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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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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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成人戈谢病诊治专家共识（2020）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24):1841

2
介入医务工作者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

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23):1761

3 中国结直肠癌早诊早治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22):1691

4 脑性瘫痪患儿营养支持专家共识 中华儿科杂志 2020.58(7):553

5 中国成人血小板减少症诊疗专家共识 中华内科杂志 2020.59(7):498

6 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关节炎患者实践指南 中华内科杂志 2020.59(7):511

7 高尿酸血症/痛风患者实践指南 中华内科杂志 2020.59(7):519

8 正常分娩指南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20.55(6):361

9 正常分娩临床实践指南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20.55(6):37

10 子宫腺肌病诊治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20.55(6):376

11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治指南（2020）》解读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20.55(6):425

12
中国结直肠癌骨转移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

识(2020版)
中华肿瘤杂志 2020．42(6):433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24/120391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23/120270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23/120270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22/1202141.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7/120463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8202007/1204201.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8202007/1204188.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8202007/120419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1202006/120388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1202006/1203881.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1202006/120388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1202006/120387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2202006/120393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2202006/1203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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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动态

1、临床试验表明秋水仙碱对 COVID-19 重症患者有效！

有新的证据表明，一种有 2000 年历史的药物可能为对抗 COVID-19 提供了

希望。

这种药物叫做秋水仙碱，是一种片状的抗炎药，被用以治疗痛风--痛风是关

节炎的一种，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该药最初来源于秋番红花，医

生有时也使用秋水仙碱来治疗心包炎。

一组希腊研究人员近日在 JAMA Network Open 上报告说，他们的小型试验

表明秋水仙碱可能有助于遏制严重的 COVID-19。

该试验涉及今年 4 月因 COVID-19 住院的 105 名希腊患者。除了接受标准的

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但不包括瑞德西韦)，一半的参与者每天服用秋水仙碱，持

续 3 周，而另一半则没有。

希腊 Attikon 医院心脏病学家 Spyridon Deftereos 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说，

研究结果“表明秋水仙碱对 COVID-19 住院患者有显著的临床益处”。

研究人员说，具体来说，50 名未服用秋水仙碱的患者中，有 7 人的情况“临

床恶化”到严重阶段(例如，需要机械通气才能存活)，而 55 名接受秋水仙碱治

疗的患者中，只有 1 人的情况是如此。

一组美国医生在一篇期刊社论中表示，这项研究存在局限性，但对希腊研究

小组“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老药可能仍有新生”表示赞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脏病专家 Amir Rabbani 博士及其同事在社论中强

调，研究规模太小，无法就是否应常规使用秋水仙碱治疗 COVID-19 提供明确的

声明。

但他们说，正如新研究中观察到的那样，秋水仙碱对某些心脏功能血液标记

物的影响表明，秋水仙碱具有抗炎和抗凝血作用，可能有助于限制 COVID-19 造

成的心血管损害。

更大规模的试验是必要的--而且它正在进行中

Bahl 说，这项新研究的规模还太小。因此，尽管它“在早期确实显示了一

些希望，但在我们将秋水仙碱作为广泛使用的药物用于帮助抗击 COVID-19之前，

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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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今年 4 月首次报道的那样，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秋水仙碱

防止高危 COVID-19 患者病情严重到住院的能力。

据研究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医学教授 Priscilla Hsue 博士说，

“其中一个独特的方面是，我们试图在人们需要住院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Hsue 解释说，秋水仙碱是首选药物有几个原因：不像许多在医院里测试的

药物，都是通过输注或注射的方式，秋水仙碱片容易服用，而且不贵，所以在家

里很容易使用。她补充说，这种药物用于痛风的安全性也有很长的历史。

除此之外，Hsue 补充道，最近的一项试验发现，低剂量秋水仙碱对最近心

脏病发作的人有益。每天服用一片药片的患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进一步发生心脏

并发症或中风的风险降低了。

独特的设计

北美试验的目标是纳入 6000 名新确诊的 COVID-19 患者，这些患者患有严

重疾病的风险较高，因为他们年龄超过 69 岁，或患有心脏病或肺病等疾病。

为了将这些患者隔离在家中，该研究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非接触式”设

计：患者将通过快递领取药物，并通过视频或电话进行随访。研究人员将研究这

种策略是否能在一个月内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

Randy Cron 博士是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的儿科和医学教授，也是“细胞因子风暴”

的专家。

尽管 Cron 认为，针对 COVID-19 中的细胞因子风暴是明智的，但他对给没

有严重免疫反应迹象的人使用秋水仙碱持保留态度。抑制他们对病毒的免疫反应

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吗？

“我担心的是，这会让感染更严重吗？”Cron 说。

然而，Hsue 指出药物的安全记录，并指出在试验中给予的剂量将低于痛风

的常规使用剂量。

最后，专家们说，唯一能够明确证明任何药物对 COVID-19 有效的方法是通

过临床试验。

秋水仙碱研究目前正在招募患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纽约大学医学院是

最先参与的两个美国机构。

原文出处： In early trial， an ancient drug shows promise against severe

COVID-19Spyridon Deftereos et al. Effect of Colchicine vs Standard Car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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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ac and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The GRECCO-19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Netw Open. 2020；3(6)：e2013136. doi：10.1001/ jamanetworkopen.

2020.13136

2、Blood：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或是导致 COVID-19并发症的罪魁祸首！

过度活跃的防御反应可能导致血液凝块增加、疾病严重程度和 COVID-19死亡。一种

被称为“NETosis”的现象，即对抗感染的细胞释放一种网状物质来诱捕入侵的病毒，这是

使用呼吸机的人和死于这种疾病的人越来越活跃的免疫反应的一部分。

由犹他大学健康研究中心和 PEEL Therapeutics公司领导的研究小组，与冷泉港实验室

和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合作，在《Blood》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犹他大学健康研究中心的重症监护专家、医学博士 Elizabeth

Middleton说：“这项研究向我们揭示了 COVID-19肺部损伤的潜在机制，而这一机制之前

并未被认为是可能的治疗靶点。”

图片来源：Lauren Moulton

该研究还报告说，在实验室实验中，一种最初在脐带血液中发现的天然蛋白质抑制了

这种网状免疫反应，这可能为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据估计，有多达 10%的 COVID-19患者病情严重，出现呼吸窘迫。肺损伤的原因是一

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增加的血凝块可能导致并发症引起的疾病。

Middleton是犹他大学的健康科学家、资深作者 Christian Con Yost医学博士和 Joshua

Schiffman医学博士及其同事仔细研究了一种称为 NETosis的特殊免疫反应是否与此有关。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7/20200701225325705.jpg


6

作为免疫反应的一部分，白细胞会释放网状的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来捕获和杀

死病原体。虽然这些 NETs通常是有益的，但 Yost之前的研究表明，过度活跃的 NETs会

加剧某些疾病。在严重感染等情况下，NETs会堵塞血管，导致炎性组织损伤。

为了确定 NETs是否会导致 COVID-19的并发症，该小组检查了 33名患者的血浆以及

肺部的气管吸气物。他们发现 NETs活动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接受生命支持的患者和死于 COVID-19的患者的 NETs激活迹象明显多于病情较轻或继续

康复的患者。健康人群的 NETs免疫反应更低。NETs的水平还可以用于血氧水平指标(疾

病严重程度的独立指标)额的跟踪。

同样，来自病人的血浆也被用于启动 NETs反应。在实验室实验中，COVID-19患者的

血浆触发了健康患者的白细胞产生 NET，其数量是暴露于健康成年人血浆的细胞的 50倍。

“这项研究可能告诉我们，血液中的 NETs水平可能有助于预测 COVID-19疾病的严

重程度和死亡率，”Yost说，他是美国大学健康学院的内科专家。“在这场大流行中，我们

迫切需要更多的信息来了解哪些患者的病情会好转，哪些会恶化。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

究，以确定 NETs能否成为 COVID-19严重程度的生物标志物。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过度

使用的 NETs可能是 COVID-19发病和死亡的一个原因。”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冷泉港实验室的合作者们发现，COVID-19死亡患者肺部的血管

中布满了网状细胞团块，以及一种用于凝血的关键血细胞--血小板。最近的另一项研究表

明，血小板在疾病期间变得异常活跃。目前正在开展调查，以确定 NETs和血小板是否会

增加 COVID-19的凝血风险和其他临床表现。

图片来源：Xue-Yan He and David Ng, Egeblad Lab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http://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7/2020070122534411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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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VID-19中，血栓形成是主要死亡原因。因此，我们的发现告诉我们，我们应

该更多地了解 NETs在 COVID-19中凝血的作用，”来自冷泉港实验室的癌症研究员Mikala

Egeblad博士说。“血栓形成也是晚期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晚期癌症患者的血液

中 NETs含量也会升高。因此，我认为我们从 COVID-19中学到的东西将有助于我们治疗

包括癌症在内的其他疾病。”

此外，实验室实验表明，在新生儿脐带血中发现的一种名为“新生儿 NETs抑制因子”

(nNIF)的小蛋白可以抑制接受COVID-19患者血浆治疗的白细胞的过度活跃的NETs反应。

PEEL Therapeutic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Schiffman解释说，这种肽被认为可以保护婴儿在生

命早期免受有害的炎症。他的公司正在评估这种蛋白质是否可以成为临床治疗的基础。

Schiffman说：“新生婴儿的血液中有一种天然的治疗方法，可以防止我们认为可能导

致 COVID-19患者死亡的炎症事件。与目前正在 COVID-19患者身上测试的阻断整个免疫

系统的其他药物相比，这种有针对性的阻断 NETs的方法可能更有效，副作用更少。”

原文出处：Clues to COVID-19 complications come from NET-like inflammatory response

Elizabeth A Middleton et al，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NETs) Contribute to

Immunothrombosis in COVID-19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Blood (2020). DOI：

10.1182/blood.2020007008

3、Cell：通过分析受感染细胞的全局磷酸化图谱，揭示现有的激酶靶向药物

有望阻止 SARS-CoV-2劫持宿主细胞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分析了 SARS-CoV-2---导致 COVID-19 疾病

的新型冠状病毒---如何劫持它的靶细胞中的蛋白。这项研究展示了这种病毒如何改变靶细

胞的活性，从而促进它自身的复制并感染附近的细胞。他们还鉴定出 7种临床上批准的可

以破坏这些机制的药物，并建议立即在临床试验中测试这些药物。相关研究结果于 2020年

6月 28日在线发表在 Cell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he Global Phosphorylation Landscape of

SARS-CoV-2 Infection”。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员包括来自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旗下的欧洲

生物信息学研究所（EMBL-EBI）、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药学院定量生物科学研究所冠

状病毒研究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德国弗莱堡大学的研究人员。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6-clues-covid-complications-net-like-inflammatory.html
http://dx.doi.org/10.1182/blood.2020007008
http://dx.doi.org/10.1182/blood.2020007008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7%94%9F%E7%89%A9%E4%BF%A1%E6%81%AF%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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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丝状伪足的细胞上的 SARS-CoV-2病毒

图片来自 Elizabeth Fischer, Microscopy Unit NIH/NIAID。

病毒无法自行复制和传播：它们需要有机体---它们的宿主---来携带、复制它们并将

它们传播给更多的宿主。为了促进这一过程，病毒需要控制宿主细胞的分子机器，并操纵

它们来产生新的病毒颗粒。有时，这种劫持会干扰宿主中的酶和其他蛋白的活性。

一旦蛋白产生，酶可以通过对它的结构进行化学修饰来改变它的活性。比如，磷酸化

---一种叫做激酶的酶在蛋白上添加一个磷酸基团---在调节许多细胞过程中起着关键作

用，包括细胞与细胞之间的通信、细胞生长和细胞死亡。通过改变宿主蛋白中的磷酸化模

式，病毒有可能促进自身传播到其他细胞，最终传播到其他宿主。

这些作者使用质谱法（一种通过测量样品中分子和分子片段的质量来分析它的特性的

工具）来评估所有在 SARS-CoV-2感染后出现磷酸化变化的宿主蛋白和病毒蛋白。他们发

现，在与这种病毒相互作用的宿主蛋白中，有 12%受到磷酸化修饰。他们还鉴定出最有可

能调节这些修饰的激酶。激酶是阻止这种病毒活性和治疗 COVID-19的药物的潜在靶标。

受感染细胞的非凡行为

EMBL-EBI 小组组长 Pedro Beltrao解释道，“这种病毒会阻止人类细胞的分裂，将它

们维持在细胞周期的一个特定点。这为这种病毒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充足的环境来保持

复制。”

SARS-CoV-2不仅影响细胞分裂，还影响细胞形状。这项研究的关键发现之一是，受

感染的细胞呈现出长长的、分枝的、臂状的延伸，也称为丝状伪足（filopodia）。这些结构

可能有助于这种病毒到达体内的附近细胞并促进感染，但这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药学院定量生物科学研究所、格拉斯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e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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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gan说，“独特地视化观察到丝状伪足存在广泛分支的事实揭示了这种疾病的潜在干预

点。”

旧药物，新疗法

Beltrao说，“激酶拥有某些结构特征，使得它们成为良好的药物靶标。已经开发出针对

我们鉴定出的一些激酶的药物，因此我们敦促临床研究人员在临床试验中测试这些药物的

抗病毒效果。”

在一些患者中，COVID-19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从而导致炎症。一种理想的

治疗方法是缓解这些加剧的炎症症状，同时阻止这种病毒的复制。现有的针对激酶活性的

药物可能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

这些作者鉴定出数十种由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批准或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靶

向感兴趣的激酶的药物。其中的 7种化合物，主要是抗击癌症和炎症性疾病的化合物，在

实验室实验中表现出强大的抗病毒活性。

Krogan 说，“我们的数据驱动的药物发现方法鉴定出一组新的药物，这些药物无论是

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都具有很大的潜力来对抗 COVID-19。我们很想了解，

它们是否将有助于结束这一流行病。”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细胞与分子药理学系教授 Kevan Shokat说，“我们期望在这项研

究的基础上，通过测试许多其他激酶抑制剂，同时鉴定潜在的途径和其他可能有效干预

COVID-19的潜在疗法。”

原文出处：

1.Mehdi Bouhaddou et al. The Global Phosphorylation Landscape of SARS-CoV-2

Infection. Cell, 2020, doi:10.1016/j.cell.2020.06.034

2.Existing drugs can prevent SARS-CoV-2 from hijacking cells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6-drugs-sars-cov-hijacking-cells.html

4、mBio：减毒活疫苗有助于预防 COVID19患者的肺脏炎症反应

LSU健康新奥尔良牙科学院教授 Paul Fidel博士和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教授Mairi Noverr

博士最新的研究表明，减毒活疫苗（如麻疹，腮腺炎和风疹）可预防严重的肺部炎症和与

COVID-19感染相关的败血症。该论文最近发表在《mBio》杂志上。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减毒活疫苗可以激活非特异性免疫细胞来训练白细胞（免疫系

统的白细胞），从而更有效地防御无关的感染。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证明，用减毒活菌株进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6.034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6.034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6-drugs-sars-cov-hijacking-cel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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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疫苗接种可产生针对致病性败血症（血液中毒）的先天性保护作用。

图片来源：Www.pixabay.com

作者提出，不受长期感染的减毒活疫苗的保护作用是由长期存在的髓样来源的抑制细

胞（MDSC）产生的，该细胞先前在多种实验模型中均被证明可抑制败血性炎症和死亡率。

他们强调，这种减毒活的MMR 疫苗概念绝不建议针对 COVID-19，而是针对 COVID-19

的严重炎症症状的免疫预防措施。

类似的概念正在其他国家进行测试。作者写道：“在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至少进行

了六项临床试验，以测试高风险医护人员的牛分枝杆菌 BCG（减毒活疫苗）疫苗或安慰剂

的疫苗接种，以确定是否有益可以得出针对 COVID-19的训练有素的先天反应。”

相反，Fidel和 Noverr 提出，训练后的先天性反应包括诱导MDSCs，MDSCs可以抑制

/减少与 COVID-19相关的严重肺部炎症/败血症。“尽管我们已经启动临床试验和动物模型

研究来验证假说，即给予成年人的 MMR 疫苗会诱导我们建议的旁观者细胞可以抑制与

COVID-19感染相关的严重肺部炎症/败血症，但我们建议成年人在没有免疫力低下，孕妇

或对疫苗过敏的高危人群，应接种MMR疫苗/加强疫苗。” Fidel总结说。 “如果我们是

正确的，那么接种了MMR疫苗的人如果感染了 COVID-19，其遭受的痛苦会更少。如果

我们错了，那么该人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免疫力就会更好。这是一种无害的建议。”

原文出处：Could an Unrelated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Serve as a Preventive Measure

To Dampen Septic Inflammation Associated with COVID-19 Infection?. mBio.

doi.org/10.1128/mBio.00907-20

https://mbio.asm.org/content/11/3/e00907-20
https://mbio.asm.org/content/11/3/e009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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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ature子刊深度剖析！如何靶向作用髓系细胞开发广谱型抗癌疗法！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Cancer上题为“Rel-ating myeloid cells to cancer

therapy”的综述报告中，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论述了髓系细胞如何与癌

症疗法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免疫检查点阻滞在癌症疗法中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然而，T

细胞特异性的检查点抑制剂或许并不能有效治疗癌症患者，转录因子 c-Rel能够调节髓系

细胞的促炎性极化以及抗肿瘤免疫反应。

自美国《国家癌症法典》宣布“向癌症宣战”成为美国联邦法律以来的 50年间，癌症

防治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一些进展包括靶向性疗法的开发，比如针对肿瘤细胞受体

的抗体和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或基于特殊生物标志物的疗法，这些生物标志物能预测

机体对抗癌制剂的有效反应；而一种能够极大改变科学家们对癌症理解和治疗的领域就是

免疫疗法，第一批免疫疗法制剂能够激活癌症患者体内的内在免疫反应从而来抵御癌症进

展，其重点关注的是如何苏醒耗竭的 T细胞，而针对癌症治疗的 T细胞检查点抑制剂的开

发则能够让患者产生显著的反应，尽管如此，很多患者，尤其是机体携带少量或并没有肿

瘤浸润 T淋巴细胞的患者仍然无法从这些治疗策略中获益。文章中，研究人员论述了如何

通过靶向作用免疫抑制性髓系细胞中的转录因子 c-Rel来抑制肿瘤进展并促进 T细胞检查

点阻滞所介导的抗肿瘤反应，这或许就有望帮助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潜在的免疫性疗

法。

图片来源：Takahashi, H.,et al. Nat Cancer doi：10.1038/s43018-020-0069-8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6/202006292228221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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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系细胞包括循环和组织驻留的粒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等，其独有

的特性是表达 CD11b标志物，而且其具有强大的转录可塑性潜能；肿瘤中的髓系细胞远比

淋巴细胞丰富，而且髓系细胞还能在骨髓和患者机体循环中被大大扩展，由于其能够抑制

T细胞激活，因此肿瘤宿主中循环的髓系细胞也被称为骨髓衍生的抑制性细胞（MDSCs，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研究者表示，c-Rel能控制肿瘤中髓系细胞的极化，而

c-Rel的特殊抑制子能够明显抑制肿瘤进展并能与 T细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产生协同作用，

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免疫抑制性髓系细胞作为免疫肿瘤微环境关键调节子的重要性。

c-Rel是一种特殊的转录因子，其属于结构和功能相关的 NF-kB转录因子相关家族，

这些转录因子在大多数细胞中能够广泛表达，当被细胞因子、病原体或损伤相关的分子模

式受体激活后，这些转录因子就会介导机体快速的转录反应，与 NF-kB其它家族成员不同

的是，c-Rel主要会在淋巴细胞和髓系细胞中进行表达，尽管 c-Rel的缺失此前并未揭示该

因子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具有特异性的作用，但研究者发现，其在调节MDSC调节的抗肿瘤

免疫反应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研究者发现，小鼠同系黑色素瘤和淋巴瘤肿瘤的生长会因 c-Rel的缺失而明显受损，

利用抗体剔除的骨髓群体和骨髓细胞特异性敲除模型进行研究，研究者发现，Gr1+髓系细

胞中 c-Rel的缺失与肿瘤生长受限及肿瘤内 IFN-γ+TNFα+CD8+ T 细胞的增加直接相关，

在携带肿瘤的小鼠中，c-Rel的缺失与血液和肿瘤中 CD11b+Gr1+单核细胞和粒细胞的水平

下降有关，而 CD11b+F4/80+Gr1–巨噬细胞的水平并不会受到影响，相关研究结果表明，

c-Rel会调节小鼠机体中MDSCs的水平，但对于健康小鼠机体中基底循环的髓系细胞并无

影响。c-Rel的剔除会诱发MDSCs的促炎性极化，其主要特点表现为糖酵解水平的增加及

线粒体呼吸率的降低。

目前研究人员迫切需要开发出新型治疗性制剂来抑制肿瘤相关髓系细胞所产生的高度

免疫抑制性功能，为此，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名为 R96A的 c-Rel新型抑制剂，同时在体

内肿瘤生长过程中检测了其作用效果，R96A能明显减少野生型小鼠机体中肿瘤的生长（对

c-Rel缺失的小鼠并无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治疗性制剂能阻断MDSCs对 T细胞的

免疫抑制性效应，由于 T细胞检查点抑制剂能通过一种不同于 c-Rel抑制剂的作用机制来

抑制防止 T细胞耗竭的肿瘤生长，因此研究人员就将髓系检查点抑制剂 R96A与 T细胞检

查点抑制剂抗 PD-1疗法结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这种抑制剂联合疗法相比单独使用而

言或许能产生强大的抑制肿瘤生长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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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an831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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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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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发现强调了靶向性信号转导、转录和表观遗传调节在寻找控制肿瘤免疫抑制

方面的潜力，然而研究者表示，免疫反应过程中的转录控制或许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他

们并不清楚为何 c-Rel会促进MDSCs中的免疫抑制性转录，但却会在巨噬细胞中促进促炎

性的转录过程，详细比较MDSCs和巨噬细胞中 c-Rel的表达、激活及与启动子的相互作用

或许能够帮助提供更多线索来帮助开发更多控制髓系细胞介导的免疫抑制的新型疗法。

最后研究者表示，识别免疫抑制性髓系细胞中的疗法易感性或许有望增强抗肿瘤免疫

策略，同时相关研究结果还能帮助提供关于髓系细胞信号和转录通路之间特异性的相互作

用，这或许有望解锁并改善免疫疗法的疗效从而应用于更多癌症患者的治疗。

原文出处：Takahashi, H., Varner, J. Rel-ating myeloid cells to cancer therapy. Nat

Cancer 1, 480–481 (2020). doi：10.1038/s43018-020-0069-8

6、Nature子刊综述深度剖析！以基因组为导向的癌症疗法的临床前研究进展！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Cancer上题为“Genomics-guided pre-clinical

development of cancer therapies”的综述文章中，来自Wellcome Sanger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论述了以基因组为导向的癌症疗法的临床前研究进展；自 20多年前曲妥珠单抗被批准用于

乳腺癌治疗以来，目前研究人员开发出了多种临床有效的靶向性抗癌疗法，这篇综述文章

中，研究人员回顾了以基因组为导向的药物开发进展，并提出了癌基因成瘾（oncogene

addiction）的概念等，研究人员考虑了非癌基因成瘾性，以及合成致死模式如何扩展新疗

法的范围，特别是目前无法用药物治疗的癌症，文章中，研究人员还讨论了基于 CRISPR

的遗传筛查如何增强他们识别新靶点的能力，最后他们还分析了如何扩大精准化癌症药物

搜索和使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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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8-020-0069-8
http://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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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es, H.E, et al. Nat Cancer doi：10.1038/s43018-020-0067-x

文章中，研究人员从“基因组学使抗癌药物的开发成为可能”、“经典的癌基因成瘾”、

“非癌基因成瘾性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今研究人员正在加速研究如何利用基因筛

查的方式来寻找疾病治疗性的靶点，目前他们并不清楚癌细胞中到底存在多少合成致死性

相互作用，也不清楚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情况。根据研究人员对诸如酵母等模型生物的研

究，同时考虑到人类癌症的遗传、组织和组织学异质性，以及高级阶段遗传性相互作用的

数量，似乎合成致死性相互作用的规模很大，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特定的，因此全面绘制

出癌细胞的易感性图谱，比如癌症依赖性图谱，对于理解多种癌细胞的合成致死性关系，

从而指导更加精准的疗法开发或许是非常重要的。相关研究目前已经指出了癌细胞中存在

的成百上千种特定背景的适应性基因，其中一些基因还在癌细胞系之间共享，有些则是私

有的，目前研究人员对大多数不同的依赖性分子的基础知之甚少。此外，研究人员进行成

对的基因干扰研究（比如同时敲除或沉默两个基因）可以揭示其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解释

异质性细胞系中所观察到的合成致死性效应，进而识别出更多候选靶点组合，截止到目前

为止，很多研究仅提出了对多种癌症的合成-致死性相互作用的初步认识。

建立跳龙靶点与疾病相关表型之间的因果和机制的关联是药物发现的第一步，对于许

多现有和新出现的靶点而言，研究人员还不太清楚导致不同依赖性和临床反应的癌细胞中

的分子改变，截止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临床前/临床研究都能将单一的体细胞突变、拷贝

数编译和基因表达与靶点联系起来，在细胞通路的背景下，将多维基因组、表观基因组、

蛋白质组和表型数据进行整合的系统生物学方法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全面了解靶向生物学和

疗法反应；此外，利用诸如药物或基因敲除的手段来阐明癌细胞的适应性反应能够越来越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6/20200629221818715.jpg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9%85%B5%E6%AF%8D/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9B%8B%E7%99%BD%E8%B4%A8%E7%BB%84/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BB%E7%BB%9F%E7%94%9F%E7%89%A9%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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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通过使用诸如单细胞 RNA测序等技术在单细胞分辨率下阐明，这或许就能帮助研究人

员深入分析介导依赖性和疗法反应的动态和异质性细胞过程。

大多数现有的抗癌药物都能够靶向作用少量蛋白质家族，比如蛋白激酶，而许多新出

现的合成致死性靶点被认为是很难靶向作用的，即所谓的不可用的药物靶点；改进技术来

解决这些棘手的靶点并扩大治疗模式的范围是实现以基因组为导向的药物开发的重要步

骤，比如，靶向作用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 BCL-2抗凋亡蛋白家族潜在选择性抑制剂，如

BCL-2等。有前景的新技术包括 PROTAC（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其中双功能分子能够

结合靶向蛋白和 E3泛素连接酶，从而就能靶向作用蛋白进行蛋白质酶体的降解，第一个进

入临床试验的是 ARV-100，其能靶向作用雄激素受体在转移性抗去势前列腺癌的环境中进

行降解。而诸如 Target2035等旨在产生靶向蛋白质组的化学工具和探针等研究或许会通过

开发潜在的选择性化合物来帮助识别更多新的目标靶点。

在过去 20年里，以基因组为导向的疗法在患者治疗上取得了重要进步，尽管后期困难

的挑战仍然存在，比如肿瘤的异质性和耐药性等，但通过癌基因和非癌基因成瘾性的框架，

对合成致死性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地理解，未来或将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开发更为合理的靶向

性抗癌疗法。此外，诸如 CRISPR基因编辑等强大的新型工具的开发，以及细胞培养和计

算机方法的进步，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深入理解多种分子设置下合成致死性相互作用的影响，

当然这对后期的研究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尽管如此，随着研究人员研究的深入及新型工

具的开发和使用，后期以基因组为导向的疗法的开发也必将会不断提速。

原文出处：Francies, H.E., McDermott, U. & Garnett, M.J. Genomics-guided

pre-clinical development of cancer therapies. Nat Cancer 1, 482–492 (2020). doi：

10.1038/s43018-020-0067-x

7、Nature子刊深度解读！基于 ctDNA的液体活检技术在癌症诊断中的应用

进展！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Cancer上题为“Circulating tumor DNA and liquid

biopsy in oncology”的综述报告中，来自多伦多大学的科学家们深入分析了循环肿瘤 DNA

和肿瘤液体活检的研究进展；如今利用分析循环肿瘤 DNA（ctDNA）来检测及监测癌症的

技术越来越成熟，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揭示了该技术在诊断测试中的能力，ctDNA液

体活检在实体瘤和恶性血液癌症中的诊断、特性分析及管理中的全部潜力将通过评估临床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8-020-0067-x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8-020-0067-x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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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的介入性临床试验来揭示，这篇综述报告汇总，研究人员讨论了 ctDNA液体活检在

癌症检测中的应用以及未来临床应用的前景。

文章中，研究人员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阐述，1）转移性实体瘤中的 ctDNA；2）免疫

疗法反应的基因组关联性；3）从临床试验到临床应用；4）ctDNA的动态变化和疗法反应；

5）获得性耐药性的识别和特性分析；6）癌前诊断和筛查；7）引入基于 ctDNA的癌症筛

查；8）基于 ctDNA的临床试验设计等。

研究者表示，建立基于 ctDNA的癌症筛查或将需要将诸如此类检测技术整合到现有的

临床护理治疗中去，由于相关危害会相对减少，因此癌症风险较高的人群通常会接受初级

癌症筛查；比如，癌症易感性基因种系突变的人群通常要接受密集性的筛查程序，包括定

期体检、血液检查和医学成像等，同样地，研究人员还建议人们在限定的年龄范围内进行

子宫颈癌的筛查从而提高筛查试验的阳性预测值，这些设置对于评估基于 ctDNA的筛查策

略或许是理想的，因为现有的试验具有能够形成进行比较的基础性特征。

图片来源：Wikimedia

那么 ctDNA是否有一天会取代现有的筛查测试手段，或者通过解决不确定的结果来补

充现有的筛查测试，这或许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对于肺癌高风险的吸烟人群而言，低剂

量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技术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有效的筛查早期肺癌的高灵敏性检测

技术，但其阳性预测值仍然可能较低。在这种情况下，CT扫描阳性后的 ctDNA 检测就能

够提高整体筛查的准确性，也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侵入性和昂贵的随访程序，此外，如果

ctDNA的检测技术得到改进的话，其或许会完全取代低剂量的 CT扫描而用于肺癌筛查，

同时也能够减轻 CT 电离辐射所引起的继发性癌症负担，EBV qPCR 的检测就能为基于

ctDNA的高敏感性原发性癌症筛查提供主要依据，而次要的研究仅需要确认癌症的诊断。

在上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鼻咽癌筛查研究中，当出现 EBV ctDNA 阳性结果后，研究人员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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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用鼻内镜来检查并确认对鼻咽癌的诊断，因此，除了 ctDNA分析的属性外（敏感性、

特异性和成本），现有的补充试验的特征将会为特定癌症类型的最佳筛选方法提供更有价

值的信息。最后，广泛的实施还以来更为广泛的成本效益评估，这些评估将考虑到基于

ctDNA的筛查手段对临床管理和人群健康的全面影响，研究人员能够提供一些案例来展示

ctDNA增加现有筛查方法的价值。

基于 ctDNA的临床试验重点集中在癌症和癌症前期的临床应用，未来几年其有望得到

蓬勃发展，而许多报道和持续性的液体活检研究观察或横断面研究，其主要目的是评估

ctDNA在检测癌症发病率、复发或相对常规疗法（比如成像工具或血清肿瘤标志物）的耐

受性上的表现和特性；研究人员提出了几种创新性的 ctDNA驱动的临床试验设计框架，其

强调了基于完整液体活检生物标志物的治疗干预的机会，其中有些设计能够评估 ctDNA的

检测策略并能随机分配患者接受标准的监测或不进行 ctDNA的指导，而另一些则会根据检

测结果对所有受试者进行 ctDNA的检测和分诊治疗。诸如伞形试验设计或篮子试验设计等

平台方案也被适时地提倡，特别是在针对复发性或转移性疾病的情况下；在其中一些试验

中，研究人员会见基因型药物与免疫疗法相匹配从而确定 ctDNA的清除效应及其所转化的

长期临床效益。

随着实验室平台的建立及观察性研究所得到的良好结果的出现，基于 ctDNA的液体活

检诊断技术正在进入肿瘤临床研究的第三波，研究者预测，在干预治疗性试验中快速采用

ctDNA完整生物标志物或将会识别出多种临床应用，同时其随后也能被纳入到常规的临床

护理中去；因此，在分析开发、解释和临床评估中，仔细考虑生物标志物设计的基本原则，

并注意增加 ctDNA评估复杂性的疾病相关变量，这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该技术在癌症治疗

中的影响或许至关重要。

原文出处：Cescon, D.W., Bratman, S., Chan, S.M. et al.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d liquid biopsy in oncology. Nat Cancer 1, 276–290 (2020). doi：10.1038/ s43018

-020-0043-5

8、Communications Biology：维也纳医科大学：科学家确定一种新肠癌治疗

方法

导言：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就导致肠癌成为了当下最常见的癌症类型之一，目前其在全球的发病率与致死率都高居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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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bioon.com/biomarkers/list-2.html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8-020-0043-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8-020-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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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近日，来自奥地利的研究人员新发现了一个与肠癌发生有关的机制，确定了一种新

的肠癌治疗方法。

医疗科技在发展，而我们的敌人——癌细胞也在不断进化。已有研究发现，癌细胞已

经进化出不被人体免疫系统发现的机制，从而躲避免疫系统的攻击。因此，提高癌细胞对

免疫攻击的敏感度是确保免疫治疗技术成功的重要策略。然而，目前人们对这种潜在机制

知之甚少。但近日，奥地利的一个研究小组新发现了一个与肠癌细胞躲避免疫系统有关的

机制，并确定了肠道肿瘤免疫治疗的一种新靶细胞。

这项研究由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MedUni-Vienna）癌症研究所的罗

伯特·埃弗尔（Robert Eferl）领导并发表在《通讯生物学》上。题目为“IDO1+

Paneth cells promote immune escape of colorectal cancer”。

研究人员在 ApcMin小鼠的肠上皮细胞中敲除了转录因子 Stat1。这些小鼠由于 Apc基

因突变而患上肠肿瘤。结果发现，敲除了 Stat1的小鼠肿瘤更小、更不具侵袭性，而且这些

肿瘤被免疫细胞浸润，使免疫细胞能在肿瘤防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就包括了细胞毒

性 T淋巴细胞。

罗伯特·埃弗尔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search?keyword=%E5%85%8D%E7%96%AB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8%82%BF%E7%98%A4%E5%85%8D%E7%9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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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引起了研究小组的兴趣，他们随后利用 RNA测序技术对这些肿瘤进行了更详

细的研究。然后他们发现在 Stat1 缺陷肿瘤中，Ido1表达减弱。Ido1 能够编码一种酶，而

这种酶会产生代谢物酪氨酸。由于酪氨酸抑制了人体对肿瘤的免疫反应，从而使得肿瘤得

以生长。也就是说，敲除转录因子 Stat1，可以增强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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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具有完整 Stat1 基因的 ApcMin 肿瘤含有表达 Ido1 的特殊细胞。

在人类肠息肉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细胞。而这些细胞不存在于 Stat1缺陷的 ApcMin肿瘤中。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敲除转录因子 Stat1的细胞，对人体免疫系统抵抗肿瘤有益。

研究人员对这类细胞进行了表征判断，发现这些特殊的细胞是潘氏细胞（Paneth cell）。

潘氏细胞是一种只存在于胃肠道中的特殊细胞，位于负责肠粘膜再生的干细胞区，支持肠

干细胞的分裂。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细菌微生物刺激了 Ido1在潘氏细胞中的表达。对此，埃弗尔

解释说：“根据我们的假设，细菌微生物群在潘氏细胞中诱导 Ido1免疫检查点，从而预防

局部肠道炎症。然而，这也会引起肠道出现免疫抑制区，致使肠肿瘤得以在其中发展。”

埃弗尔表示，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与肠癌发生有关的新机制。

原文出处：Sandra Pflügler, Jasmin Svinka, Irene Scharf, et.al. IDO1+ Paneth cell

s promote immune escape of colorectal cancer. Communications Biology volume 3, Arti

cle number: 252 (2020)

9、惊人发现！一种糖竟然可以杀死癌细胞！

和体内的任何细胞一样，癌细胞需要糖--即葡萄糖--来为细胞的增殖和生长提供燃料。

特别是癌细胞代谢葡萄糖的速度比正常细胞要高得多。然而，南加州大学维特比化学工程

和材料科学系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常见癌细胞的弱点：糖缺乏灵活性。也就是说，当癌

细胞接触到一种不同类型的糖-半乳糖时，细胞无法适应，将会死亡。

该发现由化学工程和材料科学助理教授 Nicholas Graham 实验室的博士生 Dongqing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5%B9%B2%E7%BB%86%E8%83%9E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9%A2%84%E9%98%B2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9%A2%84%E9%98%B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2003-020-0989-y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2003-020-098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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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领导，可能对癌症的新代谢疗法具有重要意义。这项研究最近发表在《细胞科学》

（Journal of Cell Science）杂志上。

图片来源：Journal of Cell Science

这篇论文描述了致癌基因，即导致癌症的基因，也可以导致癌细胞对糖供应的变化变

得不灵活。正常情况下，细胞通过代谢葡萄糖生长，但大多数正常细胞也可以利用半乳糖

生长。然而，研究小组发现，拥有普通致癌基因 AKT的细胞不能处理半乳糖，因此暴露在

这种糖中就会死亡。

郑说，半乳糖在结构上与帮助癌细胞生长的葡萄糖非常相似，但有一些区别。Graham

说，将细胞暴露在半乳糖环境下，会迫使细胞进行更多的氧化代谢，即利用氧气将糖转化

为能量，而不是糖酵解代谢，即利用葡萄糖获得能量。正常细胞可以代谢葡萄糖和半乳糖，

但 AKT信号通路被激活的癌细胞(通常在乳腺癌细胞中发现)则不能。

Graham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在癌症背景下研究半乳糖的研究，看看特定的突变是否

会导致癌症，导致细胞在处理糖酵解代谢和氧化代谢之间的转换方面更好或更差。”

郑说，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半乳糖本身就能有效治疗 AKT型癌细胞，但它确实揭示了

这些细胞的一个根本缺陷，即氧化状态导致细胞死亡。

“我们试图做的是使用系统的方法来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类型的靶向

药物或基因疗法，可以诱导类似的效果，迫使细胞进入氧化状态，”郑说。

“半乳糖是一个模型系统，我们正在使用它来发现细胞中的这些弱点，从而引导未来

的药物开发，”Graham说。“我们的实验室将专注于尝试使用专门的药物来做到这一点。”

研究小组的发现还表明，虽然半乳糖引起的氧化过程确实会导致 AKT型癌细胞的细胞

死亡，但当细胞被赋予不同的基因突变MYC时，半乳糖并没有杀死细胞。

Graham说：“如果你有一种药物可以抑制糖酵解，你就应该给 AKT突变的病人服用。

但你不能把它给有MYC突变的病人，因为理论上它对那些MYC细胞不起作用。”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半乳糖中大约 15天后，一些癌细胞开始重新出现。

http://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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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一个小的亚种群的细胞对半乳糖有抗性，”郑说。“另一种可能是，一些癌细

胞非常有弹性，在接受半乳糖治疗两周后，它们会自我适应并重新编程。”

图片来源：Journal of Cell Science

癌症治疗的系统生物学方法与传统疗法如化疗和放疗不同，因为它针对的是癌细胞的

代谢过程。它的目标是找出那些没有传统化疗副作用的药物。传统化疗也会杀死健康细胞，

导致脱发等副作用。然而，在许多癌症的靶向代谢治疗中，一些复发是常见的，这些治疗

在细胞部分复发之前显示出强有力的初步结果。Graham 说，AKT 肿瘤可以通过这样的代

谢治疗作为靶点，以便在初期缩小肿瘤，但这种治疗需要伴随另一种鸡尾酒药物治疗，以

防止复发，防止癌细胞突变和适应。

郑和 Graham说，如果没有本科生 Jonathan Sussman (生物医学工程)和Matthew Jeon

(化学工程和材料科学)的工作，最新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他们协助完成了细胞计数任务和

蛋白质组学--参与癌细胞代谢的蛋白质的研究。

Graham说，下一步，研究小组最大的挑战是找出对 AKT基因的癌细胞进行测试的组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2006/20200622231918667.png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BB%E7%BB%9F%E7%94%9F%E7%89%A9%E5%AD%A6/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9B%8B%E7%99%BD%E8%B4%A8%E7%BB%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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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疗法，从而产生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原文出处：A sugar hit to help destroy cancer cells

Dongqing Zheng et al， AKT but not MYC promote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mediated cell

death in oxidative culture，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20). DOI： 10.1242/jcs.239277

10、Nat Med：新进展：血液检测能够准确鉴别不同类型的脑肿瘤

最近，加拿大的研究人员一项新研究证实，不需要组织样本，只需血液检测就能够准

确鉴别不同类型的脑肿瘤。

最近，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简单但高度敏感的血液检测，可以准确诊断和分类不同类

型的脑瘤，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准确、侵入更少的治疗计划。

这项发现在 2020年 6月 22日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题为“De

tec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intracranial tumors using plasma cell-free DNA methylome

s”。该研究描述了一种非侵入性且简单的方法来对脑肿瘤进行分类。这项研究实际上当天

也在著名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 2020年年会开幕式全体会议上发表，题目为：将科学转化为

救生护-理。

不变治疗脑癌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准确诊断不同类型的脑癌，从显微镜下看起来几乎正

常的低级肿瘤到侵袭程度不等的肿瘤。癌症的分级用于判断预后，并协助制定治疗计划。

目前基于分子信息诊断和确定脑癌亚型的方法依赖于侵入性手术技术获取组织标本，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过程，也会引起患者的焦虑。

在不需要组织样本的情况下诊断和分类脑瘤类型的能力是革命性的，实践也在发生变

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不需要手术。

Krembil大脑研究所的医学主任、玛格丽特公主癌症中心的外科肿瘤学主任、资深科学

家、外科教授格拉雷·扎德（Gelareh Zadeh）表示，“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好、更可靠的方

法诊断和肿瘤亚型，这将对我们如何治疗这些癌症以及如何计划治疗产生巨大影响。”

扎德博士与玛格丽特公主癌症中心的资深科学家丹尼尔·德·卡瓦略（Daniel De Car

valho）博士一起工作。丹尼尔·德·卡瓦略博士是将癌症表观遗传学应用于早期检测、分

类和新的治疗干预的世界领导者。

扎德·卡瓦略博士的实验室专门研究一种名为 DNA甲基化的表观遗传修饰，它在细胞

内基因表达的调节（开启或关闭基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癌细胞中，DNA甲基化模式

被破坏，导致不受控制的癌细胞生长。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6-sugar-cancer-cells.html
https://jcs.biologists.org/content/133/7/jcs239277
https://jcs.biologists.org/content/133/7/jcs23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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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德·卡瓦略博士之前开发了一种基于 DNA 甲基的液体活检方法来分析血液中成千

上万的这些 DNA分子的表观遗传改变。这些片段被称为循环肿瘤 DNA或 ctDNA。将这种

新技术与机器学习相结合，他的团队能够开发出一种高度敏感和准确的检测方法来检测和

分类多种实体肿瘤。

扎德博士和德卡瓦略博士决定使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颅内肿瘤分类这一具有挑战性的

应用。临床医生和科学家通过比较病人脑癌病理肿瘤样本和分析 221名病人血浆中的游离

DNA，追踪癌症的起源和类型。

利用这种方法，他们能够将血浆循环 ctDNA与肿瘤 DNA进行匹配，从而证实他们能

够识别这些患者血液中循环的脑瘤 DNA。然后，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他们开发了一个计

算机程序，仅根据循环的肿瘤 DNA来分类脑瘤类型。

扎德博士表示，在此之前，由于血脑屏障不透水，人们认为不可能通过验血检测出任

何脑癌。血脑屏障存在于大脑的血管和组织之间，保护大脑免受血液中的任何毒素的伤害。

但由于这项测试在检测血液中哪怕是少量高度特异性的肿瘤来源信号方面非常敏感，现在

有了一种新的、非侵入性的方法来检测和区分常见的脑肿瘤，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不可

能的。

加拿大研究主席、多伦多大学副教授丹尼尔·德·卡瓦略博士在癌症表观遗传学补充

说，识别肿瘤特异性改变的领域与新 ctDNA，更敏感的测试在各种身体等血液和尿液是目

前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先进的技术可以检测和分析甚至最小的特异的分子特征的痕迹从大

量的循环肿瘤 DNA片段。

丹尼尔·德·卡瓦略博士表示，“在全基因组范围内绘制表观遗传修饰图谱的可能性，

结合强大的计算方法，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临界点，通过分析表观改变和基因突变来描

述肿瘤的分子特性，让我们对肿瘤的改变特征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并为更具体、更敏感和

不确定肿瘤的测试提供了可能性。”

丹尼尔·德·卡瓦略博士和他来自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达纳-法伯癌症研究

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合作者在 2020年 6月 22日发表在《自然医学》（Na

ture Medicin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表示，同样的血液检测可以通过从血浆或尿液中提取

的循环细胞游离 DNA准确识别肾癌。

原文出处：Nassiri， F.， Chakravarthy， A.， Feng， S. et al. Detection and di

scrimination of intracranial tumors using plasma cell-free DNA methylomes. Nat Med

(2020).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0-0932-2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NiC3354PawSpj9Z9hoHnf-wtblb-9F2pKTWfPYyknJPdqVrlDhhyC0juKDrmvmBNg.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NiC3354PawSpj9Z9hoHnf-wtblb-9F2pKTWfPYyknJPdqVrlDhhyC0juKDrmvmB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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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ancer cell：重大发现！一种代谢酶能抑制肝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肝癌细

胞

肝癌由于其发病原因的复杂性，治疗难度很大。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有效的肝癌治

疗方法。而近日，美国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了一种酶能够阻止并抑制肝癌快速生长和扩散的

代谢过程，这一发现可能会在未来为肝癌提供新的疗法

肝癌由于其发病原因的复杂性，治疗难度很大。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有效的肝癌治疗方

法。而近日，美国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了一种酶能够阻止并抑制肝癌快速生长和扩散的代谢

过程，这一发现可能会在未来为肝癌提供新的疗法。

这项研究由美国桑福德伯纳姆普利贝斯医学研究所（Sanford Burnham Prebys）的兼职

教授，威尔康奈尔医学院(Weill Connell Medicine， WCM)的病理学和实验室医学教授 Jo

rge Moscat 博士领导，并于 6月 25 日在线发表在《癌细胞》上。题目为“PKCλ/ι Loss I

nduces Autophagy，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and NRF2 to Promote Liver Cancer Pro

gression”

美国每年约有 27000人死于肝癌。这种癌症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有关，NAF

LD是一种肝脏中储存过多脂肪的疾病，其在美国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它反过来又与肥胖、

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等更常见的疾病有关。

这项研究的通讯作者，Jorge Moscat 博士说：“与其他类型的癌症相比，肝癌的治疗

并不是特别有效，这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肝癌的起源与许多基因突变有关，但科学家们

还没有完全了解哪些基因突变是导致癌症的直接原因。这些突变似乎在推动疾病发展中起

着关键作用，但它们很难被阻断或减缓，这就是目前我们缺乏针对性的、有效的肝癌治疗

方法的原因。”

这项研究表明，在小鼠和人肝癌细胞中，低水平的蛋白激酶 C（PKC）λ/i与肿瘤的侵

袭性有关，并且该蛋白具有抑癌作用。研究人员还描述了 PKCλ/i直接阻断并抑制肿瘤生长

的代谢途径。

目前，Moscat的研究团队正致力于寻找使癌细胞独立于其基因突变来源的生存和生长

途径，这被称为非致癌脆弱性（non-oncogenic vulnerabilities）。先前在他的实验室中，对

非致癌脆弱性的研究表明，PKCλ/i在结直肠癌中起到抑癌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Moscat描述了 PKCλ/i的丢失是如何促进肝肿瘤增殖的。为了获得生

存所需的燃料，肝癌细胞激活了燃烧葡萄糖和脂质的代谢过程。这两个过程激活了 NRF 2

蛋白，NRF 2蛋白调控特定基因产物的表达，从而驱动肝细胞增殖和肿瘤生长。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8%82%9D%E7%99%8C%E7%BB%86%E8%83%9E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8%82%9D%E7%99%8C%E7%BB%86%E8%8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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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 PKCλ/i可以阻止肝癌细胞利用这些代谢过程。因此，当肿瘤失去 PKCλ

/i时，它们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

研究小组通过研究患有肝癌的老鼠发现：当去除 PCKλ/i时，癌细胞能够快速增殖。他

们还观察了这些小鼠的代谢过程和 NRF2蛋白的激活过程。

Moscat 和他的团队还研究了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的 271 份人肝癌样本，发现 PKCλ/i

在侵袭性癌症中的表达明显降低。此外，研究人员对 139个肝癌患者的手术切除组织进行

了研究，发现非肿瘤组织中 PKCλ/i的低表达与恶性肿瘤的侵袭性有关。

Moscat 说：“我们认为 PKCλ/i标志着这种疾病的侵袭性。我们认为，这种激酶水平

较低的患者更容易患上侵袭性更强的癌症。”

在未来的研究中，Moscat和他的实验室将要探究，是否可以靶向 PKCλ/i或其激活的

代谢途径作为潜在的治疗方法。

Moscat表示：“肝癌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但如果我们能通过药物调节激酶或代谢途径，

我们就有可能开发出新的治疗方法。”

原文出处：YotaroKudo，et al. PKCλ/ι Loss Induces Autophagy， Oxidative Phosp

horylation， and NRF2 to Promote Liver Cancer Progression. Cell， 202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535610820302683?via%3Dihub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535610820302683?via%3D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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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你真的认识“影响因子”吗？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的学子，或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你都将不可

避免地会与一个学术指标打交道，那就是——影响因子（英文：Impact factor、缩写：

IF）。6 月 29 日晚，ClarivateAnalytics 官方公布了 2020 年度《期刊引证报告》，该

年度报告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同行评议期刊的评估资源，提供包括期刊影响因子

（Journal Impact Factors）在内的多种年度期刊度量指标，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期

刊评价指标。相信大家已经在各大平台看到相关讯息了。

在国内学术圈，“影响因子”已经叱咤风云多年。因为其与学术影响力、职称、

基金、奖励等息息相关，几乎没有科研人员对它是陌生的。但并非每一位科研人员或

者科研管理者都真正了解它的内涵，知道它是如何而来又是如何发展的。IF 作为对学

术期刊影响力评估的指标之一并非是汤森路透创造的。它的真正发明者是美国科技情

报所（ISI），1992 年并入了汤森路透。自 1975 年以来，ISI 每年定期发布“期刊引

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 JCR），其中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期刊 IF。

它是指一份期刊前两年中发表的所有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

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文章总篇数。

一般来说，一本期刊的 IF 越高，证明它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因此，ISI 最初的想

法很简单，就是用一种文献计量学的工具来帮助图书馆评估和挑选期刊。后来，IF 的

数值逐渐变成为反映科学家和学者对于值得关注和有帮助的科学研究的判断。

至此，对于 IF 的解释仍是粗浅的。使用它的人必须懂得，究竟什么因素能影响

IF 的高低，这就涉及它的具体计算方法。

根据它的定义，科研人员也许以为，被引用的一定都是研究论文和综述，所以才

把它们称为“可引文献”，而社评、读者来信、新闻、观点等则被定义为“不可引文

献”。但实际在计算 IF 时，分母是某期刊在统计年的前两年发表的“可引文献总数”，

分子则是该期刊在统计当年获得的所有引用数量，其中既包括了“可引文献”，也包

括了那些“不可引文献”。于是 IF 就成了聪明人可以玩转的“游戏”。一般来讲，

想要玩好这个“游戏”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扩大分子。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综

述文章，往往引用率会非常高，于是综述文章越来越受到青睐，目前 IF 排名前 20 的

玩家中，有 10 家是综述类杂志，其中就有全世界 IF 最高的刊物。第二种方法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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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的两栖化改造。大量增加非学术文本的比重，也就是非引用项的数量，从而减小

分母。以《自然》杂志为例，目前通常有 18 个栏目，但只有 3 个栏目是属于引用项，

即学术文本，还有 15 个栏目里面都是非引用项。此外，《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美

国医学会杂志》《柳叶刀》等知名期刊也都是非引用项的“重灾区”。有意思的是，

在 IF 诞生之初，计算公式相对合理，即分母部分是包括所有文本的。之所以修改成

现在的样子，还要从 ISI 的创始人加菲尔德说起。“科学情报研究所”是加菲尔德在

读博期间就成立的私人商业机构，无论是 SCI 报告还是 JCR 报告本身都是企业的盈利

点。IF 出现 3 年后，加菲尔德改变了 IF 的计算公式，《自然》《科学》杂志的低排

名有了显著的上升。对杂志而言，IF 也并非只关系到自身的影响力评价。例如《自然》

子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是 2010 年才正式出版的综合性期

刊，它最新的 IF 达到了 12.121，甚至超过了已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官方科

学周刊《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最新 IF=9.412）。2019 年，它在一年内发表了

多达 3200 篇的论文，并且明文规定，每篇文章收费 5380 美元（折合人民币 38000 多

元）。当然，IF 的商业背景并不必然与公正性、权威性相冲突，但也很大程度地说明

IF 排名并非是纯粹的学术公器。

2012 年，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与部分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商发起并起草了《旧

金山科研评估宣言》，号召科学地衡量、准确地评估科学产出，停止使用单一的 IF

来评估科学家个人的科研成果。《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表示，IF 创立之初是帮助图

书管理员判断采购哪些期刊工具，而不是用来衡量论文科学质量的；评估科研要基于

“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截止至目前，全球已有 12000 多人、

860 多家机构签署该宣言。这个《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对于目前的“唯 IF 论”而言

确实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与批判了那些只追求 IF，却丧失了科

研成果本身的科学价值的现象（如科研上的“广告增刊”、“灌水论文”），强调了

对于科研本身科学价值的呼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矫枉过正，认为从此可以抛弃

“IF”，甚至对强调 IF 的人进行冷嘲热讽，而是应该明白：首先，不单纯以 IF 评估

论文科学质量只是一种大方向上的指导原则，是为了矫正“唯 IF 马首是瞻”的行为，

避免教条主义，但这并不等于科学共同体认为 IF 不重要，更不等于学术界已经否定

了 IF 的评价能力。

对于绝大多数论文而言，IF 的评价指标依然具有第一等的指导意义，发表 SCI

论文的多少和论文被引用率的高低，就目前而言依然是国际上通用的评价基础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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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水平的标准，依然是毕业、招聘、考核、评奖的重要指标，也是目前最公开、公正、

公平的评价指标，在没有更好办法的前提下，如果不按这个标准来，恐怕只会在本来

就已经乌烟瘴气的学术界滋生更多的学术腐败。其次，目前而言真正可以不谈 IF，只

谈“研究本身价值”的论文是极少数，且正在显著减少。为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

以国内为例，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投稿的绝大多数的研究论文，在投稿之前，基本都已

经对自己的研究水平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即以这篇文章的质量是可以投到 CNS 这

样的顶级期刊上，还是投到自己所在领域的二级期刊上，还是一般的 SCI 期刊上，还

是只能投国内的中文期刊上，自己其实早已是心中有数的，并且由于目前科研考核标

准的影响，基本不存在高质量的研究，却往非 SCI 的中文期刊上投稿的奇葩现象（除

非是那些只能用汉语进行研究的领域），那些具有“研究本身价值”的文章，也往往

绝大多数只出现在 IF 更高、期刊级别更高的杂志上。那些 IF 很低甚至没有 IF，“研

究本身价值”却极高的论文，不能说从未出现，但在现实中确实是凤毛麟角。

最后，对于某篇具体的论文而言，可以忽视 IF 的前提是该研究本身的原创实验

立意、实验设计水平、数据统计方法、图表结论呈现、实验结果分析等等符合科学研

究规范，实验结果真实可信，实验结论能被数据支持，在未来的时光里，实验结果也

能被其他研究机构根据该论文提供的实验方法所重复，这样的论文才有资格说 IF 不

重要，也才有资格说自己有“研究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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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物

1、HER2+乳腺癌重大创新！罗氏 Perjeta+赫赛汀固定剂量皮下制剂 Phesgo

获美国 FDA批准，给药仅 5-8分钟

罗氏（Roche）近日宣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已批准 Phesgo（pertuzumab/ trastuzumab/

hyaluronidase-zzxf）皮下注射液，该药是由 Perjeta

（ pertuzumab ， 帕 妥 珠 单 抗 ） 和 Herceptin

（ trastuzumab，曲妥珠单抗）与透明质酸酶

（hyaluronidase）构成的一种固定剂量组合（FDC），

通过皮下注射（SC）给药，联合静脉（IV）化疗，用于治疗早期和转移性 HER2阳性乳腺

癌患者。Perjeta和 Herceptin均为 HER2靶向单抗。

Phesgo采用 Halozyme公司 Enhanze药物递送技术开发，该技术基于一种专有的重组人

透明质酸酶 PH20（rHuPH20），这种酶能暂时地降解体内的透明质酸，帮助注射药物更快

的分散和吸收，实现皮下注射给药。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罗氏第一次将 2 种单抗结合起来，可通过单次 SC给药。Phesgo

的批准上市，将为正在接受 Perjeta和 Herceptin静脉给药治疗的 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提供

一种快速、微创的治疗方法。与静脉（IV）给药相比，Phesgo通过皮下注射给药，能在几

分钟内完成，可显著缩短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

Phesgo为单剂量小瓶装，初始负荷剂量的给药时间约为 8分钟，后续维持剂量的给药

时间约为 5分钟。与此相比，使用标准 IV 制剂连续输注一定剂量的 Perjeta和 Herceptin给

药时间约为 150分钟，随后维持输注这两种药物的给药时间为 60-150分钟。Phesgo可由医

疗保健专业人员在治疗中心或患者家中使用。

罗氏首席医疗官兼全球产品开发主管、医学博士 Levi Garraway表示：“FDA 对 Phesgo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http://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http://news.bioon.com/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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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准，反映了我们致力于改善 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Phesgo提供的给药治疗，

可支持患者个人的需求和偏好，并有助于满足整个医疗系统对更快、更灵活的治疗选择日

益增长的需求。”

此次批准，基于关键 III 期 FeDeriCa 研究的的结果。研究显示，在符合资格的 HER2

阳性早期乳腺癌（eBC）患者中，与标准的静脉输注（IV）Perjeta+Herceptin+化疗方案相比，

Phesgo皮下注射（SC）联合 IV 化疗方案在血液中 Perjeta水平（药代动力学）方面显示出

非劣效性、疗效和安全性相当。

该研究达到了主要终点：与静脉输注 Perjeta相比，Phesgo SC给药显示在给定给药间

隔（Ctrough）期间血液中 Perjeta水平具有非劣效性。主要终点的几何平均比值（GMR；

评估药代动力学时使用的一种平均值）为 1.22（90%CI:1.14-1.31），GMR=1.14的 90%CI

下限≥0.80（预先指定的非劣效性界限）。赫赛汀非劣效 Ctrough的次要终点也达到了，接

受 Phesgo 的患者赫赛汀血药浓度非劣效于接受静脉输注（ IV）赫赛汀的患者

（GMR=1.33[90%CI:1.24-1.43]；GMR=1.24的 90%CI≥0.80）。该研究选择了一个非劣效

性终点，以确保在相同的治疗间隔内，与已确定的静脉输注剂量相比，患者接受了足够的

Perjeta和 Herceptin剂量。此外，作为次要终点的总病理学完全应答率（pCR）在两个治疗

组之间具有可比性，接受 FDC治疗的患者和接受静脉注射 Perjeta和 Herceptin治疗的患者

中分别有 59.7%、59.5%达到总 pCR，差异为 0.15%（95%CI：-8.67至 8.97）。

FDC与化疗联合应用方案的安全性与静脉输注 Perjeta+Herceptin联合化疗方案相当，

没有发现新的安全信号，包括心脏毒性没有显著性差异。两个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脱发、

恶心、腹泻和贫血。

该研究没有发现新的安全信号，包括心脏毒性没有显著差异。2个治疗组最常见的不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B4%AB%E8%A1%80/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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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是脱发、恶心、腹泻、贫血。

在以前的研究中，与静脉注射同一种药物相比，大多数患者更倾向于使用皮下注射

（SC），最常见的原因是在临床上给药所需的时间较短。来自罗氏 II期 PHranceSCa研究的

数据也显示，85%（136/160）的 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更倾向于皮下注射治疗，而不是静

脉输注，因为在诊所待的时间更短、而且治疗更舒适。

Perjeta+赫赛汀+化疗方案：已获中国批准，标志着 HER2阳性乳腺癌临床治疗新时代

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类型，全球每年确诊超过 200万例。HER2 阳性乳腺癌

是另一种特别具有侵袭性的乳腺癌，约占乳腺癌病例的 15-20%。HER2 阳性早期乳腺癌

（eBC）患者接受赫赛汀+化疗后，仍有约 1/4的患者在 10-11年后出现疾病复发或死亡，

高危 eBC患者出现复发或死亡的比例更高。

Perjeta是一种新型抗 HER2药物，通过抑制 HER2异源性和同源性二聚体产生抗 HER2

作用。Perjeta和 Herceptin（赫赛汀）的作用机制相同，均靶向结合 HER2受体，但所结合

的部位不同。将 2者联合用药，能够对 HER2信号传导通路提供更全面的封锁，从而阻止

癌细胞的生长和存活。

标准的静脉 Perjeta+静脉 Herceptin+化疗方案（Perjeta方案）已在全球 100多个国家被

批准，用于早期和转移性 HER2阳性乳腺癌的治疗。在早期乳腺癌（eBC）新辅助治疗（术

前）中，Perjeta方案与 Herceptin+化疗方案相比将病理学完全缓解率（pCR）提高近一倍。

此外，在 eBC辅助治疗（术后）中，Perjeta方案显著降低了侵袭性疾病复发或死亡的风险。

在转移性疾病中，Perjeta方案在一线 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

存受益。

在中国，Perjeta+赫赛汀+化疗方案于 2018年 12月获批，用于具有高复发风险的 HER2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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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BC患者的辅助治疗。此次批准，标志着中国乳腺癌治疗进入了新的时代！来自全球

关键 III 期辅助治疗研究的数据显示，与标准疗法赫赛汀+化疗相比，Perjeta+赫赛汀+化疗

方案辅助治疗具有高复发风险的 HER2阳性 eBC患者，显著延长了无侵袭性疾病生存期，

不良反应可控，临床效益/风险优势明显。

原文出处：FDA approves Roche’s Phesgo (fixed-dose combination of Perjeta and

Herceptin for subcutaneous injection) for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2、胰腺癌一线治疗！益普生 Onivyde(脂质体伊立替康)+化疗(5-FU/LV+OX)

强劲疗效：最佳总缓解率 81.4%

法国制药公司益普生（ipsen）

近日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ESMO）胃肠道肿瘤世界大

会（WCGI）上公布了一项胰

腺 癌 I/II 期 研 究

（NCT02551991）的积极结

果。

这是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研究，在先前没有接受过治疗、不可切除性、局部晚期和

转移性胰腺导管腺癌（PDAC）患者中开展，正在评估 Onivyde（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剂）

与 5-氟尿嘧啶/甲酰四氢叶酸（5-FU/LV）和奥沙利铂（OX）联合用药方案 NALIFOX用

于一线治疗的安全性、耐受性、剂量限制毒性（DLT）。该研究包括一个剂量探索安全性导

入期（传统的 3+3设计），以确定最大耐受剂量以及剂量扩展期 NALIRIFOX的合适剂量方

案。次要目标是评估临床疗效，由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中位总生存期（OS）、最佳

总缓解率（BOR）、16周疾病控制率（DCR）、缓解持续时间（DOR）确定。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https://www.roche.com/investors/updates/inv-update-2020-06-29c.htm
https://www.roche.com/investors/updates/inv-update-2020-06-29c.htm
http://news.bioon.com/stemcel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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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2月 26日数据截止时的最终分析，包括来自汇总人群的全部研究参与者

（n=32例：第 1A部分队列 B剂量探索期 n=7；第 1B部分剂量扩展期 n=25），这些患者接

受了 Onivyde 最大耐受剂量 50mg/m2[游离]、LV 400mg/m2、5-FU 2400mg/m2、OX

60mg/m2。患者年龄≥18岁，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表现状态评分≤1且器

官功能良好。

疗效结果显示：中位 PFS 为 9.2 个月（95%CI:7.69,11.96）、中位 OS 为 12.6 个月

（95%CI:8.74,18.69）。BOR（最佳总缓解率）包括：1例完全缓解（CR，诊断为局部晚期

III 期疾病）、占 3%（1/32），10例部分缓解（PR）、占 31.3%（10/32），15例稳定疾病（SD）、

为 46.9%（15/32）。BOR（CR+PR+SD）为 81.4%。第 16周时，71.9%（23/32）的研究患

者实现了疾病控制。

安全结果显示：没有报告≥3级的疲劳或周围神经病变。32例研究患者中，有 22例报

告了≥3级的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TEAE），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31.3%）、发

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12.5%）、低钾血症（12.5%）、贫血（12.5%）、腹泻（9.4%）、恶心

（9.4%）和中性粒细胞计数下降（9.4%）；6.3%的患者出现呕吐。8例患者报告 TEAE导致

奥沙利铂单独或全部四种研究药物停药（n=8/32），26例研究患者因不良事件需要调整剂

量。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tags/%E8%B4%AB%E8%A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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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vyde是一种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通过静脉给药，已获美国 FDA批准，联合 5-

氟尿嘧啶和甲酰四氢叶酸（5-FU/LV），用于治疗既往接受吉西他滨为基础的化疗药物治疗

病情进展的胰腺转移性腺癌患者。

基于这项 I/II 期研究的疗效结果，益普生已启动了 III 期 NAPOLI-3 研究

（NCT04083235）的患者入组，比较 NALIRIFOX方案与吉西他滨+nab-紫杉醇方案用于一

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在 2016 年 5月，美国 FDA 已授予 NALIRIFOX 方案一线治疗胰

腺癌的快速通道资格（FTD），该资格认定将允许药企与 FDA 进行早期和频繁的互动，如

果符合相关标准，允许加速审批和优先审查，也允许滚动提交新药申请（NDA）。

I/II 期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副教授 Zev Wainberg医学博士表

示：“胰腺癌具有侵袭性，不幸的是，目前的治疗方法，包括正在改变其他实体瘤患者预后

的免疫疗法，在胰腺癌方面并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我们正在继续研究改善更多患者预后

的机会，以延长生存期。来自 I/II 期试验的中位无进展和总生存期数据非常有希望，我们

期待着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一线治疗 III 期试验中，将这种方案与吉西他滨+nab紫杉醇进行对

比。”

原文出处：Ipsen presents Phase I/II clinical data evaluating liposomal irinotecan (Onivyde)

as an investigational first-line combination treatment for metastatic pancreatic cancer at the

ESMO World Congress o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s://www.ipsen.com/
https://www.ipsen.com/
https://www.ips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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