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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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divo Nivolumab BMS 
MSI-H 或 dMMR

转移性结直肠癌 
FDA 

2017

年 8 月 

Opdivo 此前获批

的适应症包括黑

色素瘤、肺癌、

头颈癌、肾细胞

癌、经典型霍奇

金淋巴瘤，结直

肠癌是 Opdivo 获

得批准的第 6 大

适应症 

Maviret 

glecaprevir/

pibrentasvir

，G/P 

AbbVie 

6 种基因型

（GT1-6）慢性丙

型肝炎病毒

（HCV）成人感

染者的治疗 

欧盟委

员会

（EC） 

2017

年 8 月 

Maviret由固定剂

量的 2 种独特抗

病毒制剂组成，

其中 glecaprevir

（G，100mg）是

一种 NS3/4A 蛋

白酶抑制剂，

pibrentasvir（P，

40mg）则是一种

NS5A 抑制剂。 

Imbruv

ica 
ibrutinib 

强生/艾

伯维 

既往接受一线或

多线系统治疗失

败后的慢性移植

物抗宿主病

（cGVHD）成人

患者 

FDA 
2017

年 8 月 

首个也是唯一一

个专门治疗

cGVHD 成人患者

的药物 

Vosevi 
SOF/VEL/VO

X 
吉利德 

全部基因型

（GT1-6）慢性丙

型肝炎病毒

（HCV）成人感

染者 

欧盟委

员会

（EC） 

2017

年 8 月 

首个也是唯一一

个获批用于既往

接受 DAA 方案治

疗失败的丙肝患

者群体的复方单

片方案。 

KALYD

ECO 
ivacaftor 

Vertex 

Pharmac

euticals 

治疗携带 5 种特

定 CFTR 基因突

变之一的囊性纤

维化 

FDA 
2017

年 8 月 

这使 ivacaftor 能

够治疗的CFTR基

因突变种类增加

到 38 种，进一步

扩展了 CF患者中

能够受益于

ivacaftor 疗法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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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lus

a 

sofosbuvir 

400mg/velp

atasvir 

100mg 

Gilead 

Sciences 

治疗丙肝/艾滋

病毒共感染 
FDA 

2017

年 8 月 
 

Vyxeos  

Jazz 

Pharmac

euticals 

两种急性骨髓性

白血病 
FDA 

2017

年 8 月 
 

 

二、临床试验进展 

药品名 企业 适应症 临床试验结果 

sotagliflozin

（3 期） 

Lexicon 

Pharmaceuticals 
糖尿病新药 

经过 24 周的 sotagliflozin 治疗，两个剂

量组的患者均显示出显着的 A1C 水平

下降，到达了主要研究终点。 

Suptavumab

（3 期） 

再生元

（Regeneron） 

预防呼吸道合胞

病毒（RSV）感染 
失败 

Fovista

（pegplerani

b）（3 期） 

Ophthotech 公司 
湿性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AMD） 
失败 

Mavacamten

（2 期） 
MyoKardia 肥厚性心肌病 

所有 10 个研究对象(100%)均达到了运

动后 LVOT（左心室流出道）压力梯度

峰值从基线减少 125 mmHg 的平均水

平。 

velusetrag 

（2b 期） 
Theravance 

糖尿病性或原发

性胃轻瘫 

在接受治疗 12 周后，5 毫克药物组患

者维持了在胃轻瘫症状评分上的显着

改善。此外，在胃排空时间方面，药物

组患者明显更短。 

Lasmiditan 

（3 期） 
礼来（Eli Lilly） 偏头疼 

在第一次用药后 2 小时内，服用

lasmiditan 的患者中有更多的人偏头疼

症状缓解，这一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在

所有三个剂量组中都有统计学上的差

异，到达了主要终点。 

omecamtiv 

mecarbil 

（2 期） 

Cytokinetics & 

Amgen 
治疗心力衰竭 

达到了与药代动力学相关的主要终点。

同时患者的收缩期射血时间获得显着

改善，也达到了这项试验的次要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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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融资讯 

序号 企业 领域 领头机构 融资金额 投资阶段 

1 德琪医药 制药企业 启明创投 
2100 万美

元 
A 轮 

2 点内生物 癌症早期筛查 新毅资产 近千万 天使 

3 飞医网 
医疗供应链管理云

平台 
上海京颐科技 4000 万 A 轮 

4 安翰医疗 
胶囊内镜机器人系

统 
同晟投资 1 亿美元 战略投资 

5 朗开医疗 
内窥镜检查定位系

统 
英飞尼迪 数千万 B 轮 

6 西婵  高特佳 2 亿元 战略投资 

7 诺辉健康 
结直肠癌症早期发

现 
启明创投 

2000 万美

元 
A+轮 

8 三七七 基因检测仪器研发 安科生物 1.05 亿元 战略投资 

9 和天集团 
综合型医疗连锁企

业 
约印创投 超 1 亿元 B 轮 

10 
弘道运动医

学诊所 
运动康复医疗机构 清华控股旗下基金 数千万 A 轮 

11 认知关怀 
肿瘤解决方案提供

商 
思创医惠 3333 万元 战略投资 

12 领迈医疗 
医疗器械综合性电

子商务 
王刚 未透露 A 轮 

13 固生堂 中医养生健康  10.1 亿 D 轮 

14 大家中医 
中医专业人士的工

具和平台 
晨山资本 数千万 A 轮 

15 23 魔方 个人基因检测服务 汉王科技 4000 万 B 轮 

 

四、政策法规 

1、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为保证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的质量，保障公众用药安全，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发布新修订的《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34 号）（以下简称《规范》）。《规范》共 12 章 50 条，包括总则、术语及其定义、组织机

构和人员、设施、仪器设备和实验材料、实验系统、标准操作规程、研究工作的实施、质量

保证、资料档案、委托方和附则。《规范》将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2003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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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2 号）同时废止。 

《规范》针对以往实施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国情，

进一步明确研究机构相关人员的职责，规定机构负责人应当确保研究机构整体工作的规范性，

专题负责人负责批准试验方案和总结报告；强化研究委托方主体责任，设专章明确委托方评

估研究机构、认可试验方案以及提供真实、可靠的受试物与对照品及其质量信息等职责。 

适应药物非临床研究领域新概念的产生和新技术的应用，《规范》进一步丰富了与研究

相关的管理要求，包括多场所研究的管理要求、对计算机化系统的管理要求、有关电子数据

和电子签名的应用要求等；新增质量保证一章，以保障研究数据的真实、规范、完整。 

《规范》的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药物非临床研究水平，保证药物研究质量。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7837.html 

 

2、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将实行备案管理 

近日，CFDA 正式印发了《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条件和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提出，按照《国务院关于修改〈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0 号）的要求，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由资质认定改为备案管理。 

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条件和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器械注册司 

2017 年 8 月 4 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管理，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指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备案，是指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按照程序、

条件和要求，将机构概况、专业技术水平、组织管理能力、伦理审查能力等信息提交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存档、备查的过程。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机构备案管理工

作。 

第二章备案条件 

第四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应当具备开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组

织管理能力、伦理审查能力等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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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资格； 

（二）具有二级甲等以上资质； 

（三）承担需进行临床试验审批的第三类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应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 

（四）具有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管理部门，配备适宜的管理人员、办公条件，并具有对医

疗器械临床试验的组织管理和质量控制能力； 

（五）具有符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伦理委员会； 

（六）具有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管理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 

（七）具有与办理备案专业相关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诊疗科目和能够承担医疗器械临床试

验的人员； 

（八）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者应当具有高级职称，参加过 3 个以上医疗器械临床

试验，办理备案专业应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诊疗科目一致； 

（九）已开展相关医疗业务，能够满足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所需的受试人群要求等； 

（十）具有防范和处理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中突发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的应急机制和处置

能力； 

（十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承担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的血液中心和中心血站、设区的市级以上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等非医疗机构，应当至少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相应业务主管部门发放的机构资质证明文件； 

（二）具有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的管理部门，配备相应人员、办公条件，并具有对体

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的组织管理和质量控制能力； 

（三）能够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四）具有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管理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 

（五）具有与办理专业相关体外诊断试剂相适应的诊疗科目和能够承担临床试验的人员； 

（六）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者应当具有高级职称，办理备案专业应与本机构业务范围一致； 

（七）已开展相关业务，能够满足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所需的受试人群要求等； 

（八）具有防范和处理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中突发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的应急机制和处置

能力； 

（九）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备案程序 

第六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建立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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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备案系统），用于开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管理工作。 

第七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应当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对本单位是否具备医疗器械临床

试验条件和能力进行评估，并自行在备案系统中备案。 

第八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应当按照要求，在备案系统中如实填写以下内容： 

（一）机构名称、机构性质、地址、联系方式； 

（二）机构级别、规模概况，包括床位、人员配备、建筑面积、医疗设备、注册资金等； 

（三）拟开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专业及主要研究者概况； 

（四）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管理部门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五）提交包含如下内容的自查报告： 

1.临床试验管理部门概况、人员介绍、管理制度、标准操作规程等； 

2.伦理委员会或伦理审查工作概况，包括人员、制度等； 

3.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运行概况； 

4.临床试验管理部门人员、研究者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相关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情况； 

5.防范和处理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中突发事件、严重不良事件的应急机制和处置能力情况； 

6.既往开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情况； 

7.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九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应按照备案系统要求，上传医疗机构执业资格许可证照、

医疗机构级别证明文件、其他机构资质证明文件和资料符合性声明等材料。 

第十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过备案系统发放备案号，并及时公布医疗器械临床

试验机构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和主要研究者等有关备案信息供公众查询。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办理备案后可以承担医疗器械临床试验。 

第十一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名称、机构负责人员、地址、伦理委员会、医疗器械临

床试验专业和主要研究者等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时，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应当登陆备案系统，

在线填写相关信息变更情况。 

第十二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后，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在线提交本单位上一

年度开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工作总结报告。 

第十三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决定不再开展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应登陆备案系统，

取消备案。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每年定期将本行政区域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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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备案的相关信息通报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第十五条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按照各自监管职责，加强对

本行政区域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的监督管理和信息沟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组织查处。发现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办理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的，或者存在缺陷、不适宜继续承担临床试验的临床试验机构，报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应当对相关监督管理工作予以配合。 

第十六条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办理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的，或者存在缺陷、不

适宜继续承担临床试验的临床试验机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取消其机构或相关专业

的备案信息，通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并进行公告。 

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被取消备案的医疗机构或者相关专业，三年内不接受

其备案；对存在缺陷、不适宜继续承担临床试验被取消备案的临床机构或者相关专业，一年

内不接受其备案。 

第十七条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的备案信息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7983.html 

 

3、进口医疗器械注册新规来了 

8 月 8 日，CFDA 发布《进口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和备案人名称、住所及生产地址使用

中文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于 2017 年 9 月 9 日反馈意见截止。 

具体全文如下：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

和《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在我国申请医疗器械上市的，注册申

请人、注册人和备案人的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均应当使用中文。 

为进一步落实有关要求，更好的满足公众需要，接受社会监督，现就进口医疗器械注册

申请人、注册人和备案人名称、住所及生产地址使用中文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以下将进口

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注册人和备案人统称为“企业”）： 

一、中文使用原则 

（一）中文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应当使用简体中文文字，并符合国家通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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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规范。中文由企业依据文字翻译原则自行翻译。 

（二）中文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应当与外文内容保持一致。同一企业、同一住所、

同一生产地址的中文应当保持一致。 

（三）同一企业应当使用同一中文企业名称。已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企业，中文

企业名称应当与在中国常驻代表机构的名称中的“外国企业中文名称”一致。 

（四）中文企业名称不得与其他医疗器械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名称相同。中文企业名称不

得含有有损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以及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禁止的内容和文字。中文企业名称应当与外文名称内容相对应，不得添加或删减内

容。 

二、相关程序和申报资料要求 

已经注册或者备案的进口医疗器械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可以通过办理注册登记事项变更

或者变更备案信息，增加中文企业名称、住所和生产地址。 

中文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发生变化的，应当办理注册登记事项变更或者变更备案

信息。 

办理时企业应当提交关于企业名称、住所和生产地址中文内容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企

业名称、住所和生产地址中文符合本公告要求、以及企业承担相应责任的表述；声明里的中

文企业名称、住所和生产地址应当与申请表、备案表填写的中文一致，声明的签章要求与其

他申报资料一致。 

对于同一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的情形，如企业关于企业名称、住所和生产地址中

文内容的声明也相同，可只提供 1 次声明的原件。其他申报项目中可提供声明复印件，由代

理人注明原件出处并承诺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声明复印件应当由代理人签章，不需企业签章。 

三、时间要求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注册或者备案的进口医疗器械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可

以通过办理注册登记事项变更或者变更备案信息，增加中文企业名称、住所和生产地址。 

（二）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申请注册、延续注册、许可事项变更和办理备案时，

应当在申请表、备案表中相应栏目内填写企业名称、住所和生产地址的中文。 

（三）已备案的进口第一类医疗器械，未登记企业中文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的，

企业应当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变更备案信息，增加中文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 2019 年 1 月 1 日后生产的进口第一类医疗器械，说明书

和标签中企业名称、住所和生产地址应当包括中文，并应当与备案信息或者变更后备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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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应的中文一致。 

（四）已注册的进口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对于同一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的

情形，企业应当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至少办理 1 个含有中文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

址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注册变更文件；其他有效期内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可不单独办理增

加中文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的登记事项变更，待延续注册或者其他注册变更事项时一

并办理。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 2019 年 1 月 1 日后生产的进口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

说明书和标签中企业名称、住所和生产地址应当包括中文，中文应当与该产品（或者同一企

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的其他产品）注册证（或者注册变更文件）中对应的中文一致。 

四、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医疗器械，如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已使用简体中文，

不需办理变更。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8125.html 

 

4、两票制补充文件正在制定 部分条款基本确认 

一份全国性两票制《细则》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 

赛柏蓝获悉，两票制细则正在加紧制定中——目前，文件整体框架（7 章 41 条）已经

基本确认，包括支持异地设库，三种情况可开三票，以及低价药、紧缺药、国家储备药品和

2017 年 1 月 11 日，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计委、国家食药监总局、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

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标志两票制在全国正式落地。随后，各地相继出

台地方文件。 

 “时隔半年后，细则更多的是完善和调整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操作层面的问

题——怎么能既符合政策导向，又尊重市场规律，同时也能体现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认为

这些缺一不可。”有接近文件制定方的消息人士向赛柏蓝表示。 

该人士表示，目前，两票制执行中，实施主体与责任主体的职责界定仍存在困难，包括

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等客观问题等都催生了这部细则的出现。 

▍7 章 41 条，这些内容有变化了 

赛柏蓝了解到，细则整体框架为 7 章 41 条，包括：总则、组织实施、两票制的界定、

票据管理、保障监管、处罚和附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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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票据管理”中特别强调了身份证明和票据规范。 

对照 1 月 11 日下发的《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

行）》，同在第四部分的票据内容，在票据管理和人员身份等细节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细化，同

时增加了政策可操作性和规范性。 

同时，“两票制”的界定中两个关系要求发生“变更”： 

控股关系界定：明确集团公司设立的控股子公司股权占比须 50%以上才认同控股。 

控股关系变更：获得工商变更文书后须及时公示。 

企业股权结构变化触及 50%以上控股关系的，需要工商手续完成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向省

级卫生部门备案，并在集中采购平台上公示。 

而为了保障医疗机构用药需求，《细则》提出四类药品经当地卫计委核准，可暂不执行

“两票制”，包括： 

1.纳入各省挂网采购的低价药目录的药品。 

2.纳入国家二十种重大疾病保障、大病专项救治的、用于扶贫病种目录的经当地卫计委

核准所需的紧缺药品； 

3.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重大突发事件和患者危急情况，紧急采购药品或国家储备

药品； 

4.国家规定的特殊药品（不分一、二类）。 

另外，提出政策上支持异地设库，各地食药监管部门要为企业异地（省外）设库、第三

方物流等符合医改方向的需求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以保证药品供应，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

成。 

▍两票 VS 三票 

与此同时，《细则》对调拨问题也做出进一步要求，提出三种情况可不视为一票，但最

多只允许开一次发票，包括： 

1.药品生产或流通集团型企业与其全资或控股（股权占比 50%以上）子公司之间的药品

调拨； 

2.其全资或控股（股权占比 50%以上）子公司之间的药品调拨； 

3.被同一境外第三方直接控股（股权占比 50%以上）与国内子公司之间的药品调拨。 

由于各地实际情况，此次《细则》也明确提出了三种情况允许开三票，经当地卫计委核

准后公示： 

1.特别偏远、交通不便的乡镇、村医疗机构的配送药品，范围由各省市确定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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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地社区或乡村卫生站点药房延伸（或委托配药点）项目； 

3.进口转国产或国产原研产品经销权（含经营及销售权、配送权）全部转移的全国总代

理可视同生产企业，建立全国总代理备案制度，备案条件须同时满足： 

经销权整体转移；合同期超 3 年并有特定合规；全国仅一家总代理。 

▍两票制监管：卫生部门牵头 

细则提出了各级卫生部门是“两票制”监管的牵头部门，各级卫生部门要负责联合相关

部门开展“两票制”监管工作，积极推进“两票制”的落实，并将“两票制”落实工作纳入

医院院长考核体系；落实 30 天回款的规定。 

由于卫生部门成为两票制监管的主要部门，因此，在处罚部分也相应分为对企业和医疗

机构的处罚两部分： 

对企业的处罚是指，对不按规定执行“两票制”要求的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流通企业纳

入黑名单，直接取消投标、公立医疗机构的供货资格。 

对医疗机构的处罚是指，各级卫生部门要对两票制落实不到位、索验票证不严的医疗机

构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新细则将在多大程度上完善目前的两票制执行和流通市场。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9009.html 

 

五、科研进展 

1、多发性骨髓瘤新疗法降低疾病进展 50% 

8 月 25 日，Genmab 宣布了其 3 期临床试验 ALCYONE 的顶线数据。该试验是评估

daratumumab 与 bortezomib、melphalan 和 prednisone（简称 VMP）联合用于一线治疗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这些患者不能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预先计划的中期分析显示，试

验到达了主要研究终点。 

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血液癌症，起始于骨髓，表现为血浆细胞过度增殖。多

发性骨髓瘤是美国第三常见的血癌，仅次于白血病和淋巴瘤。近期的数据显示，2016 年在

美国约有 30330 个新病例出现，约 12650 人死于该疾病；在全球范围内，2015 年约有 124225

个新病例出现，87084 人死于该疾病。虽然一些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没有症状，但大多数患者

会由于骨问题、低血象、钙升高、肾脏问题等被诊断出来。经过标准治疗（包括蛋白酶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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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或免疫调节剂）后复发的患者，预后很差，几乎没有可用的治疗方案。这些患者急需新

的治疗方案来帮助延长生命。 

Daratumumab 就是这样一款充满潜力的药物。作为一种人源 IgG1k 单克隆抗体（mAb），

它以高亲和力与 CD38 分子结合，该分子在多发性骨髓瘤细胞表面高度表达。然后

daratumumab 触发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攻击癌细胞，除了直接导致癌细胞凋亡外，还通过

多种免疫介导的机制和免疫调节作用快速杀死癌细胞。它已获美国 FDA 批准，单独使用或

与来那度胺（lenalidomide）和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或硼替佐米（bortezomib）和地

塞米松（dexamethasone）联合使用，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它是首个获批的靶向 CD38 的单

抗药物。 

Daratumumab 的疗效和安全性在临床试验中也得到了验证。在这项随机、开放标签、

多中心的 3 期临床试验中，706 名新诊断且无法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被

随机分配，分别接受 daratumumab 与 VMP 组合治疗或 VMP 单独治疗。联合治疗组的患者

接受每周一次 16 mg/kg 的 daratumumab 治疗，持续 6 周，作为一个疗程。然后每 3 周进行

一次治疗，共进行 9 个疗程。完成总共 9 个疗程后，患者会继续接受 16 mg/kg 的 daratumumab

治疗，每 4 周一次，直到疾病进展。该试验的主要终点是无进展生存期（PFS）。 

结果显示，与单独使用 VMP 治疗的患者相比，加入 daratumumab 治疗降低了疾病进展

风险或死亡约 50%（HR＝0.50， [95%CI： 0.38-0.65]， p<0.0001），到达了主要终点。联合

治疗组的中位 PFS 还未达到，而 VMP 治疗组的中位 PFS 约为 18.1 个月。该联合疗法的安全

性与 VMP 疗法和 daratumumab 的安全性一致。 

基于以上结果，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IDMC）建议数据进行非盲化。所有患者会继续

被监测记录安全性和总生存期。具体数据会在即将召开的医学会议及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

从 Genmab 获得该药物授权的 Janssen Biotech 将与监管部门进行沟通，讨论递交该适应症的

监管文件。 

 “ALCYONE研究的中期结果再次证明了 daratumumab与已有治疗方案联合治疗多发性

骨髓瘤的潜力，这次是与 VMP 联合作为一线治疗。我们对本研究预先计划的中期分析结果

感到非常满意，这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希望，daratumumab 有可能成为重新定义多发性骨髓

瘤联合治疗的关键驱动力，”Genmab 首席执行官 Jan van de Winkel 博士说。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8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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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优先审评 Gilead 艾滋病新药有望加快上市 

Gillead Sciences 近日宣布，美国 FDA 授予其 HIV 感染鸡尾酒疗法 bictegravir 和

emtricitabine/tenofovir alafenamide（FTC/TAF）优先审评资格，预计不晚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做出决定。 

该疗法是一种在研固定剂量的单片剂治疗方案，包含 50 mg 的整合酶链转移抑制剂

bictegravir（BIC）和 200 mg/25 mg 的 FTC/TAF 骨架，用于 HIV-1 感染者的治疗。Gilead 在今

年 6 月份向 FDA 提交了该疗法的新药申请，并获得了优先审评资格。 

此次新药申请是基于其 3 期临床试验的优秀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四个独立的研究，它们

都证明，该鸡尾酒疗法病毒抑制率高，在治疗初治患者的安全性和疗效上不劣于含有 50 mg

的 dolutegravir（DTG）的治疗方案，到达了研究的主要终点。 

 

▲整合酶抑制剂 bictegravir 的结构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自从 16 年前 Viread 获批后，Gilead 继续努力研发和改善对 HIV 患者的治疗。这项在

研单片剂治疗方案将整合酶抑制剂 bictegravir 的效力与已被证明的 FTC/TAF 骨架的疗效和安

全性结合在一起。”Gilead 的首席科学官 Norbert Bischofberger 博士说道。 

除了寻求美国 FDA 的批准，Gilead Sciences 也在寻求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对值得一

提的是，这个月初美国 FDA 批准了 Gilead 的药物 Epclusa 的扩大适应症申请，用于 HCV 和

HIV 共感染成人患者的治疗。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08300.html 

 

3、Nature：重大突破！揭示 CDK4/6 抑制剂触发抗肿瘤免疫反应机制 

在被称作 CDK4/6 抑制剂的药物被批准用于治疗转移性乳腺癌不久，医生们取得一项令

人吃惊的观察结果：在某些患者中，这些旨在阻止癌细胞分裂的药物不仅阻止肿瘤生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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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能够导致它们消退，而且在某些情形下是显著性地消退。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 美国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和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研究人员揭示出

这些肿瘤消退背后的一种意料之外的机制。他们证实 CDK4/6 抑制剂不仅阻止癌细胞分裂，

而且也能够促进免疫系统攻击和杀死这些癌细胞。他们报道，当这些药物与其他的免疫治疗

试剂联合使用时，这种抗癌效应甚至更加显著。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在线发表

在 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DK4/6 inhibition triggers anti-tumour immunity”。 

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已发现 CDK4/6 抑制剂能够延缓

过量携带某种蛋白的癌细胞生长。这项新的研究中的发现提示着这些药物在癌症治疗中的潜

力才刚刚开始被挖掘。正如早期的证据表明的那样，如果当与免疫治疗药物联合使用时，它

们的疗效发生增加，那么这种潜力可能比现在更加明显。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 Shom Goel 博士说，“CDK4 和 CDk6 蛋白是

细胞分裂周期的关键促进物，而且是多种实体瘤形成和生长所必需的。” 

Goel 说，“阻断这些蛋白的试剂，即 CDK4/6 抑制剂，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用

于治疗一些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但是它们在临床试验中也表现出治疗其他类型的肿瘤的前景。

在这些药物的早期临床试验中，我们已注意到在一些乳腺癌患者中，这些肿瘤并不保持相同

的尺寸，而是开始消退，有时甚至是显著消退。” 

为了理解这为何发生，这些研究人员以患上乳腺瘤或其他实体瘤的小鼠为对象，研究了

一种被称作 abemaciclib的CDK4/6抑制剂的疗效。他们发现这种试剂不仅阻止肿瘤细胞周期，

而且也导致免疫系统对这些肿瘤发起攻击。针对参与利用一种 CDK4/6 抑制剂治疗乳腺癌的

临床试验的女性患者，他们通过分析来自这些女性患者的组织样品，也在人体中证实了这些

发现。 

这些研究人员发现这类药物以两种方式触发抗肿瘤免疫反应。这些药物导致癌细胞表面

上展示的异常蛋白显著增加。这些被称作抗原的蛋白给免疫系统提供信号：死亡的或癌变的

细胞存在着，需要被清除。与此同时，这些药物能够促进调节性 T 细胞（Tregs）水平降低，

这通常会抑制对疾病或感染作出的免疫反应。更少的 Tregs 导致更加猛烈的免疫系统攻击。

这些过程的累积效应就是阻止或逆转肿瘤生长。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布莱根妇女医院血液科的 Molly DeCristo 陈述道，“CDK4/6 抑制剂

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这是因为一些人之前曾认为 CDK4/6 抑

制剂阻断抗肿瘤免疫反应是由于它们对 T 细胞增殖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情况恰

恰相反。这一令人吃惊的发现为联合使用免疫治疗药物和 CDK4/6 抑制剂打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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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人员解释道，在临床试验中，大约 20%的乳腺癌患者经 abemaciclib 治疗后对

这种药物产生显著的反应，还有 20%～30%的乳腺癌患者的肿瘤生长稳定。他们补充道，这

些反应往往在开始这种治疗的 4 个月内出现。 

在当前的这项研究中，在小鼠体内，当这些药物与被称作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免疫治疗

试剂联合使用时，会取得更好的治疗结果。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会挫败癌症躲避免疫系统攻击

的能力。这些研究人员陈述道，“看来 CDK4/6 抑制剂可能能够让一些患者的癌症对免疫检

查点抑制剂的抗肿瘤效果敏感。这种结果可能对乳腺癌患者来说是特别鼓舞人心的，这些患

者在迄今为止开展的临床试验中很少从免疫治疗药物中获得益处。” 

还需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来理解为何一些患者获得 CDK4/6 抑制剂治疗的全部益处，而其

他的患者则不会，而且还需寻找方法将这些益处扩展到更多的患者。这些研究人员陈述道，

这些结果也应当会促进在未来研究 CDK4/6 抑制剂和不同类型的免疫治疗药物的联合用药方

案。 

原文出处：Shom Goel, Molly J. DeCristo, April C. Watt et al. CDK4/6 inhibition triggers 

anti-tumour immunity.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16 August 2017, doi:10.1038/nature23465 

 

4、两篇 Nature：重磅！免疫检查点 PD-L1 与 CMTM6 狼狈为奸 

当前的大多数癌症免疫疗法聚焦于 PD-L1。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荷兰癌症研究所等

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证实这种已得到充分研究的蛋白是由它的搭档 CMTM6 控制着的。作为

一种之前未被研究的分子，CMTM6 如今突然也成为一种潜在的治疗靶标。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7年8月16日在线发表在Natur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Identification of CMTM6 and CMTM4 

as PD-L1 protein regulators”。 

免疫疗法是一种引人关注的新的癌症治疗方法。在人体中循环流通的 T 细胞（一种免疫

细胞）应当会攻击和消灭它们遇到的任何癌细胞。然而，一些癌症已发现一种巧妙的方法来

逃避这种命运：它们滥用 T 细胞表面上存在的一种天然的制动器。通过利用蛋白 PD-L1 结合

这种所谓的检查点上，癌细胞让 T 细胞的杀伤能力失活。 

鉴于 PD-L1 在控制 T 细胞活性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位于癌细胞表面上的 PD-L1 就成

为免疫疗法的关注焦点。阻断这种检查点的药物已被用于治疗黑色素瘤、肺癌和肾癌等疾病

的患者。此外，正在全世界开展的上百项临床试验在许多种其他的癌症中研究了这些药物。 

尽管事实上癌症患者已经受益于这些阻断剂，但是人们对 PD-L1 的了解仍然并不太多。

https://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48/n7668/full/nature23465.html
https://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48/n7668/full/nature234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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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为何一些癌症要比其他的癌症携带着更多的 PD-L1？来自荷兰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着手寻找这个问题的线索，结果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Ton Schumacher 教授说，“我们曾总

是认为 PD-L1 是孤零零地位于癌细胞表面上，但是实际上它结合到另一个蛋白上。这个被称

作 CMTM6 的蛋白让 PD-L1 保持稳定，因而增加癌细胞抑制免疫反应的能力。” Schumacher

团队与来自荷兰癌症研究所的 Thijn Brummelkamp、Jannie Borst、Christian Blank 和来自荷兰

乌得勒支大学的 Albert Heck 密切合作开展这项研究。 

除了对理解 PD-L1 检查点如何发挥作用产生高度重要的影响之外，这一发现可能也揭示

了一个新的免疫治疗靶标。Schumacher，“可以想象一下，阻断 CMTM6 可能像当前使用的

PD-L1 阻断剂那样重新激活免疫细胞。阻断这两种分子（即 CMTM6 和 PD-L1）可能更加效果

显著。它是否最终会提供一种药物还有待观察，但是这显然是我们想要测试的东西。” 

这种新鉴定出的 PD-L1 搭档可能也有助于临床医生预测患者是否受益于检查点抑制剂

治疗。Schumacher 和他的同事们当前正在接受 PD-L1 阻断剂治疗的患者中研究这一点。

“PD-L1 水平本身能够有限程度地预测治疗成功性，我们希望 CMTM6 能够改善这种预测的

精准度。” 

令人关注的是，在同期 Nature 期刊上，来自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关于

CMTM6 的相同结果。他们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 进行全基因组筛选发现 CMTM6

在很多癌症中是PD-L1的关键调节因子。相关研究结果于2017年8月16日在线发表在Nature

期刊上，论文标题为“CMTM6 maintains the expression of PD-L1 and regulates anti-tumour 

immunity”。 

他们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 CMTM6 和 PD-L1 在细胞膜和核内体（endosome）上共定位，

在那里，CMTM6 能够阻止 PD-L1 遭受降解。与此同时，剔除 CMTM6 会降低 PD-L1 表达，但

是不会影响 MHC I 类分子在细胞表面的表达。 

原文出处：Riccardo Mezzadra, Chong Sun, Lucas T. Jae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CMTM6 and 

CMTM4 as PD-L1 protein regulators.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16 August 2017, 

doi:10.1038/nature23669 

 

Marian L. Burr, Christina E. Sparbier, Yih-Chih Chan et al. CMTM6 maintains the expression of 

PD-L1 and regulates anti-tumour immunity.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16 August 2017, 

doi:10.1038/nature23643 

 

https://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3669.html
https://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3669.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3643.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aop/ncurrent/full/nature236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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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ell：首次开发出在小鼠体内产生和分析基因嵌合体的方法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国家心血管研究中心（Centr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Cardiovasculares Carlos III, CNIC）的研究人员开发出新的方法来产生和分析基

因嵌合体（genetic mosaics）。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7 年 8 月 10 日的 Cell 期刊上，论文标

题为“Dual ifgMosaic: A Versatile Method for Multispectral and Combinatorial Mosaic 

Gene-Function Analysis”。 

在这些基因嵌合体中，组织含有众多具有不同基因型的细胞群体，从而允许研究这些基

因型在细胞行为中产生的差别。这种新的方法将允许科学家们在小鼠和斑马鱼等脊椎动物模

型中诱导多光谱基因嵌合体产生。这种技术将有助在比较高的时空分辨率下加快理解基因在

发育和疾病期间的功能和相互作用。基因编码蛋白合成所需的信息。改进的研究基因功能的

方法将允许人们“增加了解基因组如何在组成人体的多种细胞类型中发挥作用，理解基因相

互作用网络和它们的调节层次。”再者，这种知识对设计高效地修饰或校正疾病中的基因活

性的治疗策略是至关重要的。 

修饰基因活性的能力显著地改变了研究生物学过程的方法。如今，大多数科学家们每次

通过在一种器官或动物的所有细胞或一部分细胞中修饰一个基因的活性（即增加或剔除它的

活性），分析它的功能。利用这种方法分析单个基因修饰在器官或动物的发育、功能或病变

中产生的变化，就可理解基因功能。 

正如论文通信作者 Rui Benedito 解释的那样，在利用可诱导的基因嵌合体的实验性方法

中，这些诱导的基因变化仅在有机体的一些细胞（即突变细胞）中发生，而其他的细胞都保

持未变（即正常的细胞）。“使用可诱导的基因嵌合体是比较重要的，这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

研究具有不同基因型的细胞如何在相同的环境中作出表现，这样任何差异都能够归因于这种

诱导的基因变化。”这种研究基因功能的方法通常比经典的遗传学方法更加准确和更加信息

丰富。在经典的遗传学方法中，对有机体的所有细胞中的靶基因进行修饰能够产生附带变化，

这些附带变化不能够在时间或空间上加以控制，而且可能干扰对这个基因在研究的生物学过

程中的功能的理解。 

基因嵌合体在果蝇中被广泛地使用，这是因为这种有机体容易发生有丝分裂重组，而且

已引发基因功能和细胞生物学研究变革。然而，在此之前，在小鼠中诱导和分析基因嵌合体

在技术上是充满极大挑战的。 

为了在小鼠中产生基因嵌合体，这些研究人员开发出新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和转基因方法。



                                     生物产业信息 E-讯刊         深圳市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协会 

19 
 

这些方法允许在单只小鼠中同时诱导多种与不同的荧光标记结合在一起的嵌合基因修饰。这

些荧光标记能够在高分辨率多光谱显微镜下检测到。 

为了让这些新的遗传工具能够被其他的研究团队使用，这些研究人员首先开发出一种开

源 DNA 工程策略，这种策略会极大地简化产生较大的复杂的含有多个处于相同的开放编码

框的靶基因和荧光标记基因的 DNA 构建体。他们也开发出新的 CRISPR/Cas9 方法将这些构建

出的 DNA 分子导入到胚胎干细胞或受精卵中，从而使得快速地和可靠地产生转基因小鼠嵌

合体得以简化。 

利用这些新的遗传工具和转基因小鼠，这些研究人员能够在相同的组织中研究多个基因

的功能，同时对高达 15 种颜色编码的细胞群体进行荧光显微分析，每种细胞群体表达一种

独特的基因组合。根据 Rui Benedito 的说法，“这种技术首次允许在同一只小鼠的不同细胞

中诱导和分析不同的基因嵌合体组合。鉴于在相同的组织中对这些不同的细胞群体加以诱导，

并且对它们同时进行成像，分析它们的行为如何存在差异能够对研究的这些基因的功能提供

精确的数据和新的见解。这种方法相比于现有的遗传分析方法具有真正的优势：鉴于这种现

有的遗传分析必须是在接受一种给定的基因修饰的独立动物中开展的，这需要比较存在于不

同组织或环境中的细胞。” 

原文出处：Samuel Pontes-Quero, Luis Heredia, Verónica Casquero-García et al. Dual 

ifgMosaic: A Versatile Method for Multispectral and Combinatorial Mosaic Gene-Function 

Analysis. Cell, 10 August 2017, 170(4):800–814, doi:10.1016/j.cell.2017.07.031 

 

http://dx.doi.org/10.1016/j.cell.2017.07.031
http://dx.doi.org/10.1016/j.cell.2017.07.031
http://dx.doi.org/10.1016/j.cell.2017.07.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