺内复制的病毒株。以下是这些试验正在研究的一些主

要药物。

瑞德西韦

这是一种静脉注射的抗病毒药物，用于阻止相关冠状病毒甚至埃博拉病毒的感染，是

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帮助调查的药物之一。

瑞德西韦已经被证明可以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和感染了SARS-CoV-2病毒的小鼠的细

胞中发挥作用。瑞德西韦专门针对关键的病毒蛋白参与制造新的病毒副本，并阻止他们的

工作。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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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德西韦已经在美国的一些 COVID-19患者中使用，并且看起来是安全的，但是需要

进行大规模的试验才能真正知道情况是否如此。

而 4月 29日，中美科学家同时公布了 3相关于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瑞德西

韦可以显著缩短病人的恢复时间，意味着瑞德西韦是目前为止已知的最好的药物。

KALETRA：洛匹那韦(Lopinavir)和利托那韦(Ritonavir)

这是一种用来对付艾滋病毒的药物组合。它的工作原理与瑞德西韦类似，通过阻断称

为“蛋白酶”的关键病毒蛋白。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也被证明对实验室细胞和小鼠的 SARS-CoV-2有效，目前正在与

一种名为干扰素的抗病毒药物一起进行测试。这是目前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可以增强

人体细胞对 COVID-19的天然防御。

氯喹和羟氯喹

这两种药物目前都用于治疗疟疾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狼疮。氯喹已经被用于许多不同的

感染测试，因为在实验室中它可以阻止病毒(包括 SARS-CoV-2)进入放在培养皿中的细胞，

从而防止感染。

在实验室之外，氯喹还没有被证明在预防疾病方面有深远的效果，尽管特朗普大肆宣

传，但迄今为止，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它对 COVID-19有效。但是，仍然需要大规模的试

验，世卫组织支持这些试验。

使用氯喹时应谨慎，因为它对某些人有显着的副作用，甚至可能阻断免疫反应--这是

治疗狼疮的理想结果。

其他的两个选项

上述潜在的治疗方法都是通过使用小分子阻断病毒感染机制的某些关键元素来起作用

的。另外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也正在试验中。

第一种是被动免疫，即将已感染 SARS-CoV-2并已从 COVID-19康复的人体内的潜在

保护性抗体转移或转染给高危人群或正在遭受 SARS-CoV-2感染的人。

这种所谓的“恢复期血清”(一种从 COVID-19中恢复的人的纯化血液产品)可以在实

验室的培养皿中阻断细胞中的 SARS-CoV-2，有可能帮助开发治疗方法。针对 COVID-19

的被动免疫接种正在世界各地进行试验，到目前为止，结果似乎表明使用这种疗法是安全

的。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87%AA%E8%BA%AB%E5%85%8D%E7%9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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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另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法是阻断我们自身免疫系统中可能对SARS-CoV-2感染过度反应

的部分，从而对我们的肺部造成损害。

在 COVID-19有限的研究中，似乎在一些严重的病例中，我们的免疫反应过度，无法

清除感染，这可能会增加疾病的严重程度。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肺部就会出现严重的炎症。

潜在的治疗方法着眼于阻断与这种严重程度相关的免疫成分。也就是说，在感染期间

控制免疫反应时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在缺乏其他治疗方法的情况下，我们依赖于我们的免

疫反应来限制病毒的复制。

因此，虽然目前还没有针对 COVID-19的具体治疗方法，但药物正在试验和临床试验

中，并开始产生效果。这一点，再加上科学家对 SARS-CoV-2的进一步了解，将极大地有

助于研制出疫苗。

原文出处：

（1）Coronavirus treatments： what drugs might work against COVID-19？

（2）The convalescent sera option for containing COVID-19

（3）This is insane！' Many scientists lament Trump's embrace of risky malaria drugs for

coronavirus

（4）Compassionate Use of Remdesivir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ovid-19

（5）Wang， M.， Cao， R.， Zhang， L. et al. Remdesivir and chloroquine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recently emerged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in vitro. Cell Res 30，

269-271 (2020). https：//doi.org/10.1038/s41422-020-0282-0

（6）WHO launches global megatrial of the four most promising coronavirus treatments

http://news.bioon.com/tags/%E8%87%AA%E8%BA%AB%E5%85%8D%E7%96%AB/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4-coronavirus-treatments-drugs-covid-.html
https://www.jci.org/articles/view/138003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3/insane-many-scientists-lament-trump-s-embrace-risky-malaria-drugs-coronavirus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3/insane-many-scientists-lament-trump-s-embrace-risky-malaria-drugs-coronavirus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701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22-020-028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22-020-0282-0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3/who-launches-global-megatrial-four-most-promising-coronavirus-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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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cience发文指出中国北京科兴公司开发的 COVID-19疫苗可保护猴子免

受新冠病毒感染

科学家们报道，在众多正在开发的 COVID-19疫苗中，有一种疫苗首次保护了恒河猴

免受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的感染。这种疫苗是一种由这种病毒的化学灭活版本组成

的老式制剂，在这些猴子身上没有产生明显的副作用，而且人体临床试验在 4月 16日开始。

来自私人控股的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Sinovac Biotech，下称北京科兴）的研

究人员给总共 8只恒河猴注射了两剂不同剂量的这种 COVID-19疫苗。三周后，他们将导

致 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 SARS-CoV-2病毒通过管子导入这些猴子的肺部，

结果没有一只猴子发生全面感染。

那些给予最高剂量疫苗的猴子作出最好的反应：在这些猴子遭受 SARS-CoV-2攻击的

七天后，研究人员在它们的咽部或肺部中都无法检测到这种病毒。在 4月 19日发表在预印

本服务器 bioRxiv上的一篇论文中，北京科兴研究人员报道，一些接受低剂量疫苗接种的

猴子出现了“病毒载量短暂上升（viral blip）”，但似乎也控制了这种病毒感染。相比之

下，4只对照猴子在几个身体部位出现了高水平的病毒 RNA，并出现了严重的肺炎。北京

科兴海外监管事务高级总监Meng Weining说，这些结果 “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认为

这种疫苗将在人类身上发挥作用。

图片来源：NIAID

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病毒学家 Florian Krammer说，“我喜欢这一点。这是旧式的

疫苗，但可能管用。我最喜欢的是很多也在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生产商可能制造出这样的

疫苗。”Krammer 与人共同撰写了一份关于许多正在开发中的不同 COVID-19疫苗的现状

报告。

但是，正在猴子研究中开发和测试 COVID-19疫苗的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员 Dougla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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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d说，动物数量太少而无法产生统计学意义上的结果。他的团队还在准备撰写一份手稿，

指出针对北京科兴研究人员培养的用于攻击这些猴子的新型冠状病毒库的方式令人担忧：

这可能造成了一些变化使得它无法更好地反应感染人类的病毒。

另一个担忧是，猴子不会出现 SARS-CoV-2在人类中引起的最严重症状。北京科兴研

究人员在这篇论文中承认，“确定研究 SARS-CoV-2的最佳动物模型还为时过早”，但指

出，未接种疫苗的恒河猴在遭受病毒攻击后“出现了类似 COVID-19的症状”。

这项研究还解决了对部分保护可能是危险的担忧。早前，针对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SARS）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MERS-CoV）

疫苗的动物实验发现，当动物被注射了病原体时，低抗体水平可能会导致异常的免疫反应，

从而增强感染并导致肺部病变。但是北京科兴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接种过疫

苗并产生相对较低的抗体水平的动物会出现肺部损伤，这“减轻了人们对疫苗增强感染的

担忧”。Reed说，“尽管还需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来证实这一点”。

SARS-CoV-2似乎可以缓慢地积累突变；即便如此，它的变体可能会对疫苗构成挑战。

在试管实验中，北京科兴研究人员将从猴子、大鼠和小鼠身上提取的抗体与从中国、意大

利、瑞士、西班牙和英国的 COVID-19患者身上分离出的病毒毒株混合在一起。他们指出

这些抗体有效地“中和”广泛分布在系统发育树中的所有毒株。

美国俄勒冈州健康与科学大学免疫学家Mark Slifka在推特上发帖指出，“这提供了强

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种发生突变的方式并不让它抵抗 COVID-19疫苗。很高兴知道这一点。”

北京科兴是一家经验丰富的疫苗制造商----它已经销售过针对手足口病、甲肝和乙肝、

H5N1流感或禽流感的灭活病毒疫苗。但Meng说，如果该公司的 COVID-19疫苗在人体试

验中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它最多可以生产大约 1亿剂疫苗，因而可能需要与其他制造商

合作。

该公司最近在上海以北的江苏省启动了 I期临床试验，旨在在 144名志愿者中评估这

种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反应。相同数量的参与者将接受高剂量疫苗、低剂量疫苗或安慰剂

注射。Meng说，虽然安慰剂通常不用于不评估疗效的 I期研究中，但是这可以帮助更好地

评估这种疫苗是否会导致任何危险的副作用。该公司希望在 5月中旬启动 II期临床研究，

这项 II临床研究具有相同的设计，但会招募超过 1000人，结果将在 6月底公布。

Meng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北京科兴将寻求启动传统的 III 期疗效试验，在数千人

中进行疫苗与安慰剂比较。该公司还讨论了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在组织的国际疫

苗试验。鉴于目前这种病毒在中国的传播水平较低，该公司正在考虑在其他受它影响较大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7.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7%A6%BD%E6%B5%81%E6%84%9F/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11

的国家进行更多的疗效试验。Meng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Meng说，为了在 I期和 II期试验后快速获得更多的疗效数据，并有可能帮助到人们，

北京科兴可能会向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申请紧急授权，将疫苗发放给那些高危人群，

比如通常不会穿戴医护人员使用的防护用品的海关人员和警察。刚果民主共和国在 2018年

开始广泛使用一种实验性的埃博拉疫苗，而且有证据表明，它有力地帮助遏制了那场疫情。

（这种埃博拉疫苗于 2019年 11月首次获得监管部门批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截至 4月 23日，其他 6种疫苗已进入人体试验，还有 77

种疫苗正在开发中。这些疫苗中的绝大部分使用了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只有 4种依靠老式

的灭活技术），不过Meng说，最终重要的是疫苗是否安全有效，而不是疫苗是如何制造

出来的。Meng说，“我们没有拿自己的疫苗和任何人比较。在这种大流行的情况下，最重

要的是，要尽快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疫苗。”

原文出处：

（1）Jon Cohen. COVID-19 vaccine protects monkeys from new coronavirus,

Chinese biotech reports. Science, 2020, doi:10.1126/science.abc4050

（2）Qiang Gao et al. Rapid development of an inactivated vaccine for SARS-CoV-2.

bioRxiv, 2020, doi:10.1101/2020.04.17.046375

（3）Fatima Amanat et al. SARS-CoV-2 Vaccines: Status Report. Immunity, 2020,

doi:10.1016/j.immuni.2020.03.007

（4）Ebola vaccine is having ‘major impact’ but worries about Congo outbreak grow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8/12/ebola-vaccine-having-major-impact-out

break-may-still-explode-west-africa

4. 可以治疗肺衰竭的一氧化氮有望治疗 COVID-19么？

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UAB)的医生们正在

让患者参加一项国际临床试验，以确定吸入一氧化氮是否对严重损害肺部的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患者有益。

https://dx.doi.org/10.1126/science.abc4050
https://dx.doi.org/10.1126/science.abc4050
https://doi.org/10.1101/2020.04.17.046375
https://doi.org/10.1016/j.immuni.2020.03.007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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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目前，对于这种由 SARS-CoV-2引起的疾病还没有获批的治疗方法。严重的肺衰竭-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是导致 COVID-19死亡的主要原因。人们发现，一氧化氮可以改善仍

然可以接受空气的肺部区域的血液流动，增加血液中的氧气量。

除了用于治疗衰竭的肺外，人们还发现一氧化氮有抗病毒作用，可以对抗冠状病毒。

这是在 2002年至 2003年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期间的研究结果发现的，

它是由一种与引起 COVID-19的冠状病毒类似的冠状病毒引起的。任何在 UAB重症监护

病房使用呼吸机呼吸的 COVID-19患者都有资格参加这项研究。

UAB心血管疾病部门的研究员 Vibhu Parcha医学博士在该大学的一份新闻中说：“这

项试验将使 UAB中病情最严重的 COVID-19患者获得一种抢救治疗，这种治疗除了改善

肺部状况外，可能还具有抗病毒的益处。”

原文出处：Clinical trial underway to test nitric oxide in COVID-19 patients

5. Nature：全球近 100种在研 SARS-CoV-2疫苗，科学家如何找出最好的？

开发人员和资助者正在为疗效试验奠定基础，但可能只有少数疫苗能达到要求。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4-clinical-trial-underway-nitric-ox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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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首次了解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致命肺炎后不到 5个月，就有 90多种疫苗处

于不同的开发阶段，每周都会宣布有更多疫苗的出现。现在至少有 6个已经在进行人体安

全测试。

现在，开发人员、资助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正在为他们迄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奠定基础：

确定哪些疫苗确实有效。

这通常涉及给数千或数万人疫苗或安慰剂，在几个月甚至几年里观察是两组中有多少

人感染、追踪他们的日常生活以检查是否出现安全问题。

但在这次大流行中，科学家必须加快和简化这一过程。疫苗可能是在人群中产生对该

病毒免疫的唯一方法：尽管全世界有数百万的冠状病毒病例，一些初步研究表明，即使在

疫情严重的地区，也只有一小部分人感染了 SARS-CoV-2，而且他们的免疫能力还不清楚。

图片来源：Nicolas Asfouri AFP Getty

本月，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WHO)草拟了一项临床试验计划，将在一项研

究中测试多种疫苗。一些开发商和资助者计划进行自己的疗效试验。但是关键的问题仍然

存在，比如哪些疫苗将首先进行测试--或者根本不进行测试--以及如何衡量和比较它们的

有效性。

纽约市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IAVI)主席兼首席执行官Mark Feinberg说：“这将

需要一种以前从未真正发生过的协调水平，以及一种从未真正设想过的时间框架。”设在

日内瓦的疫苗联盟 Gavi的首席执行官 Seth Berkley表示：“你无法将 200种疫苗投入有效

性试验。”该联盟为中低收入国家的免疫接种提供资金。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89%BE%E6%BB%8B%E7%97%85%E7%96%AB%E8%8B%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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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试验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团结疫苗试验试图通过适应性设计加快发展。这使得疫苗可以持

续添加到试验中。参与者将被持续登记，那些似乎不起作用的疫苗可以从测试中退出。

位于巴黎的法国国立卫生与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主任Marie-Paule Kieny说，世界卫生组

织仍然需要敲定一些细节，比如如何衡量疫苗的有效性。但她认为其整体方法是合理的。

她说：“其中一个挑战是确定优先次序--应该首先测试哪种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建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将疫苗列入其试验的优先次序，但它不太可

能是唯一的组织。Feinberg说：“在这项工作中，一些战略上的联合和协调将是至关重要

的，否则将会变得非常混乱。世卫组织的计划只靠WHO本身可能是不够的”。

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本月公布了与十多家公司的合作

计划，旨在协调研发治疗冠状病毒的药物和疫苗。为疫苗开发提供资金的全球基金会--流

行病防备联盟(CEPI)正在支持 9种不同的疫苗。该组织的疫苗研发主任Melanie Saville说，

该非营利性组织希望筹集 20亿美元来支付有效性试验、生产和其他费用。

Kieny说，根据效力对疫苗进行优先排序的标准可能包括疫苗的生产能力、早期人体试

验和动物研究中产生的免疫反应，以及监管机构对特定类型疫苗的经验。目前正在开发的

一些疫苗，如 RNA疫苗，还没有在人体中进行广泛测试，也没有用于获得监管批准的疫苗

中。

英国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Jenner Institute)开发的一种疫苗目前正在进行早期试验。“我

们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里观察到疫苗的有效性，”领导这项试验的牛津大学传染病研究

员 Andrew Pollard在网上新闻发布会上说。

IAVI的项目负责人 Rip Ballou说，少数有计划和资金获得疫苗批准并扩大生产的开发

人员可能会决定如何进行疗效试验。他表示：“如果不与一项计划结合起来，在一些监管

机构的授权下进行三期临床试验以证明其有效性，那就毫无意义。只有少数疫苗能达到这

个高度。否则，它就只是出版物，而不是疫苗。”

一个公平的机会

另一个挑战是确定不同疫苗之间的相互比较。世卫组织关于有效性试验的建议可能允

许直接比较不同疫苗的性能，但 Kieny认为，一些开发人员可能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因为

这可能会损害疫苗的商业前景。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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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VI的副总裁和新发传染病和科学策略组织领导人 Swati Gupta说疫苗开发人员想在

进行需要与其他疫苗试验比较的实验之前了解关键决策，以确保他们的疫苗“有公平的机

会能够显示其疗效”。

但伦敦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生物医学慈善机构的疫苗负责人 Charlie Weller表

示，能够比较不同的疫苗至关重要，即使这要求疫苗开发商将短期利益放在一边。“如果

他们在商业模式下工作。这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行不通的。”

预计全球对冠状病毒疫苗的需求可能会使开发人员更愿意合作。“我们需要不止一种

疫苗，”Kieney说。“垄断总是非常糟糕，没有一个疫苗公司可能有足够的生产能力。”

能够鼓励这种合作的一个因素是大流行地域的变化。“如果两个月前在武汉进行疗效

试验，中国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Berkley说。一个月前，意大利会是一个做这件事的好

地方。因此，开发人员有动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项目，因为他们

可以利用世界各地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将疫苗带到有冠状病毒病例的地方。我们需要变

得灵活。

紧急使用

虽然大多数专家认为大规模试验是确保冠状病毒疫苗安全和有效的必要手段，但一些

开发人员正在研究替代方案。

一种选择是确定一种疫苗在涉及数百名参与者的早期试验中是否有效的迹象，然后向

监管机构寻求许可，根据“紧急使用”规则在高危人群中部署疫苗，比如医护人员，他们

更有可能感染冠状病毒。美国 FDA等监管机构可以批准紧急使用，同时收集额外数据以获

得疫苗的许可。

中国天津的 Cansino Biologics正在开发一种由化学灭活的 SARS-CoV-2病毒组成的疫

苗。该公司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考虑采用这种方法。而强生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其疫苗可于 2021年初投入紧急使用。

世卫组织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司司长 Katherine O'Brien说，从未根据紧急使用规定

部署过疫苗。如果冠状病毒疫苗遵循这一途径，监管机构将寻求额外的保证，以确保疫苗

是安全的。“在安全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一项更激进的提议正在形成，以确定哪种疫苗有效：有意让年轻、健康的志愿者感染，

从而消除了等待试验参与者自然感染的需要。这些“人类挑战”研究已经被用于研究疟疾

和登革热等传染病，一些研究人员说，应该考虑这些研究来加快冠状病毒疫苗的开发。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news.bioon.com/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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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ley说，挑战性试验可以用来迅速确定哪些疫苗可以进行大规模试验。但他认为，

如果既没有有效的药物，也没有基因测试来识别那些可能患上严重疾病的罕见的年轻人，

这样做的风险可能太大。他说：“在你得到公认的治疗之前，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

过程。”

原文出处：

（1）Scores of coronavirus vaccines are in competition - how will scientists choose the best？

（2）If a coronavirus vaccine arrives， can the world make enough？

（3）Hundreds of people volunteer to be infected with coronavirus

（4）Don't rush to deploy COVID-19 vaccines and drugs without sufficient safety guarantees

（5）The race for coronavirus vaccines： a graphical guide

6. Nature重大突破：利用 CRISPR实现病毒高通量检测，一次检测 169种

病毒！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新技术，可以灵活地扩展基于 CRISPR的分子诊断学，使用

微流体芯片可以同时运行数千个测试。单片芯片的能力范围可以从一次在 1000多个样本中

检测一种单一类型的病毒，到在少量样本中搜索 160多种不同的病毒，包括 COVID-19病

毒。

这项技术被称为核酸多重评估的组合排列反应(Combinatorial Arrayed Reactions for

Multiplexed Evaluation of Nucleic acids，CARMEN)，研究人员在病人样本上进行了验证，

当天就能得到结果，将来有一天可能会用于广泛的公共卫生工作。

图片来源： Michael James Butt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247-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063-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179-x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0751-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221-y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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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杂志上，由麻省理工学院 Broad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博士后

Cheri Ackerman和 Cameron Myhrvold共同领导。Broad研究所核心成员、麻省理工学院生

物工程系副教授 Paul Blainey和哈佛大学教授、Broad研究所成员以及霍华德·休斯医学研

究所研究员 Pardis Sabeti是这篇文章的共同通讯作者。

Sabeti说：“当前的大流行强调了快速和敏感的工具对于诊断、监测和确定人群中的

感染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创新的诊断方法在社区中广泛应用，这是前所未有的迫切。”

“基于 CRISPR的诊断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因为它们具有可编程性、敏感性和易

用性，”Myhrvold说。“现在扩大这些诊断的方法，我们可以发掘综合方法的潜力--例如

使临床医生能够确定患者是否感染多种病毒，快速排出感染源以及同时对大量严重感染的

患者进行测试。”

小型化 CRISPR诊断

为了建立一个具有这种能力的测试平台，研究团队转向微流体技术，他们对 Blainey

实验室 2018年开发的技术进行了调整和改进。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稍微比手机大一点的塑

料芯片，上面含有数千个微孔并粘附在玻璃片上，每个微孔可以装载一对纳升级别的液滴。

其中一滴含有样本中的病毒遗传物质，另一个液滴含有病毒检测试剂。

芯片使用的检测方法是改编自基于 CRISPR的诊断测试 SHERLOCK--一项由 Broad研

究所、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医学工程与科学研究所和哈佛大学生

物工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于 2017年开发的技术。

为了使用 CARMEN平台，研究人员首先从样本中提取病毒 RNA并进行复制，这个过

程类似于目前用于疑似 COVID-19病例的 RT-qPCR诊断法的准备过程。然后，研究人员

在每个准备好的样品中加入一种独特的荧光色染料，并将混合物分成小滴。

另一方面，检测混合物中含有 CRISPR蛋白 Cas13，这是一种寻找特定病毒序列的引导

RNA，以及报告结果的分子。这些混合物也有颜色编码，也被分离成液滴。

成千上万的液滴从样品和检测混合物中汇集在一起，并通过一个单一的管道加载到芯

片上。芯片中的每个微孔能捕获两滴。当探测液滴在同一微环境的样品液滴中找到它的目

标--一种特定的病毒遗传序列时，荧光显微镜就会产生并检测到一个信号。整个过程，从

RNA提取到结果，需要不到 8个小时。

麻省理工学院 Broad传染病和微生物组项目的研究生、该研究作者 Gowtham Thakku

说：“将这两种技术结合在一个单一的平台上，为我们研究临床和流行病学问题提供了令

人兴奋的新能力。”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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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N使单片微流体芯片上的 4500多个测试成为可能，该芯片可以使用现有的荧

光编码，以多种方式应用于患者样本。例如，一个芯片可以同时测试一个病毒的 1048个样

本，或者测试 169个病毒的 5个样本。通过添加更多的芯片，可以很容易地进一步扩大容

量，通常在一天内可以运行四五个芯片。

图片来源：Nature

多重功能

为了展示该平台的多诊断能力，该团队制定了一项策略，对数十个样本进行快速检测，

检测 169种与人类相关的病毒，这些病毒有 10多个已公布的基因组序列。研究人员使用多

种芯片对 58名患者的样本进行了检测。他们还将 CARMEN应用于患者样本，以区分 A型

流感毒株的亚型和检测艾滋病毒的耐药性突变。

该团队还将 SARS-CoV-2和其他呼吸道病原体的检测混合物纳入其中，以演示如何使

用合成的病毒序列来快速检测新出现的病毒。

研究人员报告称，CARMEN在诊断测试中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通量和灵活性，该平

台的敏感度与之前发表的 SHERLOCK测试相当，他们还在继续改进和利用更多的临床样

本对 CARMEN进行验证。根据该团队的说法，再加上 Nature杂志上描述的来自患者样本

的成功测试数据，这种方法在临床中很容易转化。

Blainey说：“这种小型化的诊断方法资源效率高，易于实现。新工具需要创造力和创

新，随着化学和微流体技术的进步，我们对 CARMEN的潜力充满热情，因为社区正在努

力击退 COVID-19和未来的传染病威胁。”

原文出处：

（1）CRISPR-based diagnostic chips perform thousands of tests simultaneously to detect viruse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4-crispr-based-diagnostic-chips-thousands-simultaneous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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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ckerman， C.M.， Myhrvold， C.， Thakku， S.G. et al. Massively multiplexed

nucleic acid detection using Cas13. Nature (2020). https：

//doi.org/10.1038/s41586-020-2279-8

7. bioRxiv：中国科学家快速开发 SARS-CoV-2灭活疫苗，动物实验显示安

全且可产生抗体！

SARS-CoV-2导致的 COVID-19大流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给人类健康、生命和

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由于这种病毒的新颖性，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 SARS-CoV-2的

治疗方法或疫苗。因此，迫切需要迅速开发针对 SARS-CoV-2的有效疫苗。

图片来源：bioRxiv

近日来自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Sinovac Biotech Ltd）、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微生物系、中科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卫生部人类疾病比较医学重点实验室的研

究人员在预印本平台 bioRxiv上发表题为“Rapid development of an inactivated vaccine for

SARS-CoV-2”的文章，为开发了一种针对 SARS-CoV-2的一种灭活疫苗提供了借鉴。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纯化的灭活 SARS-CoV-2病毒候选疫苗

(PiCoVacc)，并尝试了中试规模生产。

研究结果证明该疫苗可诱导小鼠、大鼠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产生 SARS-CoV-2特异性

中和抗体。这些抗体有效地中和了 10个有代表性的 SARS-CoV-2毒株，表明可能有更广

泛的中和能力来对抗全球流行的 SARS-CoV-2毒株。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279-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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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两种不同剂量(每剂 3μg或 6μg)的疫苗可以给感染 SARS-CoV-2的猕猴提供部

分或完全的保护，同时没有发现任何抗体依赖的感染增强。

研究人员通过监测猕猴的临床体征、血液生化指标和组织病理学分析，对 PiCoVacc进

行系统评价，表明 PiCoVacc是安全的。这些数据支持了人类 SARS-CoV-2疫苗的快速临

床开发。

原文出处：Chuan Qin et al. Rapid development of an inactivated vaccine for

SARS-CoV-2. bioRxiv. 2020. DOI： https：//doi.org/10.1101/2020.04.17.046375

8. Nature：新突破：胰腺癌治疗新方法——羟化氯喹+化疗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诊断和治疗都很困难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约 90%为起源

于胰管上皮的导管腺癌。其发病率和死亡率近年来明显上升。胰腺癌有病程短、病情发展

快和迅速恶化等特点，是预后最差的恶性肿瘤之一。最近对胰腺癌的研究有了新突破。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NYU 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胰腺癌细胞使用一种正常的废物清除过程去隐藏它们表面的标签，不让免疫系统摧毁它们，

这项研究在 4月 22日在线发表在《自然》上。这项研究结果有助于回答了一个长期存在的

问题：为什么胰腺癌细胞抵制免疫治疗呢？免疫治疗是使用身体自身的免疫防御去攻击癌

细胞。

这项研究关注于主要的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1类（MHC-1），MHC-1是一组在细胞表

面呈现的特定的蛋白质片段。免疫系统的 T细胞会忽略那些带有MHC-1标记的细胞，MH

C-1细胞对每个人的细胞都呈现“自我”标记，但它们会识别和攻击带有奇怪标记的细胞，

比如那些感染了病毒的细胞，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攻击已经癌变的细胞。

由纽约大学兰贡分校放射肿瘤学系和珀尔穆特癌症中心以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

究人员主导的这项新研究，发现在在胰腺癌中，MHC-I被拖入癌细胞内称为囊泡的隔间，

并被自噬降解，回收受损细胞组件的正常过程。研究人员表示，通过去除MHC-I标记，自

噬使癌细胞能够避开免疫系统的注意，并使它们对免疫疗法产生抵抗。

这项新研究表明，在胰腺癌细胞中，MHC-1进入隔间（也称囊泡），在癌细胞里面，

被自我吞噬降解，一个正常的过程会再循环损伤的细胞组分。通过移除MHC-1标签，自

我吞噬能够让癌细胞不被免疫系统注意到，也让癌细胞对免疫治疗有了抵抗力。

该研究的资深合着者、医学博士亚力克·基梅尔曼（Alec Kimmelman）和安妮塔·斯

特科勒（Anita Steckler）、纽约大学兰贡分校放射肿瘤学系的主席、教授约瑟夫·斯特科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4.17.046375v1?ct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4.17.046375v1?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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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Joseph Steckler）一起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阻断自我吞噬，或者在基因上或者在

药物上，都会增强MHC-1在胰腺癌细胞表明的表达。”

珀尔穆特癌症中心高级领导基梅尔曼博士补充说，“这一新发现的免疫逃避作用增加

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胰腺癌或其他癌症中自我吞噬途径的靶向性。”例如，基梅尔曼

博士的实验室先前的研究表明，胰腺癌细胞利用自我吞噬产生一种降解的细胞成分，作为

恶性细胞生长的燃料。

胰腺导管腺癌（PDAC）是最普遍的胰腺癌类型，它是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治疗

无效的癌症类型之一。基梅尔曼博士表示，尽管这些治疗方法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基因改

变（突变）导致肿瘤细胞表面MCH-1的缺失是一个起因，然而 PDAC肿瘤并没有这些突

变，表明仍有其他机制在起作用。

基梅尔曼博士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资深研究合着者拉舍卡·佩雷拉（Rushika Per

era）博士独立确定，MHC-1的相当一部分不再存在于胰腺癌细胞的表面，而是存在于细

胞内，这两个实验室随后合作证明，一种自我吞噬蛋白（也称 NBR1）附着在MHC-1上，

MHC-1将其输送到自我吞噬体，然后进入溶酶体，在溶酶体中像细胞废物一样被分解了。

在患有胰腺癌的小鼠实验中表明，用基因方法或用抗疟疾药物氯喹阻断自我吞噬会导

致MHC-1分子在肿瘤细胞表面的增加。众所周知，氯喹和它的衍生羟化氯喹，羟化氯喹

被测试出在很可能能够治疗 COVID-19，研究人员也发现，在小鼠模型中，氯喹和两种免

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使用会极大提高肿瘤表达，远胜于单独的免疫治疗。

研究人员也研究了非小细胞肺癌的肿瘤细胞系，发现MHC-1也在这些肿瘤中的一部

分也通过自我吞噬降解。这些研究表明，MHC-1在胰腺癌细胞内化引起的免疫治疗抵抗力

可能在其他癌症类型中起作用。

对胰腺癌患者的临床测试已经表明，羟化氯喹与标准的化学治疗结合会增加患者对化

学治疗的反应。新研究表明，羟化氯喹可能提高免疫治疗的效果。基梅尔曼博士警告称，

虽然前景看好，但这种结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进行临床测试。

共同领导研究的作者、医学博士山本圭佑（Keisuke Yamamoto）和实验室的博士后研

究员基梅尔曼博士表示，“我们研究的下一步就是在患者身上测试，我们的目标就是搞清

楚如何使用羟化氯喹、免疫治疗对化学治疗进行排序，去识别可能反应的患者亚组织的标

记物。

原文出处：Keisuke Yamamoto,et al.Autophagy promotes immune evasion of pancreat

ic cancer by degrading MHC-I.Nature (20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229-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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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ature: 癌症治疗的概念性突破：三特异性抗体靶向治疗方法

疫治疗的核心是增强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响应。最新开发的抗体经过改造，能够同

时识别三个靶点。动物实验表明，这种抗体有望增强 T细胞的抗肿瘤能力。

单克隆抗体，即特异性针对单一靶点的抗体，是首个被广泛用于临床的癌症免疫疗法。

对抗体加以改造，使其能够识别两个分子靶标（即抗原），就能增强其治疗效力。这些双

特异性抗体可以同时与肿瘤细胞和名为 T细胞的免疫细胞结合，让 T细胞杀灭肿瘤细胞。

Lan Wu等人 1在《自然-癌症》上报道了一种三特异性抗体，其靶点包括肿瘤细胞、

激活 T细胞的受体和维持 T细胞持续激活、攻击肿瘤细胞的 T细胞蛋白（图 1）。

一种能让免疫细胞锚定癌细胞的抗体

Wu等人 1报道了一种经过工程改造的抗体，可以让名为 T细胞的免疫细胞靠近骨髓

瘤细胞这类癌细胞，并增强 T细胞的抗癌作用。这种三特异性抗体有三个靶点：骨髓瘤细

胞上的 CD38蛋白、T细胞上的 CD28蛋白，以及 T细胞上的 CD3蛋白复合物（抗体的靶

标结合域分别用红色、蓝色和黄色标注）。CD3是 T细胞受体（TCR）的一部分，TCR通

过结合抗原分子识别异常细胞。抗体与 CD3结合可促使 T细胞活化（不需要 TCR识别抗

原），杀死骨髓瘤细胞，同时产生并释放有毒的细胞因子。抗体与 CD28结合可以促进 Bc

l-xL蛋白的表达，而 Bcl-xL能够阻止 T细胞死亡——如果抗体不激活 CD28，TCR长期活

化可能会导致 T细胞死亡。

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会产生大量的抗体；如若加以改造，就能让抗体识别特定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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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点。通常情况下，抗体只能识别单个抗原，这个抗原可以是某个致病成分，也可以是某

种异常的蛋白质或糖类分子。针对癌细胞上某个靶点的单克隆抗体会募集中性粒细胞细胞、

天然杀伤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杀死或吞噬癌细胞。

经过改造的抗体还能阻断或刺激与其结合的蛋白的功能。例如，有些调节受体会抑制

T细胞功能，经过改造的抗体可以阻断这些受体，这种增强 T细胞功能的临床治疗策略即

所谓的“检查点阻断”疗法。这些抑制性受体控制着“T细胞衰竭”——一种 T细胞无功

能的状态，可以避免自身免疫反应的发生；肿瘤微环境中也存在“T细胞衰竭”，让肿瘤

细胞逃脱 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作用。检查点阻断治疗可以唤醒衰竭的抗肿瘤 T细胞，带来

极大的临床获益，但也会导致自身免疫毒性。Wu等人开发的抗体采用类似方法增强 T细

胞对癌细胞的活性，但主要通过刺激能够强化 T细胞功能的受体，而非阻断抑制性受体。

Wu等人开发的人源抗体基于双特异性抗体技术，这种技术将两种不同抗体的抗原识别

域重新整合为一个双特异性分子。双特异性抗体的靶点通常是肿瘤细胞表面的某种抗原和

T细胞上的 CD3蛋白复合物。CD3是 T细胞受体（TCR）复合物的一部分。当与一个抗原

结合后，TCR也会包含抗原识别结构域，并向 T细胞传递激活信号，而抗体与 CD3结合也

能产生激活信号。

因此，这种双特异性抗体可以激活 T细胞，使其与肿瘤细胞贴得很近，不论 T细胞的

天然抗原特异性如何，都能将其杀伤能力重新导向癌症细胞。

这一方法的临床有效性已在双特异性抗体博纳吐（blinatumomab）上得到了证实，这

种抗体靶向 CD3和癌细胞上的 CD19蛋白，能让 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晚

期患者的缓解率和生存率翻倍 2。目前，该药物正在进行一线治疗评估测试，并已取得较

好的初步结果 3。

Wu和同事采用了极为巧妙的方法，可在促进 T细胞活化的同时强化对多发性骨髓瘤

相关癌细胞的特异性攻击——多发性骨髓瘤是血液中浆细胞恶性增殖导致的癌症。

作者开发的三特异性抗体经过工程改造，具有三个而非两个抗原结合位点，包括 CD3、

（肿瘤细胞上的）CD38蛋白、（T细胞上的）CD28蛋白。以 CD38为靶点的抗体达雷木

单抗（daratumumab）已被证实对多发性骨髓瘤具有临床疗效 4，而 CD38可能也是其他癌

症的靶点，如急性淋巴白血病和急性髓系白血病。

CD28蛋白属于一类名为共刺激受体的蛋白，这类蛋白可以正向调节 T细胞活化。当 T

细胞通过 TCR识别靶抗原时，必须有 CD28这种共刺激受体的参与才能保证持续的 T细胞

增殖，实现有效的免疫应答。仅有 TCR而没有共刺激受体，活化会使 T细胞进入无反应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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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或衰竭状态。在没有共刺激的情况下，长时间激活 TCR可能导致 T细胞的程序性死亡，

即细胞凋亡。

加入 CD28这种共刺激信号值得注意，是因为这种信号也被纳入了另一种名为“嵌合

抗原受体 T细胞”（CAR-T）的免疫疗法 5。在 CAR-T治疗中，经过改造的受体能够同时

识别癌细胞抗原和 T细胞活化结构域，如 CD3和 CD28。在三特异性抗体中加入 CD28这

个靶点的主要目的是为 T细胞提供共刺激。此外，CD28在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中表达水平

也较高，可能有助于增加抗体对骨髓瘤细胞的亲和力，特别是那些 CD38表达水平较低甚

至完全缺失的细胞，或是接受过达雷木单抗治疗的细胞。

为了证实 CD28结合域确实能增强三特异性抗体的活性，研究人员制作了不同版本的

抗体，让一个或多个靶点结合域发生突变。他们在拥有人类 T细胞和人类骨髓瘤细胞的“人

源化”模型小鼠中对这些抗体进行了测试，发现相比没有 CD28靶点结合域的抗体，该结

合域未发生突变的抗体能够更大程度地活化 T细胞，促使 T细胞增殖并提高 T细胞中抗凋

亡蛋白 Bcl-xL的表达。

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人员的假设：共刺激信号可以防止 T细胞凋亡。抗体中 CD28靶

点结合域的存在增强了 T细胞在体外和人源化小鼠模型中杀死不同骨髓瘤细胞系的能力—

—即使使用最低的测试剂量。

这项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名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的副作用未明。当免

疫系统受到高强度刺激时可能会产生这种不良反应。在 CRS中，许多 T细胞会同时被激活，

导致免疫系统的细胞过度释放细胞因子这种信号分子，引发炎症。双特异性抗体和 CAR-T

治疗都可能引发 CRS，其常见症状为发热，严重情况下可发生致命的多器官衰竭。

作者报告，他们给猴子静脉注射三特异性抗体时曾出现过细胞因子相关毒性，但如果

采用皮下给药，抗体释放相对缓慢，这类毒性则小得多。令人放心的是，测试结果显示，

加入 CD28靶点结合域并未导致严重的 CRS。但值得警惕的是，猴子骨髓瘤细胞中的 CD3

8含量远低于人类，而 CD38表达水平越高，抗体介导的 T细胞活化程度也就越高，可能

会提高 CRS发生的风险。

关于抗体可能对健康细胞造成的负面影响，令人放心的是，在猴子测试中，表达 CD3

8的正常白细胞（例如淋巴细胞和骨髓细胞）仅出现了暂时性下降。该研究的另一个局限

在于，作者并未评估这种三特异性抗体是否会诱发针对抗体的免疫响应，使三特异性抗体

被迅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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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三特异性抗体靶向治疗癌症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性突破，这些工作基于团队之前在

艾滋病病毒（HIV）三特异性抗体上取得的结果。多发性骨髓瘤需要新的治疗方法，因为

目前最有前景的新兴疗法，包括以 BCMA抗原为靶点的 CAR-T疗法，也只能给大多数人

带来短暂的缓解。而三特异性抗体是一个灵活的载体，可以在肿瘤微环境中特异性地传递

免疫调节信号（如共刺激信号和检查点阻断剂）组合，这可能比多个特异性免疫调节单抗

的组合更安全有效。这种策略能提高目前免疫疗法的精准性和疗效，进一步扩大免疫疗法

的适用范围，包括多种难以靶向治疗的癌症。

原文出处：Alfred L. Garfall & Carl H. June. Trispecific antibodies offer a third wa

y forward for anticancer immunotherapy. Nature. 18 NOVEMBER 2019

10. Cancer Cell：癌王又一秘笈被破解！研究发现，肿瘤新抗原反倒会促进胰

腺癌进展，增强树突状细胞功能可破解

胰腺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癌王，转移快，复发率高，生存期短，就连免疫治疗这个

大杀器都对它无可奈何。

至于胰腺癌为何能抵抗免疫治疗，曾经有人认为这要归因于胰腺癌突变负荷低，缺乏

肿瘤新抗原，免疫细胞认不出来它。不过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其中可能另有隐情，胰腺癌

的强大超乎想象。

近日，华盛顿大学的 Samarth Hegde 和 David DeNardo等研究发现，在一般肿瘤中会

促进抗癌免疫，抑制肿瘤进展的肿瘤新抗原，到了胰腺癌中却会让肿瘤进展得更快。究其

原因在于胰腺癌中呈递抗原的树突状细胞数量稀少，功能缺陷，不能引起抗癌免疫，反倒

让 Th17细胞分泌 IL-17改造肿瘤微环境，便于肿瘤生长转移。这一研究发表在 Cancer Ce

ll上。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495-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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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来自人体组织，很多地方都跟人体组织都长得很像。免疫系统要从一大堆正常的

人体组织中把癌细胞揪出来，靠的主要就是肿瘤突变过程中产生的肿瘤新抗原。而能带来

更多新抗原的肿瘤突变负荷，也是目前预测免疫治疗效果的最佳指标之一。

不过在胰腺癌中，有些患者的肿瘤里确实存在不少新抗原，也有可被激活的 T细胞，

但就是对免疫治疗没有反应。为何胰腺癌能成为免疫治疗钉子户？研究人员们展开了研究。

由于通常所用的异种移植小鼠模型，缺乏肿瘤基质，所处的炎症环境也跟自发形成的

胰腺癌有明显不同，研究人员这次选用了自发性胰腺癌的 KPC小鼠。这种小鼠选择性敲除

胰腺中的 KRAS和 TP53基因，在两三个月内几乎都会发展出胰腺癌。肿瘤的发生发展，

包括对免疫治疗的抵抗都跟人类患者十分相似。

不过，KPC小鼠的肿瘤，很少发生额外的突变，缺少肿瘤新抗原。为了让研究所用的

小鼠模型跟人类患者更为相似，研究人员又向小鼠的肿瘤中引入了鸡卵清蛋白（OVA）作

为肿瘤新抗原。

研究人员给小鼠肿瘤里引入新抗原 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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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新抗原后，研究人员发现，在胰腺癌早期，小鼠肿瘤中浸润的淋巴细胞数量明

显增多，肿瘤和周围的淋巴结里也出现了大量 OVA特异性的 T细胞，血液中也出现了抗 O

VA的抗体。引入的新抗原产生了明显的适应性免疫反应。

不过对新抗原的免疫似乎没能抑制住肿瘤的生长，反倒让肿瘤进展的更快了。引入了

新抗原的小鼠，上皮内瘤变区域显着增多，病变程度更高，肿瘤细胞增殖更快。相比没引

入新抗原的小鼠，引入新抗原反倒增加了肿瘤的肝转移，缩短了小鼠生存期。

新抗原缩短了小鼠生存期

研究显示，引入新抗原后，小鼠胰腺癌里胶原沉淀增多，α-平滑肌动蛋白阳性纤维密

度增加，有丝分裂相关信号上调，炎性途径激活。同时，EGFR配体和粒细胞趋化因子增

多，恶性细胞中 ERK、STAT3和 EGFR的磷酸化水平增加。

引入的新抗原改变了肿瘤微环境，促进了肿瘤进展和转移！

这跟研究人员预想的可不大一样。研究人员又向自发性肺癌小鼠肿瘤中引入了同样的

新抗原 OVA。这次的结果很符合预期，引入新抗原让肺癌小鼠肿瘤负担减少，疾病机制放

慢，抑制了肿瘤生长。

新抗原表达丢失也是肿瘤免疫逃避常用的策略之一，或许引入的 OVA没有表达，无法

引起免疫反应？不过研究结果显示，肿瘤中的 OVA表达确实随着肿瘤进展有所减少，但无

论是胰腺上的原发肿瘤还是肝脏上的转移瘤，都没有发生抗原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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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中的新抗原没有丢失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尝试对这些小鼠进行了免疫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无论是 P

D-1单抗还是 CTLA-4单抗，都对肿瘤无效。不过过继 OVA特异性 T细胞，再加上 IL-2

的辅助，却成功抑制了肿瘤生长，延长了小鼠生存期。

小鼠自己的 T细胞，即使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帮助下，也没法杀死肿瘤，过继的 T

细胞却能杀死肿瘤，问题出在哪呢？

在对小鼠自发性胰腺癌和肺癌的免疫细胞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胰腺癌中的经典树

突状细胞（cDC）比肺癌里少了很多。而且，胰腺癌中的 cDC上共刺激分子和细胞成熟标

志物表达较少，抗原呈递能力也较弱。对人类胰腺癌组织的分析也发现其中的树突状细胞

较少。T细胞接收不到 DC呈递的肿瘤抗原，自然也就不会去杀伤肿瘤了。

人体胰腺癌中，树突状细胞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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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缺少了树突状细胞，胰腺癌中 CD4+ T细胞向 Th17细胞分化，分

泌促炎的 IL-17，导致有利于肿瘤生长转移的微环境改变。

找到了问题就好办了。研究人员使用 Flt3L增加 cDC数量，在早期胰腺癌中确实逆转

了新抗原引起的肿瘤基质改变和疾病进展加速。不过到了晚期肿瘤中，光靠 Flt3L就不够

了。研究人员又使用 CD40抗体增强 cDC功能，通过放疗充分释放肿瘤抗原。这一三联治

疗成功让大多数小鼠体内的胰腺癌消退。

三联治疗让肿瘤消退

增加胰腺癌中树突状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大大改善了抗癌免疫。将来，这一方法还可能

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免疫治疗方法联用，以改善它们的治疗效果，攻克癌王。

不过此前有研究发现，某些特定的新抗原有利于胰腺癌患者的预后。这一研究所涉及

的胰腺癌新抗原也只有人工引入的 OVA一种，是否能将其推广到新抗原种类千变万化的临

床实践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原文出处：Hegde S, Krisnawan V E, Herzog B H, et al. Dendritic cell paucity l

eads to dysfunctional immune surveillance in pancreatic cancer[J]. Cancer Cell, 2020, 3

7(3): 289-307. e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Dendritic+cell+paucity+leads+to+dysfunctional+immune+surveillance+in+pancreatic+cancer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Dendritic+cell+paucity+leads+to+dysfunctional+immune+surveillance+in+pancreatic+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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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述结直肠癌免疫治疗进展

自从发现 MSI-H/dMMR 为肠癌免疫治疗的标志物以来，肠癌免疫治疗的研究开

展得如火如荼。本文谨对结直肠癌免疫治疗的相关研究与最新进展进行梳理，以飨读

者。

结直肠癌的微卫星状态

微卫星（microsatellite）是存在于基因组中的单核苷酸、双核苷酸或高位核苷酸

简单重复序列。与正常细胞相比，肿瘤细胞常出现由于重复单位的插入或缺失导致的

微卫星长度改变，即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错配修复

（mismatch repair，MMR）基因编译的 MMR 蛋白能够修复 DNA 的碱基错配，以维

持 DNA 复制的高保真性。研究证实，MMR 基因缺陷及蛋白功能的异常（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 dMMR）会导致高不稳定性（MSI-H）微卫星，与之相应的，错配

修复正常（proficient mismatch repair，pMMR）的表型微卫星状态多为稳定（MSS）

或低不稳定（MSI-L）。

临床数据表明，MSI-H/dMMR 约存在于 13%~14%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rcinoma,

CRC）病例，且在右半结肠（分化差和/或粘液腺癌）患者中更易出现。此外，研究

证实 CRC 细胞的微卫星状态随癌症进展过程动态变化，分期越晚，MSI-H 患者占比

越低
[1]。Ⅱ期 MSI-H/dMMR 患者预后较好，但不能从单药氟尿嘧啶中获益，目前低

危Ⅱ期肠癌术后已不再做辅助化疗；在Ⅲ期 CRC 中，接受了术后辅助化疗的

MSI-H/dMMR 患者，预后优于 MSS 患者；Ⅳ期 MSI-H/dMMR 病例约占 4%~5%，其

与预后的关系目前尚存争议，但已被证实与免疫治疗的效果相关。

免疫治疗在 MSI-H/dMMR 患者中的应用

免疫治疗在晚期患者后线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KEYNOTE-016 中，研究者发现 dMMR 的多种肿瘤均可从帕博利珠单抗免疫治

疗中获益，而在 CRC 中，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在 dMMR 病例的客观缓解率（ORR）

为 40%，在 pMMR 患者的 ORR 为 0[2]。此外，KEYNOTE-164 和 158 研究证实，帕博

利珠单抗用于经治晚期 MSI-H CRC 患者带来 33%的 ORR，且有长期生存获益
[3-4]。

基于 KEYNOTE-016、164 及 158 等五项研究的卓越成果，FDA 已于 2017 年批准帕

博利珠单抗用于治疗 MSI-H/dMMR 的实体瘤患者，包括应用于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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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研究 CheckMate 142[5]对纳武利尤单抗为基础的治疗在转移性结直肠癌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mCRC）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进行了评估。研究者

将 MSI-H/dMMR CRC 患者分为 3 个对列：既往接受过治疗，使用纳武利尤单抗单

药；既往接受过治疗，使用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未经治疗，一线

使用纳武利尤单抗+低剂量伊匹木单抗。结果显示，纳武利尤单抗单药用于经治

MSI-H/dMMR mCRC 患者，ORR 为 31%，1 年生存率为 73%，结果与帕博利珠单抗

类似；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在经治 dMMR 患者中的 ORR 为 55%；在

一线治疗中，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的 ORR 为 60%，BRAF 突变患者

的 ORR 比整体更高，为 71%，当然该亚组的病例数较少，仅 17 例。无进展生存期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结果显示，一

线治疗优于后线治疗，双免疫治疗优于免疫单药治疗。目前 NCCN 与 CSCO 指南均

推荐免疫治疗用于 dMMR/MSI-H 肠癌患者。

免疫治疗前移的探索

尽管上述研究肯定了免疫治疗在 MSI-H/dMMR CRC 患者中的获益，但仅推荐

用于晚期患者的后线治疗，免疫治疗能否前移及前移的效果尚需探索。

2018 年 ASCO 大会上报道的 NICHE 研究，对伊匹木单抗联合纳武利尤单抗用于

早期结肠癌术前新辅助治疗的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仅仅经过 1 个月的治疗[1

次伊匹木单抗治疗（d1），2 次纳武利尤单抗治疗（d1+15）]，100%的 dMMR 肿瘤得

到了明显缓解，部分患者的明显肿瘤残存可降到 0%，而 pMMR 患者则几乎没有出现

缓解
[6]。将来在 dMMR 患者，新辅助免疫治疗能否替代传统的手术治疗非常值得探索。

ATOMIC 研究则对免疫治疗用于结肠癌的辅助治疗进行探索，该研究对接受过手术与

1 个周期 mFOLFOX6 化疗后的Ⅲ期结肠癌患者进行了微卫星状态的检测，并将其中

的 dMMR 患者分为两组，分别接受后续的标准化疗或标准化疗基础上加用阿替利珠

单抗。该研究尚在进行中，结果值得期待。

此外，还有几项研究探索了免疫治疗前移到一线的效果。KEYNOTE-177 对 270

例 dMMR的局部晚期 CRC或不可切除的 mCRC患者接受一线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或化

疗的效果进行了对比。这项国际、随机、开放标签的Ⅲ期临床研究以 PFS 和 OS 作为

双重主要终点。目前该研究称 PFS 终点已达到，且 PFS 的改善兼具统计学意义和临

床意义，另一终点 OS 数据尚未成熟
[7]。另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 COMMIT 对靶向+化

疗、免疫单药、免疫+靶向+化疗的疗效进行对比，能否取得阳性结果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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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疗在 MSS/pMMR 患者中的探索

由于临床上大多数的 CRC 患者微卫星状态都是 MSS/pMMR 表型（约占 90%），

免疫治疗能否在该人群中发挥作用同样值得探索。在 KEYNOTE-016 研究中，帕博利

珠单抗单药在 MSS/pMMR 队列中有效率为 0[8]；KEYNOTE-028 中也出现了同样的

情况，并进一步证实免疫单药对 MSS/pMMR 表型无效的结果与患者的 PD-L1 表达状

态无关
[9]。

由于免疫单药对 MSS/pMMR 患者几无疗效，研究者对免疫联合治疗在这一人群

中的效果进行了探索。在针对免疫联合抗血管维持的 MODUL 研究中，研究者根据不

同的基因状态，对接受过诱导治疗的 MSS/pMMR 患者采取相应的联合方案进行维持

治疗，并分别与对照组的氟化嘧啶（FP）+贝伐珠单抗维持治疗方案进行比较。其中，

BRAF 野生型患者的试验组接受 FP+贝伐珠单抗联合阿替利珠单抗进行维持治疗，目

前的中位随访显示，相较于 FP+贝伐珠单抗，FP+贝伐珠单抗联合阿替利珠单抗维持

治疗并未改善患者 PFS 和 OS，说明抗血管+免疫维持治疗无法在 MSS/pMMR 人群中

获益
[10]。另一项研究 IMblaze370[11]探索了免疫治疗联合靶向药物 MEK 抑制剂在

MSS/pMMR 型 CRC 中 的 效 用 。 该 研 究 对 比 了 阿 替 利 珠 单 抗 联 合 考 比 替 尼

（cobimetinib）、阿替利珠单抗单药与瑞戈非尼标准三线治疗的效果，结果显示与瑞

戈非尼标准治疗相比，无论是使用免疫单药还是免疫靶向联合用药，患者 PFS 与 OS

均未见改善。CCTG CO.26 研究则对免疫联合免疫方案进行了评估，试验组采取度伐

利尤单抗+曲美替尼（tremelimumab）双免疫治疗。与采取最佳支持治疗的对照组相

比较，双免疫组 OS 显著延长，但 PFS 未见延长，且有效率仅 1%，亦未见提高。后续

分析显示，双免疫治疗的 OS 获益主要是来源于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28mts/Mb 的患者
[12]。近期公布的 REGNIVO 研究

[13]同样备受瞩目，该研究

对免疫（纳武利尤单抗）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瑞戈非尼）进行了探索，结果显

示该联合方案在 MSS/pMMR 型 CRC 中 ORR 达 33%。研究者认为联合用药的效果说

明抗血管生成治疗或能改善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情况，解除免疫抑制效应，从而有益于

免疫治疗更好地发挥作用。此外，研究者还发现获益的患者均为男性，且都存在肺转

移，对于优势人群的选择或有启示意义。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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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已经肯定了免疫治疗在 dMMR/MSI-H CRC 患者后线治疗中的效果，

更前线治疗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并已初见端倪，包括一线治疗、辅助和新辅助治疗。

随着免疫治疗的前移，势必逐渐增大 dMMR/MSI-H 患者的获益比例。

然而针对 MSS/pMMR 人群的免疫治疗研究则大多令人沮丧，免疫治疗在该分型

CRC 患者中大多为阴性结果，单药基本无效。但近期联合用药相关研究给予了提高免

疫治疗在该人群中疗效的可能性，免疫治疗与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联合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联合用药的效果具有令人兴奋的前景，同时也提示，在制定治疗方

案时人群选择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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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我与 SCI 的那些事儿

——SCI的经验之谈

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一篇 SCI 可能是大多数专业最基本的毕业要求。而一开始

对于英语水平并不高的我来说，真是谈“发 SCI”色变。直到如今已经发表 2 篇 SCI

的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分享一些 tips，希望给有同样困扰的科研伙伴们一点

儿帮助。

1）前 期 积 累 十 分 重 要

相信大家一路走来，啃过不少文章，我的建议是多看国外学者的文章，对原汁原

味的表达做到“脸熟”，把好的表达做下标记。同时也收集一些与自己想要发表的内

容类似的文章，借鉴他们的思路和表达。

此外，大家浏览公众号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些与 SCI 相关的内容，例如怎样回复

审稿人的意见、SCI 常见语句等等，可以先进行收藏，后面用的时候再找出来。同时

LetPub 官网也会不定期开展 SCI 相关的课程，全英文授课，获得知识的同时还能磨炼

听力，部分课程还能回看，建议小伙伴们去学习。

2）文 章 要 有 逻 辑 性

我们课题组文章收到的专家评语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organized”。

之前也帮老师审过两篇文章，评审清单里也常有“organized”出现。也就是说，你的

文章需要被很好的“organized”，这样评审专家才能够比较容易理解你的意思，赞同

你的研究，他们心情好，你的文章通过率也会很高。

我在这方面的经验就是多给几个人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能力及角度，多听

取他人意见再进一步梳理整合，这样可以增加文章被审稿专家读懂的可能性。

3）直 接 用 英 文 来 写 文 章

我个人不建议写成中文再译成英文的这种方式，麻烦姑且不讲，而且很容易将笔

者禁锢在中文思维中，无论是在表达还是在思路上，都很不容易被国外的专家所理解，

往往让他们很困惑。

4）写 文 章 请 勿 断 断 续 续

大多数科研伙伴们不是每天都有时间来进行写作，经常是每天抽出断断续续的时

间来写。这样往往会发现思路很容易被打断，再开始时还要重新梳理思路。个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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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就是找一个较完整的时间来写文章。所以写文章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会比平时稍

早一点儿回宿舍，尽快洗漱完就去自习室，每天稍熬夜到 1~2 点钟（反正躺在床上玩

手机时常到这个时间），加起来比平时至少多出 3 个小时的写作时间，而且晚上自习

室比较安静，使我更容易聚精会神地写文章。

5）写 来 容 易 修 改 难

好不容易把文章写完，满心欢喜的给导师看，结果得到的反馈往往是需要进行大

修，甚至是整个框架的调整，那心情真不是一般的不好。然而，经过后期的投稿过程

让我体会到，让更多的人给你的文章提意见，会让你的文章有很大的提升。虽然修改

文章是个痛苦的过程，可总好过反复被拒稿被审稿人批评，整体时间上也会相对地缩

短。

6）美 观 很 重 要

文章的美观直接影响审稿人的心情。一方面，要完全按照杂志格式要求对文章进

行编辑，一定要不厌其烦地阅读杂志指导手册，因为符合要求的格式不仅给编辑留下

好印象也会让评审专家看得心情愉悦。此外，表格、图片的美观也能够让整个文章上

一个档次，所以一定要认真设计表格、图片，让人耳目一新。关于如何设计图片、表

格，我只是应用最基本的 Excel、Origin、PPT 软件，也有同学用 GraphPad Prism 绘

制出十分漂亮的图表。

在设计图片的时候，往往需要在图片上添加说明或将几张图片整合到一起，我建

议用 PS 软件，这样处理后的图片像素较高，能够满足杂志的要求，省去二次加工的

麻烦。此外，图片设计是否美观还需平时多阅读文章积累经验，否则有再好的工具没

有较好的设计思维，绘制的图片也是很一般的。

如下图是我们利用 PS 与画图软件设计的文章图片摘要，只是尽可能地用更美观

的方式呈现文章的内容，当然有好多小伙伴比我们设计的要好很多。



37

7）读 文 章 的 人 才 是 老 大

我的导师常跟我们讲，要让读者读懂你文章的意思。所以在发表文章的整个过程

中，我们要时常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文章。我的技巧就是先把写好的文章放

置几天，忘记自己的角度，当成别人的文章来读，会有不同的感受。

8）文 章 的 投 稿

除了平时对杂志的积累，给大家提供两个偷懒的小工具（是在各个公众号文章中

获 得 的 ） ： http://jane.biosemantics.org/ 与 http://www. letpub.com.cn/

index.php?page=journalapp。把文章摘要或关键字输入，它们会提供与你发表内容相

关度从大到小的杂志，同时还会附带相似的文章，使用十分方便。当然，还要深入了

解杂志，例如是否为 OA、投稿时长、接收难易、月刊还是半月刊，知己知彼百战百

胜嘛。我当时投稿的时候选了一个偏高的杂志，当然很快就被拒稿了，不过第二个杂

志也很快就接收了。

9）审 稿 人 不 能 得 罪

收到审稿人的意见应该高兴才对，毕竟离成功又进了一步。然而，审稿人的意见

可能千奇百怪，我投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审稿意见是：RMSD? RG? Total energy?

the assumptions?the equations? the novelty? 当看到这些审稿意见时，我的大脑是空

白的。让这些意见静静地在电脑里躺了几天之后，我才重新面对它们。首先，我明显

感受到审稿人的不悦，但是编辑还是对这篇文章印象不错的。接下来就是跟导师猜，

对就是猜他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一边心里默念“审稿人不能得罪”一边忍着委屈恭恭

http://jane.biosemantics.org/
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page=journalapp
http://www.letpub.com.cn/index.php?page=journal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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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敬地回复 TA 的意见。注意尽量不要反驳审稿人的意见，回复的言辞一定要尊敬且

委婉。

关于如何回复审稿人，我在第 1 个小点中提到了，利用各公众号文章中提供的模

板，把回复的内容添加到里面。

10）语 言 的 地 道 十 分 重 要

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英语一直是我的短板，因此跟老师建议选择在 LetPub 上

润色。我十分佩服润色老师，他竟然能够看下去我的文章原稿，并不厌其烦地进行修

改。修改完文章的质量顿时提升了不少，也为其投稿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例如

下图所示。

最后，笔者想说，发文章真是一个既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我们需要耐下心来攻

克每一道难关，直到文章被发表到心仪的杂志上，才会发现之前一切的付出都是十分

值得。祝小伙伴们发文章顺利，加油。

原文出处: Coarse-grained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f the effect of edge

activators on the skin permeation behavior of transfersomes

临床药物

Nature子刊：新型药物成功阻止癌症转移！

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对病人耐受性良

好的药物，可以防止癌症在老鼠体内复发。

https://doi.org/10.1016/j.colsurfb.2019.110462
https://doi.org/10.1016/j.colsurfb.2019.11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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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防止已经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的癌症复发。这些复发的一个

原因是一些癌细胞存活下来并能够生长成新的肿瘤。

图片来源：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展示了一种实验性药物

奎西诺司他(Quisinostat)，它可以在活老鼠身上进行初步治疗后，阻止肿瘤的再生长，并防

止在培养中存活下来的人类癌细胞的扩散。

这种药物通过增加肿瘤细胞中一种叫做组蛋白 H1.0的蛋白质的数量来起作用。这种

蛋白质阻止了癌细胞的复制，从而阻止了肿瘤的生长。

当研究小组在老鼠身上的肿瘤上测试这种药物时，它停止了肿瘤的生长。而且，当对

取自乳腺癌、肺癌或胰腺癌患者的细胞进行测试时，癌细胞也被困在非分裂状态。

研究人员希望，如果在进一步的试验和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有效，这种药物可以用于治

疗后的患者，以防止任何遗留的癌细胞导致疾病复发。重要的是，奎西诺司他的效果并不

取决于癌细胞是如何在治疗中存活下来的，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癌症类型之间的差异可能

会带来广泛的治疗益处。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克里克癌症表观遗传学实验室的首席实验室科学家 Cristina

Morales Torres说：“这种药物的作用是使那些促进癌症长期生长并导致疾病复发的细胞失

去活性。这些早期发现甚至表明它可能比常用的抑制肿瘤生长的药物更有效。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来确认这种药物是否可以预防癌症复发，或者是否可以长期用于控制某人的疾

病。”

重要的是，这项早期研究还表明，奎西诺司他可能会影响癌细胞，而对健康细胞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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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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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news.bioon.com/epigenetic/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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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Crick)癌症表观遗传学实验室的合着者、研究组组长、伦敦大学学院(UCL)癌

症研究所(Cancer Institute)的教授研究员 Paola Scaffidi 表示：“就像干细胞不断产生后代

以保持我们正常组织的健康一样，癌细胞也在生长、分裂和利用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找到

一种既能阻止肿瘤生长又不伤害正常细胞的潜在药物是一个挑战。令人兴奋的是，在最初

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使用奎西诺司他不会对健康的干细胞造成伤害。”

这些研究人员的下一步将是理解为什么奎西诺司他对健康细胞和恶性细胞有不同的作

用，以及组蛋白 H1.0是否能告诉我们是什么使癌细胞区别于干细胞。

原文出处：Experimental drug offers hope for preventing cancer relapse

Morales Torres， C.， Wu， M.Y.， Hobor， S. et al. Selective inhibition of cancer cell

self-renewal through a Quisinostat-histone H1.0 axis. Nat Commun 11， 1792 (2020). https：

//doi.org/10.1038/s41467-020-15615-z

http://news.bioon.com/epigenetic/
http://news.bioon.com/tags/%3Ca%20clas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3Ca%20class=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20-04/tfci-edo041420.php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5615-z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561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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