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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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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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国际共识指南: 慢性胰腺炎的

危险因素》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0.36（8）:1720

2
《2019 年美国肝病学会 /美国感染病学

会指南: HCV 感染的检测、管理和治疗

建议( 更新版)》摘译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0.36（8）:1714

3
儿童支气管哮喘规范化诊治建议（2020年
版）

中华儿科杂志 2020.58 (9) :708

4
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的临床处理建议

（2020年修订版）
中华儿科杂志 2020.58 (9) :718

6
中国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诊断与治

疗指南（2020）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杂志
2020.55 (8) :729

7
MR引导聚焦超声治疗子宫肌瘤中国专家

共识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20.54 (8) :737

8
骨质疏松的影像学与骨密度诊断专家共

识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20.54 (8) :745

9 中国淹溺性心脏停搏心肺复苏专家共识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20.29 (8) :1032

10
北京医疗机构发热门诊临床实验室能力

建设专家共识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20.43 (8) :780

11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锥形束 CT检查规范及

诊断标准的专家共识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2020.55 (9) :613

12
颞下颌关节常规MRI检查规范及关节盘

移位诊断标准的专家共识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2020.55 (9) :608

1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疾控人员个人防

护规范（T/BPMA 0002-202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0.41 (8) :1180

http://www.lcgdbzz.org/qk_content.asp?id=10951
http://www.lcgdbzz.org/qk_content.asp?id=10951
http://www.lcgdbzz.org/qk_content.asp?id=10950
http://www.lcgdbzz.org/qk_content.asp?id=10950
http://www.lcgdbzz.org/qk_content.asp?id=10950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9/123114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9/123114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9/1231137.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0202009/1231137.htm
http://rs.yiigle.com/CN115330202008/1216446.htm
http://rs.yiigle.com/CN115330202008/121644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9202008/121345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9202008/121345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9202008/1213447.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9202008/1213447.htm
http://rs.yiigle.com/CN114656202008/1229963.htm
http://rs.yiigle.com/CN114452202008/1222653.htm
http://rs.yiigle.com/CN114452202008/122265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4202009/123310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4202009/1233103.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4202009/123310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4202009/123310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338202008/122989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338202008/12298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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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腺性膀胱炎临床诊断和治疗中国专家共

识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2020.41 (8) :566

15 2020版 EAU膀胱癌指南更新解读之三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2020.41 (8) :573

16
2020年 EAU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

前列腺癌的管理指南解读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2020.41 (8) :581

17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营养和运动管

理专家共识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

志
2020.36 (8) :643

18
基于重症超声的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救治建议
中华内科杂志 2020.59 (9) :677

19 中国关节病型银屑病诊疗共识（2020） 中华皮肤科杂志 2020.53 (8) :585

20
室上性心动过速基层诊疗指南（实践

版·2019）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2020.19 (8) :672

21
中国颅内静脉血栓形成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9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20.53 (9) :648

22 高血压性脑出血中国多学科诊治指南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2020.36 (8) :757

23 中国胰腺癌新辅助治疗指南（2020版） 中华外科杂志 2020.58 (9) :657

24
中国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相关不良事件防

治专家共识意见精简版(2020年，无锡)
中华消化杂志 2020.40 (8) :512

25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治疗二叶式主动

脉瓣狭窄的中国专家建议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20.48 (8) :634

26 小儿外科日间手术专家共识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2020.41 (8) :676

27 中国青光眼指南（2020年） 中华眼科杂志 2020.56 (8) :573

28 临床视觉诱发电位标准 中华眼科杂志 2020.56 (8) :587

29
中国老年患者围手术期麻醉管理指导意

见（2020版）（一）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31):2404

30
神经外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程

管理及防控指南
中华医学杂志 2020.100(31):2416

31
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不良反应管

理中国专家共识(2020版)
中华肿瘤杂志 2020. 42 (8):617

http://rs.yiigle.com/CN112330202008/1229881.htm
http://rs.yiigle.com/CN112330202008/1229881.htm
http://rs.yiigle.com/CN112330202008/122987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330202008/1229865.htm
http://rs.yiigle.com/CN112330202008/1229865.htm
http://rs.yiigle.com/CN311282202008/1230081.htm
http://rs.yiigle.com/CN311282202008/1230081.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8202009/122552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8202009/1225522.htm
http://rs.yiigle.com/CN321138202008/1216600.htm
http://rs.yiigle.com/CN114798202008/1216771.htm
http://rs.yiigle.com/CN114798202008/1216771.htm
http://rs.yiigle.com/CN113694202009/1234544.htm
http://rs.yiigle.com/CN113694202009/1234544.htm
http://rs.yiigle.com/CN112050202008/1227289.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9202009/1232967.htm
http://rs.yiigle.com/CN311367202008/1219662.htm
http://rs.yiigle.com/CN311367202008/121966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8202008/122741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8202008/1227412.htm
http://rs.yiigle.com/CN421158202008/1222088.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2202008/1227396.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42202008/122739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31/1222649.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31/1222649.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31/122264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37202031/1222642.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2202008/1229840.htm
http://rs.yiigle.com/CN112152202008/12298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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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动态

1、Science：揭示基因 CIITA诱导人细胞抵抗埃博拉病毒和 SARS样冠状病

毒感染机制

2020年 8月 28日讯/生物谷 BIOON/---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弗吉尼亚梅森大

学贝纳罗亚研究所、凯斯西储大学、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和MRIGlobal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

了一种新的细胞保护途径，该途径靶向几种不同大流行病毒中的共同弱点。他们发现这种

途径可以保护细胞免受埃博拉病毒和诸如 SARS-CoV-2之类的冠状病毒感染。这些新发现

使得人们更好地理解参与抵抗病毒感染的细胞机制，从而为治疗未来病毒性传染病提供参

考。相关研究结果于 2020年 8月 27日在线发表在 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MHC class

II transactivator CIITA induces cell resistance to Ebola virus and SARS-like coronaviruses”。

图片来自 Unsplash/CC0 Public Domain。

这项研究阐明了所发现的两个基因的全新作用，以及抑制病毒融合和进入人体细胞的

独特方法，这使得我们离下一代抗病毒疗法更近了一步。这些研究人员利用转座子介导的

基因激活筛选方法，寻找可以阻止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新基因。

这种新的筛选策略可作为发现针对其他危险病原体的抵抗机制的蓝本。利用这种策略，

这些研究人员发现了基因 CIITA（MHC class II transactivator，MHCII类反式激活蛋白）

通过激活第二个基因 CD74的表达，诱导人细胞系产生抵抗力。作为 CD74的一种形式，

p41破坏了称为组织蛋白酶（Cathepsin）的细胞蛋白酶对埃博拉病毒蛋白外壳上的蛋白的

加工。这可以阻止这种病毒进入细胞和感染。p41还会阻断包括 SARS-CoV-2在内的冠状

病毒的组织蛋白酶依赖性进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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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通讯作者、弗吉尼亚梅森大学贝纳罗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Adam Lacy-Hulbert博

士说，“发现这些新的细胞保护途径对于理解我们如何破坏或改变病毒感染周期以触发更

好地抵抗诸如埃博拉病毒和 SARS-CoV-2之类的病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新策略有助于

我们找到传统基因筛查所忽略的机制。”

这些发现说明了以前被认为参与更传统的 T细胞和 B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的基因的新

作用。比如，CIITA被理解为对免疫细胞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但之前并没有将它视为细

胞抵御病毒感染的一种方式。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凯斯西储大学病理学讲师 Anna Bruchez博士说，“作为一名病毒

学家，我感到兴奋的不仅是这对埃博拉病毒的意义，还有对其他病毒更广泛的影响。包括

冠状病毒在内的许多病毒都使用组织蛋白酶来帮助它们感染细胞。幸运的是，当 SARS-

CoV-2出现时，我最近搬到了凯斯西储大学，并能够利用它的专业BSL3实验室来证明CD74

途径也阻止了这种病毒的内体进入。因此，这种抗病毒机制可以对抗许多不同的病毒。”

论文共同作者、弗吉尼亚梅森大学贝纳罗亚研究所研究员 Lynda M. Stuart博士说，

“我们真地不了解阻断病毒感染的细胞机制，这限制了我们有效应对流行病的能力，包括

今年的新冠冠状病毒疫情。我们真地需要能够阻断所有病毒的疗法，包括未知的未来病原

体。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找到病毒攻击的共同途径，然后开发阻止这些漏洞的方法。

我们的研究展示了一种可以通过改造细胞来实现这一点的方法，我们希望我们的新见解将

为科学家门开发治疗方法和干预措施开辟新的途径，以治疗影响全世界数百万人生活的病

毒性传染病。”

原文出处：

1.Anna Bruchez et al. MHC class II transactivator CIITA induces cell resistance to Ebola

virus and SARS-like coronaviruses. Science, 2020, doi:10.1126/science.abb3753

2.Discovery illustrate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ellular mechanisms involved in viral resistance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8-discovery-cellular-mechanisms-involved-viral.

html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8/26/science.abb3753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8/26/science.abb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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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LoS Pathog：我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快速、准确、低成本的 COVID-19

测试方法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广东省医学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报道一种新型低成本的 COVID-19测试方法可在不需要复杂设备的情况下快速提供准确的

测试结果。相关研究结果于 2020年 8月 27日发表在 PLoS Pathogens期刊上，论文标题为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rapid CRISPR-based diagnostic for COVID-19”。

对 CRISPR-COVID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进行分析评估，图片来自 PLoS Pathogens, 2020,

doi:10.1371/journal.ppat.1008705

对快速筛查和识别 COVID-19的需求激增带来了巨大的诊断挑战。宏基因组新一代测

序（mNGS）和逆转录 PCR（RT-PCR）一直是诊断 COVID-19最常用的分子方法，但每

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比如，测序成本高，周转时间近一天，而 RT-PCR需要专业设备，

难以大规模部署。缺乏快速准确的分子诊断工具阻碍了公共卫生部门对病毒威胁作出高效

反应。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利用近年来广泛用于基因编辑的 CRISPR技术，开

发了一种替代性的 COVID-19测试方法。这种被命名为 CRISPR-COVID的测试方法能够

高通量检测 SARS-CoV-2--导致 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

CRISPR-COVID 可在短短 40分钟内提供与 mNGS相当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当大规模

生产时，CRISPR-COVID 测试的材料成本可低于 70美分，这表明 CRISPR-COVID不仅在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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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而且在财务上也是一个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

这些作者指出，“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开发出一种基于 CRISPR的 COVID-19等温诊

断方法，具有接近单拷贝的灵敏度。我们展示了一种基于 CRISPR的 COVID-19测试方法，

它提供了更短的周转时间和巨大的诊断价值，即使在资源不足的环境中也不需要热循环仪。”

原文出处：

1.Tieying Hou et al.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rapid CRISPR-based diagnostic for

COVID-19. PLoS Pathogens, 2020, doi:10.1371/journal.ppat.1008705.

2.Researchers develop a fast, accurate, low-cost COVID-19 test https://medicalxpress.com/

news/2020-08-fast-accurate-low-cost-covid-.html

3、Sci Adv:阻断胰腺神经信号可抑制 I型糖尿病

在最近发表在《Science Advanc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La Jolla免疫研究所（LJI）

的研究人员报告说，神经系统可能促进胰腺 Beta细胞死亡。他们在小鼠模型中的新发现表

明，阻断胰腺神经信号可以阻止患者发展为 1型糖尿病。

这项研究的资深作者，LJI教授Matthias von Herrath博士说：“这一过程可能会由于

神经元的影响而停止。”

图片来源：Www.pixabay.com

von Herrath实验室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找 1型糖尿病的病因。尽管该疾病有环境和

遗传风险因素，但 1型糖尿病的发作似乎是随机的。多年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 beta

细胞死亡的原因。一种理论认为这些细胞死亡源于其周围的血液供应存在差异，或者被病

毒感染引发的免疫攻击破坏。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小鼠模型，可以通过人为诱导β细胞死亡。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pat.100870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pat.1008705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8-fast-accurate-low-cost-covid-.html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8-fast-accurate-low-cost-covi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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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过外科手术或使用神经毒素或药理学方法“使神经衰弱”，从而阻断了大多数胰腺

的交感神经信号。然后，研究人员使用成像设备跟踪了小鼠中β细胞死亡的模式。

研究小组发现，与不给予治疗的小鼠和仅给予β受体阻滞剂的小鼠无作用相比，阻断

神经信号可保护小鼠免受β细胞死亡。“我们发现这些神经阻滞剂在影响糖尿病发作方面

的显著差异。”

这一新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解释 1型糖尿病中出现的细胞死亡。众所周知，几种自身

免疫性疾病也有相似的细胞死亡事件。例如，白癜风与关节炎等。

Von Herrath认为，神经免疫学的突破可能对解释人体为何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中逆

转自身器官具有广泛的意义。展望未来，作者希望研究神经系统和 1型糖尿病发病之间的

细胞机制。

2020年 8月 28日讯/生物谷 BIOON/---在最近发表在《Science Advance》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中，La Jolla免疫研究所（LJI）的研究人员报告说，神经系统可能促进胰腺 Beta

细胞死亡。他们在小鼠模型中的新发现表明，阻断胰腺神经信号可以阻止患者发展为 1型

糖尿病。

这项研究的资深作者，LJI教授Matthias von Herrath博士说：“这一过程可能会由于

神经元的影响而停止。”

von Herrath实验室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找 1型糖尿病的病因。尽管该疾病有环境和

遗传风险因素，但 1型糖尿病的发作似乎是随机的。多年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 beta

细胞死亡的原因。一种理论认为这些细胞死亡源于其周围的血液供应存在差异，或者被病

毒感染引发的免疫攻击破坏。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小鼠模型，可以通过人为诱导β细胞死亡。

他们通过外科手术或使用神经毒素或药理学方法“使神经衰弱”，从而阻断了大多数胰腺

的交感神经信号。然后，研究人员使用成像设备跟踪了小鼠中β细胞死亡的模式。

研究小组发现，与不给予治疗的小鼠和仅给予β受体阻滞剂的小鼠无作用相比，阻断

神经信号可保护小鼠免受β细胞死亡。“我们发现这些神经阻滞剂在影响糖尿病发作方面

的显著差异。”

这一新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解释 1型糖尿病中出现的细胞死亡。众所周知，几种自身

免疫性疾病也有相似的细胞死亡事件。例如，白癜风与关节炎等。

Von Herrath认为，神经免疫学的突破可能对解释人体为何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中逆

转自身器官具有广泛的意义。展望未来，作者希望研究神经系统和 1型糖尿病发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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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机制。

原文出处："Interference with pancreatic sympathetic signaling halts the onset of diabetes

in mice" Science Advances (2020)advances. sciencemag.org/ lookup … .1126/sciadv.

abb2878

4、Science子刊：重大进展！移植经过 CRISPR基因编辑的人棕色脂肪样细

胞有望治疗肥胖和糖尿病

肥胖是导致 2型糖尿病和相关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今年它在全球引起的死亡人数加

起来将超过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中国

医药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巴西圣保罗大学、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

和浦项科技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针对这种危险的疾病，提出了一种新型细胞疗法的

概念验证方法。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20年 8月 26日的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RISPR-engineered human brown-like adipocytes prevent diet-induced

obesity and ameliorate metabolic syndrome in mice”。

论文通讯作者、哈佛医学院乔斯林糖尿病中心的 Yu-Hua Tseng博士表示，这种潜在

的肥胖疗法是移植人棕色脂肪样细胞（human brown-like fat cell, HUMBLE 细胞），即

人类白色脂肪细胞经过基因改造后变得类似于产生热量的棕色脂肪细胞。

Tseng说，棕色脂肪细胞燃烧能量，而不是像白色脂肪细胞那样储存能量。在这一过程

中，棕色脂肪细胞可以降低血液中过高的葡萄糖和脂质水平，而过高的葡萄糖和脂质水平

与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有关。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35/eabb2878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35/eabb2878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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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0, doi:10.1126/scitranslmed.aaz8664。

移植到小鼠体内后的各种脂肪组织的显微图。顶部的图片是各种脂肪组织的一般形态，

底部的图片是用对 hUCP1染色的组织切片（红色），这是棕色脂肪细胞所特有的。这些图

片显示，虽然 HUMBLE 细胞在形态上与白色脂肪细胞相似，但是它们表达棕色脂肪特有

的 hUCP1蛋白。

Tseng说，然而，超重或肥胖的人往往有较少的这些有益的棕色脂肪细胞---这一障碍

旨在通过 HUMBLE 细胞加以克服。

她和她的同事们利用处于祖细胞（progenitor）阶段的人白色脂肪细胞（尚未完全发育

成最终的脂肪细胞形态）产生了这些 HUMBLE 细胞。他们使用 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

系统的一个变体（即 CRISPR-SAM）来提高一种名为 UCP1的基因的表达，该基因会触发

白色脂肪细胞祖细胞（white fat cell progenitor，也译为白色脂肪祖细胞）发育成 HUMBLE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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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RISPR-SAM激活内源性 UCP1，可触发人白色脂肪细胞出现棕色脂肪样细胞表型，

图片来自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0, doi:10.1126/scitranslmed.aaz8664。

将 HUMBLE 细胞移植到缺乏免疫系统的小鼠体内，它们产生的细胞在功能上非常像

这些小鼠自身的棕色脂肪细胞。

她的团队将移植的这些细胞与摄入高脂肪食物的小鼠体内的内源性白色脂肪细胞进行

了比较。接受 HUMBLE 细胞移植的小鼠对胰岛素更为敏感和它们清除血液中葡萄糖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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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是 2型糖尿病患者中受到破坏的两个关键因素）得到极大增强。

此外，接受 HUMBLE 细胞移植的小鼠在体重上比接受白色脂肪细胞移植的小鼠要轻，

与接受棕色脂肪细胞移植的小鼠保持在相同的范围内。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Tseng团队证实这些益处主要是由于移植的 HUMBLE 细胞对小鼠

内源性棕色脂肪细胞发出的信号。Tseng说，“不同组织中的细胞会相互沟通。就这项研究

而言，我们发现移植的 HUMBLE 细胞会分泌一种叫做一氧化氮（nitric oxide）的分子，这

种分子由红细胞携带到内源性棕色脂肪细胞并激活这些细胞。”

Tseng指出，如果 HUMBLE 技术继续在临床前研究中得到证实，那么它最终可能为患

者产生这种类型的细胞。这样的方法将提取出患者的少量白色脂肪细胞，分离出祖细胞，

对这些祖细胞进行基因修饰以提高 UCP1的表达，然后将由此产生的 HUMBLE 细胞移植回

相同的患者体内。

然而，这种个体化的方法将是复杂而昂贵的，因此，Tseng实验室正在探索两种可能在

临床应用上更为实用的替代方案。

一种替代方案是使用非个体化的细胞，通过对它们生物材料封装，保护这些细胞不被

患者的免疫系统排斥。（哈佛医学院乔斯林糖尿病中心的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合作者长期以

来一直在研究将这类材料用于针对 1型糖尿病的细胞移植中）。另一种替代方案是基因疗

法，它让体内的白色脂肪祖细胞直接表达 UCP1基因，使得这些细胞获得类似于 HUMBLE

细胞的特性。

Tseng强调，尽管发生了 COVID-19大流行，但是这项研究仍在继续。COVID-19让

糖尿病患者在感染后面临更大的严重后果风险。

她说，“利用细胞疗法或基因疗法治疗肥胖或 2型糖尿病过去只是科幻小说。如今，

科学进步，如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将帮助我们改善肥胖和糖尿病患者的代谢、体重、

生活质量和整体健康。”

原文出处：

1.Chih-Hao Wang et al. CRISPR-engineered human brown-like adipocytes prevent

diet-induced obesity and ameliorate metabolic syndrome in mice.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0, doi:10.1126/scitranslmed.aaz8664

2.Transplanted brown-fat-like cells hold promise for obesity and diabetes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8-transplanted-brown-fat-like-cells-obesity-diab

etes.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7%B3%96%E5%B0%BF%E7%97%85/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12/558/eaaz8664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12/558/eaaz8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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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ell ：液体活检再获突破！全新生物标志物可早期诊断多种癌症

很多研究癌症的科学家希望能够在癌症患者的早期阶段就做出准确的诊断，帮助患者

赢得治疗时间。顶尖学术期刊《细胞》近日在线发表了一项有关液体活检的新研究，为癌

症早期诊断带来了潜在的全新方法。

顶尖学术期刊《细胞》近日在线发表了一项有关液体活检的新研究，为癌症早期诊断

带来了潜在的全新方法。

来自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和威尔·康奈尔医学研究所（Weill Cornell

Medicine）的研究团队报告说，由肿瘤和免疫细胞释放的细胞外囊泡和颗粒（extracellular

vesicles and particles，简称 EVP），携带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癌症检测，并确定癌

症的类型。

“一小管血液中就含有数十亿 EVP，这意味着，癌症患者有大量的癌症相关 EVP可供

临床医生用来诊断。” 这项研究的共同通讯作者 David Lyden教授介绍。

癌症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每年都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很多研究

癌症的科学家希望能够在癌症患者的早期阶段就做出准确的诊断，帮助患者赢得治疗时间。

同时，这样的检查方法还要简单方便，避免让患者感到痛苦。

“液体活检”技术应运而生。顾名思义，这类技术想要通过检查各种体液，来检测癌

症和监测疾病进展。其中，最常见的液体活检形式是检测和分析癌细胞释放到血液中的 D

NA。利用这类技术进行癌症早筛目前还在开发和临床验证阶段。

这项新研究则另辟蹊径，不是分析 DNA片段，而是侧重于检查 EVP中包含的各种蛋

白质。

EVP是细胞分泌的小颗粒，大小只有纳米级别。它们像快递包裹一样，外层有膜，里

面可以装 RNA、DNA、蛋白质、代谢产物和脂质等活性分子。这些小包裹可以介导细胞间

信号传导，调节基质组织，甚至调节炎症和免疫反应，还可以穿越诸如血脑屏障之类的屏

障，并以高度的特异性被“吞”入细胞。

Lyden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肿瘤在生长、转移的过程中同样会释放 EVP，并以这种

方式通知身体的其他部位做好迎接癌细胞的准备。因此，理论上通过检查不同 EVP的内容

物，可以推断出癌症的信息。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验证了初步的想法。他们收集了 400多份人类组织、血液和

其他体液样本，涵盖了 18种不同的癌症，如乳腺癌、结肠癌、肺癌、胰腺癌等，并且包括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8%AF%8A%E6%96%AD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8%AF%8A%E6%96%AD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search?keyword=%E5%85%8D%E7%96%AB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search?keyword=%E4%B9%B3%E8%85%BA%E7%99%8C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7%BB%93%E8%82%A0%E7%99%8C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8%83%B0%E8%85%BA%E7%9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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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早期在内的不同癌症阶段，以及作为对照的健康样本。然后，通过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

学方法，分析了 EVP中的蛋白质。

研究人员首先比较了组织样本中肿瘤和邻近组织的 EVP 蛋白质组，确定哪些 EVP 蛋

白可以用作癌症诊断标志物。利用这些特征性的蛋白区分肿瘤和正常组织，可以达到 95％

的敏感性和 94%的特异性。

当然，要做液体活检，血液是最方便进行检测的样本之一。因此，研究人员接下来通

过匹配来自组织样本和血浆中的 EVP，进一步找出了癌症患者血浆中独特的肿瘤相关 EVP

蛋白。应用机器学习分类，研究人员将血浆 EVP中的特定蛋白（例如免疫球蛋白）与癌症

类型相匹配。经验证，这种方法检测癌症的敏感性可达到 95%，特异性达到 90%。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些诊断结果为“原发位置不详的肿瘤”，根据血浆中 EVP携带

的特征性蛋白，也可以对这些肿瘤做出分类。

研究人员指出，尽管在确认肿瘤位置时仍然需要进行 CT和MRI扫描，但可以利用血

液检查来确定是否患癌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展望未来，研究团队希望可以在更多临床

样本上验证这套新方法。

共同通讯作者William Jarnagin博士指出，有一些癌症目前还没有筛查方法可以及早发

现，例如肝癌和胰腺癌，这类新型的检测方法或许可以提供帮助，让患者尽早治疗改善预

后。他说：“这项研究是一项概念验证，在把它作为筛查工具之前，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但如果我们最终能应用这种方法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就发现癌症，那就太棒了。”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检测癌症就可以像验血一样容易，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把癌症

扼杀在萌芽之中。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发现亲人的癌症，而抱憾终

身。

原文出处：Ayuko Hoshino, Han Sang Kim, Linda Bojmar, et al.Extracellular Vesic

le and Particle Biomarkers Define Multiple Human Cancers.Cell. 2020 Aug 11;S0092-86

74(20)30874-6. doi: 10.1016/j.cell.2020.07.009

6、Lancet HIV：新研究简化儿童 HIV感染者服用度鲁特韦的剂量

感染 HIV病毒的儿童如今可以受益于一种经过调整的、更简单的联合疗法。在联合疗

法中，同时使用两种或三种药物来抑制 HIV。其中的一种药物是度鲁特韦（dolutegravir）。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荷兰拉德堡德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津巴布韦大学、乌干达

联合临床研究中心、贝勒医学院儿童基金会、西班牙 10月 12日医院和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7%AD%9B%E6%9F%A5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0)30874-6?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092867420308746%3Fshowall%3Dtrue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0)30874-6?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092867420308746%3Fshowall%3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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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儿童中使用一种广泛可获得的度鲁特韦药丸在效果上与使用几种不太容

易获得的这种药物药丸的组合一样好。特别是在感染人数较多且不易获得良好护理的国家，

这使得治疗儿童更容易。这些研究结果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治疗指南中。相关

结果发表在 2020年 8月的 Lancet HIV期刊上，论文标题为“Simplified dolutegravir dosing

for children with HIV weighing 20 kg or more: pharmacokinetic and safety substudies of the

multicentre, randomised ODYSSEY trial”。

关于受 HIV感染的 T细胞的扫描电镜图，图片来自 NIAID

170万携带 HIV的儿童

全世界约有 170万儿童感染了 HIV，其中 120万儿童生活在撒哈拉以南。这些儿童需

要终身服药来抑制这种病毒，以防止疾病、死亡和感染他人。然而，据估计，在 2018年，

只有 56%的 HIV感染儿童能够获得适当的药物治疗。此外，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的治疗效果

也不如成年人理想。

人们早就知道，药物度鲁特韦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是所有成年 HIV 感染者的一种良

好治疗方法，这是因为它能有效抑制病毒生长，而且这种病毒不会很快产生耐药性。再者，

它是一种安全、廉价的工具，从高收入国家到低收入国家都可以广泛使用，这也是世界卫

生组织在不同国家实现卫生保健平等的重要出发点。

缺乏良好的治疗机会

众所周知，针对儿童的治疗方案往往落后于针对成年人的治疗方案。在抑制 HIV 的治

疗中，12岁以上、体重 40公斤的儿童接受与成年人相同剂量的度鲁特韦治疗（每天一片

50毫克的药丸）。但年龄较小的儿童，或体重较轻的儿童，每天必须服用两片或更多的剂



16

量较少（10mg和 25mg）的药丸，但是这类剂量并没有得到所有药品管理机构的批准。

论文共同作者 David Burger教授说，“这就导致了问题，这是因为这些较低的剂量在

中低收入国家不容易获得。因此，国家计划无法正常启动，剂量和摄入量出错的风险增加。

此外，这种药物不适合 20公斤以下的儿童。简而言之，需要实现更简单、更实用的儿童度

鲁特韦剂量。”

更简单的剂量带来了良好的效果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简化儿童每天应该服用的度鲁特韦的剂量，这种剂量应该同样有效，

而且不应该引起任何额外的副作用。他们的做法是给 62名来自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的 6至

18岁的 HIV阳性儿童服用不同剂量的度鲁特韦，并考虑到他们的体重。对他们进行了近半

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每天服用一粒 50毫克的度鲁特韦，与成年人的剂量相同，对儿童的

效果很好，他们的身体对这种药物的反应与更难给药的剂量相同。

由于这项研究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修改了 HIV 阳性儿童的治疗指南，美国联邦政府

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最近批准了这一剂量。

原文出处：

1.Pauline D JBollen et al. Simplified dolutegravir dosing for children with HIV weighing

20 kg or more: pharmacokinetic and safety substudies of the multicentre, randomised

ODYSSEY trial. Lancet HIV, 2020, doi:10.1016/S2352-3018(20)30189-2

2.Research leads to simplified dosage of HIV medicine for children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8-dosage-hiv-medicine-children.html

7、Science：重大进展！肠球菌噬菌体竟可增强癌症免疫治疗的疗效

肠球菌（Enterococcus）属肠球菌属，为革兰阳性（G+）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环境及

人和动物消化道内，既往认为肠球菌是对人类无害的共栖菌，但近年研究已证实了肠球菌

的致病力。20世纪 80年代以来，肠球菌严重感染的发生率和病死率明显升高。

在需氧革兰阳性球菌中，肠球菌是仅次于葡萄球菌的重要院内感染致病菌，不仅可引

起尿路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还可引起危及生命的腹腔感染、败血症、心骨膜炎和脑膜

炎，由于肠球菌的固有耐药和获得性耐药使许多常用抗菌药物在治疗肠球菌感染时失败。

因此，从分子水平对肠球菌致病因子、肠球菌引起的感染机制与治疗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肠道细菌参与训练 T细胞免疫反应，肠道生态系统影响抗癌免疫反应。人们已提出肠

道菌群可诱导与肿瘤相关抗原存在交叉反应的共生菌特异性记忆 T细胞。

http://news.bioon.com/fda/
https://doi.org/10.1016/S2352-3018(20)30189-2
https://doi.org/10.1016/S2352-3018(20)30189-2
https://doi.org/10.1016/S2352-3018(20)30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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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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法国、瑞典、中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丹麦、

匈牙利和荷兰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类称为肠球菌的肠道细菌携带着可调节免疫反应的噬菌体。

噬菌体可整合到肠球菌的基因组中，称为原噬菌体（prophage）。他们报告了可能与肿瘤

细胞相关抗原发生交叉反应的微生物抗原。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20年 8月 21日的Scienc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ross-reactivity between tumor MHC class I–restricted antigens and

an enterococcal bacteriophage”。

图片来自 Science, 2020, doi:10.1126/science.aax0701

进一步地，这些研究人员在海氏肠球菌（Enterococcus hirae）的原噬菌体（prophage）

中鉴定出它的尾卷尺蛋白（TMP）存在着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I类（MHC-I）结合表位：

TSLARFANI（称为 TMP1）。这种噬菌体 TMP蛋白长 1506个氨基酸，这个表位对应于它

的氨基酸位点为 187～197。

携带含有原噬菌体的海氏肠球菌的小鼠在接受环磷酰胺或抗 PD-1抗体免疫治疗时可

产生 TMP特异性的 H-2Kb限制性 CD8+ T淋巴细胞反应。给小鼠提供经过基因改造后表

达这种 TMP表位的细菌菌株可改善对它们的免疫治疗。

在肾癌和肺癌患者中，大便中这种肠球菌原噬菌体的存在和肿瘤中 TMP交叉反应抗原

的表达与 PD-1阻断治疗的长期疗效相关。在黑色素瘤患者中，一部分特异性识别天然加

工的黑色素瘤抗原表位的人 T细胞似乎能够识别微生物肽。这种“分子模拟（mol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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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e-tian8318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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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cry）” 可能代表着肿瘤抗原和微生物抗原之间的交叉反应性。

原文出处：Aurélie Fluckiger et al. Cross-reactivity between tumor MHC class I–

restricted antigens and an enterococcal bacteriophage. Science, 2020,

doi:10.1126/science.aax0701.

8、Sci Trans Med：新研究可阻断乳腺癌细胞向大脑转移

当乳腺癌扩散到大脑时，会导致严峻的后果，患者通常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临床统计

表明，HER2阳性乳腺癌女性在多达 55％的病例中倾向于发生脑转移。针对脑转移的乳腺

癌细胞，目前化学疗法药物通常无效，因为它们无法穿越血脑屏障。

一项新的研究报告称，针对小鼠大脑中的乳腺癌肿瘤的一种新的联合疗法能够显著减

小肿瘤的大小并提高了存活率。有大约 75％患有乳腺癌脑转移的小鼠在治疗后可以达到完

全治愈。

主要研究作者，西北大学芬伯格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西北医学神经外科教授Maciej

Lesniak博士说：“我们开发的新型联合疗法可以跨越血脑屏障，并显著提高了生存率。”

该论文于 8月 26日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杂志上发表。

两种药物分别是微管蛋白抑制剂 vinorelbine（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

可在临床上使用）和溴抑制剂 I-BET-762（FDA已批准用于临床试验）。溴抑制剂会增加

脑转移乳腺癌细胞中βIII-微管蛋白的表达，进而能够被 vinorelbine选择性杀伤。

Lesniak说：“我们工作的发现为临床试验奠定了基础，在乳腺癌试验中，乳腺癌脑转

移患者可以用这两种药物联合治疗。这将为被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的患有乳腺癌脑转移的

患者提供从新疗法中获益的机会。”

乳腺癌会扩散到其他器官，例如脑，肺和骨骼。乳腺癌向大脑的转移通常情况下被认

为是一种绝症。文章作者，神经外科研究副研究员 Deepak Kanojia说，目前尚缺乏针对乳

腺癌脑转移的靶向疗法。 “由于脑转移的患者预后差，生存期短，因此经常被排除在临床

试验之外。常规的全身疗法，如 Herceptin，不能有效地穿过血脑屏障，对脑转移没有益处。”

原文出处：D. Kanojia el al., “BET inhibition increases βIII-tubulin expression and

sensitizes,”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0). stm.sciencemag.org/lookup/doi/ …

scitranslmed.aax2879

9、Science：揭示蛋白 BTN3A1调控抗肿瘤免疫反应机制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9/6506/936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9/6506/936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12/558/eaax2879
https://stm.sciencemag.org/content/12/558/eaax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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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是一种免疫细胞，可通过它们的γδ或αβ受体被激活，据此可将它们分为γ

δ T细胞和αβ T细胞。这两种 T细胞类型都存在于大多数人类癌症中，但目前的免疫

疗法并不能利用它们的协同抗肿瘤活性。

γδT细胞的激活可以由嗜乳脂蛋白（butyrophilin）和嗜乳脂蛋白样分子引起，这些

分子在结构上类似于免疫抑制性 B7家族成员，然而它们如何调节和协调αβT细胞反应和

γδT细胞反应仍然未知。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多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作为嗜乳脂蛋白家族的两

个成员，BTN3A1和 BTN2A1合作激活外周血中最丰富的γδT细胞亚群。相关研究结果

发表在2020年8月21日的Scienc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BTN3A1 governs antitumor responses

by coordinating αβ and γδ T cells”。

图片来自 Science, 2020, doi:10.1126/science.aay2767

这些作者还报道嗜乳脂蛋白BTN3A1通过阻止N-糖基化CD45从免疫突触上脱落来抑

制肿瘤反应性αβT细胞受体的激活。

他们发现 CD277特异性抗体可将 BTN3A1从免疫抑制分子转化为免疫刺激分子，从而

动态诱导αβT细胞和γδT细胞驱动的协调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阻止卵巢癌进展。具

体而言，CD277特异性抗体可协同恢复αβT细胞的效应活性和 BTN2A1依赖性γδT细

胞对 BTN3A1阳性癌细胞的杀伤作用。

靶向 BTN3A1的抗体可重新引导γδT细胞攻击癌细胞，同时也增加了肿瘤特异性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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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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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T细胞的活性。因此，靶向 BTN3A1可以协调αβT细胞和γδT细胞对已形成的肿瘤

的协同杀伤，这可能为对现有免疫疗法产生抵抗力的肿瘤提供一种新的治疗策略。

原文出处：Kyle K. Payne et al. BTN3A1 governs antitumor responses by coordinating

αβ and γδ T cells. Science, 2020, doi:10.1126/science.aay2767

10、JCI insight:新方法可有效治疗脂肪肝

最近，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GH）的研究人员领导完成的一项新研究有助于治疗潜在

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NAFLD 是由肝脂肪积累引发的一系列疾病的统称。随着时间的流逝，肝脏纤维化可能

发展为致命性肝硬化，甚至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在美国，有 30％至 40％的成年人患有

NAFLD，而且发病率似乎正在上升。

去年，内分泌学 Steven Grinspoon博士等人发表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表明，Tesamorelin

可降低患有 HIV的患者的肝脂肪和纤维化进程。

Tesamorelin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可用于治疗 HIV 感染者

的腹部多余脂肪，但该药物如何改善 NAFLD 尚不清楚。

在本研究中，Grinspoon和他的同事使用一种称为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的技术，

研究了参与者的肝脏活检标本，其中一半接受了 tesamorelin，对照组则使用了安慰剂。 结

果发现，该药物似乎增加了与线粒体中脂肪燃烧有关的一组基因的表达。反过来，关键氧

化磷酸化基因表达的增加与纤维化基因表达的减少有关。 Grinspoon说：“增加氧化磷酸

化作用可能是一个关键事件，通过该途径，tesamorelin减少了肝脏中的脂肪堆积并最终防

止了纤维化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该研究表明，与安慰剂相比，用 tesamorelin治疗的患者炎症相关基因相

对沉默或下调。同样，与细胞修复和细胞分裂有关的基因也被下调。 Grinspoon解释说，

身体可能会对促进纤维化的胶原蛋白沉积物做出过度反应。此外，高细胞分裂率可能会增

加肝癌的风险。尽管尚不清楚 tesamorelin是否可以预防肝癌，但服用该药的患者体内与癌

症预后良好相关基因的表达量出现上调。

原文出处： Lindsay T. Fourman et al, Effects of tesamorelin on hepatic transcriptomic

signatures in HIV-associated NAFLD, JCI Insight (2020). DOI: 10.1172/jci. insight.

140134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9/6506/942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9/6506/942
https://insight.jci.org/articles/view/140134
https://insight.jci.org/articles/view/14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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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Nat Commun：新进展！抑制 TMBIM6基因可抑制原发性肿瘤的生长

导言：肿瘤标志物在 1978年就被发现了，它是指在血液、体液及组织中可检测到的与

肿瘤相关的物质，达到一定水平时，可反映某些肿瘤的存在。这些肿瘤标志物还能分析病

程、监测疗效及复发、判断预后，达到辅助临床改善对患者进一步处理的目的。最近发表

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TMBIM6基因可以作为几种癌症疾病预后的预测生物

标志物。

TMBIM6是内质网（ER）应激的抑制剂，最初命名为 BAX抑制剂（BI）-12。BI-1/T

MBIM6是含蛋白 3家族跨膜 BI-1基序的成员。TMBIM6是一种钙离子通道样蛋白，可降

低内质网 ER膜表面表达的钙离子稳态。它在许多癌症类型中上调，包括乳腺癌、肺癌、

前列腺癌、鼻咽癌和肝癌。

在之前的研究中，TMBIM6 的过度表达通过调节细胞的流动性和侵袭性以及葡萄糖代

谢来促进肿瘤转移。抑制 TMBIM6会导致细胞死亡，从而减少肿瘤的发生。最近，研究人

员报道了 Sp1和 PKC调节 TMBIM68的转录表达。PKC在各种癌症类型中也有高表达，如

在肝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中。尽管许多证据支持 TMBIM6参与了多种癌症的发生，但 T

MBIM6在癌症进展中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较少。

雷帕霉素（mTOR）的机械靶点在细胞代谢、细胞生长和营养敏感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mTOR复合物（mTORC）1和 mTORC2是两种结构和功能不同的蛋白质复合物，在癌症和

糖尿病中经常过度表达。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确定 TMBIM6是 mTORC2在 ER膜上的主要结合伙伴。这样的

https://www.medsci.cn/guideline/search?keyword=%E4%B9%B3%E8%85%BA%E7%99%8C
https://www.medsci.cn/search?q=%E7%B3%96%E5%B0%BF%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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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为调控 AKT的激活和肿瘤发生的 mTORC2–TMBIM6核糖体轴提供了证据。

为了研究 TMBIM6在肿瘤进展中的致癌作用，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来自 NCBI/GEO的

多个肿瘤样本的 TMBIM6 mRNA 表达谱数据集。这些分析显示，TMBIM6 在纤维肉瘤、

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外阴癌、乳腺癌、肺癌和前列腺癌中显著过度表达。接下来，研究

人员用组织微阵列比较了 TMBIM6在同一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肿瘤组织中 TMBIM6表达增加

该研究发现，TMBIM6缺失或敲除会抑制原发肿瘤的生长。此外，mTORC2的激活被

TMBIM6上调，并刺激糖酵解、蛋白质合成、脂质合成基因和糖基化蛋白的表达。此外，

研究人员发现 BIA化合物，一种潜在的 TMBIM6拮抗剂，可以阻止 TMBIM6与 mTORC2

结合，降低 mTORC2 活性，还可以调节 TMBIM6 泄漏的钙离子，进一步抑制肿瘤的形成

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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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BIM6 促进肿瘤生长

TMBIM6通过 mTORC2核糖体轴激活 AKT通路，评价调节WT细胞和 TMBIM6-KO-

HT1080细胞肿瘤进展的信号蛋白分子。

TMBIM6调节 mTORC2的激活

本研究结果显示，TMBIM6通过直接结合和刺激钙离子释放来增强 mTORC2的活性和

组装。TMBIM6的破坏限制了原发性肿瘤的生长，并损害了癌细胞的新陈代谢。此外，研

究人员还发现小分子化合物 BIA 是一种潜在的抗癌药物，可以阻止 mTORC2 和 TMBI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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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结合。

该研究表明，TMBIM6 通过调节糖酵解和 PPP 来调节糖代谢，这对 mTORC2 的活性

和信号传递至关重要。鉴于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宫颈癌和肺癌中观察到的 TMBIM6上调，

由 mTORC2 介导的代谢变化，尤其是 AKT 可能是癌症进展的主要机制。此外，TMBIM6

缺失抑制 GSH 的生物合成，GSH 可能更容易受到活性氧和脂质生物合成的影响，从而抑

制肿瘤的发生。本研究表明，TMBIM6是调节 mTORC2活性和肿瘤细胞生物能量的重要调

节因子。

这些数据表明，TMBIM6作为几种癌症疾病预后的预测生物标志物具有潜在的临床价

值。

原文出处：Hyun-Kyoung Kim, Kashi Raj Bhattarai, Raghu Patil Junjappa, et.al. TMB

IM6/BI-1 contributes to cancer progression through assembly with mTORC2 and AKT act

iv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 August 20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7802-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7802-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0-17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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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期刊自引率和 SCI的那些事

期刊自引（Self-citation）

指期刊自己引用自己的论文。

在 SCI期刊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在学术圈中也属于比较正常的现象。

自引率

该期刊全部被引次数中，被该刊本身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具体算法为：自引率＝(被

本刊引用的次数) / (期刊被引用的总次数)

自引率过高

自引率在期刊引证分析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科睿唯安（SCI数据库运营商）将

自引率高于 20%定义为自引率过高（https://clarivate.com/essays/journal self- citation-jcr/）。

期刊自引可以人为抬高影响因子，自引率过高被认为是操纵影响因子的表现。

自引率查询

可以通过 JCR（期刊引证报告）进行查询；

以期刊 PLos one为例，2019 年该刊的去除自引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Without

Journal Self Cites）为 2.650（如图 1），点击该数值，会弹出图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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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根据自引率的算法，2019年 PLos one的自引率为：3459/104864*100%=3.3%

自引率过高，则有可能被 SCI数据剔除或者镇压的风险

什么是镇压期刊？

每年 6月份左右，科睿唯安在公布最新影响因子的同时，都会公布一批镇压期刊名单（Title

Suppressions）。例如今年 6月份公布的 2019年镇压期刊名单共有 33种期刊上榜，如图 3。33

种期刊被镇压的原因都得是因为自引率过高[Self]。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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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期刊虽仍为 SCI期刊，但却不会有当年最新影响因子。例如 Aging male，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CI数据库）仍收录该刊 2020年刊载的文章，但是却没有 2019年影响因子，

同时在 JCR上也没有该刊当年的期刊引证数据，如图 4。

图 4

JCR数据库的数据显示，该刊自 2015起，自引率已经连续四年一直大于 20%，2018 年自

引率更是高达 55%，影响因子为 2.5，水刊无疑，被镇压也是适得其所。

若期刊不引以为戒，自引率维持居高不下，则有被 SCI 数据库剔除的风险。所

以小伙伴们在选择投稿期刊时，要将期刊自引率作为选刊依据，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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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治

专家建议：“特殊类型高血压临床诊治要点专家建议”发布！

特殊情况下的高血压的诊断治疗是我国一线医生棘手的问题。为了更好

地配合国家推进高血压诊断治疗落实到基层，使基层医生更好地掌握特殊情

况下高血压的精准治疗，编写了《特殊类型高血压临床诊治要点专家建议》，

从高血压病的特殊类型、特殊人群、特殊背景等方面，对各种特殊类型高血

压的特征进行了深入浅出、全面详实的阐述。关于冠心病以及急性冠脉综合

征合并高血压的降压治疗，文章主要有以下建议。

冠心合并高血压患者的降压治疗推荐

（1）高血压合并慢性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既往心肌梗死患者用β- 受体阻滞剂，既

往心肌梗死、左心室功能障碍、糖尿病或慢性肾脏病用一种 ACEI 或 ARB，和

一种噻嗪类利尿剂（Ⅰ A）。

（2）对无心肌梗死既往史、左心室功能障碍、糖尿病或慢性肾脏病蛋白尿患者，也

应考虑β- 受体阻滞剂、ACEI 或 ARB，和噻嗪类利尿剂联合使用（Ⅱ a B）。

（3）如果β- 受体阻滞剂禁忌或产生不能耐受的副作用，非二氢吡啶类 CCB（地尔硫

或维拉帕米）可以代替，但是不用于左心室功能障碍者（Ⅱ a B）。

（4）如果心绞痛或高血压仍未控制，在β- 受体阻滞剂、ACEI 和噻嗪类利尿剂基

本方案基础上，可以加用长效二氢吡啶类 CCB。对有症状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

者，应该谨慎联合使用β- 受体阻滞剂和非二氢吡啶类 CCB（地尔硫或维拉帕

米），因其增加严重缓慢性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的风险（Ⅱ a B）。

（5）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压目标值为<140/90 mm Hg（Ⅰ A）。但是冠心病、既

往卒中或短暂脑缺血发作及冠心病等危症（颈动脉疾病、周围动脉疾病、腹主

动脉瘤）的部分患者，可以考虑较低血压目标值（<130/80 mm Hg）（Ⅱ b B）。

（6）高血压患者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无特别禁忌证，但严重未控制的高血压患

者正在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需立即降压以降低出血性卒中的风险（Ⅱ a

C）。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合并高血压患者的降压治疗推荐

（1）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如果β- 受体阻滞剂使用无禁忌，最初降压治疗包括短

效β1- 选择性受体阻滞剂并无内在拟交感活性（酒石酸美托洛尔、比索洛尔）。

通常于就诊 24 h 内开始口服用药（Ⅰ A）。严重高血压或持续缺血患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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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静脉用β- 受体阻滞剂（艾司洛尔）（Ⅱ a B）。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

或出现心力衰竭失代偿时，β- 受体阻滞剂的使用应延迟至病情稳定（Ⅰ A）。

（2）急性冠脉综合征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应考虑使用硝酸酯类降低血压或缓解持续

心肌缺血或肺淤血（Ⅰ C）。疑似右心室梗死患者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

应避免使用硝酸酯类。如果适宜，最初治疗首选舌下含服或静脉用硝酸甘油，

随后可改为长效制剂。

（3）无左心室功能障碍或心力衰竭时，如果β- 受体阻滞剂存在禁忌或不能耐受，

持续缺血的患者则可用非二氢吡啶类 CCB 代替，如地尔硫或维拉帕米。如果单

纯β- 受体阻滞剂不能控制心绞痛或高血压，合理使用 ACEI 后可以加用长效

二氢吡啶类 CCB（Ⅱ a B）。

（4）如果患者发生前壁心肌梗死，血压持续升高，出现左心室功能障碍或心力衰竭

的证据，或患糖尿病，应该加用 ACEI（Ⅰ A）或 ARB（Ⅰ A）。左心室射血

分数保留和无糖尿病的较低危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ACEI 可以考虑作为一线

降压药物（Ⅱ a A）。

（5）心肌梗死后左心室功能障碍患者出现心力衰竭或糖尿病，并已经接受β- 受体

阻滞剂和 ACEI 治疗，适用醛固酮受体拮抗剂，但必须监测血清钾水平。血清

肌酐水平升高（男性≥ 2.5 mg/dl，女性≥ 2.0 mg/dl）或血钾升高（≥ 5.0

mEq/L）的患者，应避免使用这些药物（Ⅰ A）。

（6）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出现心力衰竭〔纽约心功能分级（NYHA）Ⅲ级或Ⅳ级〕

或慢性肾脏病患者 eGFR<30 ml•min-1•（1.73 m2）
-1，袢利尿剂优于噻嗪类利

尿剂。持续高血压患者，用β- 受体阻滞剂、ACEI 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血压

仍未控制，部分患者可以加用噻嗪类利尿剂以控制血压（Ⅰ B）。

（7）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血压目标值为<140/90 mm Hg（Ⅱ a C）。

出院时血压目标值<130/80 mm Hg 是合理的选择（Ⅱ b C）。血压应该缓慢

降低，谨慎以避免舒张压降至<60 mm Hg，以免导致冠状动脉灌注降低并加重

缺血。

原文出处：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高

血压专家委员会,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中国高血压联盟,等.特殊类型高血压临床诊

治要点专家建议[J].中国全科医学,2020,23(10):120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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