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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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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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最新的《国内外诊疗标准、规范、指南、

共识》信息供各位临床老师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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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细胞癌合并肝静脉/下腔静脉癌栓多学科

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19版）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20):1532

2 中国神经外科重症管理专家共识（2020版）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19):1443

3
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诊

断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19):1459

4
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临床管理专家共

识
中华儿科杂志, 2020.58(05):358

5
中国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实验室诊断规范

和临床实践专家共识（2019年）
中华儿科杂志, 2020.58(05):366

6
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预防临床指南

（2020）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20.55(5):291

7 盆腔器官脱垂的中国诊治指南（2020年版）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20.55(5):300

8 妊娠期卵巢肿瘤诊治专家共识（2020）
中国实用妇科与

产科
2020.36(05):432

9
组织结构分离技术规范化操作中国专家共

识（2020版）

中国实用外科杂

志
2020.40(5):488

10
上海市普通外科病人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

管理规范（2020版）

中国实用外科杂

志
2020.40(5):481

11
2020 年美国胃肠病学会《慢性胰腺炎临床

指南》解读

中国实用外科杂

志
2020.40(5):494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19/119722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19/1197225.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19/1197225.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5/1194529.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5/1194529.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5/1194539.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5/1194539.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1202005/119835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1202005/119835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1202005/1198361.htm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5002&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5002&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5001&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5001&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5004&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5004&tableName=CJFDAUTO&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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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动态

1、Am J Resp Crit Care：我国科学家鉴定出武汉市 85例 COVID-19死亡病

例的临床特征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多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鉴定出中国武汉市在冠状病毒

大流行早期死亡的 85名 COVID-19患者的最常见特征。他们报告了迄今为止研究中最大的

冠状病毒患者死亡群体的共性。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linical Features of 85 Fatal Cases of

COVID-19 from Wuhan.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图片来自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20,

doi:10.1164/rccm.202003-0543OC.

这些研究人员对在 2020年 1月 9日至 2月 15日期间在武汉市两家医院---武汉协和医

院和武汉汉南医院---接受治疗后死亡的 COVID-19患者的电子病历进行了分析报告。位于

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市是中国 COVID-19疫情爆发的震中。

这些作者表示，“我们队列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 50岁以上的男性非传染性慢性病患者。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能传达出 COVID-19的严重性，并强调了 50岁以上的男性慢性共存疾病

（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的风险人群。”

12
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协会《慢性放射性直肠

炎临床实践指南》第 1版解读

中国实用外科杂

志
2020.40(5):500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5006&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s://navi.cnki.net/knavi/Common/RedirectPage?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ZGWK202005006&tableName=CJFDAUTO&url=
http://news.bioon.com/tags/%E9%AB%98%E8%A1%80%E5%8E%8B/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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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人员检查了 85名死亡患者的病历，记录了他们的病史、冠状病毒的暴露情况、

他们所患的其他慢性疾病（共存疾病）、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CT扫描结果和临床管理

等信息，然后进行统计学分析。这些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65.8岁，72.9%为男性。他们最常

见的症状是发热、呼吸急促和疲乏。

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是最常见的共存疾病。80%多一点的患者在入院时嗜酸性粒细

胞（严重呼吸道感染时数量减少的细胞）的计数非常低。共存疾病包括呼吸衰竭、休克、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心律失常等。大多数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糖

皮质激素治疗。有些患者接受了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或干扰素α-2b。

这些研究人员指出，“也许我们最重要的观察是，虽然呼吸道症状可能在发病后一周才

会出现，但一旦出现，就会迅速下降，正如我们的研究中从入院到死亡的时间很短（平均

6.35天）所表明的那样。”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嗜酸性粒细胞减少症---血液中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异常偏低---可

能预示着预后不佳。这些研究人员还指出，早期出现的呼吸急促可能被用作 COVID-19症

状的观察性症状。此外，他们还指出，联合使用抗微生物药（抗病毒药物、抗生素）对这

些患者没有明显的帮助。大多数研究的患者都死于多器官衰竭。

“我们的研究调查了中国武汉市在本次大流行早期死亡的患者，确定了这些患者的某

些特征。随着这种病毒蔓延到其他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观察结果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

是不同的。遗传因素可能在人体感染后的反应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而随着这种病毒发生突

变，疫情的过程也可能会发生变化。由于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新型流行病，我们认为随着

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医学界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原文出处：

1.Yingzhen Du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85 Fatal Cases of COVID-19 from Wuhan: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20, doi:10.1164/rccm.202003-0543OC

2.New study identifies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fatal COVID-19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4-characteristics-patients-fatal-covid-.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9%AB%98%E8%A1%80%E5%8E%8B/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6%8A%97%E7%94%9F%E7%B4%A0/
http://news.bioon.com/tags/%E6%8A%97%E7%94%9F%E7%B4%A0/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s://www.atsjournals.org/doi/10.1164/rccm.202003-0543OC
https://www.atsjournals.org/doi/10.1164/rccm.202003-0543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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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ience子刊 | SARS-CoV-2进化或与蝙蝠和穿山甲冠状病毒的重组和纯化

选择有关

近日，杜克大学医学中心高峰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分析了 SARS-CoV-2 基因组，

并将其与 Betacoronavirus 家族的其他成员进行了比较，包括 SARS-CoV、蝙蝠

RaTG13-样病毒和穿山甲 SARS-样冠状病毒。研究发现重组和纯化选择可能与

SARS-CoV-2 的进化有关。此外，跨物种感染可能通过蝙蝠 RaTG13-样病毒与穿山

甲 SARS-样冠状病毒的重组而促进了该病毒进化。5 月 29 日，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 上，文章题为“Emergence of SARS-CoV-2 through recombination

and strong purifying selection”。

重组在冠状病毒的进化中起重要作用。此前已有研究团队在麝香鼠和家养骆驼中

发现了与 SARS 和 MERS 病毒几乎相同的病毒序列，表明在蝙蝠和人之间存在中间宿

主物种，这是导致冠状病毒人畜共患病的常见模式。但目前尚未发现与 SARS-CoV-2

几乎相同的非人类病毒。为进一步探寻 SARS-CoV-2 的起源，研究团队通过局部基

因组分析证明了复杂的进化重组模式和来自不同宿主物种的冠状病毒之间的纯化选

择。研究团队表示：“我们假设了这种情况，感染蝙蝠和穿山甲的病毒之间的其他祖

先重组事件，可能在导致 SARS-CoV-2 感染人类的毒株进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研究发现，SARS-CoV-2 似乎有可能是通过蝙蝠与穿山甲冠状病毒之间的重组和纯

化选择而出现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43 个完整的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包括来自蝙蝠、

穿山甲和人类的冠状病毒。总体而言，SARS-CoV-2 与蝙蝠 RaTG13 病毒关系最密切，

其次是来自广东的穿山甲病毒 Pan_SL-CoV_GD，以及来自广西的 Pan_SL-CoV_GX。

分析显示，虽然蝙蝠 RaTG13 病毒是与 SARS-CoV-2 最相似的病毒，但 SARS-CoV-2

基因组中有两个区域仍不同，即 ORF1a 基因和编码 ACE2 基因的一部分受体结合域

（RBM）。在 ORF1a 基因上，SARS-CoV-2 与另外的蝙蝠 ZXC21 和 ZC45 冠状病

毒更为相似。在 RBM 上，SARS-CoV-2 与穿山甲 Pan_SL-CoV_GD 病毒更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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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 与 Pan_SL-CoV 和 Bat_SL-CoV 重组的关联分析。来源：Science Adv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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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各种冠状病毒，研究团队发现了 SARS-CoV-2 中 ACE2 受体结合域前

后重组断裂点的踪迹，表明它是通过重组获得的。Pan_SL-CoV_GD RBM 与

SARS-CoV-2 的区别在于一个氨基酸，该氨基酸位于 ACE2 接触界面的边缘。研究人

员指出，RaTG13-样病毒可能是通过重组从 Pan_SL-CoV_GD 病毒中获得了该 RBM，

SARS-CoV-2似乎也有可能通过与 Pan_SL-CoV_GD病毒重组获得类似与人 ACE2结

合的 RBM 序列。这种变化可能使病毒能更容易感染人体细胞。通过对多个冠状病毒

基因组的比较，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强纯化选择的指标。例如，S 基因的 S2 亚基在

SARS-CoV-2、RaTG13 和 Pan_SL-CoV_GD 中高度保守。研究人员表示，鉴于其在

感染入侵中的重要作用，该位点的纯化选择并不令人惊讶。研究还发现，在冠状病毒

基因组其他区域，例如 E 和 M 基因中的选择迹象。一些病毒对相同基因表现出选择

压力，其他病毒则对其他基因表现出较大的选择压力，表明某些但并非全部宿主都具

有相似的进化限制。类似的选择压力可能会使跨物种的传播更加容易。此外，在 5 月

7 日，华南农业大学等团队合作在 Nature 发表题为“Isolation of SARS-CoV-2-related

coronavirus from Malayan pangolin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从马来亚穿山甲中分离出

的一种冠状病毒在 E、M、N 和 S 基因中分别与 SARS-CoV-2 具有 100％、98.6％、

97.8％和 90.7％的氨基酸同一性。 穿山甲-CoV 的 S 蛋白受体结合域与

SARS-CoV-2 的相同，仅有一个非关键氨基酸差异。此外，基因组分析表明，

SARS-CoV-2 可能源自穿山甲-CoV-样病毒与蝙蝠-CoV-RaTG13-样病毒的重组。这

与 Science Advances 本次发表的研究成果相似。蝙蝠冠状病毒之间的广泛重组以及人

类、蝙蝠和穿山甲病毒之间强大的纯化选择压力，可能使这种密切相关的病毒容易在

物种间跳跃并适应新的宿主。研究团队建议对自然宿主和人类中的冠状病毒进行连续

监测，以阻止新的爆发。“该研究仍存在局限性。尽管大家都在寻找 SARS-CoV-2

的直接宿主和储存库，但有一件事我们很清楚：减少或消除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直接接

触对于防止将来出现新的冠状病毒人畜共患病至关重要。”

原文出处：

1.Emergence of SARS-CoV-2 through recombination and strong purifying selection.

Science Advances, 2020. DOI: 10.1126/sciadv.abb9153

2.SARS-CoV-2 Result of Bat, Pangolin Virus Recombination, Purifying Selection,

Study Suggests

3.Isolation of SARS-CoV-2-related coronavirus from Malayan pangolins,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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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ACI：中国科学家领衔的 II期临床试验表明鲁索替尼可有效促进重症新

冠肺炎患者康复

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开发出的一种用于模拟致命的儿童免疫性疾 HLH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嗜血细胞淋巴细胞增多症）的转基因小鼠在

COVID-19大流行期间可能会在拯救生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种基因工程小鼠品种的发明者之一---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癌症病理学家 Gang Huang

博士---是一项小型 II期临床试验的共同作者。这项临床试验由来自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和中南大学的研究人员领衔主导。他们在这项临床试验中成功地

测试一种用于治疗 HLH 的药物---鲁索替尼（ruxolitinib），结果表明该药物可显著逆转重

症 COVID-19患者的呼吸道和多系统炎症。相关临床研究结果于 2020年 5月 26日在线发

表在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期刊上，论文标题为“Ruxolitinib in treatment

of sever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 multicenter, sing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这项临床研究涉及 43 名在 2 月 9 日至 2 月 28 日期间在中国武汉市确诊为重症

COVID-19的住院患者。这项多中心临床研究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

液科的周剑峰（Jianfeng Zhou）教授领导。周剑锋教授是 Huang博士及其在辛辛那提儿童

医院 HLH卓越中心的同事们的长期合作者。

鲁索替尼显示出获益的迹象

随机选取服用鲁索替尼的患者每日 2 次口服这种抗炎药，每次服用 5mg，外加

COVID-19标准护理治疗。随机选择的 21名患者组成的对照组接受了安慰剂和标准护理治

疗。

这些作者写道，“从数值上看，鲁索替尼服用者表现出更快的临床改善。胸部 CT的显

著改善，淋巴细胞减少的更快恢复以及良好的副作用情况都是令人鼓舞的，这为在未来在

更大人群中开展测试鲁索替尼疗效的临床试验提供了信息。”

与对照组相比，接受鲁索替尼治疗的患者临床改善的中位时间较短。这些作者报道 90%

的接受鲁索替尼治疗的患者在 14天内显示出胸部 CT改善，而在对照组中，这一数字为 9%。

对照组中的 3名患者最终因呼吸衰竭死亡。所有接受鲁索替尼治疗的重症患者均存活下来。

还需利用这种药物开展更多的临床试验。根据 Huang的说法，由因赛特公司（Incyte）

和诺华公司进行的一项规模更大的 III期临床试验 RUXCOVID目前正在对多达 400名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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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AF%BA%E5%8D%8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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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患者进行这种药物的测试。他补充说，该临床研究的初步临床数据预计将在今

年夏天获得。

Huang说，“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种似乎能有效抑制 COVID-19重症患者的细胞因子

风暴和炎症的药物，而且每天服用这种药物的患者没有明显的毒性。在我们能够开发和分

发足够有效的疫苗以帮助预防人们感染之前，这是至关重要的。”

抑制“细胞因子风暴”

所谓的“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让免疫系统产生的炎性细胞充斥在重症

COVID-19患者的体内，这也是与继发性 HLH 作斗争的儿童患者的一个常见特征，这种情

况发生在最初的 HLH 治疗无效的患者身上。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研究和寻找针对

COVID-19的治疗方案，并注意到这两种疾病的共同临床特征。

Huang还注意到重症 COVID-19疾病的临床表现与在实验室中忠实地模仿人类继发性

HLH而制造出的转基因实验室小鼠的临床表现非常相似。之前的临床前实验室研究帮助确

定了治疗继发性 HLH的药物鲁索替尼。这种抗炎药也被用于治疗包括白血病在内的其他血

液疾病。

Huang说，“我找到了武汉的研究同事，说明了我们的观察结果，并建议对这种药物进

行临床试验以抑制在重症 COVID-19患者多系统炎症中的细胞因子风暴。当时这种疾病传

播速度非常快，很多人在死亡。我们相信现有的临床药物可以帮助拯救生命。因此，我们

努力在每个人都有有效的疫苗之前推动它向前发展。”

Huang说，他和中国同事开展的这项临床研究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是因

为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 1月份进入了高警戒状态，以对抗 COVID-19大流行。在这项临

床研究期间，Huang和中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在针对其他疾病的临床研究中，鲁索替尼也

在抑制炎症方面有很好的效果，于是对 COVID-19患者进行了这种药物测试。

原文出处：

1.Yang Cao et al. Ruxolitinib in treatment of sever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 multicenter, sing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2020, doi:10.1016/j.jaci.2020.05.019

2.Cincinnati Children’s HLH Research Points to Treatment for COVID-19 Cytokine Storms

https://www.cincinnatichildrens.org/news/release/2020/treatment-covid-19

http://news.bioon.com/tags/%E7%99%BD%E8%A1%80%E7%97%85/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s://doi.org/10.1016/j.jaci.2020.05.019
https://doi.org/10.1016/j.jaci.2020.0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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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篇 Nature重大进展！中国科学家从病人体内分离出 SARS-CoV-2特异

性的中和性抗体！

由 SARS-CoV-2引起的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在全球暴发，是目前的全球卫生

紧急事件，急需治疗性药物以及预防性疫苗缓解疫情。抗体是治疗 COVID-19的有效药物

之一，目前已有不少临床试验正在使用恢复的病人的血清进行治疗，但是这种方法难以批

量生产，同时病人血清中的抗体数量繁多，特异性不确定，因此效果如何未可知。所以从

这些康复的病人体内找出SARS-CoV-2特异性的中和性抗体对于下一步的治疗性抗体的开

发和批量生产至关重要。5月 26日，Nature杂志同时上线了两篇中国科学家完成的最新研

究，分别从病人体内分离出了 SARS-CoV-2特异性的高活性中和性抗体。

其中一项研究题为“A human neutralizing antibody targets the receptor binding site of

SARS-CoV-2”，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严景华团队、高福团队、王奇慧团队与中

科院武汉病毒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北京地坛医院等机构合作完成。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报告了从一名恢复期 COVID-19患者中分离出 2种特异性人类单克

隆抗体(MAbs)：CA1和 CB6。

图片来源：Nature

研究人员发现 CA1和 CB6在体外对 SARS-CoV-2表现出了强大的 SARS-CoV-2特异

性的中和活性。此外，在预防和治疗环境中，CB6都能抑制恒河猴的 SARS-CoV-2感染。

进一步的结构研究表明，CB6可以识别与 SARS-CoV-2受体结合域(RBD)中的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 2 (ACE2)结合位点重叠的表位，从而通过空间位阻和直接的界面-残基竞争作用干

扰病毒/受体的相互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CB6值得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和转化。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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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研究题为“Human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elicited by SARS-CoV-2 infection”，

由清华大学医学院张林琦团队和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张政团队及清华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和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王新泉团队合作完成。

SARS-CoV-2进入靶细胞依赖于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RBD)和 ACE2细胞受体

之间的结合。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报告了从 8例 SARS-CoV-2感染者的单个 B细胞中

分离并鉴定 206个 RBD特异性单克隆抗体。研究人员鉴定了具有有效的抗 SARS-CoV-2

中和活性的抗体，这些抗体与 ACE2结合 RBD的竞争能力相关。

图片来源：Nature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发现了大量的针对其三聚刺突蛋白的血浆交叉反应，但无论是抗

SARS-CoV-2抗体，还是感染的血浆与 SARS-CoV或MERS-CoV RBDs都没有发生交叉

反应。RBD结合抗体的晶体结构分析显示空间位阻可以抑制病毒与 ACE2的结合，从而阻

断病毒的进入。这些发现表明，抗 RBD抗体是病毒种特异性抑制剂。这里发现的抗体可能

是开发 SARS-CoV-2临床干预的候选抗体。

总的来说，两项研究都发现了特异性针对SARS-CoV-2的高效中和性全人源化的抗体，

为下一步的 SARS-CoV-2治疗性抗体的开发和优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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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1）Shi， R.， Shan， C.， Duan， X. et al. A human neutralizing antibody targets

the receptor binding site of SARS-CoV-2. Nature (2020). https：

//doi.org/10.1038/s41586-020-2381-y

（2）Ju， B.， Zhang， Q.， Ge， J. et al. Human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elicited by

SARS-CoV-2 infection.Nature (2020).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380-z

5、Lancet Rheum重大进展：关节炎药物阿那白滞素显著改善 COVID-19重

症患者呼吸道功能并降低细胞因子风暴水平！

第一项使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阿那白滞素（Anakinra）治疗 COVID-19病人的

研究发现高剂量阿那白滞素（Anakinra）是安全的，且与 72%(21/29)的患者的呼吸道功能

改善和细胞因子风暴水平较低相关。这项为期 21天(从 17日至 2020年 3月 27日)的研究

结果近日发表在 The Lancet Rheumatology上。

所有 29例患者均接受标准护理(无创通气(CPAP)、羟基氯喹、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

药物治疗(每日高剂量静脉注射阿那白滞素（Anakinra），体重 10 mg/kg)。他们与仅接受

标准治疗的 16名患者进行了比较。然而，这项研究并不是一个随机对照试验，而这是确定

治疗有效性的黄金标准。

意大利米兰 Vita-Salute San Raffaele大学和 San Raffaele 医院的免疫学、风湿病学、

过敏和罕见疾病科主任 Lorenzo Dagna 教授说：“在一个疫苗可用之前，我们迫切需要找到

一种方法来帮助重症 COVID-19患者生存。一种已经满足严格安全测试的治疗方法是理想

的，这种药物有足够的数量来满足当前大流行的需要。”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381-y?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nature%2Frss%2Fcurrent+%28Nature+-+Issue%2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381-y?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nature%2Frss%2Fcurrent+%28Nature+-+Issue%2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380-z?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nature%2Frss%2Fcurrent+%28Nature+-+Issue%2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380-z?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nature%2Frss%2Fcurrent+%28Nature+-+Issue%29
http://news.bioon.com/tags/%E9%A3%8E%E6%B9%BF%E6%80%A7%E5%85%B3%E8%8A%82%E7%82%8E/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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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来自同一单位的 Giulio Cavalli博士说：“我们的研究首次表明，高剂量的关节炎药物

阿那白滞素（Anakinra）也许能够阻止 COVID-19造成的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结果很有

趣，这种药物值得在大型随机试验中进行对照试验。”

大多数 COVID-19患者只出现轻微症状，但在病情严重的患者中，免疫系统反应过度，

引发一场称为细胞因子的免疫蛋白风暴。细胞因子会导致过度炎症，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ARDS)并降低血液中的含氧量。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冠状病毒病的主要死

亡原因。在重症监护室收治的 COVID-19 和 ARDS患者中，估计死亡率为 28%至 78%。患

者的呼吸需要得到支持，直到炎症消退，但需要通气的患者人数可能超过使用机械呼吸机

的重症监护病房的人数。目前迫切需要对 ICU外重症患者进行治疗以改善预后。

阿那白滞素（Anakinra）药物已经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和欧洲药物管理局批准用

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静止性疾病和复发性发热。它通过阻断促炎细胞因子 IL-1发挥作

用。早些时候发表在 The Lancet Rheumatology上的一篇观点文章解释了为什么静脉注射阿

那白滞素（Anakinra）在治疗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时可能是有效和安全的。本研究的作者

指出，与其他细胞因子阻断剂相比，阿那白滞素（Anakinra）具有较强的安全性和较短的

半衰期，适合危重病人使用。

在这项研究中，在 21天内，29 名患者中有 21名(72%)的患者接受了高剂量阿那白滞

素（Anakinra）治疗，血清 C反应蛋白降低，呼吸功能逐渐改善。存活率为 90%(26 / 29)。

29例患者中有 5例(17%)需要机械通气。

作者将这些观察结果与他们在本研究开始前(3月 10日至 17日)接受标准治疗的 16名

患者的观察结果进行了比较。16例患者中大多数 C反应蛋白持续或反复升高。一半的患者

http://news.bioon.com/tags/%E9%A3%8E%E6%B9%BF%E6%80%A7%E5%85%B3%E8%8A%82%E7%8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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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50%)呼吸功能得到改善，56%(16例中的 9例)存活。1例患者接受机械通气(6%)。

作者报告说，大剂量的阿那白滞素（Anakinra）通常是安全的。在不良反应中，高剂

量阿那白滞素（Anakinra）组有 4例患者(14%)有菌血症(血液中的细菌)，而标准治疗组有

2例患者(13%)。停止阿那白滞素（Anakinra）后没有炎症复发。接受大剂量静脉注射阿那

白滞素（Anakinra）的患者的死亡原因是肺血栓栓塞、呼吸功能不全和多器官衰竭(每种死

亡 1例)。对照组死亡原因为呼吸功能不全(3例)、多器官功能衰竭(3例)、肺血栓栓塞(1例)。

图片来源：The Lancet Rheumatology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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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警告说，该研究的回顾性特点和小组患者的数量少，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这

些发现需要通过一项对照试验来验证，该试验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查长期的结果。一项静

脉注射阿那白滞素（Anakinra）治疗 COVID-19的随机对照试验正在进行中，但评估的剂

量较低，且不包括 ARDS患者。

我们研究的患者病情严重，平均年龄 62岁，健康状况不佳，死于 COVID-19的风险很

高。在这些患者中，高剂量静脉注射阿那白滞素（Anakinra）可抑制全身炎症，并与呼吸

功能的逐渐改善相关。这些患者是在 COVID-19大流行和 ICU 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在 ICU

外进行治疗的。虽然目前对病毒控制的重视程度很高，但炎症控制可能对 COVID-19的治

疗也同样至关重要。这似乎使我们能够推迟或避免大多数患者的插管。基于我们有希望的

结果，这种方法可以不考虑资源的可用性。

原文出处：Giulio Cavalli et al， Interleukin-1 blockade with high-dose Anakinra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d hyperinflammation：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Rheumatology (2020).

DOI： 10.1016/S2665-9913(20)30127-2

Small study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OVID-19 treated with the arthritis drug Anakinra finds

clinical improvements

6、Nature：儿童如何传播冠状病毒？科学家们到现在都还不清楚！

自大流行初期以来，儿童在传播冠状病毒中的作用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现在，随着

一些国家允许学校在封锁几周后重新开学，科学家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确诊的 COVID-19病例中，儿童只占一小部分--在中国、意大利和美国报告的感染

病例中，不到 2%的患者年龄在 18岁以下。

但是研究人员在儿童是否比成人更不容易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些人

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儿童的患病风险更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医院的儿科传染病研

究员 Alasdair Munro说，他们并没有导致大部分传播，因此数据支持开设学校。

德国和丹麦的儿童已经返校，澳大利亚和法国一些地区的学生也将在未来几周陆续返

校。其他科学家反对匆忙回到教室。他们说，儿童的感染率比成年人低，部分原因是他们

接触病毒的机会没那么多，尤其是在许多学校停课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说，儿童不像成年

人那样经常接受检查，因为他们往往有轻微或没有症状。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儿科呼吸医学研究员 Gary Wong表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2665991320301272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2665991320301272
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2665991320301272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5-small-patients-severe-covid-arthritis.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5-small-patients-severe-covid-arthrit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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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认为，没有任何强有力的生物学或流行病学理由相信，儿童不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感

染。只要在成年人口中存在社区传播，学校重新开学可能就会促进传播，因为已知呼吸道

病毒在学校和日托所里传播。”他说，在学校开学之前，应该建立良好的监督和测试系统。

科学家说，如果是儿童导致了病毒的传播，那么在那些儿童已经返校的国家，感染人

数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激增。

但要解决这一争论，就需要进行大规模、高质量的人口研究--其中一些研究已经在进

行中--包括检测血液中是否存在抗体，以此作为以前感染的标志。

其他科学家正在研究儿童的免疫反应，以找出儿童感染病毒后症状比成人轻的原因，

以及这是否为潜在的治疗方法提供了线索。

易感性的争论

4月 27日发表在《柳叶刀传染病》（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上的一项研究分

析了中国深圳确诊 COVID-19病例的家庭。研究发现，10岁以下的儿童与成年人一样容易

感染，但出现严重症状的可能性较小。“这个预印本真的吓坏了所有人，” Munro说，因为

它表明儿童可能在无声地传播感染。

但其他一些研究，包括来自韩国、意大利和冰岛的一些研究发现，在这些检测更为普

遍的国家，儿童的感染率较低。来自中国的一些研究也支持儿童不易受感染的观点。其中

一篇发表在 4月 29日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分析了来自湖南的数据，那里已经追

踪并检测了已知感染者的接触者。作者发现，每一个 15岁以下的感染儿童，就有近 3个在

20岁至 64岁之间的人被感染。

但是，Munro说，这些数据对 15岁或以上的青少年来说并不是决定性的，并且表明他

们感染的风险与成年人相似。

传播风险

更令人费解的是，被感染的儿童是否以与成人相似的方式传播病毒。一项对法国阿尔

卑斯山地区一组病例的研究描述了一名 9岁儿童的情况，他在三所学校和一节滑雪课上学

时表现出 COVID-19的症状，但没有感染任何人。“而一个成年人暴露在如此多的人群中而

不感染其他人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Munro说。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病毒学家 Kirsty Short领导了

一项尚未发表的元分析研究，涉及几项家庭研究，包括一些来自新加坡等当时还没有关闭

学校的国家的研究。她发现，儿童很少是第一个把病毒带到家中的人：他们在大约 8%的家

庭中发现了第一个病例。该研究报告说，相比之下，约 50%的家庭在 H5N1禽流感暴发期间

http://news.bioon.com/tags/%E7%A6%BD%E6%B5%81%E6%8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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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儿童病例。

Munro说：“家庭研究令人放心，因为即使有很多受感染的儿童，他们也不会回家传染

他人。”

但是Wong认为这样的研究是有偏见的，因为这些家庭不是随机选择的，而是因为已

经有一个已知的被感染的成年人。他说，因此也很难确定是谁引进了这种病毒。关闭学校

和日托所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儿童通常不是 SARS-CoV-2的主要感染源。他说，其他呼吸道

病毒可以从成人传播到儿童，然后再传播回来，所以“我不认为这种病毒是一个例外”。

事实上，有两篇预印本报告说，有 COVID-19 症状的儿童的病毒 RNA 水平可能与成

年人相似。“基于这些结果，我们必须警告，在目前的情况下，学校和幼儿园不要无限制地

重新开放。”其中一项研究由柏林查理特医院的病毒学家 Christian Drosten领导。然而，英

国爱丁堡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Harish Nair 指出，目前还不清楚高水平的病毒 RNA是否可以

作为一个人的传染性的指标。

目前很少有关于从学校传播到更广泛的社区的研究，但澳大利亚一份正在进行的调查

报告显示，这种传播是有限的，而且比流感等其他呼吸道病毒的传播要低得多。在与新南

威尔士州 9名学生和 9名工作人员有过接触的 850多名人员中，只有 2名儿童与这些接触

者有过 COVID-19病例的记录。

Munro说，根据这些证据，应该允许儿童重返学校。他说，“孩子们从封锁中得到的好

处最少，他们会失去很多，”比如错过受教育的机会，得不到额外的社会支持，比如免费的

学校餐。

Short说，学校重新开学并不意味着一切恢复正常。她说，将会有很多限制和改变，比

如在教室里把课桌分开，关闭操场，以减少传播风险。随着学校重新开学，对学校传播的

研究也很重要，Wong说。荷兰的研究人员计划在未来几周学校逐渐开放时密切监测这一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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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cn.bing.com

免疫反应

然而，研究人员确实同意，儿童往往比成人更好地应对 COVID-19。大多数受感染的

儿童症状轻微或无症状，但有些人确实病得很重，甚至死亡。有报道称，伦敦和纽约的少

数儿童出现了类似于罕见的儿童川崎病的炎症反应。

“如果 COVID-19与川崎病有关，我不会感到惊讶，因为许多其他病毒感染也与川崎

病有关，”Wong说。他说，如果这种关联被证明是真实的，那么它可能在中国、日本和韩

国被忽略了，因为川崎病在亚洲要普遍得多。

Wong说，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儿童的症状较轻，那就是儿童的肺部可能

含有较少或较不成熟的 ACE2受体，即 SARS-CoV-2病毒进入细胞所使用的蛋白质。但为

了证实这一点，研究人员需要研究来自儿童的组织样本，Wong说，这些样本很难获得。

还有人认为，儿童更经常地接触其他冠状病毒，比如导致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这种

病毒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严重疾病的侵袭。Munro说：“但这似乎没有多大作用，因为即使是

新生婴儿似乎也不会从因冠状病毒感染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

Wong认为，儿童可能会对感染产生更合适的免疫反应--足以对抗病毒，但不会强到对

他们的器官造成重大损害。他对 300名感染 COVID-19的患者进行的初步分析发现，儿童

产生的细胞因子(免疫系统释放的蛋白质)水平要低得多。他说，患有严重疾病的所有年龄

层的患者往往会有更高的细胞因子水平。但他仍然需要梳理出因果关系。“他们生病是因为

他们有更高的细胞因子水平，还是生病导致了更高的细胞因子水平？”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6/2020060108504491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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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1）How do children spread the coronavirus？ The science still isn't clear

（2）Bi， Q. et al. Epidemiology and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in 391 cases and 1286

of their close contacts in Shenzhen， China：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Lancet

Infect. Dis. https：//doi.org/10.1016/S1473-3099(20)30287-5 (2020)

（3）Zhang， J. et al. Changes in contact patterns shape the dynamic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Science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b8001 (2020)

（4）Danis， K. et al. Cluster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the French Alps，

2020. Clin. Infect. Dis. https：//doi.org/10.1093/cid/ciaa424 (2020)

7、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福音！NEJM揭示 tepotinib治疗METex14跳跃突变的

非小细胞肺癌显示持久的反应！

根据一项最新发表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研究，MET外显子 14

(METex14)跳跃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对 tepotinib治疗的客观响应率达到

46.5%。这项研究由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完成。

“这项试验以及其他同类药物的研究的成功表明 METex14 是非小细胞肺癌的一个活

性靶点。”该研究资深作者、胸/头颈部肿瘤医学助理教授、医学博士 Xiuning Le 说。“我

们很高兴地表明，另一组肺癌患者可能受益于精准医疗。”

METex14基因跳跃突变是一种驱动癌症生长的突变，在 NSCLC患者中发生的概率为

3-4%。METex14基因突变的患者往往年龄较大，中位年龄为 74岁，通常没有其他可操作

的基因突变，也没有现有的靶向治疗方案。

该研究结果代表了单臂国际二期 VISION试验的 A组，该试验还在进行中，还有其他

组。超过 6700 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液体和/或组织活检进行 MET 突变的预选。采用

tepotinib治疗了 152例晚期 METex14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过治疗和/或脑

转移稳定的患者可以参加试验。参与者每天口服 500毫克 tepotinib。

http://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354-0
https://doi.org/10.1016%2FS1473-3099%2820%2930287-5
https://doi.org/10.1016%2FS1473-3099%2820%2930287-5
https://doi.org/10.1126%2Fscience.abb8001
https://doi.org/10.1126%2Fscience.abb8001
https://doi.org/10.1093%2Fcid%2Fciaa424
https://doi.org/10.1093%2Fcid%2Fciaa424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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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NIH

对老年人有意义的福利

主要终点为客观应答率，根据 RECIST v1.1标准定义为完全或部分应答，并经独立评

审确认。随访 9个月，含 99例患者的主要疗效人群的客观有效率为 46.5%，持续有效率为

11.1个月。

Le说：“近一年的平均反应时间对这一患者群体非常有意义。对于这些老年患者来说，

除了传统的化疗外，有另一种治疗选择是很重要的，这种口服化疗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毒副反应是可控的，27.6%的患者报告有 3级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最常见的副作用是

外周性水肿。11%的患者由于不良事件而停止治疗。

该研究还收集了患者报告的结果，表明咳嗽有所改善，并维持了整体的生活质量。

液体活检用于生物标志物检测

VISION研究表明液体活检是检测突变的可靠方法。该研究还表明，液体活检是一个有

用的工具，可以确定对药物的反应。

51例患者可获得基线和治疗前相匹配的液体活检样本。下一代测序发现，这些患者中

有 34人出现分子反应，表现为突变的消失或者大幅度减少，射线成像证实了 68%的患者的

分子反应。

“这项研究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有了一种针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高效

口服疗法，这类患者以前没有任何靶向治疗的选择，”合着者 John Heymach 说。“我们很

http://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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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能领导这个领域向前发展，为病人提供新的治疗方法。”

根据VISION研究的早期数据，Tepotinib于2019年9月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授予突破性疗法称号。2020年 3月，作为首个口服靶向治疗MET阳性 NSCLC的药物被批

准在日本使用。

原文出处：Targeted therapy with tepotinib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ith MET exon

14 skipping mutation shows durable response

Paul K. Paik et al. Tepotinib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with MET Exon 14 Skipping

Mutations.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DOI： 10.1056/NEJMoa2004407

8、JCI：丹麦科学家在年轻女性身上发现了新的乳腺癌基因

导言

据 2018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乳腺癌在全球女性癌症

中的发病率为 24.2%，位居女性癌症的首位，其中 52.9%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我国，乳腺

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每年有 30余万女性被诊断出乳腺癌。乳腺癌常被称为“粉红

杀手”，其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乳腺癌已成为疗效最

佳的实体肿瘤之一。

在过去的 20多年，我们对遗传疾病的知识有了一个飞跃，已经发现了几种可能会导致

癌症发生的遗传基因的变异。很早就了解到，人类 BRCA1和 BRCA2基因的突变可能会导

致癌症的出现，尤其是在卵巢和乳房。但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也知道，在我们的遗传系统中

仍有大量的变异，可能会导致例如乳腺癌等的危及生命的疾病。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BRIC和 Rigshospitalet组成的一个研究

小组已经开启了这项研究的一个新篇章，目前正在为我们对遗传基因和乳腺癌发病的生物

学机制的理解添加了重要的信息。他们已经定位了 RBBP8基因，并将其功能描述为是一组

非常年轻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关键因素。

哥本哈根大学 BRIC的研究主任克劳斯·斯托加德·索伦森表示，“我们研究了 RBB

P8基因变异在女性乳腺癌患者中的生物学的意义。在这一病人群体中我们认为遗传因素起

了一定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RBBP8正常情况下会保护细胞免受基因组的破坏，相反，

RBBP8的功能降低可能会导致癌症。

为 CtIP蛋白编码的 RBBP8基因，以前还未被发现与遗传性乳腺癌的发生有关。在 5

月 14日发表在《临床研究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的新研究中得出结论，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5-therapy-tepotinib-non-small-cell-lung.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5-therapy-tepotinib-non-small-cell-lung.html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4407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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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罕见的变异和突变。

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遗传基础是控制基因组稳定性因素的单倍体不足。同源重组

（HR）修复是这些癌症的主要途径。为了确定新的候选基因，研究人员检测了 BRCA1和

BRCA2致病性变异阴性的早发乳腺癌患者。他们重点关注 CtIP（RBBP8基因），它通过 D

NA双链断裂（DSB）的末端切除介导 HR修复。值得注意的是，患者表现出一些罕见的种

系 RBBP8变异，功能分析显示，这些变异并不影响 DNA DSB末端切除效率。

具体的病人是出发点

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个特定的病人，但该小组随后在丹麦病人和更大的国际群体中研究

了 RBBP8基因。

丹麦研究人员筛选出 129名 35岁以下的年轻乳腺癌患者，她们都在年龄小的时候（3

5岁以下）被诊断出乳腺癌，随后，我们对 1092名患有乳腺癌或其他癌症、没有 BRCA1

或 BRCA2基因突变的癌症患者进行了广泛的基因测序。

RBBP8基因的突变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年轻女性会患上乳腺癌。对这种蛋白的基础

科学研究表明，RBBP8在保护和调节人体 DNA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修复受

损的染色体。

临床教授芬恩·西利乌斯（Finn Cilius Nielsen）表示，“我们的合作取得了快速进展，

因为我们有机会把临床数据和基础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导致乳腺

癌和其他癌症风险增加的复杂机制和罕见基因变异。”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研究人员希望，这项研究将为发现更多可能导致癌症出现的基因奠定基础，并在长期

内提供有助于癌症患者的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家庭

研究和国际研究，以便更准确地搞清楚突变的风险。

原文出处:Reihaneh Zarrizi, Finn Cilius Nielsen, Claus S?rensen, et.al. Germline

RBBP8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early-onset breast cancer compromise replication fork stab

ility. J Clin Invest May 7, 2020

https://www.jci.org/articles/view/127521/pdf
https://www.jci.org/articles/view/127521/pdf
https://www.jci.org/articles/view/1275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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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结直肠癌重磅消息！BRAF V600E mCRC首个靶向方案：Braftovi+Erbitux

组合获欧盟批准！

2020年 06月 04日讯 /生物谷 BIOON/ --法国皮尔法伯集团（Pierre Fabre）近日宣

布，欧盟委员会（EC）已批准 Braftovi（encorafenib）与 Erbitux（cetuximab，西妥昔单抗）

联合用药方案（Braftovi二药方案），用于治疗先前已接受过系统疗法但病情进展（经治）、

携带 BRAF V600E突变的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成人患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Braftovi+Erbitux方案是欧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门针对 BRAF

V600E突变 mCRC患者的靶向治疗方案。在 III 期 BEACON CRC试验中，与对照方案相

比，Braftovi+Erbitux方案将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 60%、将死亡风险降低 40%、显著

提高了总缓解率。该方案的批准上市，有望显著改善经治 BRAF V600E突变 mCRC患者

的临床结局。

在美国，Braftovi+Erbitux方案已于今年 4月获得批准，用于先前治疗后病情进展（经

治）、并且经 FDA批准的一款检测方法证实携带 BRAF V600E突变的 mCRC成人患者的

治疗。该方案也是 FDA批准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门用于先前接受过治疗且携带 BRAF

V600E突变的 mCRC成人患者的靶向方案。辉瑞拥有 Braftovi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家权利。

在全球范围内，结直肠癌（CRC）是男性第三大常见癌症，是女性第二大常见癌症，

2018年新诊断约 180万例。据估计，BRAF突变出现在约 8-12%的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

患者中，通常预后很差，代表着高度未满足医疗需求。BRAF V600E突变是最常见的 BRAF

突变，携带 BRAF V600E突变的 CRC患者死亡率是野生型 BRAF患者的 2倍以上。

BEACON CRC试验的首席调查员、巴塞罗那 Vall d'Hebron肿瘤研究所所长 Josep

Tabernero医学博士表示：“对于 BRAF V600E突变 mCRC患者和治疗这种毁灭性癌症的

医生来说，这项批准是一个大好消息，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EC批

准的治疗方法专门针对这种高医疗需求人群。这种新的 Braftovi与西妥昔单抗联合治疗方

案现在将改变我们治疗这些患者的方式，延缓疾病进展，延长患者生命。”

http://news.bioon.com/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news.bioon.com/tags/%E8%BE%89%E7%91%9E/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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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ftovi的活性药物成分 encorafenib是一种口服小分子 BRAF抑制剂，Mektovi的活性

药物成分 binimetinib则是一种口服小分子MEK抑制剂。MEK和 BRAF是MAPK信号通

路（RAS-RAF-MEK-ERK）中的 2种关键蛋白激酶。研究表明，这一通路调节了包括细胞

增殖、分化、存活、血管生成在内的多种关键细胞活动。在许多癌症中，如黑色素瘤、结

直肠癌和甲状腺癌，这一信号通路中的蛋白质已被证实异常激活。

在美国，Braftovi+Mektovi组合已被批准用于 BRAF V600E或 BRAF V600K突变的不

可切除性或转移性黑色素瘤。Braftovi不适合治疗野生型 BRAF黑色素瘤。在欧洲，该组合

被批准用于 BRAF V600突变的不可切除性或转移性黑色素瘤成人患者。在日本，该组合

被批准用于 BRAF突变的不可切除性黑色素瘤。

Braftovi和Mektovi由 Array BioPharma发现和开发。2019年 6月，辉瑞以 114亿美元

将 Array BioPharma收购。目前，辉瑞拥有 2款药物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家权利。小野制

药授权获得 2款药物在日本的韩国的独家权利，Medison授权获得 2款药物在以色列的独

家权利，皮尔法伯集团授权获得 2款药物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独家权利，包括欧洲、拉美和

亚洲（日本和韩国除外）。

原文出处：Pierre Fabre Receives European approval for BRAFTOVI® (encorafenib) in

Combination With Cetuximab for the Treat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BRAFV600E-Mutant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10、Cell Death Dis：结直肠癌转移的新机制

结直肠癌（CRC）是第三大最常被诊断为恶性肿瘤的疾病，在全球癌症死亡率中排名

第三。肿瘤转移是 CRC终末期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大多数转移性 CRC患者的中位生存

时间仅 2年，该结果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最近的研究发现，肿瘤微环境（TME）是一个动

态的不断变化的网络，其与肿瘤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肿瘤的转移至关重要。CAF（癌症

相关成纤维细胞）是癌细胞周围基质细胞的主要成分之一，其和 CRC细胞之间的代谢性相

互作用在 CRC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关于 CAF的脂质改变以及这些代

谢重编程是如何影响 CRC细胞的转移目前还不明确。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e-tian831892.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e-tian831892.html
http://www.bioon.c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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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与正常成纤维细胞的条件培养基（CM）相比，CAFs的条

件培养基能够促进 CRC细胞的迁移。CAF受到脂质组重编程作用并积累了更多的脂肪酸和

磷脂。研究发现去除了蛋白质的 CAFs条件培养基仍然能够促进 CRC细胞的迁移，这表明

CAFs条件培养基中的小分子代谢产物是提高 CRC细胞迁移的原因。

研究人员进一步明确 CRC细胞吸收了 CAF细胞分泌的脂质代谢产物。FASN（脂肪酸

合酶）是脂肪酸合成的关键酶，在 CAF 中其表达水平显著升高。通过 siRNA 敲低 FASN

的表达或者通过使用外源磺基 N-琥珀酰亚胺基油酸钠或内源 CD36 单克隆抗体减少 CRC

细胞对脂肪酸的摄取，可以有效的抑制 CAF诱导的 CRC细胞迁移作用。

总而言之，该研究结果阐述了一个新的结直肠癌的转移机制，提示癌症相关成纤维细

胞中的 FASN基因和结直肠癌细胞中的 CD36基因可能是癌症抗转移治疗的潜在靶标。

原文出处：Gong et al.Reprogramming of lipid metabolism in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potentiates migr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Cell Death and Disease (2020) 11：267

https://doi.org/10.1038/s41419-020-2434-z
https://doi.org/10.1038/s41419-020-243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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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Nature子刊综述深度解读！如何利用微生物组的基因组特性来预测癌症

的发生及进展？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Cancer 上题为“Microbiome genomics for cancer

prediction”的综述文章中，来自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们论述了如何利用微生

物组的基因组学特征来进行癌症预测。

图片来源：Adlung, L., Elinav et al. Nat Cancer doi：10.1038/s43018-020-0059-x

尽管癌症基因组学能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帮助理解癌症发病机制并帮助开发新型诊断

工具，但目前研究人员却很少研究维生素组在癌症诊断和临床疗法评估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 Elinav等人就论述了通过研究癌症的宏基因组如何能够促进不同肿瘤

类型的识别、诊断和分级。

研究人员对小鼠和人类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微生物组的改变或与癌症的发生、发展

和对疗法的反应直接相关，而宿主微生物组与癌症病理学之间的一种可能性的链接就是微

生物所产生的代谢产物，这些潜在的生物活性分子可以在肿瘤局部或远端产生，其能够系

统性地涌入宿主体内并影响肿瘤相关的过程；微生物代谢产物的特性及其效应子功能可能

也会在拥有不同微生物组或暴露于不同饮食、药物或其它环境因素的个体之间产生差异，

在癌症或其疗法反应的背景下，这些微生物组衍生的分子的组合或许是有益的，也可能是

有害的；同时通过分析患者机体的宏基因组特征，还能提供一种病人特殊的化学特征，并

与微生物生态系统组成的分析相结合，这或许就为患者个性化的干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5/20200528231915947.jpg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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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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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癌症发生分子基础的全面描述主要集中在人类基因组的改变上，但最近的研究

报告却发现了特殊癌症类型和特定微生物组蓝图之间的关联；然而，研究人员并不是非常

清楚这种关联之间的程度，以及其对癌症诊断、预后和治疗所产生的影响；基于对细菌和

病毒与特性类型癌症之间关联的了解，研究者就开始对 TCGA计划中超过 1万名癌症患者

中涉及 33种癌症类型的 1.8万多份肿瘤样本进行全基因组和 RNA测序数据进行分析，经

过严格的筛选和分类，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样本中的微生物 DNA序列开发了一种新型算法，

其能够有效区分 15种不同的癌症组织和正常组织，并对癌症类型进行分类，同时研究者还

能利用基于组织的微生物模型来区分 I期和 IV 期癌症，这些在结肠癌、胃癌和肾脏癌症中

都表现良好，而在其它类型的癌症中就表现地有限。深入分析来自结肠癌等癌症患者机体

的样本就能帮助建立不同类型癌症与微生物遗传特性之间的关联，即结肠癌中存在的梭菌

属、宫颈癌中存在的 Alphapapillomavirus genus等。

随后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利用来自 TCGA 血液样本的测序数据来检测微生物 DNA

（mbDNA）的特征并且检测是否这种新型算法能够预测不同类型癌症的存在；值得注意的

是，将这种经过 TCGA训练的机器学习分类技术应用于血液样本衍生的 mbDNA特征上，

并与不同类型癌症的存在相关联。随后研究人员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与现有的 ctDNA试验进

行了比较，结果发现，mbDNA能有效区分 Ia 和 IIc 期的癌症及并未检测到基因组改变的肿

瘤，从而就能为传统 ctDNA方法提供新的工具。最后，利用从独立临床队列参与者机体的

血浆样本中提取的无细胞 DNA的宏基因组测序方法，研究者发现，这种方法能够区分健康

个体和癌症患者，同时还能区分前列腺癌和肺癌患者等；总之，通过对肿瘤和循环 mbDNA

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人员就能提供一种创新性的方法，将癌症患者从健康个体中筛选

出来，并且能区分特殊的癌症类型，在某些情况下还能识别早期和晚期癌症患者。

这项研究补充了过去一些强调微生物组在癌症中重要性的报告，来自人类微生物组研

究计划的数据显示，人类机体微生物的特征会表现出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尽管饮食、环

境、宿主机体遗传因素和早期微生物的暴露都是造成这种异质性的原因，但这种多样性在

很大程度上依然无法解释，最近有研究表明，不同原发性癌症（其中许多发生在胃肠道）

中存在的细菌会影响癌症患者的预后表现。相关研究发现或许并不局限于原发性肿瘤，有

意思的是，相同的细菌也可以在同一患者的转移性肿瘤中发现，这就表明，原发性肿瘤和

转移性肿瘤之间或会表现出微生物组的稳定性。尽管目前研究人员对癌症中微生物组所扮

演的生物学功能的了解仍然有限，但我们都知道，微生物组会影响患者的疗法预后以及其

对常规化疗和免疫疗法的反应。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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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dlung, L., Elinav et al. Nat Cancer doi：10.1038/s43018-020-0059-x

癌症诊断的金标准技术依赖于活组织检查，随后由病理学家对活组织进行显微镜检查，

对患者的癌症进行遗传学分析通常会寻找遗传改变，从而就能帮助指导有关靶向疗法方案

的决策；液体活检是一种新型方法，其能对循环肿瘤细胞进行分析研究，但其主要是用于

监测在肿瘤治疗或手术后辅助治疗中已经确诊的癌症患者；研究者 Galon等人开发的免疫

评分技术就能通过测定肿瘤位点的宿主免疫反应来确定早期结肠癌患者的疾病复发风险。

为了理解利用微生物 DNA对癌症患者效益的潜在临床意义，研究者就需要将研究结果

置于当前癌症诊断和临床随访方法的背景下进行；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

非常有趣的结果，首先，他们能够识别出早期癌症患者，并未对基因组变异进行监测，而

基于 ctDNA的分析就能够得出证据；其次，在某些情况下，研究者能够正确地将癌症患者

分类到特定的阶段，这优于其它液体活检方法，相关研究发现就表明，mbDNA监测方法能

帮助识别早期（仍可治愈）癌症患者，并能作为一种快速的癌症筛查工具。

尽管这些发现具有非常明显的临床意义，但科学家们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

是否能利用微生物组的特征来预测癌症的发生及进展；未来的研究也需要提供明确的证据

来证实这种潜在强大工具的有效性，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这些微生物组的特征是否真

的能够改变患者的治疗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其就能作为一种指示患者预后和监测的生物

标志物。很显然，这种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测试和验证，因此后期研究者可能还需要一段时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http://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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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直到相关的测试通过了监管部门的评估和临床实践的应用，后期研究者还将继续在更

大的人群队列和不同类型的癌症患者中进行后续研究。

原文出处：Adlung, L., Elinav, E., Greten, T.F. et al. Microbiome genomics for

cancer prediction. Nat Cancer 1, 379–381 (2020).doi：10.1038/s43018-020-0059-x

科研动态

1、面对审稿意见怎么回？回复模板来了！

学术论文需要经过审稿（同行评议），才能在正规的学术刊物发表。经过

审稿，如果论文没有被直接“枪毙”，作者需要按照审稿人的意见返修论文。

然而，大多数作者并不知道如何回复审稿意见！

总原则：逐条回复审稿意见

审稿意见的第一段往往是审稿人对论文的定性评价，比如“这篇论文有新

意，有重要价值，建议小修改后刊用”。无论审稿人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

作者回复时都需要完整地呈现审稿意见，而不可隐藏第一段定性评价。

假设一篇论文有三个审稿人，针对每一个审稿人的意见，要按照“一段意

见、一段回答”的形式，逐条回答。不要把几个审稿人的多条意见用自己的话

归纳总结，再回答（因为，作者把不同审稿人的意见“综合”在一起，难免有

自己的主观取舍，有“避重就轻”之嫌）。

逐条回复时，要做到：

要简短地向审稿人解释，还需要在回复邮件中重现修改的段落和句子，甚至给出

有变动的图表。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8-020-0059-x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8-020-005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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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务实、干脆利落，不要让编辑觉得“问题很大”，以至于作者需要用大篇

幅来解释问题。

回复意见讲策略、有礼貌

（1）审稿人：论文创新性不强：

回复：谢谢您的意见。我们这篇论文原稿的引言部分没有把新意、重

要性写清楚；鉴于此，我们已经加强了引言部分，把创新性强调出来。本文的创新性

就在于……

（2）审稿人：这句话有歧义：

回复：谢谢提醒。我们原本的写作的确会引起歧义，现在我们根据审稿人的

意见修改如下……

审稿人是读者的代表，既然他们会产生误解，那么其他读者也会有误解。因此，

可以把涉及的句子重新变换一下，写得清楚一些。

（3）审稿人：需要补充一个实验：

a.做这个实验。如果实验结果能说明问题，则要把结果补充到论文中。反之，要

展示、分析数据，告知审稿人已做此实验，但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结果，并阐明原因。

b.没有实验条件，或者不能在短时期内做此实验怎么办？

想方设法补充实验。作者应该静下心来分析——审稿人要求补充这个实验，是

要了解什么信息或达到什么实验目的（如明确样品的元素含量）？那么用别的仪器能

否得到这个信息？

（4）审稿人对实验现象提出了相反的解释要用实验数据来说话！

a.若实验数据说明审稿人的解释是合理的（作者原先的解释也正确），则在

修改论文时把新的解释加上。

回复：实验数据与此解释吻合，但两个解释究竟哪个更合理，有待于进一步

验证。

b.若实验数据说明审稿人的解释不合理。

回复：对于以上数据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但我们的实验结果并不支撑这种解释。

（5）仍然无法满足审稿人的要求

作者应诚恳地说出原因，并且在修改论文时有所行动。如：

审稿人：反应机理是什么？

回复：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开发新的催化剂，但反应机理不清楚。这些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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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续催化应用和反应机理值得进一步研究。

2、超实用模板 | SCI投稿时 Cover Letter的撰写

花点时间为您的论文准备一份简明的 Cover Letter（投稿信）。许多期刊都要求作者

附上 Cover Letter，即使有时期刊规定 Cover Letter是可选的，稿件提交时也最好包含一个

Cover Letter。

Cover Letter是写给该期刊的总编辑的，须简要地介绍稿件的研究内容并解释为何与该

期刊的读者群相关。有时还可能需要包括期刊要求的声明和披露，以及潜在审稿人的姓名

和联系信息。其表达风格和语气应当专业而正式，且长度不要超过一页。

本文结尾处我们提供一份模板来帮助您高效完成撰写 Cover Letter的任务。如果

目标期刊的作者说明中包含 Cover Letter的规格，请根据期刊的要求进行适当调整。

Cover Letter通常应包括什么？

1).收信人也就是期刊编辑的名字；2).稿件标题；3).简要说明研究的背景、目标

和发现；4).简要解释稿件为何与期刊读者相关；5).对于多作者的论文，声明所有作

者均已认可该手稿并同意将其提交至该期刊；6).声明文中没有任何材料已经出版，

并且目前没有提交至其它地方请求出版。

Cover Letter中可以包含的内容，以及还有哪些内容可能会被期刊要求呢？

1).潜在审稿人名单（姓名和联系方式）；2).有助于增强期刊编辑对论文的兴趣

的信息，例如数据的新颖性和时事性；3).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或者声明存在的各

种利益冲突或可能相关的许可信息；4). 有关使用预印本服务器的信息和预印本链

接，或者论文中的工作是否曾在某些会议文集中进行报道。

Cover Letter中不应包含哪些内容？

1).作者的简历和出版史（除非期刊要求）；2).过多结果和方法部分中的细节介

绍（编辑会通过阅读文章来找到这些信息）；3).使用非正式语言、感叹号或过于正

式和谄媚的语言。

附：原创性研究论文 Cover Letter模板

注意：插入相关内容后，请去除粗体格式和方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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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Letter Template

[Date]

[Journal Editor’s name (first name followed by family name)][Editor’s title, Journal

Name in italics, title case][Journal’s full postal address] Dear

Dr.[Editor’sfamily name],

On behalf of all authors, I wouldlike to ask you to consider our manuscriptentitled “add

manuscript title within the quotationmarks using sentence case” for publication

in [Journal Name in italics, title case] as an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This [add type of

study if relevant, such as prospective cohort,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

double-blind, multicenter] study investigated [add the research problem thatyou

sought to answer],focusing on [add primary endpoint]. Ifrelevant, add the following

sentence: All study participants providedinformed consent, and the study design was

approved by an ethics review board. [Adda sentence describing the background or

reasons for doing the study.] Here, concisely describe the main results andsignificant

conclusions. Webelieve that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will be of special interest to

thereaders of [add Journal Name]. Explain why your findings will be relevantto

readers of the journal, considering the journal’s aims andscope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your study. Without wishing to take a liberty, my coauthors and I wouldlike to suggest

three potential referees: Dr. [A, institution, address,phone, e-mail]Dr. [B,

institution,address, phone, e-mail]Dr. [C, institution, address, phone, e-mail] [Add any

disclosure statements or informationpertaining to ethical standards required by the

journal.] Thismanuscript has not been published and is not under consideration

forpublication elsewhere. All the authors have approved the manuscript and agreewith this

submission.

Sincerely,

[Submitting author’s full name anddegree, such as PhD; MD, PhD;MD,

DMedSc][Submitting author’s institution][Full postal address][Telephone number;

E-mail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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