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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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on

i Aria 

golimumab

，戈利木单

抗 

强生 

：（1）用于活动

性银屑病关节炎

（psoriatic 

arthritis，PsA）

成人患者的治

疗；（2）用于活

动性强直性脊柱

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

成人患者的治

疗。 

FDA 

2017

年 10

月 

是一种静脉输注

剂型的全人源化

抗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单克

隆抗体药物，靶

向并中和可溶性

和跨膜活性形式

的 TNF-α，阻止

其与 TNF 受体的

结合，从而抑制

TNF 的生物活性 

STELA

RA 

ustekinuma

b 
杨森 

治疗 12 岁或以

上患有中度至重

度斑块性银屑病

的青少年，适用

于全身性治疗或

光疗。 

FDA 

2017

年 10

月 

 

Yescart

a 

axicabtagen

e ciloleucel 
吉利德 

既往接受二线或

多线系统治疗的

复发性或难治性

大 B 细胞淋巴瘤

（LBCL）成人患

者的治疗 

FDA 

2017

年 10

月 

Yescarta 也是继

诺华 Kymriah 

(tisagenlecleucel-

T，CTL019)之后获

批上市的第二款

CAR-T 疗法。 

Lyrica 

CR 

pregabalin，

普瑞巴林 
辉瑞 

用于糖尿病周围

神经病变

（pDPN）相关的

神经性疼痛管

理，以及用于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PHN）的管

理 

FDA 

2017

年 10

月 

 

Stelara 
ustekinuma

b 
强生 

适合光疗或系统

疗法治疗的中度

至重度斑块型银

屑病青少年

（12-17 岁）患

者。 

FDA 

2017

年 10

月 

Stelara 是一种单

克隆抗体药物，

靶向白细胞介素

12（IL-12）和白

细胞介素 23

（IL-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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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床试验进展 

药品名 企业 适应症 临床试验结果 

Cabozantinib 

（3 期） 
Exelixis 晚期肝细胞癌 

达到了延长总生存期（OS）的主要终

点。 

Dupixent 

（2 期） 
赛诺菲/再生元 

活动性中度至重

度嗜酸性粒细胞

性食管炎 

与安慰剂组相比，Dupixent 治疗组在吞

咽能力方面表现出显著改善。 

Lorlatinib 

（2 期） 
辉瑞 

ALK 阳性和 ROS1

阳性的晚期非小

细胞肺癌 

在 2 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对肺肿瘤和

脑转移的持久的疗效。 

Remetinostat 

（2 期） 
Medivir AB 

早期皮肤 T 细胞

淋巴瘤 

可以减轻患者的皮肤损伤。此外，由此

病引起的患者瘙痒的也得到了显着改

善。 

ANB020 

（2 期） 
ANAB 

中重度过敏性皮

炎 

在接受单一计量 ANB020 治疗 15 天，

75%患者 EASI 评分教基线评分提高

50%（EASI-50）；在治疗 29 天后，83%

患者达到EASI-50；在接受治疗57天后，

75%患者达到 EASI-50。 

Edasalonexe

nt 

（2 期） 

CATB 杜氏肌萎缩症 

口服 100 毫克/公斤/天 edasalonexent

治疗组的患者肌肉功能下降率要显著

好于接受治疗前的下降率。 

 

三、投融资讯 

序号 企业 领域 领头机构 融资金额 投资阶段 

1 联川生物 基因组学解决方案 华睿投资 
6360 万人

民币 
A 轮 

2 记健康 
健康管理及医疗服

务 
慈铭体检 

6000 万人

民币 
天使 

3 中电数据 医疗服务 红杉宽带隽熙投资 非公开 A 轮 

4 新华制药 医药 非公开 
2.3 亿人民

币 

上市定增

轮 

5 上工医信 智能医疗辅助诊疗 
KIP 韩投伙伴和德摩资

本 

千万元人民

币 
Pre-A 

6 唯迈医疗 医疗设备 华盖资本 近亿元 B 轮 

7 美华医疗 妇儿医疗 高特佳 
2 亿元人民

币 
战略融资 

8 轶诺医药 抗肿瘤新药研发 弘晖资本 
1000 万美

元 
Pre-A 

9 柏视医疗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 华创资本 千万元人民 天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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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0 朗润医疗 磁共振成像 华盖资本 非公开 C 轮 

11 雅睿生物 基因检测 邦明资本 80 万元 战略投资 

12 鼎科医疗 血管介入 元禾原点 
2000 万人

民币 
A 轮 

 

四、政策法规 

1、十九大报告为医药企业带来的那些利好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上，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有多个部分涉及医药产业领域，笔

者着重从各个方面，对相关涉及内容进行简析，供大家参考。 

1、原文：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

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解读：总体来看，去除大量的、无效的文号是关键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开展化

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坚定不移地提高国产仿制药质量水平，让广大消费者能够享受质优价

廉的好药。 

2、原文：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解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

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发﹝2017﹞25 号文件)已经正式公布。以文件形式对企业家和企

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予以肯定，是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的现实要求，也是对医药行业企业家

关切做出的有力支持。而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对药品行业而言，则

意味着传统的销售模式要向药品价值本身回归，医药企业要从“三型合一”人才队伍建设角

度出发，培养更多的复合型的高端人才。 

3、原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

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解读：“产学研”三位一体，将是成就中国医药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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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要抓住机遇，在药品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要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前方大有所为。 

4、原文：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

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

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解读：此次报告，再次明确了：国家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将会强化行政资源用

于加强市场事中、事后监管，减少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相信这将会极大地营造

广大医药行业从业者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给医药市场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 

5、原文：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

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

法收入。——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 

解读：勤劳守法致富是医药行业从业者的天条！《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

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中第二十七条明确指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须将医药代表名单在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备案。禁止医药代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禁止向医药代表或相

关企业人员提供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以医药代表名义进行药品经营活动的，按非

法经营药品查处”。目前，上海各地正在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抓紧落地医药代表备案制度，

这本身就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医药行业从业者走向标准化和合规是必然趋势，当一切都规范化、

标准化，那么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谁付出的努力更多，谁就会有丰硕的收获。这才是真正的

勤劳致富！ 

6、原文：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

制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解读：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有利于促进人

口和劳动力流动，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积极体现。当然，在城镇一体化的过程中，医药行

业要敏锐捕捉相关政策释放的红利，积极开拓市场，这无疑又是一大利好。 

7、原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

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

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解读：得益于医改的持续推进，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不断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全面取消以药养医的决心坚定不移，看病消费负担将持续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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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8、原文：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促

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解读：中央积极支持中医药事业，对广大中药企业来说，中医药产业发展将再次迎来黄

金时期，春天已然来了！同时，随着医养结合的快速推进，大健康领域已经成为新时代下医

药企业双轮驱动的又一个发力点与主战场。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1778.html 

 

2、CFDA 注销 24 款医疗器械 

10 月 17 日，又有 4 款医疗器械被 CFDA 注销注册证。 

CFDA 发布“第 120 号”公告称，按照《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4 号）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企业申请，现注销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等 3 家企业以下 4 个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第 120 号公告注销 4 个医疗器械注册证 

一、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2 个产品： 

椎间融合器，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53460393； 

椎间融合器，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53460314。 

二、北京九州泰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肿瘤三项（甲胎蛋白、癌胚抗原、总前列腺

特异性抗原）联合检测试剂盒（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401089 号。 

三、新奥博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手术导航系统，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63700323。 

这应当是 CFDA 今年第 4 次发布的注销医疗器械公告，其中前三次分别为公告的第 13

号、第 71 号、第 94 号。被注销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汇总如下： 

第 13 号公告注销 10 个医疗器械注册证 

一、注册人名称为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的 9 个产品： 

甲胎蛋白（AEP）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4010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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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准）

字 2014 第 3401222 号； 

癌胚抗原（CEA）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401220 号； 

糖类抗原 19-9（CA19-9）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准）

字 2014 第 3401219 号； 

糖类抗原 15-3（CA15-3）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准）

字 2014 第 3401223 号； 

糖类抗原 125（CA125）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准）

字 2014 第 3401221 号；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注册证号：国食药

监械（准）字 2014 第 3401810 号；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校准品，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43402148 号；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注册证号：国食药

监械（准）字 2014 第 3401224 号。 

二、注册人名称为北京天行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字化医用 X 射线摄影系统，注册证

号：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3 第 3301484 号。 

第 71 号公告注销 8 个医疗器械注册证 

一、上海祥盛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的 6 个产品： 

一次性使用延长管，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53662003； 

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管道，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63450659； 

一次性使用腔静脉插管，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63660499； 

一次性使用主动脉插管，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63660376； 

一次性使用左心房减压管，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63661180； 

一次性使用引流管，注册证号：国械注准 20163660592。 

二、Greatbatch Medical 公司的 PTFE 阀式可撕裂导管鞘，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进）

字 2013 第 3775596 号。 

三、株式会社东京制作所的牙科综合治疗台，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4 第

2550173 号。 

第 94 号公告注销 2 个医疗器械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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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乳腺计算机辅助检测系统，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准）

字 2014 第 3700882 号。 

二、广州华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测试剂盒（环介导恒温扩增法），

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 第 3400095 号。 

按相关法规，3 类医疗器械需要在 CFDA 注册，因此，注销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也是 3

类。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1777.html 

 

3、深圳再开绿灯 符合 6 个条件即可申办医疗机构 

近日，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印发了《深圳市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对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变更登记、补办、校验、延续等均做了明确的规定，进一步

调整和规范了深圳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的条件、申报材料和办理期限等。 

据了解，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全国首部医疗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突

破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的有关

规定，明确医疗机构应当进行主体资格登记，取消医疗机构设置许可（筹建审批）等流程。

此《办法》按照《医疗条例》的有关规定授权制定，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对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修改和完善。 

7 类机构市里办理、5 类机构区里办理 

目前，我国的医疗机构共有十二大类、三十多小类，各类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该分别在

哪办理？《办法》里的规定一目了然。 

根据《办法》，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 

（1）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专科医院、康复医院、专

科疾病防治院； 

（2）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3）急救中心； 

（4）疗养院、护理院； 

（5）临床检验中心、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医学影像诊断中心、血液透析

中心、安宁疗护中心； 

（6）港澳服务提供者举办的门诊部、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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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执业登记的其他医疗机构。 

换句话说，以上七类医疗机构办理执业登记直接去市民中心 B 区行政服务大厅西厅

46-47 号窗口办理。 

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 

（1）综合门诊部、专科门诊部、中医门诊部、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民族医门诊部； 

（2）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站）； 

（3）中医馆； 

（4）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中小学卫生保健所、中医诊所、中西医结合诊所、

民族医诊所、中医坐堂医诊所、盲人医疗按摩所； 

（5）由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执业登记的其他医疗机构。以上五类医疗机构在各区

（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办法》明确规定了市、区（新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医疗机构登记中的职责范围，

厘清了我市市、区两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不同类别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的职责划分，引导

医疗机构依法向有管理权限的部门申请执业登记。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1455.html 

 

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制度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44 号）要求，为鼓励新药上市，满足临床需求，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

务会议研究决定，对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作如下调整： 

一、在中国进行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允许同步开展 I 期临床试验，取消临床试

验用药物应当已在境外注册，或者已进入Ⅱ期或Ⅲ期临床试验的要求，预防用生物制品除外。 

二、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完成后，申请人可以直接提出药品上市注册

申请。提出上市注册申请时，应当执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的要求。 

三、对于提出进口药品临床试验申请、进口药品上市申请的化学药品新药以及治疗用生

物制品创新药，取消应当获得境外制药厂商所在生产国家或者地区的上市许可的要求。 

四、对于本决定发布前已受理、以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提出免做进口药品临床试验

的注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要求的，可以直接批准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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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药品监管相关规章中有关规定与本决定不一致的，按照本决

定执行。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1246.html 

 

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

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

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全文如下。 

当前，我国药品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展，创新创业方兴未艾，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推

进。但总体上看，我国药品医疗器械科技创新支撑不够，上市产品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

差距。为促进药品医疗器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满足公众临床需要，

现就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提出以下意见。 

一、改革临床试验管理 

（一）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实行备案管理。具备临床试验条件的机构在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指定网站登记备案后，可接受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委托开展临床试验。临床试验主

要研究者应具有高级职称，参加过 3 个以上临床试验。注册申请人可聘请第三方对临床试验

机构是否具备条件进行评估认证。鼓励社会力量投资设立临床试验机构。临床试验机构管理

规定由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 

（二）支持临床试验机构和人员开展临床试验。支持医疗机构、医学研究机构、医药高

等学校开展临床试验，将临床试验条件和能力评价纳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对开展临床试验

的医疗机构建立单独评价考核体系，仅用于临床试验的病床不计入医疗机构总病床，不规定

病床效益、周转率、使用率等考评指标。鼓励医疗机构设立专职临床试验部门，配备职业化

的临床试验研究者。完善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激励机制，保障临床试验研究者收入水平。鼓励

临床医生参与药品医疗器械技术创新活动，对临床试验研究者在职务提升、职称晋升等方面

与临床医生一视同仁。允许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我国依法同步开展新药临床试验。 

（三）完善伦理委员会机制。临床试验应符合伦理道德标准，保证受试者在自愿参与前

被告知足够的试验信息，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保护受试者的安全、健康和权益。临床试

验机构应成立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查本机构临床试验方案，审核和监督临床试验研究者的资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12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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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监督临床试验开展情况并接受监管部门检查。各地可根据需要设立区域伦理委员会，指

导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审查工作，可接受不具备伦理审查条件的机构或注册申请人委托对临床

试验方案进行伦理审查，并监督临床试验开展情况。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食品药品监管

等部门要加强对伦理委员会工作的管理指导和业务监督。 

（四）提高伦理审查效率。注册申请人提出临床试验申请前，应先将临床试验方案提交

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在我国境内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经临床试验组长单

位伦理审查后，其他成员单位应认可组长单位的审查结论，不再重复审查。国家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及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项目的临床试验机构，应整合资源

建立统一的伦理审查平台，逐步推进伦理审查互认。 

（五）优化临床试验审批程序。建立完善注册申请人与审评机构的沟通交流机制。受理

药物临床试验和需审批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申请前，审评机构应与注册申请人进行会议沟通，

提出意见建议。受理临床试验申请后一定期限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未给出否定或质疑意见

即视为同意，注册申请人可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期间，发生临床试验方

案变更、重大药学变更或非临床研究安全性问题的，注册申请人应及时将变更情况报送审评

机构；发现存在安全性及其他风险的，应及时修改临床试验方案、暂停或终止临床试验。药

品注册申请人可自行或委托检验机构对临床试验样品出具检验报告，连同样品一并报送药品

审评机构，并确保临床试验实际使用的样品与提交的样品一致。优化临床试验中涉及国际合

作的人类遗传资源活动审批程序，加快临床试验进程。 

（六）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在境外多中心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符合中国药品医疗

器械注册相关要求的，可用于在中国申报注册申请。对在中国首次申请上市的药品医疗器械，

注册申请人应提供是否存在人种差异的临床试验数据。 

（七）支持拓展性临床试验。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

治疗手段疾病的药品医疗器械，经初步观察可能获益，符合伦理要求的，经知情同意后可在

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患者，其安全性数据可用于注册申请。 

（八）严肃查处数据造假行为。临床试验委托协议签署人和临床试验研究者是临床试验

数据的第一责任人，须对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承担法律责任。建立基于风险和审评需要的检

查模式，加强对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的现场检查和有因检查，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未通

过检查的，相关数据不被接受；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应及时立案调查，依法追究相关非临床

研究机构和临床试验机构责任人、虚假报告提供责任人、注册申请人及合同研究组织责任人

的责任；拒绝、逃避、阻碍检查的，依法从重处罚。注册申请人主动发现问题并及时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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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酌情减免处罚。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1116.html 

 

五、科研进展 

1、Sci Rep：突破！科学家鉴别出肺癌免疫疗法新靶点！ 

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瑞士伯尔尼大学医

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来自肺部肿瘤中的血管周样细胞会表现地行为异常，其

不仅会不恰当地支持血管结构，而且还会积极调节机体炎症和免疫反应，相关研究或为研究

人员开发治疗间质癌症的新型疗法提供新的靶点。 

 

图片来源：Bern University Hospital/University of Bern 

肺癌导致的癌症死亡的人数最多，据估计 2012 年全球有 160 万人死于肺癌，在不同类

型的肺癌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最为流行，最新的遗传学分析或能帮助研究人员开发

治疗肺癌的新型靶向疗法，这种靶向疗法能够治疗携带特殊靶向突变的肺癌患者；另外一种

有潜力的疗法则主要关注对机体免疫反应重新定向来使其识别并且攻击肿瘤细胞；尽管存在

很多有潜力的方法，但研究人员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理解引发肺癌进展的肿瘤动态学变

化机制。 

文章中，研究者发现，血管周细胞在肿瘤的进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或为研究

人员能够提供新型免疫疗法的靶点。研究者 Sean Hall 说道，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认为血

http://news.bioon.com/webeditor/uploadfile/201710/2017101921430519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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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周细胞和肿瘤发生发展之间存在一定关联，这也就是为何我们要开展这项研究的原因；这

项研究中，我们对进行胸外科手术的 NSCLC 患者的样本进行了收集，随后在实验室中我们

对这些肺癌样本中的血管周细胞进行分离。 

相比来自正常肺部组织的相同细胞类型而言，来自 NSCLC 患者机体中的血管周细胞往

往会表现出多种异常特性，其中一种名为白介素-6 的促炎细胞因子表达上升了，白介素-6

就是一种 PD-L1，而 PD-L1 是一种可命中目标的靶向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研究结果表

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机体中的血管周细胞能够积极调解机体的炎症和免疫反应。 

下一步研究人员想通过研究观察血管周细胞如何完成其支持血管的功能，为了研究其中

所涉及的机制，研究者 Colette Bichsel 开发了一种能在实验室中进行维护的特殊芯片，血管

能够在芯片中生长；随后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利用 NSCLC 衍生的细胞和正常的血管周细

胞就能够成功生长出血管组织，但其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即相比正常的血管组织而言，

肿瘤衍生的血管周细胞所长出的血管组织会发生泄露；这就表明，肿瘤的血管周细胞或许并

不能充分支持血管的结构，这或许就会增加肿瘤细胞逃逸的可能性。 

本文研究首次发现血管周细胞在促进机体促炎性反应和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过程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后期研究人员还将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阐明肺癌疗法新型靶点，这或为

未来开发新型肺癌靶向性疗法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希望。 

原文出处：Colette A. Bichsel, Limei Wang, Laurène Froment, et al. Increased PD-L1 

expression and IL-6 secretion characterize human lung tumor-derived perivascular-like cells 

that promote vascular leakage in a perfusable microvasculature model. Scientific Reports 

(2017). DOI: 10.1038/s41598-017-09928-1 

 

2、Nat Commun：科学家有望开发出新型帕金森疾病疗法 

近日，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揭开了帕金森疾病蛋白

质 LRRK2 的关键作用机制，相关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文章中，

研究人员阐明了蛋白质 LRRK2 的二聚化和引发帕金森疾病突变之间的直接关联，这项研究有

望帮助研究人员后期开发治疗帕金森疾病的新型疗法。 

目前全球大约有 400 万人饱受帕金森疾病的折磨，而且未来这一数字还有望继续飙升，

引发该疾病的最频繁的遗传原因就是负责编码产生蛋白质 LRRK2 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蛋白质

LRRK2 包括了两种酶：一种激酶和一种 GTP 酶（GTPase），由于这种激酶是引发神经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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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因此目前在临床上研究人员已经对相关的激酶抑制剂进行了检测，然而这种抑制剂最

终会引发患者肺部和肾脏出现问题，从而就使得科学家们不得不另辟蹊径。 

研究者 Wim Versees 教授等人通过研究成功解析了 LRRK2 复合体的特殊结构，我们都知

道，在蛋白质的二聚体或双态中，蛋白质的激酶部分常常处于活性状态，而二聚体也就意味

着两个相同的蛋白会结合在一起；以这些信息为研究起点，研究人员调查了上述结合作用是

如何建立的，随后研究人员在特定的细菌中观察相似蛋白质的结合作用。 

Wim Versees 说道，LRRK2 的组分—GTPase 酶能够调节整个蛋白质的状态，其能够帮助

确定 LRRK2 蛋白是否处于单独的无活性状态或者活性的“双重”状态；此外，研究人员还清

楚地阐明了蛋白质二聚化和帕金森疾病种基因突变之间的关联，这种调节过程或许就能为未

来开发治疗帕金森疾病的新药提供靶点。 

最后，来自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者 Arjan Kortholt 说道，我们的研究是科学家们长期研

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文章中我们阐明了蛋白质 LRRK2 的二聚态以及其同帕金森疾病之

间的关联，但尽管目前我们向前迈进了很大一步，后期我们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来理

解如何精细操控这个过程，从而帮助开发治疗帕金森疾病的新型疗法。 

原文出处：Deyaert E, Wauters L, Guaitoli G, et al. A homologue of the Parkinson's 

disease-associated protein LRRK2 undergoes a monomer-dimer transition during GTP turnover. 

Nat Commun. 2017 Oct 18;8(1):1008. doi: 10.1038/s41467-017-01103-4 

 

3、艾伯维与 T 细胞疗法先驱 Harpoon 达成战略合作，开发新型 T 细胞疗法

TriTAC 

美国生物技术巨头艾伯维（AbbVie）近日宣布与 Harpoon Therapeutics 公司达成一项免

疫肿瘤学研究合作。此次合作的目的是将 Harpoon 公司的三特异性 T 细胞活化构建体（TriTAC）

平台融入艾伯维处于研究阶段的免疫肿瘤学靶标，开发新颖的癌症疗法。 

根据协议条款，Harpoon 将利用其专有的技术平台将工程化 TriTAC 分子导向所选定的癌

症靶标，评估这些分子的药理特性，同时提供艾伯维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这些分子的权利。

此次合作的财务条款尚未披露。 

艾伯维肿瘤学早期发现和开发副总裁 Tom Hudson 表示，T 细胞疗法代表着癌症治疗领

域的下一波创新，Harpoon 公司的技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通过艾伯维在研的实验性疗

法参与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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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poon Therapeutics 是一家开发新型 T 细胞癌症疗法的生物技术公司，由 T 细胞诱导

疗法先驱 Patrick Baeuerle 博士和 MPM Capital 共同创立。该公司专注于发现和开发治疗癌症

和其他疾病的新型 T 细胞结合生物制剂。Harpoon Therapeutics 创建了一种基于抗体的新型

药物发现平台 TriTAC，通过激活 T 细胞来释放患者自身免疫系统靶向性的细胞杀伤特性。该

方法已被优化来渗透组织并延长血清暴露，并且具有治疗多种实体瘤和免疫疾病的潜力。 

Harpoon公司的首个临床候选药物 HPN424 是前列腺特异性靶向膜抗原（PSMA）的 TriTAC

产品，目前正开发用于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治疗，该药预计将于 2018 年进入 I 期临床试验。 

原文出处：AbbVie and Harpoon Therapeutics Announce Immuno-Oncology Research 

Collaboration 

 

4、Oncotarget：新型乳腺癌药物能击败诱发多种类型癌症的癌基因-Ras 

很多科学家都认为，阻断癌基因 Ras 的功能是癌症治疗的“必杀技”，因为这些基因的

突变会驱动癌症多种不同类型癌症的发展，人类机体中存在三种不同的 Ras 基因：H-Ras、

K-Ras 和 N-Ras，这些 Ras 基因和癌症的发生直接相关；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Oncotarget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Massey 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一种

批准的乳腺癌药物来那替尼（neratinib）不仅能够阻断 Ras 基因的功能，还能够阻断其它多

个致癌基因的功能。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想通过研究确定是否药物来那替尼单独使用或同其它药物制剂联

合使用，能够帮助杀灭非小细胞肺癌细胞（NSCLC），这类癌细胞会对药物阿法替尼(afatinib)

产生耐药性，阿法替尼和来那替尼被认为能够抑制 EGFR 和 HER2 激酶的功能，这些激酶能

够调节癌细胞的生长以及化疗耐药性；阿法替尼类似于来那替尼，然而来那替尼却能够不可

逆地将其吸附到 EGFR 和 HER2 激酶上，这种吸附作用就能够永久阻断受体的功能，诱发细

胞被靶向降解，如今研究者发现，药物来那替尼实际上能够杀灭对阿法替尼耐药的 NSCLC

细胞。 研究者 Dent 博士表示，当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时，我们能够看到来那替尼（而

不是阿法替尼）能够促进较大的囊泡在细胞外膜附近形成，在这些囊泡中，我们发现，EGFR

和 HER2 的受体会被破碎，但同时我们还发现了阴性的对照受体—c-MET；在科学研究中，

阴性的对照实验常常并不会发挥作用，而且这就进一步验证了科学家们想要证明的实验结果。

如果来那替尼能够在不吸附的情况下对 c-MET 进行破碎，那么获取其还会破碎其它的细胞

膜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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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所观察到的囊泡是自噬过程的一部分，自噬是一种天然的机制，其会破碎并且

再循环细胞中多余的组分，由于其是一种膜蛋白，随后研究人员就开始对 Ras 进行研究，有

证据显示，常用的癫痫药物丙戊酸能够影响细胞自噬的调节，因此研究者决定检测是否这种

药物能够同来那替尼一起联合作用来阻断 Ras 的活性。 

除了对阿法替尼耐药的 NSCLC 细胞外，研究人员还检测了丙戊酸和来那替尼联合对人

类胰腺癌和卵巢癌衍生细胞上的作用效果，这些癌细胞中分别含有 K-Ras 突变及 N-Ras 突变。

Dent 表示，我们发现，药物来那替尼能够诱发细胞质膜出现一系列的“地震波”，不仅会促

进 ERBB 家族受体（EGFF 和 HER2）降解，还会促使细胞膜中其它相关的受体被降解。我们

计划进行额外的实验来更好地理解该过程。 

本文研究还阐明了药物来那替尼其它临床用途，研究人员对乳腺癌动物模型进行研究发

现，药物来那替尼能够增强以前建立的药物组合对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包括药物培美曲塞和

索拉非尼，这些药物目前正在进行 II 期临床试验。最后研究者 Dent 说道，我们对相关的研

究结果非常高兴，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了药物来那替尼能够帮助治疗多种类型癌症，同时还

可以弥补当前的疗法，目前我们正在计划进行临床试验，并希望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由于

目前来那替尼和丙戊酸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下一步我们将会将相关的研究结果快速转化到

临床研究中去。 

原文出处：Laurence Booth, Jane L. Roberts, Andrew Poklepovic, et al. HDAC inhibitors 

enhance neratinib activity and when combined enhance the actions of an anti-PD-1 

immunomodulatory antibody in vivo. Oncotarget (2017). DOI: 10.18632/oncotarget.21660 

 

5、Cell：突破性成果！科学家开发出能有效发现癌症药物的新方法 

最近，一项刊登在国际著名杂志 Cell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通过研究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策略或有望帮助发现新型的抗癌疗法。研究人员利用这种新策

略就能够寻找到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s）生长非常重要的蛋白小型分子抑制剂，非小细胞

肺癌在所有肺癌中占到了 85%的比例，而且其对于药物疗法并不敏感。 

研究者 Benjamin F. Cravatt 教授说道，这种新方法或能帮助我们鉴别出此前我们无法是

别的一些癌症药物靶点，该方法基于我们近年来开发的一系列复杂的蛋白质组方法，这些方

法的核心就是识别蛋白质中的特定氨基酸具有特殊的化学反应性，其能够促进分子形成不可

逆的共价键结构或特殊的侦查分子，如今研究人员能够将这些分子应用于大量蛋白质，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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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细胞群中，来快速鉴别具有活性氨基酸的特殊蛋白质，而这些蛋白质或许就是潜在的药

物靶点。 

本文研究中，研究人员运用蛋白质组学的策略发现了 NSCLCs 的潜在靶点，NSCLCs 能够

被转录因子 NRF2 的过度激活支持，NRF2 能够扮演强大的抗氧化反应的分子开关，有些癌

细胞会利用这种反应来保护自身免受损伤性氧化副产物的影响，这些副产物通常具有不寻常

的代谢活性以及失控产生的特性。 

目前很多制药公司并未开发能够关闭大部分 NSCLCs 中 NRF2 表达的新型药物，因为其

依赖于自身过度的活性，部分原因就在于 NRF2 能够调节不同细胞类型中基因表达的活性，

因此强大的 NRF2 阻断剂或许往往会带来过度的副作用，因此研究人员就开始在 NRF2 通路

中寻找更加安全可靠的下游元件。 

随后研究者利用蛋白质组学平台鉴别出了 NRF2 驱动的 NSCLCs 细胞中蛋白质内部的半

胱氨酸分子，通过抑制细胞中 NRF2 的表达，研究者就能够观察到半胱氨酸的活性是如何被

改变的。大多数 NRF2 相关的反应性的改变都来源于 NRF2 缺失时这些蛋白产生所引发的改

变，但 20%的反应性的改变似乎取决于蛋白质的氧化性修饰，其是细胞中活性氧分子的积累

所引发的结果。 

研究者 Bar-Peled 说道，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诸如 NRF2 的转录因子能够通过改变

没类的水平来调节酶类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NRF2 似乎会改变酶类所处的环境使其能够

更好地发挥功能。下一步研究人员计划在 NSCLC 细胞中利用一对儿高度选择性的半胱氨酸

结合探针来鉴别潜在的可用作靶向药物的半胱氨酸，其或许会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其反应

性会随着 NRF2 的活性改变而改变，其次宿主蛋白仅能够在 NRF2 过度激活所驱动的 NSCLC

细胞中进行表达。 

有意思的是，满足上述两个标准的有一个名为 NR0B1 的蛋白，正常情况下该蛋白能够

在肺癌细胞核中发挥作用，其能够作为调节基因表达的蛋白复合体的一部分，通过对小分子

化合物文库进行筛选，研究人员发现了两种化合物能够附着在 NR0B1 蛋白反应性的半胱氨

酸上，从而引发蛋白复合体的破坏。随后研究人员利用这些化合物作为探针来研究 NR0B1

蛋白的功能，结果发现，该蛋白能够促进 NRF2 基因活性的表达程序，此外研究人员还利用

这些化合物证明了靶向作用 NR0B1 蛋白是具有一定治疗效应的。 

Bar-Peled 表示，我们能够有效阻断并且干扰 NRF2 激活的肺癌细胞中 NR0B1 蛋白的功

能，从而就会抑制癌症的异常发展；更普遍地说，本文研究阐明了癌细胞中新型可用作药物

靶点的特殊蛋白的存在，此前研究认为并不认为 NR0B1 能够同小分子结合，如今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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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的研究调查了其它潜在的可用作药物的特殊蛋白的功能，后期研究人员还将继续深

入解析来阐明更多能够开发新型抗癌疗法的药物靶点分子。 

原文出处：Liron Bar-Peled, Esther K. Kemper, Radu M. Suciu, et al. Chemical Proteomics 

Identifies Druggable Vulnerabilities in a Genetically Defined Cancer. Cell (2017) 

doi:10.1016/j.cell.2017.08.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