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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药上市 

商品名 通用名 企业 适应症 
批准单

位 
时间 备注 

（SC）

Benlysta 

belimumab

贝利木单

抗 

葛兰素

史克 

用于正在接受标准

治疗的活动性、自

身抗体阳性系统性

红斑狼疮（SLE）成

人患者的治疗 

美国 FDA 
2017

年 7月 
 

Lusduna 

Nexvue 

insulin 

glargine 
默沙东 

用于 1型糖尿病

（T1D）和 2型糖尿

病（T2D）的治疗 

美国 FDA 
2017

年 7月 
 

Cinqaero reslizumab 梯瓦 

用于接受高剂量吸

入性糖皮质激素及

其他药物进行维持

治疗但病情控制不

佳的重度嗜酸性粒

细胞性哮喘成人患

者的治疗 

英国

NICE 

2017

年 7月 
 

Kyntheum brodalumab 

阿斯利

康、利奥

制药 

用于适合系统治疗

（全身治疗）的中

度至重度斑块型银

屑病成人患者的治

疗 

欧盟委

员会

（EC） 

2017

年 7月 

首个也是唯

一一个选择

性靶向

IL-17受体A

（IL-17RA）

的全人源化

单克隆抗体 

Nerlynx neratinib  

Puma 

Biotechn

ology 

用于于早期 HER2阳

性乳腺癌的延长辅

助治疗 

美国 FDA 
2017

年 7月 
 

TREMFY

A 
guselkumab  强生 

治疗患有中度至重

度斑块性银屑病

（俗称牛皮癣）的

成年患者 

美国 FDA 
2017

年 7月 
 

Reagila 

cariprazine

，卡利拉嗪 

吉瑞医

药 

用于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

成人患者的治疗 

欧盟委

员会

（EC） 

2017

年 7月 
 

 

二、临床试验进展 

药品名 企业 适应症 临床试验结果 

SY-1425 Syros 急性骨髓性白血 Syros发现具有与 RARA基因相关超级

http://news.bioon.com/tags/%E7%BA%A2%E6%96%91%E7%8B%BC%E7%96%AE/
http://news.bioon.com/tags/%E9%98%BF%E6%96%AF%E5%88%A9%E5%BA%B7/
http://news.bioon.com/tags/%E9%98%BF%E6%96%AF%E5%88%A9%E5%BA%B7/
http://news.bioon.com/tags/%E4%B9%B3%E8%85%BA%E7%99%8C/
http://news.bioon.com/tags/%E7%99%BD%E8%A1%80%E7%97%85/
http://news.bioon.com/tags/%E7%99%BD%E8%A1%80%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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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临床） Pharmaceuticals 病（AML）和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 

增强子的 AML患者亚组，临床前研究显

示可用来预测针对 SY-1425 治疗的反

应。Syros还发现了具有 RARA基因高

度表达的 MDS患者亚群，并且在离体研

究中表明，与 RARA超级增强子驱动 AML

一样，RARA高表达 MDS患者针对

SY-1425具有相似反应。 

Pexa-Vec 

（3期临床） 

SillaJen、李氏大

药厂 

治疗晚期肝癌的

全身性（systemic 

treatment）药物 

Pexa-Vec可以通过删除其胸苷激酶

（TK）基因来增强这一功能，使其依赖

于在癌细胞中持续高水平表达的细胞

TK。 

TEN02 

（3期临床） 

Bio Products 

Laboratory(BPL) 

遗传性凝血因子 

X 缺乏症 

Coagadex 有效防止了 12 岁以下中度

到重度凝血因子 X 缺乏症患者的出血

症状。 

Inotersen 

（3期临床） 

Ionis 

Pharmaceuticals 

家族性淀粉样多

发神经病变（FAP） 

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药物组患者经过

15个月的治疗后生活质量得以明显改

善，表现在 Norfolk QoL-DN评分上

11.68分的差异。使用该药治疗 8个月

时，同样观察到 mNIS + 7和 Norfolk 

QoL-DN这两项指标的统计学显着差

异。 

Kyprolis 

（3期临床） 
安进 

治疗复发性多发

性骨髓瘤（MM） 

与来那度胺+地塞米松组合疗法（Rd）

相比，Kyprolis+来那度胺+地塞米松三

联疗法（KRd）使死亡风险显著降低 21%

（中位 OS：48.3个月 vs 40.4个月；

HR=0.79；95%CI:0.67-0.95）。 

 

三、投融资讯 

序号 企业 领域 领头机构 融资金额 
投资阶

段 

1 EveloBiosciences 微生物免疫疗法 FlagshipPioneering 
5000 万美

元 
B轮 

2 大糖医 糖尿病管理平台 深圳盈信投资集团 
数千万人

民币 
A轮 

3 
珠海三益堂科技

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源远流长投资 / 普华

资本 / 经纬中国 / 

天使投资人 / 华耀投

资 

6000 万人

民币 
C轮 

4 
广东永顺生物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动物用药品制造

业 

弘湾资本 / 天风汇盈 

/ 上海滦海璞舆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

1.3亿 
新 三 板

定增轮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an-ai-de-zhuan-hua-yi-xue-yan-jiu198411.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0825/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0825/
http://zdb.pedaily.cn/inv/h3622/
http://zdb.pedaily.cn/inv/h362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780/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876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876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876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2635/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2283/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779/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779/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779/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23530/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23530/
http://zdb.pedaily.cn/inv/h946/
http://zdb.pedaily.cn/inv/h946/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3111/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387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850/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850/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850/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849/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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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奕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深圳旌阁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 
广州嘉检医学检

测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医谷产业 / 幂方资本 

/ 千杉投资 / 奎木投

资 / 中大创投 

1000万 A轮 

四、政策法规 

1．《金砖国家加强传统医药合作联合宣言》发布 

7月 6日在天津召开的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发布了《金砖国家

加强传统医药合作联合宣言》。 

宣言提出五项基本合作原则，一是共同加强传统医学作为重要资源融入本国卫生保健

体系的必要性，积极推动鼓励传统医学教育实践、治疗手段及执业人员培训，系统地提高

健康服务的质量和范围。二是尊重、保护、促进并且适当地传播传统医学知识，深化对传

统医药作为有利资源应用的安全性、有效性与服务质量的理解，发挥传统医药在疾病预防、

治疗和预后方面的优势。三是共同规范传统医药产品生产，推进 2016年 12月新德里传统

医学高级别会议的成果。四是科学探索传统医学知识经验，创新传统医药研发和保健。五

是金砖各国应采取公平和谐的措施，促进各国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从业人员间知识、经验、

和技术的有效交流。 

在五项基本合作原则的基础上，金砖国家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与会者提出三点倡议，

请世界卫生组织继续为金砖国家落实《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及其与

世界卫生组织各成员国开展合作提供帮助；共同深化金砖国家政府部门及民间机构在传统

医药领域的合作，促进在知识技术、科研经验、能力建设和研发项目等方面的进一步交流

与合作；欢迎并积极邀请其他感兴趣的国家政府部门或专业机构加入上述传统医药领域的

合作对话。 

原文出处： http://www.cntcm.com.cn/2017-07/06/content_31871.htm 

2．李克强对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作重要批示，刘延东出席并讲话：

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 7月 1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人才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第一资源，医教协同推进医学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851/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851/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851/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0543/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show30543/
http://zdb.pedaily.cn/inv/h3622/
http://zdb.pedaily.cn/inv/h3622/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637/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9116/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638/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623/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623/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14623/
http://zdb.pedaily.cn/company/show6813/
http://www.cntcm.com.cn/2017-07/06/content_31871.htm


生物产业信息 E-讯刊深圳市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协会 

5 
 

教育改革发展，对于加强医学人才队伍建设、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教

育部、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局会同相关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围绕办好人民满意

的医学教育和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一步健全医教协同机制，立足我国

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坚持中西医并重，以需求为导向，以基层为重点，以质量为核心，完

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使用激励机制，加快培养大批合格的医学人才特别是紧缺人才，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奋力推动建设健康中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和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遵循规律，服务需求，优化结构，提升质量，做好医学教育

工作，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刘延东强调，要围绕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加快

培养实用型人才和全科、儿科等紧缺人才，深入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健全传承与创新

并举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 

原文出处：http://mp.weixin.qq.com/s/8b2NGLQsO9h_XOeYhP3poQ 

3. 我国 31 省份加入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7 月 21日，人社部公布了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地区和定

点医疗机构开通情况，全国 31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开

通 390个地区，占 97.5%。 

参保人员可以登录网址：http：//si.12333.gov.cn 实时在线查询最新地区及定点医疗机构

开通情况。开通地区的参保人员按参保地相关规定进行跨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及就医时，可

从公布的名单中选择定点医疗机构，以便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网上公共服务查询系统含公共查询和个人权益查询，公共查询内容为已开通的跨省异

地就医地区和定点医疗机构，以及各参保地经办机构信息；个人权益查询在参保人注册并通

过实名认证后，可查询个人跨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信息和跨省异地就医费用明细。 

医保异地结算有哪些好处？ 

1、给患者减轻负担 

现在各个省市的流动人口增多，很多的城市都有一些常住人群，而他们的医保可能并

不在本地，这些人就医难看病难。这些人有可能是一些农民工，收入微薄，现在医保异地结

算可以大大的减轻他们看病的负担。 

2、有效防堵漏洞保证“救命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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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异地结算就要完成医保信息全国联网，这样可以让信息更加透明化、明确化，可

以有效防止漏洞，真正地保证老百姓救命钱的安全使用。 

3、与分级诊疗不冲突 

现在人们更加信任大医院，对于社区医院缺乏信任，无论是大病小病都去大医院，这

样就增加了大医院的负担。如果只是一些小病，社区医院就可以解决，既省钱又省力。进行

医保结算落地并不是让人们都去大医院，相反，要异地转院也需要当地医院开具证明。因此，

进行医保异地结算不会影响分级诊疗的实施。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7184.html 

4．医保多元复合支付方式将全面推行 按病种付费成改革方向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提出 2017 年起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全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

主的多元复合支付方式。专家认为，在我国全民医保市场业已形成，且医保支付已成为公立

医院主要补偿来源的前提下，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将成为医疗服务费用控制的关键机制。《意

见》明确，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主要目标是，2017 年起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全

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支付方式。国家选择部分地区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s）付费试点。到 2020 年，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适应不同疾病、不同服务特点的多元

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按项目付费占比明显下降。 

    本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推进医保支付方式分类改革，实行多元复合支付方式。针对

不同医疗服务的特点，推进医保支付方式分类改革。对住院医疗服务，主要按病种、按疾病

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长期、慢性病住院医疗服务可按床日付费；对基层医疗服务，

可按人头付费，积极探索将按人头付费与慢性病管理相结合；对不宜打包付费的复杂病例和

门诊费用，可按项目付费；探索符合中医药服务特点的支付方式。二是重点推行按病种付费。

原则上对诊疗方案和出入院标准比较明确、诊疗技术比较成熟的疾病实行按病种付费，逐步

将日间手术以及符合条件的中西医病种门诊治疗纳入按病种付费范围。建立谈判协商机制，

合理确定中西医病种付费标准。三是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试点。四是完善

按人头、按床日等付费方式。推进门诊统筹按人头付费，可从治疗方案标准、评估指标明确

的慢性病入手。对于精神病、安宁疗护、医疗康复等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且日均费用较稳定的

疾病，可采取按床日付费。五是强化医保对医疗行为的监管。完善医保定点协议管理，全面

推开医保智能监控，将医保监管从医疗机构延伸到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实现监管重点从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7184.html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http://news.bioon.com/vitroDiagnostics/


生物产业信息 E-讯刊深圳市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协会 

7 
 

医疗费用控制转向医疗费用和医疗质量双控制。有条件的地方医保经办机构可以按协议约定

向医疗机构预付一部分医保资金，支持医疗机构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特别强调了建立机制的问题，“健全医保对医疗行为的激励约束

机制以及对医疗费用的控制机制”，“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间公开平等的谈判协

商机制”。有专家认为，建立机制最终的目标是提高医疗机构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促进医疗

机构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此次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通过医保改革最终推动医

疗机构整体运营管理模式的转变，从粗放式的规模扩张向服务的精细化转变。医保的支付方

式变革在明确了方向和工具之后，也将指引医疗服务机构转变方向，更好地提升医疗质量和

控制费用。” 

    伴随科技发展、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医疗成本将越来越高，而医保基金

支付能力是有限的。事实上，医疗费用控制已经成了世界各国医疗管理的基本趋向。国际医

保改革实践证明，在医保制度下，仅仅依靠需方成本分担制度，难以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持

续增长，而通过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来探索供方费用控制，能提高供方费用控制的激励与约束。

据了解，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积极进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以改善按服务项目支付带来的具有

成本价格膨胀倾向的激励。 

    值得关注的是，按病种付费和按疾病相关组付费被提到重要位置。而按疾病相关组付费

主要是指 DRGs。从世界各国和地区实施的经验来看，DRGs 不仅是较为有效控制住院费用的

工具，也是帮助医院转变模式的重要手段。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7128.html 

5．中央全面深改组会议：要扩大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7

月 19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和创新发展，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保障。要改革完善审

评审批制度，激发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活力，改革临床试验管理，加快上市审评审批，推进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推动企业提高创新和研发能力，加快

新药好药上市，满足临床用药急需。 

会议强调，改革牵头部门对已经推出的改革开展督察是抓落实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

八大以来，有关方面按照党中央部署，以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目标，统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7128.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4%BC%9A%E8%AE%AE/
http://news.bioon.com/tags/%E5%8C%BB%E7%96%97%E5%99%A8%E6%A2%B0/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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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推进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下一步要针对发

现的问题搞好整改，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权益。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7026.html 

 

五、科研进展 

1．Nature：重磅！破解阿尔茨海默病特征性的 tau 蛋白纤维结构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和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揭示出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两种异常纤维之一的原子结

构。理解这些纤维的结构将是开发阻止它们形成的药物的关键。他们认为他们发现的这些纤

维结构也可能提示着 tau 蛋白如何在其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形成不同的纤维。相关研究结

果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ryo-EM structures of tau 

filaments from Alzheimer’s disease”。论文通信作者为 LMB 研究员 Michel Goedert 和 Sjors H. 

W. Scheres。 

    作为最为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征是存在两种异常的在大脑中形成

病灶的蛋白“淀粉样”形式。tau 蛋白在神经细胞内形成纤维，而β -淀粉样蛋白在细胞外形

成纤维。tau 病灶似乎与这种疾病的患者的认知丧失存在更强的关联性。近三十年前，LMB

科学家们已鉴定出 tau蛋白是在阿尔茨海默病和多种其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发现的病灶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组分。但是，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不能够鉴定出这些纤维的原子结构。 

    这些研究人员提取出一名伴有阿尔茨海默病而死的病人大脑中的 tau 纤维。他们利用冷

冻电子显微技术（cryo-EM）对这些纤维进行成像。Scheres 和同事们开发新的软件以便足够

详细地计算出这些纤维的结构，并推导出位于它们内部的原子的排列。 

    MRC 首席科学官 Rob Buckle 博士说，“这项突破性研究极大地促进我们对阿尔茨海默

病的理解。近三十年来，LMB 科学家们首次发现 tau 蛋白在这种疾病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了解这些纤维在患病组织中的基础结构对开发抵抗它们形成的药物是至关重要的。”  

    原文出处： 

Anthony W. P. Fitzpatrick, Benjamin Falcon, Shaoda He et al. Cryo-EM structures of tau filaments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05 July 2017, doi:10.1038/nature23002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7026.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BD%AF%E4%BB%B6/
https://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3002.html
https://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3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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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ience：重磅！揭示一种新的 DNA 损伤修复机制 

DNA 修复系统能够修复活性氧、活性羰基化合物、烷化剂、紫外线辐射、脱氧尿嘧啶

整入和复制错误导致的 DNA 损伤。DNA 修复机制包括核苷酸池消毒（nucleotide pool 

sanitization）、直接修复（DR）、碱基切除修复（BER）、核苷酸切除修复（NER）、错配修复

（MMR）、同源重组修复（HRR）和非同源末端连接（NHEJ）。 

    糖化是体内的一种重要的 DNA 损伤来源，与增加的突变率和 DNA 链断裂相关联。在

乙二醛（GO）和甲基乙二醛（MGO）的作用下，核酸发生永久性的糖化。作为糖代谢的副

产物，GO 和 MGO 在细胞中普遍存在，因而成为它们的主要的糖化试剂。对这些糖化试剂

最为敏感的核苷酸是鸟苷酸（G）和脱氧鸟苷酸（dG）。确实，糖化鸟苷酸与 DNA 氧化损

伤的主要产物---8-羟基脱氧鸟苷（8-oxo-dG）---一样比较普遍。尽管发生氧化的核苷酸，

如 8-oxo-dG，可通过鸟嘌呤氧化修复系统加以修复，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发现糖化

核苷酸修复系统。 

    如今看来，基因 DJ-1 能够修复糖化核苷酸。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

Gilbert Richarme 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报道 DJ-1 起着一种 DNA 去糖化酶（DNA deglycase）

的作用，切除核酸中的额外糖分子。他们发现在体外培养的缺乏 DJ-1 的细胞中，DNA 积累

着突变，更容易发生断裂。这些发现弥补了该团队之前的报道：DJ-1 让蛋白去糖化。他们

写道，“DJ-1 去糖化酶可能代表着仅有的修复蛋白和核酸的酶。” 

    在当前的这项研究中，Richarme团队将他们的研究扩展到核酸。在不含细胞的溶液中，

DJ-1 阻止糖分子添加到核苷酸上，而且也切除核苷酸上最近添加的糖分子。在体外培养的

大肠杆菌中，缺乏 DJ-1 同源基因（即 Hsp31、YhbO 和 YajL）的细菌具有的糖化 DNA 比野

生型细菌多两倍。显著的是，它们的突变率提高了 46 倍，这表明当缺乏功能性 DJ-1 时，

DNA 稳定性显著下降。在人 HeLa 细胞系中，抑制 DJ-1 也会导致更多的发生糖化和断裂的

DNA 产生，这再次支持它在 DNA修复中发挥着作用。这些发现为治疗性干预开辟新的途径。 

原文出处： 

Gilbert Richarme, Cailing Liu, Mouadh Mihoub et al. Guanine glycation repair by DJ-1/Park7 and 

its bacterial homologs. Science, 14 Jul 2017, 357(6347):208-211, doi:10.1126/science.aag1095 

Felix A. Dingler, Ketan J. Patel. Of sizzling steaks and DNA repair. Science, 14 Jul 2017, 

357(6347):130-131, doi:10.1126/science.aan8293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xi-jun-fei-bian-ma-RNA-de-xi-tong-fa604804.html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47/208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47/208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4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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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ture：重大突破！利用奶牛快速产生 HIV 广谱中和抗体 

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在寻求一种会引起 HIV 广谱中和抗体（broadly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bNAb）产生的 HIV 疫苗，这被认为是阻止众多 HIV 病毒毒株感染的关键。但是

这被证实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仅大约 20%的 HIV 感染者产生这些抗体。根据一项新的研究，

奶牛可能胜任这项任务。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在线发表在 Nature 期刊上，论

文标题为“Rapid elicitation of broadly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o HIV by immunization in cows”。 

    在过去几年里，一些人已发现 HIV 广谱中和抗体往往是比较大的难以控制的蛋白。除

了这一发现之外，其他的科学家们碰巧发现奶牛的抗体往往是类似地较大的和难以控制的。

论文第一作者、国际艾滋病疫苗计划（International AIDS Vaccine Initiative）抗体发现与开发

主任 Devin Sok 说，“这是通力合作的结果。我们当中有兽医、奶牛抗体科学家和 HIV 科学

家，大家一起讨论和想法解决这个相对简单的问题。”足够确信的是，利用一种在抗原性上

模拟 HIV 包膜糖蛋白（Env）的蛋白免疫原（即 BG505 SOSIP）对四只奶牛进行免疫，Sok

和他的同事们能够在奶牛中引发他们一直在寻找的 HIV 广谱中和抗体产生。在免疫头两个

月后，他们从这些奶牛体内抽取血液样品，分离出这些血液样品中的抗体，并且在体外证实

这些抗体有效地阻断多种 HIV 毒株感染细胞。 

原文出处： 

Devin Sok, Khoa M. Le, Melissa Vadnais et al. Rapid elicitation of broadly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o HIV by immunization in cows.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20 July 2017, 

doi:10.1038/nature23301 

4． Nature：重大突破！发现 III 型 CRISPR-Cas 系统新的作用机制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 Martin Jinek 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史无前例地发现细菌保护自己

免受侵入性病毒攻击的一种新的防御机制。当遭受入侵时，作为细菌免疫系统的 CRISPR-Cas

系统产生一种化学信号来激活第二种酶，从而协助降解这些入侵者的遗传物质。这一过程非

常类似于人先天性免疫系统的一种抗病毒机制。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7年 7月 19 日在线发表

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Type III CRISPR–Cas systems produce cyclic oligoadenylate 

second messengers”。 

    CRISPR-Cas 系统是在很多细菌中发现的一种免疫系统。当病毒和其他的分子寄生物入

侵细菌和接管它的基因组时，这种系统让细菌对这些入侵者产生抵抗性。在这种系统中，细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ap/ncurrent/full/nature23301.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ap/ncurrent/full/nature23301.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ap/ncurrent/full/nature23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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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免疫力是由一种复杂的多蛋白分子复合物介导的，该复合物利用作为分子向导的 RNA

分子识别这些入侵者和靶向摧毁它们。在此之前，人们已知道这种复合物具有核酸酶活性，

因而它能够直接地降解入侵性病毒中的 DNA 和 RNA。如今，Martin Jinek 领导的这个国际

研究团队发现这种系统摧毁这些入侵者的一种新的价机制。 

原文出处： 

Ole Niewoehner et al. Type III CRISPR–Cas systems produce cyclic oligoadenylate second 

messengers, Nature (2017), doi:10.1038/nature23467 

5. Science：重大突破！构建出急性和慢性 HCV 感染小鼠模型，为开发丙肝疫

苗铺平道路 

俗话说，一分的预防胜于十分的治疗。就丙肝病毒（HCV）感染导致的丙型肝炎而言，

它可能更是如此。全世界将近有 7100 万丙型肝炎患者，这种疾病如果不加以治疗的话，就

可能导致肝硬化和肝癌。原因在于这种疾病没有表现出外在的迹象，而且 80%以上的患者未

被诊断出。因此，尽管一种有效的治愈方法确实存在，但是最需要的还是一种第一时间就阻

止感染的疫苗。 

    几十年来，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病毒学教授 Charlie Rice 一直在努力开发这种疫苗；事实

上，他之前的一项研究导致开发出一种治愈 HCV 感染的方法，这种方法在 2015 年首次面

世。但是他的研究和这个领域因缺乏能够被用来研究 HCV 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动

物模型而受到阻碍。如今，Rice 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一种在啮齿类动物中模拟这种疾病的方

法。在一项新的研究中，他们描述了他们如何发现一种与 HCV 存在密切亲缘关系的病毒，

该病毒能够感染大鼠和小鼠。他们发现这种新的动物模型再现人丙型肝炎的很多特征，这一

突破应当加快 HCV 疫苗研究。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7 年 7 月 14 日的 Science 期刊上，

论文标题为“Mouse models of acute and chronic hepacivirus infection”。 

原文出处： 

Eva Billerbeck, Raphael Wolfisberg, Ulrik Fahnøe et al. Mouse models of acute and chronic 

hepacivirus infection. Science, 14 Jul 2017, 357(6347):204-208, doi:10.1126/science.aal1962 

Paul Klenerman, Eleanor J. Barnes. Immunology taught by rats. Science, 14 Jul 2017, 

357(6347):129-130, doi:10.1126/science.aao0184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23467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23467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47/204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47/204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47/204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7/6347/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