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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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fluza 
baloxavir 

marboxil 

盐野义

制药 
抗流感 日本 

2018

年 2 月 

Xofluza 是一款创

新的 Cap 依赖型

核酸内切酶抑制

剂，也是世上少

数可以抑制流感

病毒增殖的新

药。 

Glatop

a 
 

诺华和

Moment

a 

治疗多发性硬化

症 

美国

FDA 

2018

年 2 月 

是仿制药巨头

Teva 旗下多发性

硬化症药物

Copaxone 的

40mg 剂量仿制

药版本 

AVYCA

Z 

头孢他啶和

avibactam 
Allergan 

治疗由下列易感

革兰氏阴性菌引

起的医院获得性

细菌性肺炎和呼

吸机相关性细菌

性肺炎

（HABP/VABP）

成人患者 

美国

FDA 

2018

年 2 月 
属于扩大适应症 

Symde

ko 

tezacaftor/i

vacaftor 双

重疗法药物 

Vertex 
囊肿性纤维化

（CF） 

美国

FDA 

2018

年 2 月 

首款 CF靶向治疗

药物，该药适用

于携带不同 CFTR

突变的 CF 患者 

二、临床试验进展 

药品名 企业 适应症 临床试验结果 

阿朴吗啡舌下

膜 APL-130277

（3 期） 

Sunovion 

Pharmaceutical

s 

出现运动症状波

动的帕金森病患

者 

达到了主要终点和关键次要终点，并且

药物耐受性良好 

ROLONTIS 

（3 期） 

Spectrum 

Pharmaceutical

s 

因化疗导致中性

粒细胞减少症的

早期乳腺癌患者 

达到 3 期试验主要终点。主要研究终点

是单个化疗周期的严重中性粒细胞减

少症的持续时间（ANC < 0.5×109 / L）。 

Ubrogepant 

（3 期） 
Allergan 治疗偏头痛 

在成年人的单次偏头痛发作中，与安慰

剂相比，口服给药 ubrogepant 50 毫克

或 100mg 的疗效，安全性和耐受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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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积极结果。 

Halaven 注射剂 

（3 期） 

卫材药业

（Eisai） 

治疗晚期脂肪肉

瘤患者 

总生存期（OS）提高，所有接受 Halaven

治疗的患者中位 OS 为 13.5 个月，接受

达卡巴嗪的患者为 11.3 个月；与达卡

巴嗪相比，Halaven 组的中位 OS 有所

改善为 15.6 个月，而接受达卡巴嗪的

患者为 8.4 个月 

沙芬酰胺

（safinamide） 

（2/3 期） 

卫材药业

（Eisai） 

治疗日本帕金森

病患者 

与安慰剂组相比，2 种剂量 safinamide

治疗组（50mg 和 100mg）ON-Time 均

表现出统计学意义的显着增加。 

三、投融资讯 

序号 企业 领域 领头机构 融资金额 
投资阶

段 

1 臻和科技 个性化精准诊疗 
经纬中国、正心谷创新

资本 

2.1 亿人民

币 
C 轮 

2 华康中泰 健康管理 福瑞至控股 
3000 万人

民币 
Pre-A 轮 

3 蓝星漫 心理健康平台 未透露 
千万级人民

币 
A 轮 

4 乐湾养老 智慧养老 引力资本 未透露 天使轮 

5 大艾机器人 外骨骼机器人 金科君创 
数千万人民

币 
Pre-A 轮 

6 推想科技 医疗影像诊断系统 未透露 未透露 B+轮 

7 南京方生和 仿制药、中间体 
南京江北新区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基金 

1500 万人

民币 
B 轮 

8 宜远智能 医疗影像 AI 启赋资本 
数千万人民

币 
天使轮 

9 君和堂 中医连锁医疗机构 中卫基金 1 亿人民币 C 轮 

10 颜术 皮肤管理、美容 国药资本 
数千万人民

币 
A 轮 

11 睿昂生物 基因测序诊断 凯辉基金 未透露 B+轮 

12 万众一芯 生物诊断芯片 优选资本 未透露 B 轮 

13 华健未来 小分子化药 国投创业 未透露 天使轮 

14 
诺诚健华医

药 

新药创制服务商 维梧资本 5500 万美

元 

战略融

资 

15 强森医疗 家庭全科诊疗连锁

机构 

现代服务业发展基金 数千万人民

币 

B+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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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法规 

1、卫计委答复：免疫细胞治疗将参考干细胞管理模式！ 

作为肿瘤治疗手段之一，免疫细胞治疗这种前沿技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跌宕起伏。

特别是“魏则西”事件发生后，国家卫计委叫停了生物免疫治疗。随后颁布规定，自体免疫

细胞治疗技术属于临床研究，不能进入临床医疗应用。 

去年 7 月中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一种 CAR-T 疗法药物上市，点燃了免疫

细胞治疗在我国重回临床的希望。但现阶段，国内免疫细胞治疗仍然缺乏标准的行业政策和

有序的监管体系。 

近日，国家卫计委网站登出“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 0543 号（医疗

体育类 056 号）提案答复的函”，对制定免疫细胞行业政策并有序开放该项目的提案做出了

明确答复。 

答复函指出，细胞治疗领域的研究在我国尤其活跃，但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临床研

究不规范、未经批准擅自开展、存在安全风险等问题。 

从答复函中可以看出，为了规范免疫细胞治疗的使用，国家卫计委与相关部门出台了多

个管理政策。2003 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下发《人体细胞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

术指导原则》，并开始受理各单位关于人体细胞治疗产品的研究和注册申请。 

2009 年，按照《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国家卫计委将部分免疫细胞治疗作为第

三类医疗技术进行准入管理，但由于申报的医疗机构缺乏科学规范的临床研究结论和循证依

据支持，并未批准任何医疗机构开展该技术的临床应用。 

2015 年 6 月，国家卫计委下发了《关于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有关工

作的通知》（国卫发〔2015〕71 号），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并明确涉及

使用药品、医疗器械或具有相似属性的相关产品、制剂等的医疗技术（主要指免疫细胞治疗

技术），在药品、医疗器械或具有相似属性的相关产品、制剂等未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上市前，医疗机构不得开展临床应用。 

在出于安全性考虑叫停临床使用的同时，国家也在积极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并监督行业

发展。据了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已组织相关技术部门和专家起草了《细胞制

品研究和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并已于 2016 年 12 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预计在年内发布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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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函中还指出，国家卫计委正在研究制定相关体细胞治疗技术临床研究管理办法，参

考干细胞管理模式，会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完善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的组织形式、工作机制、

结果论证、成果转换等制度设计。加大技术支撑力度，会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体细

胞制剂制备、临床研究和临床应用管理相关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规范，为做好体细胞治疗管理

工作提供技术支撑，研究解决临床研究向应用转化的衔接机制问题。 

附：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 0543 号（医疗体育类 056 号）提案答复

的函 http://www.nhfpc.gov.cn/zwgk/tian/201801/43e9ca842b9a4f24b391f521aeb76feb.shtml 

原文出处：http://www.sohu.com/a/220233827_452205 

 

2、首部《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发布第一批收录 131 个药品 203 个品规 

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发布《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收录具有

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药品，并确定参比制剂和标准制剂。这是我国首次发布上市

药品目录集，第一批被收录进入目录集的药品有 131 个品种，203 个品规。 

中办、国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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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立上市

药品目录集。新批准上市或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载入中国上市药品目

录集，注明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及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等属性，以及有效成

份、剂型、规格、上市许可持有人、取得的专利权、试验数据保护期等信息。 

根据这一要求，总局借鉴国际经验，听取行业专家意见，组织制定了我国上市药品目录

集及其网络版。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后形成了《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最终形成《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 

《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收录药品的范围包括：基于完整规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

数据获得批准的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及进口原研药品；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批准的仿制药；

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经总局评估确定具有安全性有效性的其他药品。对符合

收录范围的药品，总局经评估认定后纳入此目录集。 

《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包括前言、使用指南、药品目录、附录和索引五个部分。药品

目录具体列出纳入目录集的品种及其它信息，包括药品的活性成分（中英文）、药品名称（中

英文）、商品名（中英文）、剂型、给药途径、规格、参比制剂、标准制剂、治疗等效性评价

代码、解剖学治疗学及化学分类系统代码（ATC 代码）、药品批准文号/药品注册证号、上市

许可持有人、生产厂商、批准日期、上市销售状态、收录类别等。 

http://www.nhfpc.gov.cn/zwgk/tian/201801/43e9ca842b9a4f24b391f521aeb76fe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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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总局有关人士介绍，此次发布的《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收录了符合要求的国内创新

原研产品，已确定为参比制剂且核实了专利信息的进口药品。第一批收录的药品包括按照原

注册分类批准的 1.1 类国产创新药（9 个品种，11 个品规）、总局已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

录中的进口原研药品（98 个品种，156 个品规）、按照新注册分类批准的药品（10 个品种，

18 个品规）和首批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13 个品种，17 个品规）等。 

据介绍，为明确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的对照药品，《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引入了标准

制剂（RS）概念。标准制剂是指在我国批准上市，用于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的对照药品。通

常最大规格的参比制剂被确定为标准制剂，如果最大规格在健康受试者中存在不良反应风险

或其他原因，可指定其他规格的参比制剂为标准制剂。为保证标准制剂的可获得性，必要时

（存在参比制剂因非安全性有效性原因停止销售或标准制剂供应不足等问题时）总局将指定

新的标准制剂。 

为帮助使用者快速了解收录的药品是否与标准制剂具有治疗等效（兼具药学等效和生物

等效的药品治疗等效），参照国际经验，《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设定了治疗等效性评价代码

（TE 代码），标示为 A 类，医生和患者在临床上可以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 

据了解，为加强目录集制定工作与品种档案建立，以及审评、核查、检验信息公开工作

的衔接，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方便使用者查询，《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以网络版（含

专利信息数据库、数据保护信息库、市场独占期数据库和审评审批/核查/检验报告数据库）

形式发布并实时更新，每年年末发布年度电子版以便公众下载查询。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7570.html 

 

3、总局办公厅公开征求《关于进口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

见稿）》意见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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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字〔2017〕42 号），优化审评审批程序，提高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审评审批

质量与效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关于进口药品注册审评

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18 年 3 月 2 日前，

将意见反馈至电子邮箱 zhoumd@cde.org.cn。 

附件：关于进口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关于进口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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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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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字〔2017〕42 号），优化审评审批程序，提高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审评审批

质量与效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取消进口药品再注册核档程序，并针对《进口

药品注册证》《医药产品注册证》实施新的编号模式。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受理后，全部资料转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审评审批。 

二、已受理的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包括进口再注册核档意见为无需质量标准复核的注

册申请，统一转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进行审评审批。 

三、《进口药品注册证》《医药产品注册证》实施新的编号模式： 

（一）进口药品再注册批准后，原注册证收回注销，核发新的《进口药品注册证》或《医

药产品注册证》（以下简称核发新证）。其注册证号保持原注册证号，不再重新编号，注册证

有效期为自批准之日起 5 年有效。每个注册证仅收载 1 个规格，并最多收载 2 个包装规格。 

（二）进口药品分包装用大包装再注册批准后，原注册证收回注销，核发新证。其注册

证号保持原注册证号，不再重新编号，注册证有效期与小包装规格的注册证有效期相同。并

在备注项注明专供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分包装用的内容。 

（三）改变产地（实际地址变更）的补充申请批准后，原注册证收回注销，核发新证。

其注册证号保持原注册证号，不再重新编号，注册证有效期为自批准之日起 5 年有效。 

（四）对于增加规格的补充申请批准后，核发新证。其注册证号按批准时所在年份的顺

序重新编号，注册证有效期限仍为原注册证的有效期。 

（五）对于增加包装规格和分包装用大包装规格的补充申请批准后，核发新证。其注册

证号按批准时所在年份的顺序重新编号，注册证有效期限仍为原包装规格注册证的有效期。 

（六）变更公司和生产厂名称、地址名称（生产厂实际生产地址不变）、变更包装规格

以及变更药品名称等的补充申请批准后，原注册证收回注销，核发新证。其注册证号保持原

注册证号，不再重新编号，注册证有效期限仍为原注册证的有效期。 

（七）其他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批的补充申请事项，一律以《药品补充申请

批件》的形式批准，不核发新证。 

（八）进口药品在中国国内分包装的补充申请（非首次申请）批准后，以《药品补充申

请批件》的形式批准，药品批准文号保持原药品批准文号。 

四、对本公告中未涉及的事项，仍按照现有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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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http://www.sda.gov.cn/WS01/CL0778/224857.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4、32 种国产医疗器械获政策扶持 

1 月 31 日，工信部发布了新的国产装备扶持目录，也即《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

广应用指导目录（2017 年版）》。 

赛柏蓝器械注意到，与 2016年版的扶持目录相比，2017年版的扶持目录有了很大变化，

一些细分领域的医疗器械产品被移出扶持目录，还有一些则被新增进去了。与此同时，目录

内医疗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也都变了，对相关企业和产品的要求更高。 

扶持国产医疗器械，力度更大了 

首台（套）推广应用是国家推出的扶持国产一大举措，目的就是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做强中国装备。 

该政策专项针对首次进入市场推广阶段的重大技术装备产品。企业产品符合目录要求，

经认定为首台套产品，能享受到国家和地方财政的保费补贴、推广奖励资金、政府优先采购、

增值税即征即退等各种优惠福利政策。 

对创新型医疗器械企业和产品来说，这一政策可谓量身定做，极大利好于其走向市场。

业内就有企业产品进入目录，成功卖到大三甲，也有企业拿到不少补贴，增收效应显着。 

自首台套政策出炉以来，截至目前，工信部一共推出了 4 个版本的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分别是 2015 年版、2015 年第二版、2016 年版、2017 年版。 

每一个版本的目录清单都不同，后一个版本发布，前一个版本同时废止。 

对比下 4 个版本目录的医疗专用装备产品清单，会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纳入目录的医

疗器械产品数量也越来越多。 

2015 年版纳入目录的尚只有 8 种医疗装备产品，2015 年第二版增加到 11 种，2016 年

版增加到 21 种，2017 年版则又增加到了 32 种。 

2018 年，共有 32 种国产医疗装备将直接受益于首台套政策，力度远超往年；一些细分

领域也首次有产品纳入进去。这也可以看出，国家对国产医疗器械走向市场、走进医院的扶

持力度，是越来越大的。 

不过，与此同时，国家对一些首台套产品的认定标准也越来越高了。 

比如，超导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这个产品，最早的技术指标要求“谱仪及射频系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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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8 通道”，之后增加到“≥16 通道”，最新则又增加了“零液氦挥发；梯度场强≥33mT/m，

梯度切换率≥125T/m/s”的要求。 

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最早的技术指标要求“检验速率≥1600 次/h；试剂位≥60；最

小加样量 2μl；波长数≥10 个吸光度线性范围≥2.5A”，最新则要求“检测速度≥2000T/h；

试剂位≥100 个，具备在线装载功能；最小反应体积≤100μL；选择波长数≥12 个；吸光

度线性范围 0～3.5Abs；温控装置：波动±0.2℃”。 

2018 年度，首台套产品的认定标准，变动不小。这也将直接影响到业内企业的利益。 

原文出处：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7037.html 

 

5、总局发布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等 4 项注册技术

审查指导原则的通告 

为加强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进一步提高注册审查质量，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了《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基因检测试剂（PCR 法）注册

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抗人球蛋白

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现予发

布。 

特此通告。 

附件：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基因检测试剂（PCR 法）注册技术审查指导

原则 

2.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3.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4.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以下简称为 EGFR）突变基因检测试剂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

审评部门对注册申报资料的技术审评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针对 EGFR 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的一般要求，申请人应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

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具体阐述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依据产品的具体

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是对申请人和审查人员的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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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可以采用，但需要详

细阐明理由，并对其科学合理性进行验证，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相关人员应在

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准的不

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整。 

原文出处：http://www.sda.gov.cn/WS01/CL2039/225343.html 

 

五、科研进展 

1、Cell Rep：microRNA 可以帮助治疗癌症和哮喘！ 

一个可以调节炎症的 microRNA 可能可以用于治疗像哮喘和癌症的这类炎性疾病，相关

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Cell Reports》上。 

这个 microRNA 是 miR-223，在引起炎症的中性粒细胞中高表达。当它们正常工作时，

这些血细胞可以帮助人体对抗感染，但是有时候它们也会损伤人体组织，造成慢性炎症和疾

病。 

为了揭示 miR-223 与炎症之间的关系，一个普渡大学的研究团队创造了一种完全缺失

miR-223 的斑马鱼，然后他们切除了它的一小块鳍。 

 “炎症真的很强烈。”普渡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该研究通讯作者 Qing Deng 说道。“中

性粒细胞聚集在伤口附近，并且不断有新的细胞过来。这与文献结果相似，但是我们想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大量的基因表达分析把他们引向了 NF-kB 通路，NF-kB 是一个几乎所有动物细胞中都存

在的调节炎症和细胞增殖的蛋白复合物。这个通路的激活水平增强是炎症水平升高的原因，

尽管炎症只限于上皮组织深层（基底层）。这意味着任何治疗药物都需要到达基底层才能发

挥作用。 

相同的信号通路在人气道上皮细胞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根据已有研究，这对哮喘发展是

很关键的。MiR-223 可以抑制这个信号通路，这意味着增加上皮细胞 miR-223 的表达水平可

以控制炎性疾病。“我们还没有进行人体实验，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很有前景的。”Deng 说道。

“除了使用类固醇驱使免疫细胞，这个 microRNA 也许也有效。” 

原文出处：Qing Deng et al. MicroRNA-223 Suppresses the Canonical NF-κB Pathwa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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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al Keratinocytes to Dampen Neutrophilic Inflammation. Cell Reports, 2018; 22 (7): 1810 DOI: 

10.1016/j.celrep.2018.01.058 

 

2、CCR：突破！新型 NK 细胞免疫疗法可有效治疗多种白血病！ 

来自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基于 NK 细胞的免疫疗法用于

治疗耐药性白血病。这项发表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上的新研究表明这种疗法对几种

白血病都有效。 

NK 细胞是一类白细胞，由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于 1970s 发现，可以识别并杀伤癌细胞。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 NK 细胞的生物学特征以及其识别癌细胞的能力。而关于刺

激免疫系统对抗癌症的免疫治疗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基于 NK 细胞的免疫疗法还没有

太多研究。 

来自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 16 名患耐药性白血病——包括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MDS）、急性髓性白血病（AML）或者处于 MDS/AML 转变期——的病人身上测试了基于

NK 细胞的免疫疗法。这些病人接受了从相关供体获得的活化 NK 细胞的治疗。 

其中 6 个病人对该疗法产生了反应，甚至有人完全消退，变成无症状状态。这 6 个病人

中有 5 人已经好转到可以接受治愈性干细胞移植的状态，而在接受 NK 细胞免疫治疗之前他

们无法接受这种疗法。其中 3 人已经存活超过 3 年，1 人超过 5 年。同时回输 NK 细胞治疗

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副反应。 

 “我们的结果显示患有 MDS、AML 或者 MDS/AML 的病人可以接受基于 NK 细胞的免

疫治疗，同时这种疗法高度有效。”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医学系 Hans-Gustaf Ljunggren 教授说

道，他与 Karl-Johan Malmberg 教授一起启动并领导了这项研究。 

 “这些结果为新的临床研究带来了新方法，同时这项研究对于进一步改善优化下一代

NK 细胞免疫疗法带来了新希望。”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专科医生 Andreas Björklund 说道，

他负责使用该方法治疗这些病人。 

原文出处：Karl-Johan Malmberg et al.Complete Remission with Reduction of High-risk 

Clones following Haploidentical NK Cell Therapy against MDS and AML.Clin Cancer Res 

February 14 2018 DOI:10.1158/1078-0432.CCR-17-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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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t Commun：突破！新研究发现五个与胰腺癌风险相关的新基因突变 

在一项迄今为止最大的胰腺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Kimmel 

癌症中心、国立癌症研究所及全世界其他 80 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起发现了人类基因组中

5 个新区域的突变也许可能增加胰腺癌的风险。 

这项新发现使人类朝着了解导致胰腺癌风险的全部基因突变迈出了一大步。这是很重要

的，因为更深入地了解胰腺癌的发生过程将有助于开发出更多靶向治疗以及早期筛查方法。

胰腺癌是美国、欧洲最大的癌症相关死亡因素之一，据估计到 2020 年每年将有 150000 人

因为胰腺癌死亡。 

这些新发现的基因突变位于人 1、7、8、17、18 号染色体，基因组中每存在这样一个拷

贝将把胰腺癌的风险提高 15-25%，该研究领导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ol Goldman 胰腺癌研

究中心成员 Alison Klein 博士说道。该研究小组此前曾报道了 13 个基因区域的 17 个突变。 

这项发现于近日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包含了来自欧洲的 9040 名胰腺癌患

者和 12946 名健康人的遗传信息，研究人员分析了 21536 人体内的超过 1.13 亿个基因突变。 

 “在个体水平，携带这些基因突变中的一个无法很好的预测癌症，因为它们与癌症风

险的相关性不强，但是当把这些数据总结在一起时，它们就会展现出胰腺癌发展的全貌。”

肿瘤学、病理学及流行病学教授 Klein 说道。 

Klein 说道，这些新的基因突变之一在 NOC2L 对应的基因中发现，NOC2L 是一个可以直

接结合癌基因 p53 的蛋白，而 p53 是胰腺癌的主要致癌基因。它还可以结合另一个抑癌基

因 p63，而此前研究中 Klein 及其同事发现 p63 突变与胰腺癌风险增加有关。HNF4G 和 HNF1B

（肝细胞生长因子）基因中的突变也在调节胰腺及癌症发展中发挥作用。HNF1B 的突变也与

年轻人的成年型糖尿病有关，这是一种家族遗传性糖尿病，一般会在 25 岁之前发作。 

其他的基因突变靠近 GRP 基因，该基因涉及胃肠道荷尔蒙释放；以及 TNS3 附近，涉及

调节细胞粘附和迁移，可能与转移相关。 

胰腺癌是造成美国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诱因、欧洲第五大诱因。尽管死亡率较高，但

是这种癌症的发病率相对较低，美国每年约有 55000 例新发病例，因此需要类似的大规模合

作研究得到有用的数据。 

接下来的研究将深入探索胰腺癌的遗传学，Klein 说道：“目前仍然还有很多关于胰腺癌

风险的遗传因素是我们未知的。” 

原文出处：Alison P. Klein et al. Genome-wide meta-analysis identifies fiv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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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ceptibility loci for pancreatic cancer,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8). DOI: 

10.1038/s41467-018-02942-5 

 

4、Angew Chem：突破！会动的纳米马达让 CRISPR-Cas-9 钻进癌细胞心窝进

行基因编辑！ 

在癌症研究领域，“Cas-9–sgRNA”复合物是一种有效的基因编辑工具，但是其穿过细

胞膜接触肿瘤细胞基因组的能力非常低。来自美国和丹麦的科学家们现在开发了一种可以运

动的纳米马达，可以有效输送并释放这种基因魔剪系统。在这篇发表于《Angewandte Chemie》

的文章中，研究人员详细描述了他们开发的超声驱动的纳米马达。 

基因工程是一种有潜力的癌症治疗手段，在适应性细菌免疫防御系统“CRISPR”发现之

后经历了蓬勃的发展。目前用于基因编辑的工程化 CRISPR 系统包含两个组分：一个单链引

导 RNA（sgRNA）和 Cas-9 核酸酶,其中 sgRNA 可以引导 Cas-9 核酸酶结合特异的基因序列，

随后核酸酶发挥其基因编辑功能。然而输送这个庞大的基因编辑系统进入细胞存在一定问题。

该研究通讯作者 Liangfang Zhang 和 Joseph Wang 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他们

及其同事现在开发出了一种超声驱动的纳米线，可以主动将 Cas9–sgRNA 复合物运输穿过细

胞膜进入细胞。 

金纳米线可以被动穿过细胞膜，但是由于它们的特殊不对称形状，超声可以促使它们主

动运动。“金纳米线马达的不对称形状对于超声驱动是必不可少的。”作者强调道。他们把该

纳米马达与 Cas9–sgRNA 复合物通过硫键结合在一起。这些可还原的化学键在肿瘤细胞内具

有优势，它们可以被癌细胞内丰富的天然还原性物质谷胱甘肽打断，这就促使 Cas9–sgRNA

复合物被释放进入细胞核发挥作用，如敲除基因。 

作为一个测试实验，研究人员检测了表达绿色荧光蛋白的黑素瘤细胞 B16F10 中的荧光

强度变化。他采用超声对细胞处理 5 分钟，这可以加速携带 Cas9–sgRNA 复合物的纳米马达

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他们发现他们的 Cas9–sgRNA 复合物可以在很低浓度下有效抑制荧光

蛋白的表达。 

因此，有效使用超声驱动的纳米马达作为主动运输工具以及需要的编辑工具浓度极低使

该研究极具魅力。同时这个系统还非常简单，仅包含很少地、容易制备的组分，这也是该研

究的一大亮点。 

原文出处：Joseph Wang et al.Active delivery of Cas9-sgRNA complex in the cell by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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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ound-propelled nanomotors.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DOI: 

10.1002/anie.201713082 

 

5、Anticancer Res：研究发现治疗成神经细胞瘤的新靶点 

成神经细胞瘤是一种起始于脑外神经组织的肿瘤，是儿童第三常见的肿瘤，引起约 15%

的儿科肿瘤相关死亡。 

去乙酰化酶（SIRTs）是一类在代谢、衰老和基因稳定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蛋白，此前研

究已经发现该类蛋白与多种癌症相关，但是该类蛋白与成神经细胞瘤的关系并无研究。 

Dai Chung 博士及其同事发现一类非特异性 SIRT 抑制剂可以延缓培养的成神经细胞瘤细

胞的生长速度，并诱导形成神经元分化成熟过程中伴随的神经突触样结构。通过基因工程敲

除特殊的 SIRTs 后，研究人员发现 SIRT6 可以促进成神经细胞瘤细胞生长并抑制其分化。在

分化的人成神经细胞瘤组织以及使用维甲酸诱导分化的成神经细胞瘤细胞中，SIRT6 的表达

水平均降低。 

这项发现于近日发表在《Anticancer Research》上，该研究强调了 SIRT6 在成神经细胞瘤

中的致癌性，同时表明 SIRT6 是治疗成神经细胞瘤的一个新靶标。 

原文出处： DAI H. CHUNG et al.Inhibition of Sirtuin 6 Induces Neuroblastoma 

Differentiation.Anticancer Research February 2018 vol. 38 no. 2 

647-654.DIO:10.21873/anticanres.12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