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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学部  
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简报  
前沿专题国际研习会  • 第 1 次  

 

学部工作局学术与文化处 
《中国科学》杂志社                       2017 年 6 月 13 日 
 

“癌症研究前沿”论坛综述 

     2017 年 3 月 5 日，“癌症研究前沿”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学术与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 生命

科学》(SCLS)和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BIS)共同主办，清华大学医学院、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MDACC)和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承办。共有 12 位来自国内外权威癌症研究机构和

高等院校的知名学者受邀作报告，内容涵盖了当前癌症研究最前沿的

发现与发展方向。论坛吸引了来自京内外 10 余所高校、医疗和科研机

构的近 400 名一线研究人员和学生参加。 

    一、论坛背景及简介 

CBIS 成立于 1998 年，最初命名为“吴瑞协会”，以表彰康奈尔大

学教授吴瑞在促进中美生命科学交流中作出的杰出贡献。CBIS 中聚集

了众多关心国内生命科学发展的优秀华人生物学家，在国内外生物学

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 

2016 年 1 月，SCLS 与 CBIS 正式开始合作办刊，双方致力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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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共同的努力，推进 SCLS 的国际化进程，提升刊物影响力。作为合

作办刊的重要内容之一，SCLS 与 CBIS 计划围绕生命科学前沿热点问

题，举办系列高端学术研讨会，即“SCLS-CBIS Joint Life Science 

Research Workshop”（SCLS-CBIS 生命科学研讨会），为国内外科研工

作者提供一个交流新发现、讨论新方法、寻求未来合作的有利平台，

促进国内生命科学发展。此举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学术与出版工作

委员会的大力支持，该系列研讨会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与技术前

沿论坛”的组成部分，每年将举办 1～2 次。 

2017年 3月 5日，SCLS-CBIS生命科学研讨会第一次会议——“癌

症研究前沿”顺利召开。开幕式上，SCLS 海外编委、MDACC 李磊

教授代表组委会致开幕辞，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董晨教授作为东道主

致欢迎辞，SCLS 副主编、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曹晓风教授

受王大成主编委托，介绍了 SCLS 的发展历程、刊物特点以及与 CBIS

合作办刊的情况，并呼吁广大科研人员支持 SCLS 的发展。 

论坛上，12 位学者的学术报告内容涵盖了癌症疗法创新、癌细胞

中的 DNA 损伤修复、癌细胞中的信号通路改变、肿瘤转移机制、针

对特定癌症的攻坚工程，以及肿瘤蛋白质组学研究等方面。其中，

MDACC 的洪明奇教授作了题为“Marker-guided combination therapy of 

PARP inhibitors and development of immuno checkpoint therapy”的主旨

报告。12 个学术报告分 4 个部分展开，分别由清华大学医学院林欣教

授以及陈晔光教授、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癌症中心及哈佛医学院的邹力

教授和 MDACC 的王鲁华教授主持。 

    二、论坛主题报告 

   （一）肿瘤疗法创新 

从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现有肿瘤疗法的局限出发，MDACC 的

洪明奇教授和 Cullen M.Taniguchi 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各自实验室近

期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将可能对现有癌症疗法进行创新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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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补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存机会。 

    1.对 PARP 抑制疗法的改进 

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突变是乳腺癌、卵巢癌等多种癌症的高危

因素。BRCA1 和 BRCA2 蛋白在正常细胞中的 DNA 双链断裂修复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突变会导致细胞内 DNA 复制异常并提高肿瘤

发生的可能性。 

既有研究显示，BRCA 基因突变的癌细胞对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

合酶(PARP)抑制剂敏感，使用 PARP 抑制剂会抑制 BRCA 突变癌细胞

的生长。与 BRCA1，BRCA2 一样，PARP 在细胞内 DNA 损伤修复中

扮演重要角色。在 BRCA 突变的癌细胞中抑制 PARP，会使细胞进一

步丧失维持 DNA 正确结构的能力。2014 年 12 月 19 日，阿斯利康公

司研制的 PARP 抑制剂新药奥拉帕尼(Olaparib)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审批，应用于卵巢癌晚期患者。然而，并非所有 BRCA

突变的癌细胞均对 PARP 抑制剂敏感。 

洪明奇教授研究组发现，酪氨酸激酶 c-Met可以对 PARP中Tyr907

位点进行磷酸化修饰，被修饰后的 PARP 酶学活性提高、与 PARP 抑

制剂的结合能力降低。进一步研究显示，c-Met 表达量较高的 BRCA

突变癌细胞往往对 PARP 抑制剂疗法不敏感。由此，洪明奇教授研究

组提出，c-Met 抑制剂与 PARP 抑制剂联合使用，可以提高 PARP 抑制

疗法的有效率。c-Met 抑制剂可以抑制 c-Met 对 PARP 的磷酸化修饰，

进而提高 PARP 抑制剂与 PARP 的结合，提高 PARP 抑制疗法的有效

性。在小鼠荷瘤模型中，联合疗法对 PARP 抑制疗法有效率的提高已

经得到验证。 

    2.免疫检查点疗法的新发展 

程序性死亡受体 1(PD-1)是 T 细胞表面的一种重要免疫抑制分子，

当 PD-1 与肿瘤细胞表面的配体 PD-L1 发生相互作用，T 细胞的抗肿

瘤免疫功能将被抑制。因此，多种 PD-1 抑制剂已经作为重要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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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检查点疗法药物投入市场。 

洪明奇教授研究组发现在基底细胞样乳腺癌(BLBC)细胞中，糖原

合酶激酶 3β (GSK3β)可以与 PD-L1 结合并对其进行磷酸化修饰，在被

磷酸化修饰后，PD-L1 将被泛素连接酶 β-TrCP 泛素化，并被蛋白酶体

降解。但是，如果 PD-L1 的 N192，N200 和 N219 位点被糖基化，GSK3β

则无法与糖基化的 PD-L1 结合并使其降解。在此过程中，糖基化和磷

酸化对 PD-L1 的泛素化降解起调控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表皮生长因子(EGF)可以抑制 GSK3β 的活性，

从而使 PD-L1 逃离被磷酸化和被降解的命运。因而，在 BLBC 细胞中

通过 EGF 抑制剂抑制 EGF 的活性，可以提高 PD-L1 的降解水平、降

低 BLBC 细胞中的 PD-L1 水平，从而提高 PD-1 抑制剂疗法的有效性。

在小鼠模型中，EGF 抑制剂对 PD-1 抑制剂疗法有效性的提升已经得

到了证实。这一方法将可能提高 BLBC 及其他癌症的免疫检查点疗法

有效性。 

除此之外，洪明奇教授研究组正与 StCube 制药公司合作生产糖基

化 PD-L1 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他们希望这种单克隆抗体可以特异性

地针对被糖基化、因而不会被前述蛋白酶体通路降解的 PD-L1 蛋白，

从而有效降低癌细胞中活性 PD-L1 水平，使 T 细胞不会因 PD-1 与

PD-L1 的结合而丧失免疫活性，并对癌细胞展开有效的免疫清除。目

前，糖基化 PD-L1 单克隆抗体的抗癌效果在动物模型中的验证正在展

开。 

    3.胰腺癌放疗方法改进 

胰腺癌是一种高致死性、极难治疗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大多数

癌症种类的死亡人数都随医学的发展而稳步下降，但胰腺癌的死亡人

数却持续上升。手术治疗是胰腺癌唯一可能的根治手段，但临床中只

有 10%～15%的患者适于手术治疗。大多数患者只能通过放疗、化疗

等手段进行治疗，但胰腺癌对于放、化疗的敏感性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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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疗为例，只有 60 Gy 以上剂量的放疗才能有效杀伤胰腺癌细

胞，但与胰腺相邻的人体消化道组织能够抵抗的最高放疗剂量只有

50.4 Gy。如果放疗剂量超过 50.4 Gy，患者的正常消化道组织将遭受

不可逆转的坏死，危及患者生命。因此，临床上胰腺癌患者的放疗剂

量被严格控制为 50.4 Gy，但这一剂量对胰腺癌细胞的杀伤效果微乎其

微。 

Cullen M.Taniguchi 教授报告指出，脯氨酰羟化酶 EGLN 家族蛋白

是调控消化道细胞对放射线应答的重要分子。EGLN 抑制剂 FG-4592

可以显著提高正常消化道细胞对放疗的耐受能力，从而使提高放疗剂

量以有效对抗胰腺癌成为可能。在小鼠模型中的实验显示，FG-4592

与高剂量放疗(75 Gy)联用可以有效提高胰腺癌小鼠的生存率、使胰腺

癌肿瘤体积显著缩小、消化道出血率显著下降，治疗有效率接近 100%。

研究同时显示，FG-4592 可以同时提高消化道组织对化疗药物 5-FU 的

耐受能力。因此，EGLN 抑制剂有望为胰腺癌的放、化疗临床实践带

来全新的希望。 

   （二）肿瘤细胞中的 DNA 损伤修复 

肿瘤细胞中经常出现 DNA 损伤压力增强、DNA 损伤修复途径异

常等现象，研究肿瘤细胞中的 DNA 损伤修复途径对厘清肿瘤发生机

制、寻找肿瘤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论坛中，陈俊杰教授

(MDACC)、李磊教授、邹力教授和李国民教授(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

中心、清华大学医学院)的报告内容均与肿瘤中的 DNA 损伤修复相关。 

    1. ETAA1 参与 DNA 损伤识别并激活 ATR 修复通路 

DNA 双链断裂损伤或复制叉受阻时，复制蛋白 A(RPA)会识别并

结合于暴露的单链 DNA，RPA 招募 DNA 拓扑异构酶Ⅱβ 结合蛋白

1(TOPBP1)并进一步激活下游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症 Rad3 相关激

酶(ATR)通路，以实施 DNA 损伤修复过程。 

陈俊杰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一条与 TOPBP1 通路相互独立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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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在此途径中，尤文氏瘤相关抗原 1(ETAA1)可以被 RPA 招募至

DNA 损伤处并激活下游 ATR 通路。ETAA1 包含两个 RPA 结合结构域

和一个 ATR 激活结构域，这两组结构域可分别实现与 RPA 结合和激

活 ATR 的功能。实验结果还显示，结合 ETAA1 的 RPA 与识别 TOPBP1

的 RPA 是不同亚型，即两条途径相互独立。 

除上述工作外，陈俊杰教授研究组正试图通过磷酸化蛋白质组学

方法，寻找 ATR 通路下游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 1(CHK1)的磷酸化底

物，获取 DNA 双链断裂损伤修复通路的更完整途径。 

    2. 范可尼贫血症中的 DNA 损伤修复异常 

范可尼贫血症(FA)是一种罕见的隐性遗传病，患者具有先天性躯

体发育异常、全血细胞减少、高度癌症易感性等特征。李磊教授在报

告中介绍了 FA患者体内DNA损伤修复异常导致全血细胞减少的具体

机制。 

已有研究显示，FA 患者细胞内，对 DNA 交联损伤的修复能力降

低，即 FA 通路在 DNA 损伤修复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小鼠 FA 模型中，

对造血干细胞进行化学诱导，促使其分化为单核细胞的过程中，会发

生明显的血细胞凋亡、细胞内 DNA 损伤水平提高等现象，但类似现

象不会出现于不处于分化过程中的造血干细胞中。经过进一步研究，

李磊教授研究组认为造血干细胞分化过程中，细胞转录组发生改变，

其中的去甲基化过程产生可以损伤 DNA 的甲醛等醛类分子，从而提

高细胞中的 DNA 损伤压力。在 FA 患者细胞中，突变导致 FA 通路修

复DNA损伤能力下降，无法应对细胞分化产生的额外DNA损伤压力，

因而产生细胞内 DNA 损伤水平升高、血细胞凋亡等现象，导致患者

全血细胞减少症状的发生。 

    3. APOBEC 异常表达的肿瘤细胞对 ATR 抑制敏感 

载脂蛋白B mRNA编辑酶 3家族蛋白(APOBEC3)可以将单链核酸

中的胞嘧啶脱氨基突变为尿嘧啶，它可以催化入侵人体细胞的病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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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产生突变，在机体对艾滋病病毒等多种病毒的免疫作用中扮演重要

角色。通常情况下 APOBEC3 在正常组织中不表达，但在膀胱癌、乳

腺癌、头颈癌等多种癌细胞中，都检测到了 APOBEC3 的异常表达。

在这些癌细胞中，APOBEC3 可以催化复制中的单链 DNA 产生突变，

促进肿瘤发生。 

邹力教授在报告中介绍，异常表达 APOBEC3 的肿瘤细胞中，

APOBEC3 可以催化复制叉附近的单链 DNA 产生无碱基位点，无碱基

位点的出现导致复制叉停顿，复制叉停顿又会使细胞中单链 DNA 暴

露增多、为 APOBEC 提供更多的催化底物，形成恶性循环。肿瘤细胞

中，APOBEC3 表达可以激活执行 DNA 损伤修复功能的 ATR 通路，

ATR 通路活性可以破坏上述恶性循环。在异常表达 APOBEC3 的肿瘤

细胞中抑制 ATR 活性，则使上述恶性循环得以持续，最终由细胞内

DNA 损伤过载从而引发复制灾难(replication catastrophe)。对于没有

APOBEC3 异常表达的癌细胞，抑制 ATR 通路不会引发上述效果。因

此，对于 APOBEC3 异常表达的癌症病例，ATR 靶向抑制疗法可能起

到定向清除肿瘤细胞的抗癌效果。 

    4. 组蛋白点突变因阻碍错配修复而致癌 

MutSα 是由 DNA 错配修复蛋白 2(MSH2)和 DNA 错配修复蛋白

6(MSH6)组成的复合物，它可以识别 DNA 复制过程中发生的碱基错

配，并激活下游修复机制。组蛋白 H3 在将 MutSα 招募至错配位点附

近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甲基转移酶 SETD2 可以将 H3K36 位点三

磷酸化为 H3K36me3，H3K36me3 可以与 MutSα 结合，将其招募至

DNA 上并识别错配位点。已有研究证实，发生于 H3 的多个点突变可

以阻碍细胞内的 DNA 错配修复，并诱发癌症。相关突变包括

H3K36M/I，H3G34V/R 等。其中，H3K36M/I 突变直接改变了磷酸化

位点 K36，使 H3 无法被 SETD2 正确磷酸化，进而无法招募 MutSα

完成错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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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民教授在报告中则介绍了 H3G34V/R 突变体诱发肿瘤的机

制。体内和体外实验都显示，H3G34V/R突变体蛋白与 SETD2和 MSH6

的结合能力都较野生型显著下降，使 H3K36 位点难以被 SETD2 磷酸

化，MutSα 也难以被正确招募并行使错配修复功能。从 SETD2 与 H3

复合物的晶体结构(由清华大学李海涛教授课题组解析得到)中可以看

到，H3G34 位点包埋于 SETD2 与底物结合的狭窄通道内，如果将甘

氨酸突变成其他大侧链残基(如 V/R)，都会导致组蛋白 H3 不能有效进

入底物结合通道，这为 H3G34V/R 突变体与 SETD2 结合能力降低，

进而阻碍错配修复、诱发肿瘤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读。 

   （三）肿瘤细胞中的信号通路改变 

细胞可以响应胞外信号分子，通过信号通路的转导产生细胞内基

因转录或其他方面的改变。在肿瘤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几种主要的信

号通路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本次论坛上，清华大学医学院郗乔然教

授和陈晔光教授的报告与此相关。 

    1. 弥漫性原发脑桥胶质瘤中 TGF-β信号的抑癌作用 

弥漫性原发脑桥胶质瘤(DIPG)是一种罕见的多发于儿童的恶性肿

瘤。超过 25%的 DIPG 中，以组蛋白点突变 H3K27M 为代表的标志性

突变可以激活细胞中激活素 A 受体 I(Acvr1)，并进一步激活转化生长

因子 β(TGF-β)信号通路。通常认为，H3K27M 突变会降低组蛋白三磷

酸化 H3K27me3 的水平，而这一水平的降低可以导致 DIPG 的发生。 

郗乔然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 DIPG 模式细胞系对 TGF-β 信号的响

应情况。实验结果显示，一方面，TGF-β 信号可以稳定模式细胞系中

的 p53、提高 p21 转录水平，通过激活 p53 通路起到抑癌作用。另一

方面，TGF-β 信号可以提高模式细胞系中组蛋白 H3K27me3 三磷酸化

水平，而 TGF-β 下游的染色质阅读器可以识别 H3K27me3 并帮助

TGF-β 下游转录因子 Smad 启动效应基因的转录。上述结果将 TGF-β

信号通路与表观遗传修饰联系起来，使 TGF-β 通路更加完善，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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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 DIPG 中 TGF-β 信号的抑癌作用及 H3K27M 的致癌机理。 

    2. 乳腺癌中 TGF-β信号由抑癌向促癌的功能转变 

在乳腺癌发生初期，TGF-β 信号主要通过下游 Smad2 蛋白抑制细

胞增殖，起到抑制癌症发生的作用；但在乳腺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TGF-β 信号则可以通过下游 Smad3 蛋白提高癌细胞迁移能力，促进癌

症转移，起到促癌作用。陈晔光教授在报告中介绍，这一转变过程是

由TGF-β信号通路与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2/EGFR)信号通路的

交互作用所决定的。 

在乳腺癌发展过程中，HER2/EGFR 信号被激活，且激活程度随

肿瘤发展阶段的前进而升高。在小鼠模型中的实验结果显示，乳腺癌

细胞中的 HER2/EGFR 信号可以对 TGF-β 信号的效果产生两方面影

响：一方面，HER2/EGFR 信号可以抑制 TGF-β 信号的增殖抑制效果；

另一方面，HER2/EGFR 信号对于 TGF-β 信号促进癌细胞迁移的能力

是必需的。因此，乳腺癌细胞中 HER2/EGFR 信号通路的激活可以对

TGF-β 信号通路产生影响，从而实现 TGF-β 信号由抑癌向促癌的功能

转变。 

进一步研究显示，HER2/EGFR 信号的激活可以对 TGF-β 信号通

路下游 Smad3 蛋白的特定位点(S208)进行磷酸化修饰，而这一修饰对

于 Smad3(而非 Smad2)在细胞核中富集、激活效应基因转录是必需的。

在 TGF-β 信号通路下游效应基因中，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主要由

Smad2 激活，而促进细胞迁移、促进细胞由上皮细胞向间充质细胞转

化的基因主要由 Smad3 激活。因此，HER2/EGFR 信号对 Smad3 的激

活作用可以使 TGF-β 信号通路的效果由抑癌向致癌转化。 

    （四）肿瘤转移机制 

肿瘤转移是多种癌症难以根治并危及人类生命的首要原因，肿瘤

转移过程伴随着肿瘤细胞迁移并适应新组织内环境等多个过程。本次

论坛中，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张翔教授和清华大学医学院的王栋教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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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报告中与大家探讨了肿瘤转移机制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1. 乳腺癌骨转移机制探究 

乳腺癌手术切除后，常因骨转移、脑转移、肺转移等复发并危及

患者生命，其中最早出现的常为骨转移。张翔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使

用新技术对乳腺癌骨转移机制的研究成果，从细胞水平揭示了早期的

乳腺癌细胞微小骨转移是如何在骨组织中发展为显性转移的。 

利用髂内动脉注射技术(IIAI)将癌细胞注射入小鼠体内，可以构建

出乳腺癌骨转移模型，并实现对骨组织中癌细胞的动态观测。结果显

示，进入骨组织的零星乳腺癌细胞常位于成骨细胞所处生理位置。成

骨细胞与乳腺癌细胞之间形成由钙黏着蛋白介导的细胞间连接，这种

连接可以激活乳腺癌细胞中的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

通路，从而促进癌细胞的增殖，使微小骨转移发展成显性骨转移、造

成后续骨细胞大量死亡等病理效应。 

使用冷冻电子显微镜细胞成像技术，乳腺癌细胞与成骨细胞之间

相互连接的形态细节得到了确认。乳腺癌细胞可以向外伸出头部膨大

的细长结构(气球状结构)，通过该结构找到成骨细胞并与其建立细胞

间连接，实现上述癌细胞中的 mTOR 信号通路激活。 

目前，张翔教授研究组还建立了基于 IIAI 技术的药物发现平台，

并致力于透明骨组织技术的开发。 

    2. 抑制乳腺癌肺转移的药物研发 

癌症死亡病例中，有超过 90%的患者死于癌症转移。但由于缺少

能够忠实还原癌症转移过程的体外药物筛选平台，目前的临床抗癌药

物中还几乎没有专门抑制癌症转移的药物出现。王栋教授注意到，发

生转移后的癌细胞会在基因表达谱上与转移前有所差别，如果一种药

物分子能够逆转这种转移过程中产生的表达谱改变，它就很可能可以

抑制转移过程的发生，成为潜在的抗转移药物。基于上述思想，王栋

教授研究组搭建了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高通量筛选(HTS2)平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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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平台，王栋教授研究组从约 9000 个分子中筛选出了能够抑制乳腺

癌肺转移的分子 RSC006。在乳腺癌肺转移后表达水平提高的 18 个基

因中，RSC006 能够逆转其中 6 个基因的表达，后续的体外和动物模

型实验也证明 RSC006 确实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在转移过程中的形态

改变和迁移能力增强。RSC006 的实例说明，HTS2技术平台可能可以

为其他癌症种类的抗转移药物筛选提供帮助。 

除此之外，王栋教授还在报告中介绍了普纳替尼(Ponatinib)抑制乳

腺癌肺转移的机制。普纳替尼是一种应用于多种白血病的临床抗癌药

物，是一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研究显示，普纳替尼可以抑制细胞外

调节蛋白激酶(ERK)通路。而 ERK 通路下游的转录因子 c-Jun 可以激

活多个与乳腺癌肺转移相关基因的表达。因此，通过抑制 ERK 通路，

普纳替尼可能成为一种抑制乳腺癌肺转移的临床药物。 

   （五）B 细胞淋巴瘤登月计划 

MDACC 开展了一系列癌症“登月计划”，旨在综合利用政策、资

金和实验室间合作优势，系统性地对特定癌症进行研究，在短时间内

大幅提高癌症的生存率和治愈率。王鲁华教授在论坛中介绍了其中的

“B 细胞淋巴瘤登月计划”。 

淋巴瘤是最常见的人类恶性血液疾病，其中 85%为B细胞淋巴瘤。

目前，B 细胞淋巴瘤的治愈率约为 30%，其中侵袭性 B 细胞淋巴瘤的

预后要好于惰性 B 细胞淋巴瘤。在淋巴瘤复发病例中，患者常常会对

初次发病时使用的化疗、单克隆抗体和靶向药物产生抗性，导致复发

后药物治疗无效，患者死亡率高。B 细胞淋巴瘤登月计划的目标是结

合基础研究、转化医学研究和临床试验，在 5~10 年的时间内将 B 细

胞淋巴瘤的治愈率由 30%提高到 60%，同时解决复发患者所面临的药

物抗性难题。 

登月计划包含 3 个主要核心项目。核心项目 1 致力于开发主要针

对惰性 B 淋巴瘤的靶向药物，同时减少或避免治疗过程中的化学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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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项目广泛开展针对多基因多药物的靶向药物研发和临床试验

工作，其中，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靶向抑制剂 Ibrutinib 和利妥昔

单抗注射液(Rituximab)的联合使用已经在临床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免化疗条件下，Ibrutinib-Rituximab 联合疗法的总有效率达到 100%，

治愈率高。核心项目 2 致力于发展包括 CAR-T 细胞疗法和干细胞移植

疗法在内的细胞疗法。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疗法是近年来兴

起的血液疾病疗法，在体外对患者 T 细胞进行改造后回输患者体内，

对癌细胞进行特异性免疫清除。针对 B 细胞淋巴瘤的 CAR-T 细胞疗

法进展迅速，可能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核心项目 3 专注于传统免疫疗

法，调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对抗癌细胞。除此之外，登月计划也致力

于发现新的 B 细胞淋巴瘤生物标记分子，为个性化免疫疗法的定制提

供帮助。在 5～10 年内，B 细胞淋巴瘤登月计划将有望使 B 细胞淋巴

瘤治愈率由 30%提高到 60%，死亡率由 40%下降至 10%。 

   （六）肿瘤细胞蛋白质组图谱测绘平台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 北京(凤凰中心)承担了科技部“中国人类

蛋白质组计划(CNHPP)”研究工作，对多种致死性癌症进行蛋白质组

研究。本次论坛上，凤凰中心秦钧教授介绍了 CNHPP 计划中癌症相

关子项目，弥漫型胃癌蛋白质组图谱的构建工作。 

凤凰中心拥有由 20 台质谱仪和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组成的高通

量快速功能蛋白质组研究平台，目前可以每天测序并分析 10~20 个蛋

白质组样品。依托上述高性能平台，对从 2451 个胃癌临床样品中筛选

出的 84 个高质量弥漫型胃癌(DGC)样品进行了蛋白质组分析，并由此

构建得到了包含 11470 个蛋白质、伪发现率 1%的 DGC 蛋白质组图谱。

图谱显示，在 DGC 组织中表达情况发生改变的蛋白质多为定位于细

胞外或细胞质中的信号通路上游蛋白，而非位于细胞核中的下游转录

因子。同时，DGC 蛋白质组中与正常组织相比表达情况有异的蛋白质

与 DGC 基因突变谱、DGC 转录组图谱中的异常基因并不完全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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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DGC 蛋白质组图谱出发，可以按照肿瘤样品中蛋白质表达的

差异将 DGC 划分为 3 个亚型，此分类可以对特定疗法对特定患者是

否有效以及患者的预后情况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可以为临床中的个

性化精准医疗提供帮助。其中，亚型 1 的蛋白质组与正常组织差别最

小，患者的预后情况也最好；亚型 2 蛋白质组中与 DNA 复制和细胞

周期相关的蛋白质水平异常，这些患者的肿瘤组织通常对放疗敏感；

亚型 3 蛋白质组中免疫反应相关蛋白质高表达，此类型患者的癌症组

织通常对放疗不敏感，预后最差。在具有上述临床指导意义的同时，

DGC 蛋白质组图谱的测定工作还系统性地揭示了 DGC 中信号通路的

异常。 

    三、交流和研讨 

论坛上，参会人员与报告人进行了充分的现场交流和讨论，在最

后发表主旨报告的洪明奇教授更是主动地与听众交流、鼓励学生提问。

具体讨论内容除报告中的实验细节、实验结论适用范围外，还包含了

诸多实验技术和癌症临床实践等多个方面。 

在实验技术方面，陈俊杰教授的报告引发了对磷酸化蛋白质组学

筛选底物的技术可行性的讨论；张翔教授在报告后与其他科学家交流

了 IIAI、透明骨组织等技术的最新进展；秦钧教授关于凤凰中心蛋白

质组学研究平台的介绍则激起了多位科学家的合作兴趣。 

在癌症临床实践方面，Cullen M.Taniguchi 教授回答了免疫疗法在

胰腺癌治疗中的发展现状问题；李磊教授回答了关于范可尼贫血症疗

法的问题，指出目前的主要疗法为针对贫血和继发肿瘤的对症治疗；

王鲁华教授在讨论中再次强调，B 细胞淋巴癌在临床中面临的最大难

题是癌症复发后产生的药物抗性问题，因此采用多种疗法在初次发病

时根除癌细胞是治愈 B 细胞淋巴癌的首要目标。 

 

（作者：赵维杰，《中国科学》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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