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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aGOAT模型的实际应用中，研究者会每天更新移植

患者的实验室检验数据，根据模型预测患者是高危还是低危

aGVHD，再预防性给药，以期在不提高感染率的情况下降低重

度aGVHD的发生风险。

◎本报记者 陈 曦

◎洪恒飞 姜程科 陈曼姣 本报记者 江 耘

抑癌基因抑癌基因ESEESE33可以通过抑可以通过抑

制维持肿瘤干细胞干性必须蛋白制维持肿瘤干细胞干性必须蛋白

的转录的转录，，在肿瘤恶性转化过程中在肿瘤恶性转化过程中

起到起到““刹车刹车””的作用的作用。。但是肿瘤非但是肿瘤非

常聪明常聪明，，会把抑癌基因的表达下会把抑癌基因的表达下

调调，，使得使得““刹车刹车””机制失灵机制失灵，，肿瘤细肿瘤细

胞就可以向恶性表型胞就可以向恶性表型““狂奔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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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多种新型肿瘤防治手段及药物

成功应用于临床，许多以前无药可治的癌症不再

是绝症。但“癌中之王”胰腺癌近 20年来的临床治

疗进展缓慢，确诊后的五年生存率仍仅约 10%。

日前，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郝继辉教授团队首次

发现，乏氧微环境下抑癌基因 ESE3 表达显著受

到抑制，阐明了目前胰腺癌化疗耐药的重要分子

机制，为后续筛选针对该靶点的药物指明了方

向，该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消化

道》（Gut）上。

找到让癌症“刹车”的关键靶点

据介绍，胰腺癌是一种起源于胰腺导管上皮

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病率与病死率逐年攀

升，预计到 2030 年其病死率将升至肿瘤死因的第

二位，形势十分严峻。

胰腺癌病死率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源于现

有的治疗手段对胰腺癌“束手无策”。胰腺癌是一

种高度纤维化的“硬癌”，在肿瘤内部形成的重度

乏氧微环境和免疫抑制微环境，激活了复杂的癌

症分子调控网络，从而导致胰腺癌对目前的靶向

治疗、免疫治疗等新型疗法及药物极度耐受，因此

胰腺癌大多数临床试验均告失败，治疗陷入困境。

郝继辉教授团队针对胰腺癌特征性的乏氧和

免疫抑制微环境开展了一系列深入探索，其中包

括对乏氧微环境下，胰腺癌肿瘤干细胞以及肿瘤

间质与实质相互作用的研究。

胰腺癌肿瘤干细胞就像是肿瘤的“种子”，是

造成肿瘤发生、复发和转移的根源。胰腺癌肿瘤

微环境中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与肿瘤干细胞之

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可以维持肿瘤干细胞的

活跃及自我更新能力；同时，胰腺癌肿瘤干细胞能

够重塑肿瘤间质微环境。因此肿瘤微环境对肿瘤

干细胞的影响、肿瘤干细胞对微环境的塑造作用

是胰腺癌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

郝继辉教授团队通过对胰腺癌组织的高通量

测序分析，首次发现乏氧微环境下抑癌基因 ESE3

表达受到显著抑制，其对胰腺癌肿瘤干细胞的经

典转录因子 Nanog、Oct4、Sox2和 Sox9的转录抑制

作用遭到了破坏，从而促进胰腺癌细胞的干性能

力，进而诱导胰腺癌的化疗耐药。

郝继辉解释：“抑癌基因 ESE3 可以通过抑制

维持肿瘤干细胞干性必须蛋白的转录，在肿瘤恶

性转化过程中起到‘刹车’的作用。但是肿瘤非常

聪明，会把抑癌基因的表达下调，使得‘刹车’机制

失灵，肿瘤细胞就可以向恶性表型‘狂奔’。”

同时，胰腺癌肿瘤干细胞的状态很特殊，上面

有很多分子泵，当化疗药物进入肿瘤干细胞后，就

被这些分子泵泵出来。胰腺癌肿瘤干细胞本身对

化疗药物并不敏感，对一般的化疗药物都不响应，

因此化疗药物很难杀死这些肿瘤“种子”。化疗过

后，虽然肿瘤细胞都被杀死了，但是由于“种子”依

然存在，因此很容易“春风吹又生”，胰腺癌复发后

的肿瘤就会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

筛选诱导ESE3表达药物

团队进一步研究显示，肿瘤 ESE3 低表达可影

响经典膜受体 CXCR4的表达，进而使胰腺癌细胞

易受到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的刺激，导致肿瘤干

性表型增强。因此，胰腺癌 ESE3 低表达可诱导胰

腺癌干性表型及微环境重塑，且使得胰腺癌对间

质刺激的敏感性增加，间质与实质交互作用形成

正反馈调节，加速胰腺癌恶性演进过程。研究团

队认为，上调 ESE3 表达或许能成为胰腺癌治疗的

突破点。

郝继辉解释，消灭肿瘤“种子”，就要把肿瘤

“种子”连根拔除，ESE3 就是这样一个有效的治疗

靶点，升高 ESE3 的表达可将肿瘤的抑癌机制找回

来。直接破坏肿瘤“种子”，胰腺癌也就不容易复

发了。

为了进一步开发针对 ESE3 靶点的临床转化

价值，郝继辉教授团队对临床药物库的 190 余种

“老药”进行筛选，发现罗格列酮可有效诱导胰腺

癌抑癌基因 ESE3 的表达，从而抑制胰腺癌细胞

干性。

为了更好地评估罗格列酮的临床治疗价值，

郝继辉教授团队利用经典的胰腺癌自发成瘤小鼠

模型评估罗格列酮和吉西他滨的联合治疗效果。

体内实验结果显示，二者联合治疗可使荷瘤小鼠

生存明显获益，联合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吉西他滨

单药治疗。

“胰腺癌的发病机制是复杂多变的，我们的工

作也仅是推进了胰腺癌认知的一小步。”郝继辉

说，胰腺癌的研究需要更多肿瘤专家的长期付出，

仍然任重而道远。

杀死肿瘤“种子”的靶点被发现
未来胰腺癌细胞或难再“春风吹又生”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及全球许多国

家面临的日益紧迫的问题。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

明动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利用新型代谢网络分析方法，发

现脂氧化代谢功能增强是百岁老人健康老化的重要代谢特征。相

关成果发表在衰老研究领域国际知名期刊《衰老细胞》上。

据悉，作为健康衰老天然模型的百岁老人，其寿命不但远长

于普通人群，而且其还能延缓甚至规避与衰老相关的重大疾病

的困扰。“因此，以百岁老人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延缓和规避重大

老年疾病的保护机制，将可能为老年疾病的早期防治、改善老年

人群健康提供全新的视角和策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人类进化与疾病基因组学课题组李功华博士介绍，虽然代谢控

制在调控生物体衰老进程及健康寿命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此前人们并不清楚百岁老人中是否存在促进健康老化的

关键代谢特征。

人体代谢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包含数千个代谢反应和数千个

代谢物，如何系统研究此网络并从中甄别关键代谢特征，是个难

题。为解决这一难点，李功华等人开发了一个全新的代谢网络模

拟方法，对整个人体代谢网络进行分析，并发现了长寿、疾病等复

杂表型对应的关键代谢通路和关键代谢物。与现有方法相比，该

代谢网络模拟方法的准确性具有质的提升。

通过此方法，研究人员系统重建并分析比较了我国百岁老人

及年轻对照组的代谢网络，发现脂肪酸氧化增强是百岁老人最显

著的代谢特征。通过测定同一批长寿及对照样本的血清代谢组数

据，结果表明百岁老人血清中脂类物质总体水平较年轻对照组显

著降低，进一步支持百岁老人脂代谢增强的结论。

以代谢网络模拟方法

揭示健康老化的代谢特征

抗生素是当前最重要的临床应用药物之一，具有消灭细菌、控

制感染的作用。由于存在抗生素滥用现象，细菌的耐药性增强，甚

至出现“超级细菌”，这导致因耐药细菌感染而死亡的病例增多，越

来越多的人抗拒使用抗生素。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浙江工业大学获悉，该校环境学院钱海

丰教授团队通过分析土壤、水体、城市建筑以及人体等全球四大主

要生境的 4572个样本中耐药基因的分布情况，建立了抗生素耐药

基因风险评估新框架，并给出了详细的耐药基因风险值清单，强调

不同的耐药基因风险也有差异。该团队对高风险值的耐药基因制

定了快速检测手段、监管机制，可有效减少抗生素耐药及“超级细

菌”的出现。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上。

多维度评估耐药基因

“过去大家只知道耐药基因对人类健康有影响，但不清楚它到

底有何风险、又有多大风险，大部分人只是简单地认为耐药基因越

多，风险就越高。”钱海丰解释道，目前主流的抗生素耐药基因健康

风险评估局限于单一的丰度检测上，缺乏系统的风险评估体系或

框架。

“除了耐药基因的丰度，移动性与宿主致病性也是评估抗生素

耐药基因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两大重要指标。”钱海丰解释道，简单

来说，若某一耐药基因具备从一个微生物中转移到另一微生物中

的能力，且转移到了致病菌体内，那么这一耐药基因就有很高的人

类健康风险。

基于抗生素耐药基因的移动性和宿主致病性，该团队从公开

数据库中获取了近 3 万个细菌基因组，定量分析了每个耐药基因

的这两大属性。综合多维度的评估指标，并结合抗生素的临床使

用数据，该团队建立了评估抗生素耐药基因引发人类健康风险的

新框架，并给出了各个耐药基因的风险值清单。

据介绍，这一新框架给出了详细的包含每个耐药基因风险值

的清单，可为开发设计相应的检测手段、监管机制与治疗方案提供

极大便利。此外，以该清单为依据建立的耐药基因监管名录，还可

指导相应政策、指南的制定。

判断耐药基因风险等级

钱海丰介绍，团队以较为全球化的视野判断了耐药基因的风

险等级，通过评估不同抗生素耐药基因对人类健康的风险，该框架

已具备检测人体内潜在耐药基因的能力。有了这个评估方法当患

者细菌感染时，医生就可有针对性地筛选出更有效的抗生素对细

菌感染患者进行治疗，提供个性化的用药方案。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近 25%的耐药基因具有人类健康风

险，尤其是能同时耐受青霉素、四环素、沙星类等多种抗生素的基

因。”钱海丰直言，团队的这个评估方法强调耐药基因风险亦有差

异，风险管控中应分门别类、区别对待。

“数据的部分缺失和样本的不完整性无可避免，因此我们无法

准确预测全球各个环境中耐药基因的风险。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系

统全面的监控网络，实现全球样本的完善监管和公开数据的充分

共享。”钱海丰表示，当前耐药基因人类健康风险评估只是揭示了

潜在的可能性，将来还需要对基因表达水平进行监测，在转录组信

息数据的指导下，更进一步精细化预测其风险值。

耐药基因风险评估框架

助医生选择更有效抗生素治病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是患者接受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可能发生的一种急性并发症，

要迈过这道槛，关键在预防。

而守好“预防”这个关口，基于大数据的预测

模型大有可为。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信息与资源中

心首席技术专家陈俊仁、干细胞移植中心主任姜

尔烈和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主任竺晓凡团队联合

在计算科学顶尖期刊《自然·计算科学》在线发表

了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基于成人和儿童移植患

者队列的临床数据进行数学建模，他们提出的模

型，将有助于临床医生预测患者在接受移植手术

后发生 aGVHD的概率。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急性白血病、骨髓衰

竭性疾病等血液疾病的最终手段之一。有些造血

干细胞移植患者可能出现 aGVHD，主要表现为皮

疹、腹泻、胆红素升高等症状。

aGVHD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100天内可能发

生的重大并发症，其发生时供者的免疫细胞会对

患者的肝胆、肠道以及皮肤进行攻击。这种并发

症的发生率为 30%—45%，综合国内外的统计数

据，重度 aGVHD的短期死亡率可能高达 30%。

“理论上，在干细胞移植后加强免疫抑制可以

降低重度 aGVHD 的发生风险。但是，免疫抑制本

身也是一个风险因素；如果我们给所有造血干细

胞移植患者都加强免疫抑制，那么患者的整体感

染发生率就会提高，死亡率随之也会提高，而这并

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陈俊仁表示。

业内人士公认的一点是，要降低 aGVHD 的发

生概率，重在预防。“如果我们能提前预测重度

aGVHD 的发生，那么就能只对重度 aGVHD 患者

给予较强的免疫抑制。”陈俊仁说。

长期以来，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

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的医生一直想要解决患

者移植后重度aGVHD防治的实际临床问题。为了

解决该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的信息与资源中心、干细

胞移植中心、儿科团队，以及医渡云（北京）技术有限

公司的数据科学团队组成了项目研究团队。

研究团队协同梳理了长达 10年的移植案例记

录，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名为“aGOAT”的数据集。

梳理10年移植案例记录制成数据集

在获取数据集之后，研究团队进行了数据建

模，将模型命名为“daGOAT”，该模型纳入了 584

名成人患者、45名儿童患者的数据，其中 16%的成

人患者和 24%的儿童患者在 100 天内发生了重度

aGVHD。

陈俊仁介绍：“我们发现，从来没有研究者系

统性地整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在移植后的所有

动态指标”。而研究团队提出的 daGOAT 模型整

合了多维度时间序列数据计算重度 aGVHD 的风

险。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在移植后动态指标涵盖

200多个变量，包括生命体征、血液细胞计数、血液

生化指标、血清免疫因子、血液免疫细胞分型等。

由于涉及到的参数多，而且不是每天持续检测，存

在较多数据的缺失，即血液病患者临床数据“多参

数、小样本”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很多统计方

法以及机器学习方法都束手无策。

“而我们提出的 daGOAT 模型可以解决这一

问题，并且在成人和儿童两群患者的交叉验证

AUROC 都达到 0.78以上（满分为 1），远超出过去

整合涵盖200多个变量的动态指标
陈俊仁介绍，研究论文投稿到《自然·计算科

学》后，编辑非常感兴趣并很快决定送审。论文审

稿人认为，daGOAT 模型是一个将患者基本特征

和实验室检验数据结合起来的机器学习预测模

型，与仅采用患者基本特征预测的模型相比，这种

模型精确度更高，更加适合临床应用，有助于医生

进行临床决策。

相关专家表示，上述研究是基于多维度、高质

量临床数据资源整合的典型研究范例，为血液系

统疾病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们希望提供 daGOAT 模型也能应用于其

他应用场景的证据。”陈俊仁介绍，当时，研究团队

想到的最“夸张”的应用场景是：能不能通过智能

手机的微小移动或信号的振动，在一个人还坐着

的时候就提前预测他是不是在接下来几秒钟将要

站起来。

为此，研究团队从美国加州大学获得了一个

智能手机数据集后专门测试了一下，他们发现

daGOAT 模型在这个应用场景的预测效果也比随

机森林、XGBoost等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效果好。

“虽然我们对自身的定位还是坚守血液疾病

的数据科学研究与工具开发，但偶尔偏离主题做

一些异想天开的研究，其实也挺好。”陈俊仁说。

谈及该模型的不足之处，陈俊仁指出，该研究

纳入的数据仅限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一家血液中心的

数据，daGOAT 模型还有待完善。下一步，研究团

队将开展 daGOAT模型的前瞻性临床研究。

未来将完善模型并开展前瞻性临床研究

预测模型神机妙算预测模型神机妙算
对干细胞移植后疾病可对干细胞移植后疾病可““未卜先知未卜先知””

文献报道的最佳水平。”陈俊仁介绍，研究团队建

立的模型预测效果显著优于 MAGIC 评分、Ann

Arbor 评分、基于围移植特征的静态模型和 XG-

Boost动态模型。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

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信息化的

发展。陈俊仁解释称：“daGOAT 模型使用了大量

的动态参数，而且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检测科

室。运算 daGOAT 模型基本上不可能依靠手工输

入数据，必须让模型和医院信息系统无缝衔接。

因此，我们认为医学人工智能要进一步发展离不

开医院信息化的不断升级。”

多学科的跨领域合作也是 daGOAT 模型得以

建立并发挥作用的条件。“此次研究得益于全方位

跨领域的协同整合，包括数学建模、数据库统整、

生物统计、实验室技术以及临床医学。”陈俊仁说。

研究论文第一作者、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

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信息与资源

中心助理研究员刘雪鸥介绍，在模型的实际应用

中，他们会每天更新移植患者的实验室检验数据，

根据模型预测患者是高危还是低危 aGVHD，再预

防性给药，以期在不提高感染率的情况下降低重

度 aGVHD 的发生风险。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加紧

筹备这项工作。

“这项研究对事前预警提示临床干预、降低不

良事件发生率进行了初步探索。”陈俊仁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