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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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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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预防临床指南

(2020)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0.36（7）:1474

2 肝胆肿瘤分子诊断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0.36（7）:1482

3
选择性胎儿宫内生长受限诊治及保健

指南（2020)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

杂志
2020.36（7）:618

4
实施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分碎术的中

国专家共识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

杂志
2020.36（7）:626

5
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女性性功能障碍

管理指南》解读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

杂志
2020.36（7）:633

6
青年腹股沟疝诊断和治疗中国专家共

识（2020版）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0.40（7）:754

7
双层探测器光谱 CT临床应用中国专家

共识（第一版）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20.54(7) : 635

8
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与防控专

家共识
中华内科杂志 2020.59 (8) : 588

9 中国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20年版）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 (8) :561

10
下咽与食管多原发癌筛查诊治中国专

家共识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 (8) :589

11
糖尿病合并肺炎诊治路径中国专家共

识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0.43(8) :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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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肾损伤的预防

和诊治专家建议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28):21

61

13
冠心病合并心房颤动患者抗栓管理中

国专家共识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20.48(7):552

14
中国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技术专家共

识（2020）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2020.23(7):433

15
生化分析仪携带污染的分析评估及处

理方法专家共识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20.43(7):712

16
中国脓毒症早期预防与阻断急诊专家

共识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20.29(7):885

17
β受体阻滞剂治疗婴儿血管瘤中国专

家共识
中华皮肤科杂志 2020.53(7):493

18
中国非小细胞肺癌 PD－L1表达检测临

床病理专家共识
中华肿瘤杂志 2020.42(7):513

19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疗中国

专家共识(2019版)
中华肿瘤杂志 2020.42(7):522

20
中国胰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专家

共识(2020版)
中华肿瘤杂志 2020.42(7):531

21 肾癌骨转移专家共识(2020版) 中华肿瘤杂志 2020.42(7):537

22 儿童肾母细胞瘤诊疗专家共识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2020.41(7):585

23
腹腔镜胃癌手术患者使用口服营养补

充的专家共识(2020版)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0.23(7):623

24 视觉电生理诊断流程指南 中华眼科杂志 2020.56(7):492

25 中西医结合防治儿童哮喘专家共识 国际儿科学杂志 2020.47(6):373

26
≥75 岁老年患者血脂异常管理的专家

共识
中国心血管杂志 2020.25(3):201

27
中国、美国、欧洲心力衰竭指南差异比

较
中国心血管杂志 2020.25(3):210



4

临床动态

1、Cell：从结构上揭示新冠病毒复制/转录复合物中解旋酶-聚合酶偶联机制

冠状病毒属于套式病毒（Nidovirales）目，是一类正链 RNA（+RNA）病毒。这些病毒

是几种人畜共患传染病的罪魁祸首。致命的事件包括 2003年由 SARS-CoV引起的严重急

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大流行和由MERS-CoV引起的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疫

情。作为一种β冠状病毒，SARS-CoV-2已被确定为当前全球破坏性的 2019年冠状病毒病

（COVID-19）大流行的原因。

套式病毒包含已知最大的 RNA基因组。套式病毒 RNA依赖性 RNA聚合酶(RdRp，由

非结构蛋白 12编码，缩写为 nsp12)在 RdRp 全酶（holo-RdRp，包括 nsp7/nsp82/nsp12）

中发挥作用，合成所有病毒 RNA分子。RdRp是瑞德西韦等抗病毒药物的靶点。除了在病

毒基因组的复制和转录中发挥核心作用外，RdRp还包含一个 N端套式病毒 RdRp相关的核

苷酸转移酶（nidovirus RdRp-associated nucleotidyltransferase, NiRAN）结构域，这个结构

域功能未知，但具有对病毒传播必不可少的酶活性。

holo-RdRp被认为在病毒生命周期中与一些辅助因子进行协调。这些辅助因子之一是

nsp13，它是一种以 NTP依赖的方式以 5'->3'极性解开 DNA或 RNA的超家族 1B（SF1B）

螺旋酶。这种螺旋酶对于套式病毒马动脉炎病毒（equine arteritis virus, EAV）和β冠状

病毒小鼠肝炎病毒的复制是必不可少的，并被推测在所有套式病毒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这

种螺旋酶被认为在病毒生命周期的许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除了具有螺旋酶活性，nsp13

还具有可能在 mRNA加帽中发挥作用的 RNA 5'-三磷酸酶活性。

除了具有 SF1螺旋酶的两个经典的 RecA ATP酶结构域，nsp13还含有套式病毒螺旋

酶特有的三个结构域：一个 N端锌结合域（ZBD）、一个柄和一个 1B结构域。在体内，

这些结构域在 nsp13功能中的作用尚不清楚，但是这些结构域中或它们之间的界面发生的

替换突变对体外螺旋酶的活性以及病毒传播有破坏性影响。

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研究提示着 nsp13和 nsp12相互作用，但是它们之间形成的一

种稳定的复合物尚未通过生物化学手段分离出来，也未从结构上加以表征，而且这种螺旋

酶在 SARS-CoV-2复制-转录中的机制作用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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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Cell, 2020, doi:10.1016/j.cell.2020.07.033。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纽约结构生物中心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获得了稳定的 nsp13:holo-RdRp:RNA复合物，并通过低温电镜

（cryo-EM）解析出它的三维结构，标称分辨度为 3.5埃。这种复合物的结构限制了 nsp13

的功能模型，并提出 nsp13可能促进复制/转录复合物（replication/transcription complex,

RTC）向后移动（称为回溯），因而可能影响它的校正和模板切换功能。利用解析出的三

维结构，他们还确定了ADP-Mg2+在套式病毒特异性NiRAN结构域活性位点中的结合位置，

这为抗病毒治疗开发提供了一个新的靶标。相关研究结果于 2020年 7月 28日在线发表在

Cell期刊上，论文标题为“Structural basis for helicase-polymerase coupling in the

SARS-CoV-2 replication-transcription complex”。

在 nsp13:holo-RdRp:RNA复合物的结构中，螺旋酶 nsp13与 RTC的主要相互作用决

定因素发生在 nsp13-ZBD和 nsp8-N末端延伸片段之间。这两个结构元素都是套式病毒所

特有的，并且它们的相互作用界面在α冠状病毒和β冠状病毒属内是保守的，这表明这种

相互作用代表了 SARS-CoV-2复制/转录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之前的研究中，对

SARS-CoV-1 ORFeome 进行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分析已确定了 nsp8是病毒蛋白-蛋白相

互作用的中心枢纽。nsp8a和 nsp8b的结构架构，以及它们的长 N端螺旋延伸，为一系列复

制/转录因子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大的结合面。

这种复合物的结构揭示ADP-Mg2+占据NiRAN结构域的活性位点，这可能是因为 Rd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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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在网格制备之前用 ADP-AlF3孵育。ADP与 nsp13没有发生碱基特异性相互作用；

nsp12-NiRAN-H75与腺嘌呤碱基形成阳离子-π相互作用，但是这种相互作用预计不是强

烈的碱基特异性，结构建模也没有为碱基特异性相互作用提供明显的备选方案。在 NiRAN

结构域 An对齐中，对应于 H75的位置并不是保守的，这表明；i）这个氨基酸残基不是 NiRAN

结构域活性位点的碱基特异性的决定因素，ii）NiRAN结构域的碱基特异性在不同的套式

病毒之间存在差异，或者 iii）在一般情况下，NiRAN结构域的活性不表现出碱基特异性。

这些作者注意到 NiRAN结构域的酶活性对病毒传播至关重要，但是它的作用靶标是未

知的。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实验才能更全面地了解 NiRAN结构域的活性、它的首选底物以及

它的体内靶标，而这些可能在不同的套式病毒中有所不同。这些结果为研究这些问题的生

化、生物物理和基因实验提供了结构基础，也为抗病毒药物开发平台提供了结构基础。

原文出处：James Chen et al. Structural basis for helicase-polymerase coupling in the

SARS-CoV-2 replication-transcription complex. Cell, 2020, doi:10. 1016/j.

cell.2020.07.033

2、Science子刊深度探究新冠病毒如何导致患者出现嗅觉丧失

暂时性嗅觉丧失是 COVID-19的主要神经系统症状，也是这种疾病最早和最常报道的

指标之一。现有研究提出它比发热、咳嗽等其他众所周知的症状更能预测这种疾病，但

COVID-19患者嗅觉丧失的基本机制一直不清楚。

如今，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由美国哈佛医学院神经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鉴

定出最容易被 SARS-CoV-2（导致 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嗅觉细胞类型。令

人吃惊的是，探测气味并将它传递给大脑的感觉神经元并不属于容易被感染的细胞类型。

他们发现嗅感觉神经元并不表达 SARS-CoV-2用来进入人体细胞的ACE2受体蛋白。相反，

ACE2在为嗅感觉神经元提供代谢和结构支持的细胞以及某些干细胞和血管细胞群体中表

达。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期刊上，论文标题为“Non-neuronal

expression of SARS-CoV-2 entry genes in the olfactory system suggests mechanisms underlying

COVID-19-associated anosmia”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7.033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7.033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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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呼吸道上皮、嗅上皮和嗅球的示意图

图片来自 Science Advances, 2020, doi:10.1126/sciadv.abc5801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对非神经元细胞类型的感染可能是 COVID-19患者出现嗅觉丧失的

原因，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种疾病的进展。

论文通讯作者、哈佛医学院布拉瓦特尼克研究所神经生物学副教授 Sandeep Robert

Datta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冠状病毒不是通过直接感染神经元，而是通过影响

支持细胞的功能来改变患者的嗅觉。”

Datta补充说，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SARS-CoV-2感染不太可能永久性地损害嗅

觉神经回路并导致持久性嗅觉丧失，这种情况与各种精神和社会健康问题有关，特别是抑

郁和焦虑。

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因为一旦感染清除，嗅感觉神经元似乎不需要

被替换或从头开始重建。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和对内在机制的更好理解来证实这一结

论。”

根据新出现的数据，大多数 COVID-19患者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嗅觉丧失，最常见的

是暂时性嗅觉丧失。对电子健康记录的分析表明，与没有COVID-19的患者相比，COVID-19

患者出现嗅觉丧失的可能性是 27倍，但出现发热、咳嗽或呼吸困难的可能性仅约为 2.2至

2.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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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提示着 COVID-19患者的嗅觉丧失与其他病毒感染（包括其他冠状病毒）引

起的嗅觉丧失不同。比如，COVID-19患者通常在数周内就能恢复嗅觉---这比已知直接损

害嗅感觉神经元的一组病毒感染引起的嗅觉丧失所需的数月恢复时间要快得多。此外，许

多病毒通过引发上呼吸道问题（如鼻塞）而导致暂时性嗅觉丧失。然而，一些 COVID-19

患者在没有任何鼻塞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嗅觉丧失。

确定易感性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Datta及其同事们着手通过确定最易受 SARS-CoV-2感染的细胞

类型来更好地了解 COVID-19患者的嗅觉是如何改变的。

他们首先分析了现有的单细胞测序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将人类、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

物上鼻腔中成千上万个细胞表达的基因进行了总分类。

这些研究人员重点研究了广泛存在于人类呼吸道细胞中的基因 ACE2，它编码

SARS-CoV-2用来进入人体细胞的一种主要受体蛋白。他们还研究了另一个基因

TMPRSS2，它编码的酶被认为是 SARS-CoV-2进入细胞的重要因素。

分析显示，ACE2和 TMPRSS2都是由嗅上皮的细胞表达的---嗅上皮细胞是鼻腔顶部

负责气味检测的特殊组织，里面有嗅感觉神经元和各种支持细胞。

然而，嗅感觉神经元都不表达这两种基因。相反，这些神经元确实表达了与其他冠状

病毒进入细胞的能力相关的基因。

这些研究人员发现，嗅上皮中的两种特定细胞类型表达 ACE2的水平与在下呼吸道细

胞中观察到的相似。鉴于下呼吸道细胞是 SARS-CoV-2最常见的作用靶标，这表明这两种

特定细胞也容易受到感染。

这两种特定细胞包括包裹嗅感觉神经元并被认为提供结构和代谢支持的支柱细胞

（sustentacular cell）；作为干细胞在受损后再生嗅上皮的基底细胞（basal cell）。通过免

疫染色，证实了这两种细胞中存在这两种基因编码的蛋白。

在进一步的实验中，这些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静止期，嗅上皮干细胞在人工诱导损伤

后，ACE2蛋白的表达水平较高。

Datta及其同事们还分析了小鼠嗅球中近 5万个细胞的基因表达，其中嗅球是前脑中接

收嗅感觉神经元信号的结构，负责最初的气味处理。

嗅球中的神经元不表达 ACE2。嗅球中没有细胞类型表达 TMPRSS2基因。在嗅球中，

这个基因及其相关蛋白仅存在于血管细胞中，特别是参与血压调节、血脑屏障维护和炎症

反应的周细胞（pericyte）。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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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丧失线索

这些研究人员说，这些数据共同表明 COVID-19相关的嗅觉丧失可能源于嗅上皮中支

持细胞功能的暂时丧失，这间接导致嗅感觉神经元的变化。

Datta说，“然而，我们还不完全了解这些变化是什么。支柱细胞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了，看起来我们需要关注它们，类似于我们对神经胶质细胞在大脑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越来

越重视。”

这些发现也为 COVID-19相关的神经问题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线索。这些研究人员说，

这些观察结果与SARS-CoV-2不直接感染神经元而是可能通过影响神经系统中的血管细胞

来干扰大脑功能的假说相一致。他们补充说，这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来加以验证。

这些研究结果如今有助于加快开展研究工作，以便更好地了解 COVID-19患者的嗅觉

丧失，进而可能导致人们开发出治疗嗅觉丧失的方法，并开发改进的基于嗅觉的疾病诊断

方法。

Datta说，“嗅觉丧失似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但对于一小部分嗅觉丧失持续存在的人

来说，它可能是毁灭性的。它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后果，如果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永

久失去嗅觉，它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这些研究人员还希望这些数据能够帮助解决疾病进展的问题，比如鼻子是否作为

SARS-CoV-2病毒库发挥作用。他们说，这将需要在允许用活的冠状病毒进行实验的设施

中进行研究，并分析人类尸检数据，而这些数据仍然很难获得。然而，大流行时期科学研

究的合作精神令人乐观。

Datta说，“我们开启这项研究的原因在于我的实验室有几个数据集准备分析，当

COVID-19大流行来袭时，我们发表了最初的预印本研究。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惊人的，全

球各地的研究人员提出与我们分享和合并他们的数据，这是一种即兴的全球联盟。这是真

正的合作成就。”

原文出处：

1.David H. Brann et al. Non-neuronal expression of SARS-CoV-2 entry genes in the olfaory

system suggests mechanisms underlying COVID-19-associated anosmia. Science Advances,

2020, doi:10.1126/sciadv.abc5801

2.How COVID-19 causes smell loss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7-covid-loss.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31/eabc5801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31/eabc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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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 Hepatol：新研究有助于治疗代谢性肝病

糖尿病，肥胖症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NAFLD）都是常见疾病，可能导致严重的健

康影响。 NAFLD 可以发展为炎症性纤维化以及肝硬化。

目前尚未完全了解 NAFLD 和 NASH的分子原因，迄今为止，尚无 FDA批准的 NAFLD

药物。科学家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了解 NAFLD，糖尿病和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

系通常在患者中同时出现并被视为合并症。如果不清楚它们的因果关系和根本原因，药物

开发可能会失败。

韦恩州立大学的尤金·阿普尔鲍姆药物与健康科学学院的教师正在带领一个研究小组

了解这三种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期寻求治疗方法。

图片来源：Www.pixabay.com

韦恩州立大学药物科学副教授Wanqing Liu博士，以及他的密西根大学合作者 Eugene

Y. Chen博士。最近在美国《Journal of Hepat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通过孟德尔随机

化的大规模基因组分析（该策略类似于一项随机临床试验，该试验依赖于人类人群中遗传

等位基因的自然发生随机化），试图了解 NAFLD 的分子原因。

“我们使用了从英国一家生物库中获得的 40万多人的基因组数据，其中超过 50万居

民的基因组已经测序，并分享了他们的健康数据，我们还利用了近 90万个人的基因组数据，

这一最新的数据分析使我们首次确定了 NAFLD 与 2型糖尿病以及肥胖之间因果关系。”

研究小组发现，NAFLD 可以分为至少两种亚型，主要由“自然”（遗传）引起的亚型

和由“营养”（T2D等代谢综合征或肥胖为主要病因）引起的亚型。遗传驱动的 NAFLD

可以促进以高血糖为特征的非典型糖尿病的发展，但不一定是胰岛素抵抗。令人惊讶的是，

NAFLD 不会导致整体肥胖，而是促进中枢性肥胖的发展。这种 NAFLD 亚型的特征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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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胆固醇水平较低。

T2D和肥胖或中枢性肥胖均可导致 NAFLD 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NAFLD 可能继发

于 T2D或肥胖症。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发现，Liu 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种基因工程小鼠模

型，该模型具有在包含 3的 patatin样磷脂酶结构域（PNPLA3）基因（人类 NAFLD 的已

知遗传原因）中产生的人类突变。研究人员与印第安那大学医学院 Charlie Dong博士实验

室的团队一起使用此模型，证实了在人类基因组数据中的发现。

“这项研究对疾病的分类，诊断和药物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它强调了开发精密

医学对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的重要性。例如，研究表明，具有 NAFLD 高遗传风险的个体

可能看起来'健康'，因为他们倾向于体型瘦，对胰岛素的抵抗力较弱，胆固醇水平低或保

持正常水平；但是，他们可能因 NAFLD 的诊断不足，导致这些患者疾病进展的风险更高。

对于患有这种疾病亚型的患者，应开发药物侧重于针对肝脏的遗传原因。另一方面，患有

糖尿病和肥胖症且具有 NAFLD 高遗传风险的人可能会从减轻体重和控制血糖中受益。”

原文出处：Zhipeng Liu et al,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FLD, T2D and obesity

have implications for disease subphenotyping, Journal of Hepatology (2020). DOI:

10.1016/j.jhep.2020.03.006

4、PNAS：重大进展！在视神经区域中发现了能够保存视力的干细胞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首次在将信号从眼睛传送

到大脑的视神经区域中发现了干细胞。这一发现针对最常见形式的青光眼可能产生的原因

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并为治疗美国成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提供了潜在的新方法。相关研

究结果于 2020年 7月 27日在线发表在 PNAS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he optic nerve lamina

region is a neural progenitor cell niche”。

https://www.journal-of-hepatology.eu/article/S0168-8278(20)30164-1/fulltext
https://www.journal-of-hepatology.eu/article/S0168-8278(20)30164-1/fulltext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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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CC0 Public Domain

论文通讯作者、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眼科与视觉科学系教授 Steven Bernstein博士说，“我

们认为这些称为神经祖细胞（neural progenitor cell）的细胞在出生时就存在于视神经组织

中，并持续存在数十年，协助滋养形成视神经的神经纤维。如果没有这些细胞，神经纤维

可能就会失去对应激的抵抗力，并开始恶化，导致视神经受损，最终可能导致青光眼。”

超过 300万美国人患有青光眼。青光眼是由于视神经受损导致的，它造成 12万美国患

者失明。这种神经损伤通常与液体积聚而不能正常排出引起的眼部压力增加有关。患者的

视野中会出现盲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盲点会逐渐扩大。

Bernstein博士说，“这是第一次在视神经中发现神经祖细胞。如果没有这些细胞，视

神经就无法自我修复青光眼或其他疾病造成的损伤。这可能会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和残疾。

神经干/祖细胞（neural stem/progenitor cell）的存在为开发修复视神经损伤的新疗法打开

了大门，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

为了取得这一研究发现，Bernstein博士和他的团队检查了一个称为视神经筛板（optic

nerve lamina）的狭窄组织。视神经筛板不到 1毫米宽，位于视神经和眼球后部的感光视网

膜组织之间。长长的神经纤维从视网膜穿过视神经筛板，延伸到视神经中。这些研究人员

发现在神经纤维离开眼球后，视神经筛板祖细胞可能负责立即对它们进行绝缘，从而支持

在通往大脑的路径上的神经细胞之间建立连接。

视神经筛板壁龛（lamina niche）中的这些干细胞用生长因子沐浴这些延伸的神经纤维，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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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协助绝缘鞘的形成。这些研究人员能够通过使用抗体和转基因动物来确认这些神经干

细胞的存在，并确定了它们表面上的特定蛋白标志物。

Bernstein博士说，“花了 52次试验才成功地在体外培养过程中培育出视神经筛板祖细

胞。因此，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过程。”Bernstein博士和他的合作者们需要确定正确的

生长因子组合和其他细胞培养条件，以便最有利于这些干细胞的生长和复制。最终，他们

发现这些干细胞可以经诱导后分化成几种不同类型的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包括神经元

和神经胶质细胞，众所周知，它们对不同大脑区域的细胞修复和细胞替换非常重要。

这一发现可能会改变对影响视神经的眼病的治疗。Bernstein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计划

使用转基因小鼠来观察视神经筛板祖细胞的减少是如何导致青光眼等疾病并阻止修复的。

未来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来探索这种神经祖细胞的修复机制。Bernstein博士补充

道，“如果我们能确定这些细胞分泌的关键生长因子，它们就可能潜在地作为一种混合物

来减缓青光眼和其他年龄相关的视力疾病的进展。”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院长 E. Albert Reece教授说，“这一令人振奋的发现可能会在导致

视力下降的年龄相关疾病领域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数百万视力受到青光眼严重影响的患

者迫切需要新的治疗方案，我认为这项研究将为他们带来新的希望。”

原文出处：

1.S. L. Bernstein et al. The optic nerve lamina region is a neural progenitor cell niche.

PNAS, 2020, doi:10.1073/pnas.2001858117

2.Researchers discover stem cells in the optic nerve that enable preservation of vision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7-stem-cells-optic-nerve-enable.html

5、Blood：二合一 CAR-NK疗法，有效对抗多种癌症！

在癌症治疗方面，一些最有希望的进展集中在免疫疗法上，这些疗法可以提高患者的

免疫系统来攻击癌症。但免疫疗法并不是对所有患者都有效，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提高其

有效性的方法。

如今，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将两种免疫疗法结合成一种单一

疗法，并在对人类细胞和小鼠的研究中发现，在治疗某些血癌(如白血病)方面，这两种疗

法结合起来比单独治疗更有效。这项研究发表在 Blood杂志网络版上。证据还表明，这种

新方法可能比最近一种获得FDA批准的细胞免疫疗法--CAR-T细胞疗法--更安全。CAR-T

http://news.bioon.com/tags/%E8%BD%AC%E5%9F%BA%E5%9B%A0%E5%8A%A8%E7%89%A9/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xi-bao-zhi-liao-ji-qi-gui-fan-hua678956.html
https://doi.org/10.1073/pnas.2001858117
http://news.bioon.com/tags/%E7%99%BD%E8%A1%80%E7%97%85/
http://news.bioon.com/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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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疗法是将免疫系统的 T细胞改造成靶向肿瘤细胞。细胞免疫疗法最常用来治疗血癌，

但也可以用于治疗一些实体瘤，如前列腺癌、肺肿瘤和黑色素瘤。

图片来源：Julia Wagner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利用了改造 CAR-T细胞的技术，他们没有改造称为 T

细胞的特殊免疫细胞，而是用类似的技术改造称为自然杀伤细胞(NK)的不同免疫细胞。

由此产生的免疫疗法结合了这两种策略的优点，并可能减少 CAR-T细胞疗法有时会出现

的副作用。例如，在一些患者中，CAR-T细胞疗法会引起细胞因子风暴，这是一种危及

生命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

免疫疗法显示了癌症治疗的巨大前景，但研究人员需要让它们对更多的患者更有效、

更安全。这种联合疗法建立在研究人员为白血病患者开发的使用自然杀伤细胞的治疗策略

之上。他们可以给自然杀伤细胞增压，增强它们攻击癌细胞的能力。与此同时，研究人员

可以利用 CAR细胞疗法的基因工程方法，将自然杀伤细胞导向通常被 NK细胞忽略的肿

瘤靶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 NK细胞可以用来治疗的癌症类型，包括额外的血癌和潜在的

实体瘤。

过去的研究展示了研究人员可以收集病人自己的 NK细胞，将这些细胞暴露在一种特

定的化学信号中，这些化学信号可以使这些细胞攻击肿瘤，然后将这些已准备好的细胞送

回病人那里接受治疗。研究人员说，接触化学物质是对细胞的一种基本训练，使 NK细胞

准备好对抗癌症。当这些细胞回到体内时，它们会记住它们所接受的训练，也就是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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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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更有效地攻击肿瘤细胞。由于训练使 NK细胞能够记住遇到肿瘤细胞时应该做什么，

研究人员将它们称为记忆类 NK细胞。

在巴尼斯-犹太医院的西特曼癌症中心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进行的小规模临床试验

中，这种细胞能有效地让一些白血病患者获得持久缓解，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一些

肿瘤细胞仍然避开了记忆类 NK细胞，尽管这些细胞经过了基本训练。为了帮助细胞找到

肿瘤细胞，使它们的基本训练能够发挥作用并杀死正确的目标，研究人员用通常用于将 T

细胞定位为肿瘤细胞的 CAR(嵌合抗原受体)分子修改了记忆类 NK细胞。CAR分子很灵

活，可以根据癌细胞表面的蛋白质进行修饰，将细胞导向不同类型的肿瘤。

这种杂交细胞在治疗白血病小鼠方面比单纯使用记忆类 NK细胞更有效，使接受 CAR

记忆类 NK细胞治疗的小鼠存活时间更长。研究人员还发现，尽管给小鼠的细胞剂量相对

较低，这种疗法还是有效的。

在这项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这些杂交 NK细胞在小鼠体内很好地扩展，并

对它们的肿瘤做出反应。我们可以提供很小的剂量，就能看到难以置信的肿瘤控制。对研

究人员来说，这突出了这些细胞的潜能，以及它们在体内扩展的潜力，这对于将这些发现

转化到临床是至关重要的。

图片来源：Blood

研究人员表示："在所有探索任何类型 NK细胞的临床试验中，我们没有看到像

CAR-T细胞那样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或神经毒性的麻烦副作用。这些

副作用可能危及生命，需要特别护理。我们仍在研究 NK细胞的不同之处。但是如果你

能在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情况下获得 CAR-T细胞的好处，这就是一个合理的研究方

向。这种更安全的疗法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可能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将这些细胞注入患者

体内，而不是作为最后的手段。"

其他研究小组也开发出了 CAR-NK细胞，但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其他研究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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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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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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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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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细胞来自捐赠的脐带血或诱导干细胞，而不是成人捐赠者或患者本身。

该研究通讯作者 Todd A. Fehniger说："其他研究小组已经将干细胞人工分化成类

似于 NK细胞的细胞。采用这种方法，就不能保证这些细胞具有典型成熟 NK细胞的所

有特性。相比之下，我们从成人 NK细胞开始，所以我们更有信心他们将拥有成人 NK

细胞的所有固有特性和行为，我们已经证明对某些类型的癌症患者有效，特别是白血病

患者。诱导记忆特性增加了它们的持久性和对抗多种癌症的有效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这一过程，为首次人体临床试验生产足够的细胞，并研究它们对不同

类型人类血癌的有效性。"

原文出处：Two immunotherapies merged into single，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 that

may work against variety of cancers Margery Gang et al. CAR-modified memory-like NK

cells exhibit potent responses to NK-resistant lymphomas， Blood (2020). DOI：

10.1182/blood.2020006619

6、cancer cell：新发现：高可塑性细胞状态揭示了癌细胞的耐药性机制

导言：众所周知，药物治疗癌症已经成为重要的治疗手段，近些年来，各种新型的抗

癌新药层出不穷，也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然而许多的抗癌药物在开始使用时效果往往

不错，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逐渐变得疗效不佳或甚至无效，这也是人们常常所说的肿瘤出

现耐药性了。

长期以来，癌症对化疗产生耐药性一直是实现其持久缓解或治愈的主要障碍。虽然化

疗后肿瘤可能会很快缩小，但很多时候它们最终还是会长回来。

科学家们曾经认为，肿瘤中独特的基因突变是耐药性的基础。但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

把目光投向癌细胞的其他非基因变化，以解释它们的适应性。例如，癌细胞产生耐药性的

一种方式是改变它们的身份。对激素阻断疗法敏感的前列腺癌细胞可能会转变为不需要激

素的细胞类型。

不是特定的突变驱动它们，像这样的身份变化是通过基因表达的变化而来的——细胞

开启或关闭特定的基因。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单个肿瘤的细胞构成会变得非常不同。这种

异质性给治疗带来了挑战，因为单一药物不太可能对如此多的不同细胞类型起作用。

最近，来自斯隆凯特林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科赫研究所综合癌症研究所和布罗德研

究所卡拉曼细胞天文台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发现，这种肿瘤异质性可以追溯到一个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news.bioon.com/tags/%E5%B9%B2%E7%BB%86%E8%83%9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7-immunotherapies-merged-effective-treatment-variety.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7-immunotherapies-merged-effective-treatment-variety.html
https://ashpublications.org/blood/article-abstract/doi/10.1182/blood.2020006619/461265/CAR-modified-memory-like-NK-cells-exhibit-potent?redirectedFrom=fulltext
https://ashpublications.org/blood/article-abstract/doi/10.1182/blood.2020006619/461265/CAR-modified-memory-like-NK-cells-exhibit-potent?redirectedFrom=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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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来源：一种特别灵活的细胞状态，这种状态是肿瘤细胞亚群的特征，可以产生许多

不同的细胞类型。该研究在 7月 23日发表在《癌细胞》杂志上。

SKI癌症生物学和遗传学项目的助理成员、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Tuomas Tammela 表示，

“高可塑性的细胞状态是我们在肿瘤中看到的大部分异质性的起点，这有点像许多道路的

繁忙交叉路口，高可塑性的细胞状态处于中心位置。”

由于这种细胞状态产生了肿瘤中几乎所有的细胞异质性，它是潜在疗法的一个有吸引

力的目标。

研究人员检测的特殊肿瘤是在小鼠体内生长的肺癌肿瘤。在 Tammela实验室做研究的

医学科学家、该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 Jason Chan表示，“发现这种不寻常的细胞状态是一

个惊喜。这种高度可塑性的细胞状态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我们不知

道它是什么，因为它太不一样了。从癌症的来源来看，它不像正常的肺细胞，也不像肺癌。

它具有胚胎胚层干细胞、软骨干细胞、甚至肾细胞混合在一起的特征。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5%B9%B2%E7%BB%86%E8%8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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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和他的同事在他们检查的每个肿瘤中都发现了这些细胞，这表明这些细胞在

生物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个细胞呈现的路线图

研究人员通过使用一种相对较新的实验室技术——单细胞 RNA测序（scRNA-Seq）来

识别这些高度可塑性的细胞。这种技术可以让研究人员对单个细胞的基因表达谱进行“快

照”——揭示哪些基因是开启的，那些是关闭的。在肿瘤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过程中，使

用 scRNA-Seq他们能够看到不同的细胞类型何时以及如何出现肿瘤的进化。根据这些数据，

研究人员能够绘制出一种图谱，说明哪些细胞来源于哪些细胞。

这种高可塑性的细胞状态在肿瘤的进化过程中始终存在，并在整个肿瘤生长过程中持

续存在。事实上，Tammela博士说，“这是我们发现的唯一存在于每个肿瘤中的细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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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干细胞

可塑性是细胞分化成具有不同特征的其他细胞的能力，是干细胞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

征。干细胞在胚胎发育和组织修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科学家认为癌症是由特定的癌

症干细胞引起的。

但是 Tammela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并不认为这些高可塑性的细胞是干细胞。当她们将这

些高度可塑性细胞的基因表达特征与正常干细胞或已知癌症干细胞进行比较时，这些特征

完全不匹配。它们看起来完全不同。与干细胞不同的是，它们在肿瘤生长之初并不存在。

它们只是在之后才出现。

改变耐药性

之前的许多研究都在寻找可能的“耐药突变”——一种解释肿瘤抵抗抗癌药物作用能

力的基因变化。虽然已经发现了一些耐药性，但更多时候耐药性的基础仍然是个谜。新的

发现为这个谜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Chan表示，“我们的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癌细胞会对治疗产生耐药性，而且我们

不能够识别出这种耐药性的遗传基础。重要的是，并不是肿瘤中的所有细胞都在适应。

研究人员认为，通过结合化疗药物和针对这些高度可塑性细胞的新药物，有可能避免

耐药性的出现，并提供更持久的缓解。

原文出处：Nemanja Despot Marjanovic, Matan Hofree, Jason E. Chan, et.al. Eme

rgence of a High-Plasticity Cell State during Lung Cancer Evolution. Cancer Cell July

23, 2020

7、Cancer Dis：三阴性乳腺癌靶向治疗新突破！BBOX1基因是关键！

导言：三阴性乳腺癌（TNBC）约占所有乳腺癌的 15-20%，以分化差、侵袭性高、易

转移著称。在精准治疗时代，三阴性乳腺癌因无具体的靶点，往往以化疗为主，临床治疗

比较棘手。有效的治疗靶点一直是学界的世界性难题。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UTSW）的研究人员在一项新研究中表示，氧敏感

酶家族中的一种可以为三阴性乳腺癌（TNBC）提供一个可行的靶点。本周在线发表在《癌

症发现》（Cancer Discovery）杂志上的研究结果，可能会给这部分患者带来希望。三阴性

乳腺癌患者没有多少有效的治疗选择，而且往往预后不佳。

https://doi.org/10.1016/j.ccell.2020.06.012
https://doi.org/10.1016/j.ccell.2020.06.012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search?keyword=%E4%B9%B3%E8%85%BA%E7%99%8C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7%B2%BE%E5%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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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BC之所以被称为 TNBC，是因为它缺乏雌激素受体、黄体酮受体以及促进生长的 H

ER2蛋白的过度表达，占所有乳腺癌的 15%-20%。然而，德克萨斯大学病理学系副教授、

德克萨斯癌症预防研究所（CPRIT）癌症研究学者张庆（Qing Zhang）博士解释说，TNB

C是所有乳腺癌中最致命的一种，5年生存率为 77%，而其他类型的乳腺癌 5年生存率为 9

3%。

与其他激素受体阳性或 HER2 阳性的癌症不同，TNBC 没有靶向治疗，患者只能依靠

手术、化疗和放疗，这些治疗方法的效果不如靶向治疗，而且会损害健康组织。

张的实验室研究癌症是如何在低氧环境中生存的。为了为 TNBC寻找可行的药物靶点，

张和他的同事将注意力集中在 2-酮戊二酸（2OG）依赖性酶上，这是一个由 70种酶组成的

家族，其中一些酶在细胞中起着氧传感器的作用。为了确定它们在 TNBC中的作用，研究

人员使用了一个短干扰 RNA库（能够关闭特定基因表达的遗传物质片段），分别关闭了不

同 TNBC和健康乳腺细胞系中依赖于 2OG的家族成员。

他们很快将注意力集中到一种特定的 2-羟基依赖分子—γ-丁甜菜碱羟化酶 1 （BBOX

1）上，该分子被称为促进细胞合成肉碱，肉碱是一种在能量代谢中起关键作用的分子。当

研究人员关闭负责产生 BBOX1的基因时，TNBC细胞停止分裂并最终死亡，但在健康的乳

腺细胞系中关闭该基因没有任何效果。

反之亦然：过度表达 BBOX1基因会导致 TNBC 细胞系的广泛增殖。进一步的研究表

明，造成这种结果的并不是肉毒碱——这种酶的最终产物。酶本身似乎是 TNBC细胞存活

和生长的关键。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9%A2%84%E9%98%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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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 BBOX1 是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的，张和他的同事们寻找这种酶在细胞中与哪

些蛋白质相互作用。他们的实验表明，BBOX1 独特地与一种名为 IP3R3的蛋白质结合，此

前的研究已经将这种蛋白质与其他恶性肿瘤联系起来。IP3R3 对于帮助线粒体（作为细胞

能量来源的细胞器）从糖中提取能量很重要。通过与这种蛋白质结合，BBOX1阻止了它的

降解，给 TNBC细胞提供生长所需的能量。

另一方面，消除 BBOX1有可能阻止 TNBC肿瘤的发展。研究人员在老鼠身上证明了

这一点，他们给老鼠注射了经过修饰的 TNBC 细胞，这样 BBOX1基因可以被直接关闭，

也可以通过给老鼠喂食一种叫做强力霉素的抗生素来关闭。直接关闭这些癌细胞中的 BBO

X1基因就会停止原发肿瘤的生长。

在另一种模拟乳腺癌生长和治疗的策略中，研究人员将肿瘤细胞注射到小鼠体内，让

TNBC细胞不受抑制地生长成较大的肿瘤。然后，给小鼠注射强力霉素来关闭 BBOX1基因。

他们发现这些肿瘤停止生长和收缩。

张的研究小组通过给小鼠服用抑制 BBOX1 的药物，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药物

能有效地对抗 TNBC肿瘤，但对正常乳房组织或整个动物没有负面影响，也没有可检测到

的毒性。

张指出，虽然其中两种药物仍在研发中，但其中一种名为米屈肼（Mildronate），已经

在一些欧洲国家用于增加组织供氧以治疗冠状动脉疾病。这种或其他 BBOX1 抑制剂可能

最终成为 TNBC患者等待已久的靶向治疗。

原文出处：Chengheng Liao, Yang Zhang, Cheng Fan, et.al. Identification of BBO

X1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ancer Discovery July 20,

2020

8、PNAS：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发利用“合成致死作用”靶向癌症的新方法

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效应即生物体内多个基因共突变时，会造成无法被机体

调控机制修复的 DNA损伤，进而引发细胞凋亡。因此通过关键基因位点的共突变，引起的

合成致死效应可用于癌症

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进步，癌症治疗手段越来越趋向于利用“合成致死”效应，即

利用癌症特有的基因缺陷来识别对癌细胞生存至关重要的靶点。当不同基因中的非致死突

变在细胞中累积，就会引起对癌细胞的“合成致死”效应。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A%97%E7%94%9F%E7%B4%A0
https://cancerdiscovery.aacr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20/07/18/2159-8290.CD-20-0288
https://cancerdiscovery.aacr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20/07/18/2159-8290.CD-20-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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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年 7月 27日于《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FEN1

endonuclease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human cancers with defects in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中，美国路德维希癌症研究所圣地亚哥分部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的

研究人员发现，抑制一种关键酶，就能引起两种主要类型的乳腺癌和卵巢癌细胞死亡，并

成功在小鼠实验中抑制了肿瘤生长。

该研究小组由路德维希癌症研究所圣地亚哥分部的细胞分子医学教授 Richard D.Kolo

dner 博士领导。他们利用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进行研究，以寻找合成致

命关系。（酿酒酵母是一种用于基础研究的酵母）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统计，乳腺癌

是美国最常见的癌症类型，每年约有 27.6万例新病例；前列腺癌是第四大最常见的癌症，

每年新增约 19.2万例新病例；而卵巢癌排在第 17位，每年新增约 2.2万例新病例。

BRCA1和 BRCA2基因通常可起到预防乳腺癌和卵巢癌以及其他癌症的作用，但一旦

发生突变，就可能会导致一个人更容易患乳腺癌或卵巢癌，或在更年轻的时候患癌症。据

美国国家乳腺癌基金会（National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统计，不到 10%的乳腺癌患者

有 BRCA突变，但据估计，55%至 65%的 BRCA1基因突变女性在 70岁之前会患上乳腺癌，

而有 BRCA2基因突变的女性中约有 45%会在 70岁之前患上乳腺癌。由此可见，具有 BRC

A突变的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增加，而同样具有 BRCA突变的男性患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

风险增加。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皮瓣核酸内切酶 1（FEN1）上，这是一种参

与 DNA复制和修复的 DNA结构特异性核酸内切酶。研究人员发现，当他们使用小分子抑

制剂或基因消融术阻断 FEN1的功能时，BRCA1和 BRCA2突变型癌细胞系将被优先杀死。

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常细胞是可以从 FEN1抑制中恢复的。

随后，Kolodner博士及其同事在免疫受损的小鼠异种移植模型中测试了该方法，发现

抑制 FEN1的作用，显着降低了小鼠体内肿瘤的生长速度。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发现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他们强调了使用酿酒酵母作为发

现合成致死关系的遗传学工具的价值，并确定了 FEN1 抑制剂可作为癌症治疗剂，可以据

此进一步开发，以治疗那些具有目标弱点的癌症。

原文出处：Elaine Guo， Yuki Ishii， James Mueller， et al. FEN1 endonuclease a

s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human cancers with defects in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Pro

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20/07/22/2009237117
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20/07/22/200923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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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Lancet Digital Health：人工智能算法识别前列腺癌精确度高达 98%

前列腺癌是发生于前列腺的上皮恶性肿瘤，是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前列腺癌在疾病早期阶段，多数患者无明显症状，一旦前列腺癌开始快速生长或扩散

到前列腺外，病情就非常严重了。

2020年 7月 27日，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和匹兹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柳

叶刀数字健康》（The Lancet Digital Health）上发表了一项新研究，该研究表明，迄今为

止，使用人工智能（AI）程序识别和表征前列腺癌是准确性最高的。

UPMC Shadyside 的首席病理学家和病理学副主席、匹兹堡大学的生物医学信息学教

授、该研究的资深作者 Rajiv Dhir表示，人类善于识别异常，但他们有自己的偏见或过去

的经验。机器不是这样的。机器有一个标准化护理的要素。

为了训练人工智能识别前列腺癌，Dhir 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从病人活检中提取的 100

多万份染色组织切片的图像。每幅图像都由专家病理学家进行标记，以教人工智能如何区

分健康和异常组织。然后，该算法在一组单独的 1600张幻灯片上进行了测试，这些幻灯片

取自 UPMC的 100名疑似前列腺癌患者。

在检测过程中，人工智能在检测前列腺癌方面显示出 98%的敏感性和 97%的特异性，这

显着高于之前报道的使用组织切片的算法。

此外，这是第一个超越癌症检测的算法，报告了对肿瘤分级、大小和周围神经的侵犯

的高性能。这些都是重要的临床特征，需要作为病理报告的一部分。AI还标记了六张病理

学专家没有注意到的幻灯片。

Galen前列腺第二阅读系统的算法和临床部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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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Dhir解释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机器优于人类。例如，在评估这些病例的过程中，

病理学家可以简单地从病人的其他样本中看到足够的恶性证据来推荐治疗。不过，对于经

验不足的病理学家来说，该算法可以作为一种故障保险，来捕捉可能被遗漏的病例。

在该论文中，研究人员报告了一种用于评估数字化前列腺 CNB切片、基于医疗级人工

智能的算法的发展，以及该人工智能工具在常规临床实践中的成功应用。基于一个大的，

盲的，外部验证数据集，研究人员展示了该算法的高精度，以识别和量化前列腺癌，区分

低级别和高级别的肿瘤，并检测神经周围浸润。

这是第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的报告，它超越了前列腺癌在组织病理学图像中的癌

症检测和分级，也是临床上首次在常规病理学实践中使用人工智能算法的实例之一。

总之，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报告了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的发展、外部临床

验证和常规实践中的部署，该算法用于检测、分级和评估数字化前列腺 CNBs 的其他临床

相关肿瘤特征。这些数据表明，这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可以作为一种工具，用于自动筛

查前列腺 CNBs 的初级诊断，评估登记的病例以达到质量控制的目的，以及标准化报告以

改进患者管理。在其他实验室和相关临床效用的研究报告目前也正在进行中。

原文出处：Liron Pantanowitz，et al.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for prostate

cancer diagnosis in whole slide images of core needle biopsies： a blinded clinical validat

ion and deployment study. The Lancet Digital Health， 202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58975002030159X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58975002030159X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5897500203015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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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综述是怎样的一种论文？

综述（Review）是将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作为原始素材进行研究而撰写的论文。它

是对某一专题、领域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等，以

作者自己的观点所写成的严谨而系统的评论、资料性科技论文。好的综述通常提出或

介绍某些未曾发表过的新资料和新思想，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对所讨论学科的进一

步发展能够起到指导与引领作用。

综述的内涵：

（1）“综”是作者对所写专题相关的现有大量素材进行归纳整理、综合分析，使

材料更加精炼、明确，更有层次、逻辑性；

（2）“述”是评述，是对“综”的结果作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和评价，

提出在特定时期内某领域或研究点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

综述的特点：

（1）对某领域或研究点的研究历史、现状、进展及未来趋势（内容）进行综合、

可靠的分析和详细、系统的阐述（过程），得出结构性、趋势性、前瞻性、指导性结论

（结果）；

（2）资料充分详实，总结系统全面；结论或观点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

展的方向；篇幅长，参考文献较多；（3）有高屋建瓴和权威性的观点，多由领域、行

业领军人物或权威专家撰写。

综述的分类：

依据文献资料范围，综述可分为大综述、小综述。

大综述：

大综述是对整个领域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总结。

小综述：

小综述是对与作者自己研究课题（某研究点）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总结。

根据搜集的原始文献资料数量、提炼加工程度、组织写作形式及学术水平的高低，综

述可分为归纳型（资料整理型）、普通型和评论型（综合研究型）。

归纳型综述：

按一定顺序分类排列，使其互相关联、前后连贯，而撰写成的具有一定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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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综述。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一专题、领域的当前研究现状与

进展，但较难有作者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普通型综述：

在搜集较多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成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比较强的综述，行文中能

表达出作者自己的观点或倾向性。它对从事某专题、某领域工作的读者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和参考价值。

评论型综述：

在搜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原始文献资料归纳整理、综合分析，而撰写的反映

当前该领域研究进展和发展前景的议论性综述。其逻辑性强，有较多作者自己的见解

和评论，对读者研究工作有普遍指导意义。

综述的结构：

（1）引言 主要叙述综述的目的和作用，概述主题的有关概念和定义，简述所

选主题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研究现状、争论焦点、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

（2）正文 一般可根据内容的多少分成几个大的部分，各部分标上简短而醒目

的层次标题。各部分的区分标准多种多样，如按问题、按原理、按方法、按论点、按

年代、按发展阶段等。

历史发展。按时间顺序简述主题的来龙去脉、发展概况及各阶段的研究水平。

现状评述。论述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评述已解决和未解决的问题，提出可能

的解决途径；指出存在的争论焦点，比较各种观点的异同并做出理论解释，亮明作者

的观点；详细介绍有创造性和发展前景的理论和假说，并引出论据，指出可能的发展

趋势。

前景预测。通过纵横对比，肯定主题的研究水平，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能的

发展趋势，指明研究方向，揭示研究捷径，为专题研究或行业发展提供指导。

（3）结论和展望 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展望，提出意见、建议和发展趋势；对正

文的主要内容做出扼要的概括，并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表明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

么。对于小篇幅综述，可不单独列出结论，而是在正文各部分内容的后面用简短几句

话对全文进行高度概括。

（4）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综述的原始素材和基础，引用足够的、有代表性的、

年代较为均衡的参考文献是写成、写好综述的前提条件。引文数少则 60 篇，多则 120

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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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动态

肺癌超重磅！EGFR 靶向药首次治愈早期肺癌：阿斯利康 Tagrisso(泰瑞沙)

获美国 FDA突破性药物资格!

2020 年 07 月 31 日 讯 / 生 物 谷

BIOON/ --阿斯利康（AstraZeneca）

近日宣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已授予靶向抗癌药 Tagrisso

（中文商品名：泰瑞沙，通用名：

osimertinib，奥希替尼）突破性药物资

格（BTD），用于已接受治愈性完全肿瘤切除术的早期（IB/II/IIIA 期）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突变（EGFRm）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用作术后辅助治疗。

肺癌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虽然高达 30%的 NSCLC患者可能诊断的足够早、有潜力接

受治愈性手术切除，但疾病复发在早期疾病中很常见，近一半在 IB期确诊的患者、超过四

分之三在 IIIA 期确诊的患者会在 5年内复发。

Tagrisso是一种口服的小分子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EGFR-TKI），已被全球多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欧盟）批准：（1）一线治

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EGFRm NSCLC患者；（2）二线治疗 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局部

晚期或转移性 NSCLC患者。

FDA授予 Tagrisso BTD，基于 III 期 ADAURA研究史无前例的疗效结果。数据显示，

在已接受完全肿瘤切除术的早期（IB/II/IIIA 期）EGFRm-NSCLC患者中，Tagrisso用于术

后辅助治疗显著延长了无病生存期（DFS）、将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 80%。

值得一提的是，ADAURA试验是评估一种 EGFR抑制剂在辅助治疗肺癌方面显示出统计学

显著和临床意义益处的第一项全球性临床试验。结果首次证明：一种 EGFR抑制剂可以改

变早期 EGFR突变肺癌的进程，并为患者提供治愈希望。根据该研究结果，阿斯利康已经

在推进 Tagrisso辅助治疗 EGFRm NSCLC的监管申请提交计划。

阿斯利康肿瘤研发部执行副总裁 José Baselga表示：“早期 EGFRm肺癌患者即使在

成功手术和辅助化疗后也经常会复发，但目前还没有批准的靶向治疗来改善预后。Tagrisso

http://news.bioon.com/
http://news.bioon.com/
http://news.bioon.com/tags/%E9%98%BF%E6%96%AF%E5%88%A9%E5%BA%B7/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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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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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期 ADAURA试验证明，这些患者的临床益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正与 FDA

密切合作，尽快为患者提供这种潜在的治疗。”

ADAURA是一项随机、双盲、全球性、安慰剂对照 III 期研究，在 682例早期（IB/II/IIIA

期）EGFRm-NSCLC患者中开展，这些患者已接受了肿瘤完全切除和可选的标准术后辅助

化疗，评估了 Tagrisso用于辅助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中，实验组患者接受 Tagrisso

80mg每日一次口服片剂，治疗三年或直至疾病复发。该研究在欧洲、南美、亚洲、中东等

20多个国家的 200多个临床中心开展。主要终点是 II/IIIA 期患者中的无病生存期（DFS）、

关键次要终点是 IB/II/IIIA 期患者中的 DFS。数据读出最初预计在 2022年。

2020年 4月，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IDMC）经评估后确定，该研究已取得了压倒性

的疗效。根据该结果，IDMC建议对这项研究提前 2年揭盲。在数据截止时，总生存期（OS）

数据有利于 Tagrisso，但尚未成熟。该研究将继续评估 OS，这也是研究的另一个次要终点。

2020年 ASCO年会上公布的详细数据显示，在 II/IIIA 期患者中的 DFS主要终点方面，

Tagrisso用于辅助治疗（术后）将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 83%（HR=0.17；95%CI:0.12,0.23；

p＜0.0001）。关键次要终点——整个研究群体（IB/II/IIIA期患者）的DFS结果显示，Tagrisso

将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 79%（HR=0.21；95%CI:0.16,0.28；p＜0.0001）。

2年后，Tagrisso治疗组有 89%的患者仍然保持无病生存、安慰剂组为 53%。在所有亚

组中均观察到一致的 DFS结果，包括术后化疗的患者、仅接受手术的患者、亚洲患者、非

亚洲患者。该研究中，Tagrisso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与先前试验中一致。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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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URA研究的首席调查员、耶鲁癌症中心和 Smilow癌症医院肿瘤科主任 Roy

S.Herbst医学博士评价称：“这些数据对于早期 EGF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来说是一

种变革性的重大进步，即使在成功的手术和随后的辅助化疗治疗后，这些患者也面临着很

高的复发率。Tagrisso将提供一个急需的新治疗方案，有潜力改变医学实践，改善这些患者

的预后。”

肺癌是男性和女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约占所有癌症死亡的五分之一，超过了乳腺

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总和。肺癌广泛地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

（SCLC），其中 NSCLC占 80-85%。大约 25-30%的 NSCLC患者在确诊时有可切除疾病，

大部分可切除的 NSCLC患者在手术（完全切除）后最终会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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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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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欧洲约10-15%、亚洲约30-40%的NSCLC患者为EGFR突变（EGFRm）NSCLC，

这些患者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治疗特别敏感，这类药物

可阻断驱动肿瘤生长的细胞信号通路。

Tagrisso是第三代不可逆 EGFR-TKI，能够克服对该类药物中第一、二代 EGFR-TKI

的耐药性，包括罗氏/安斯泰来特罗凯（Tarveca）、阿斯利康易瑞沙（Iressa）、勃林格殷

格翰 Gilotrif（afatinib，阿法替尼）。

Tagrisso可抑制 EGFR敏感性和 EGFR-T790M耐药突变，具有抗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的

临床活性。截至目前，Tagrisso 40mg和 80mg每日一次口服片目前已多个国家（包括美国、

日本、中国、欧盟）获得批准用于一线治疗 EGFRm晚期 NSCLC，并在多个国家（包括美

国、日本、中国、欧盟）获得批准用于二线治疗 EGFR T790M突变阳性晚期 NSCLC患者。

目前，阿斯利康正在开发 Tagrisso用于辅助治疗（ADAURA研究）、局部晚期不可切

除性疾病（LAURA研究）、联合化疗治疗转移性疾病（FLAURA2）、联合潜在的新药解

决对 EGFR TKI的耐药性（SAVANNAH研究、ORCHARD研究）。（生物谷 Bioon.com）

原文出处：Tagrisso granted Break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 in the US for the adjuvant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tage IB-IIIA EGFR-mutated lung cancer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s://www.astrazeneca.com/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20/tagrisso-us-btd-for-egfrm-adjuvant-lung-cancer.html
https://www.astrazeneca.com/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20/tagrisso-us-btd-for-egfrm-adjuvant-lung-canc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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