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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理工大学等

锌—溴络合可提升
中性锌铁液流电池寿命

交配中的番茄潜叶蛾成虫。 中国农科院供图

发现·进展

简讯

当中晚期肝癌遇上钇 90微球
姻本报记者张思玮

“最多的一天，我接到了将近 200个来
自同行、患者的咨询电话。”最近，海南省肿
瘤医院介入科主任牛惠敏忙得不可开交。

近日，国内首例特许准入钇[90Y]树脂微
球治疗肝癌手术在海南博鳌超级医院成功
实施。作为手术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牛惠
敏除了全程参与此次手术，还负责该患者的
术前准备与术后随访等工作。

患者是一名 34岁男性，既往有乙肝病
史，经专家检查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已不符
合肝癌肝移植标准，同时因预留肝体积不足
40%，也无法常规手术切除。
后来，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为首的

多学科诊疗专家和海外专家经多轮研讨后
一致认为，该患者非常符合钇[90Y]树脂微球
治疗的适应症。
“目前，患者恢复得很好，术后未出现不

良反应与并发症，腹胀腹痛消失了，术后 1
个月随访，作为原发性肝癌特异性标志物的
甲胎蛋白指标已经从术前的 180466ng/ml回
落 到 10093ng/ml （正 常 参 考 区 间 是
0~7ng/ml），肝功能正常，肿瘤也从原来的
10.81厘米缩小到 7.1厘米，且残留的肿瘤全
是坏死组织。”牛惠敏告诉《中国科学报》。

不是所有的肝癌患者都适用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全球发病数超过 84万 /年，在
所有癌种中位列第六；死亡数超过 78万 /
年，在所有癌种中位列第四。
“只有约 40%的患者在被确诊为肝癌时

处于适合手术切除的早期。而即便是通过手
术切除，患者 5 年内复发率仍高达 60%～
70%。”牛惠敏说，通常中晚期肝癌患者多被
推荐使用动脉栓塞化疗、局部放射治疗等局
部治疗，以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全身治
疗来延长生存期。

钇[90Y]树脂微球选择性内放射治疗主要
是通过钇[90Y]树脂微球释放的β射线的辐
射作用，使肿瘤的上皮细胞、基质和内皮细
胞形成不可逆的损伤致使肿瘤坏死。
“钇[90Y]树脂微球治疗有严格的适应症，

并不是所有的肝癌患者都适用。部分中晚期
肝癌患者可以通过钇[90Y]树脂微球治疗达到
放射性肿瘤切除或放射性肝段、肝叶切除效

果，从而为肝切除或肝移植等
治愈性手术创造机会。”牛惠敏
说，传统的经导管化疗栓塞术
患者容易出现栓塞综合征，比
如发烧、胃肠道反应，而钇[90Y]
微球治疗通过血流将放射性物
质均匀地分布在肿瘤的毛细血
管内，患者舒适度较高，可门诊
进行治疗。

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钇[90Y]是一种高能量纯β
放射性同位素，不释放 γ 射
线，它由放射性核素 90Y和微球
载体两部分组成。通常使用的
90Y微球有两种：玻璃微球和树
脂微球。

90Y 微球治疗肿瘤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年代，而用于治疗肝癌可追溯到 20世纪
60年代早期。

据牛惠敏介绍，目前，钇[90Y]微球治疗已
经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47个国家作
为医疗器械注册及上市。以美国为例，每年
就有高达 1万次的钇[90Y]微球治疗。
“虽然钇[90Y]微球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已经得到验证，但其在临床上应用有严格
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牛惠敏举例称，肝肾功
能严重受损、有凝血功能障碍、此前肝脏接
受过内外放射治疗以及相关评分较低等患
者都不能选择钇[90Y]微球进行治疗。

即便是排除了禁忌症，患者在进行钇

[90Y]微球治疗之前，还要进行详细的术前评
估，包括血液检查、影像检查、肝血管造影
等，还需要准确地计算钇[90Y]微球的剂量。

早日启动真实世界研究

“因此，钇[90Y]微球治疗需要介入科、核
医学科、肝胆外科、胃肠外科、肿瘤内科等多
个科室的配合才能顺利完成。”牛惠敏说，对
于我国的临床医生和患者来说，钇[90Y]微球
治疗是一个新技术，如何在临床中规范使用
这一新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

牛惠敏表示，国外的现有数据可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待钇[90Y]微球在我国上市后，应
快速启动真实世界研究，精准筛选出适合的
患者。

事实上，对于此次国内首例钇 90树脂
微球手术，牛惠敏“如履薄冰”。

他解释说，90Y 微球的实际放射活度与
90Y的半衰期密切相关，从出厂校准时间到
实际使用时，其放射性强度按半衰期的规律
不断下降。同时，钇[90Y]微球治疗也有严格的
适应症。“一旦患者在等待过程中病情有了
进展，就很可能不再适合钇[90Y]微球治疗。”

据了解，我国现使用的钇 [90Y]树脂微
球是从新加坡空运而来，中途需要经历海
关等流程，才能最终运送至医院对患者进
行治疗。
“我们几乎是争分夺秒做手术。”牛惠敏

期望，未来我国也有能生产钇[90Y]微球的企
业，这样不仅可以大大缩短运输时间与成
本，还能减缓放射性活度下降。

牛惠敏（左）正在进行钇 90树脂微球治疗手术。受访者供图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揭秘脂肪肝发展成
肝癌的代谢调控机制

本报讯近期，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健康与医学
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杨武林课题组在肿瘤发生机制领域取得
新进展，发现促进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发生恶性转变的代谢
调控机制。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生物科学杂志》。

脂肪肝病一般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由于
膳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正逐渐成为脂肪性
肝病的主要形式。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进展有多个阶段，其中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阶段是疾病不良发展的关键阶段，可直接
发展为肝癌。

该课题组从模拟人脂肪肝病演化的 STAM小鼠模型出
发，对病变各阶段基因表达模式和基因集变异进行分析，发
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阶段发生致癌信号的广泛激活，同时
伴随调控脂肪酸代谢信号轴的特异上调。二者协同作用有利
于肿瘤起始细胞的发生，促进恶性转变。体内实验表明，对这
一信号轴的抑制能有效延缓 STAM小鼠的肝肿瘤生长。细胞
实验显示，靶向代谢轴的抑制剂可显著降低肝癌干细胞的自
我更新和增殖。

这一成果提示了脂肪酸代谢信号轴的激活是肝癌起始
细胞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因素，而靶向此信号轴可能为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炎相关肝细胞癌的预防提供潜在方向。该研究还
提示了脂蛋白脂肪酶 LPL分子抑制剂（如减肥药奥利司他）
在癌症预防中的潜在作用。 （桂运安）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昊昊）近日，长沙理工大学教授贾传
坤、丁美联合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唐奡、清华大学深圳国
际研究生院教授周光敏研究发现，溴离子在电池工作过程中能
够很好地与锌离子络合，提升了锌 /锌离子电对氧化还原的可
逆性和稳定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储能材料》上。

锌铁液流电池因成本低、安全性高等优点展现出良好的
应用前景。但锌铁液流电池仍面临负极锌氧化还原可逆性
差、锌枝晶和锌钝化等问题，造成锌铁液流电池循环稳定性
差和实际使用寿命短，限制其进一步商业化发展。研究表明，
锌—溴络合可让中性锌铁液流电池实现长寿命和高性能。

研究团队通过密度泛函理论计算，证明了溴代水合锌离
子相对于水合锌离子去溶剂化能垒更低，从而促进了锌离子
在电极上的沉积与脱附。因此，基于负极电解液锌—溴络合
作用的中性锌铁液流电池展现出优异的电池性能，经过
2000次循环后，电池容量保持率在 80%以上。

测试表明，该电池展现出优异的倍率性能。当增加正极
电解液浓度，通过负极锌溴络合作用得到的中性锌铁液流电
池仍能获得良好的循环稳定性，且最大功率密度达到 273毫
瓦每平方厘米。

研究者还对中性锌铁液流电池小电堆进行了组装和测
试。结果表明，由 3个单电池构成的电堆，稳定循环超过 600
次且无明显容量衰减，容量保持率在 86.9%以上。经过与部
分已报道且具有代表性的液流电池体系对比，该工作提出的
中性锌铁液流电池的电解液成本较低。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揭示寄生蜂如何“杀死”
害虫番茄潜叶蛾

本报讯（记者李晨通讯员欧阳灿彬）近日，《普通昆虫
学》在线发表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入侵生物预
防与监控创新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系统研究了番茄
潜叶蛾的优势寄生蜂———潜叶蛾伲姬小蜂的寄主选择行为
机制，促进了对潜叶类害虫—寄生蜂相互作用的认识。

新发害虫番茄潜叶蛾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恶性入
侵物种，该害虫对我国的番茄产业构成巨大威胁。基于番茄
潜叶蛾在我国的危害形势，2019年 11月该所自西班牙引进
了其优势寄生蜂潜叶蛾伲姬小蜂。潜叶蛾伲姬小蜂的生防潜
力巨大，但其对番茄潜叶蛾寄主的选择行为规律尚不清楚。

研究发现，潜叶蛾伲姬小蜂对番茄潜叶蛾幼虫具有 4种
典型的寄主选择行为，分别为寄生、取食、直接致死和拒绝。4
种寄主选择行为又包含 8个不同的行为单元。

科研人员绘制了寄生蜂寄生、取食和直接致死 3个寄主
选择行为的流程图。将寄生蜂的产卵器插入行为分为了产卵
器刺死、产卵器搅动和产卵 3个行为单元，基于这 3个行为
单元，可以快速判断寄生蜂对目标寄主的选择行为。

研究还发现，寄生蜂倾向于取食 1~2龄番茄潜叶蛾幼
虫，寄生 3龄幼虫，直接致死 4龄幼虫。随着寄主龄期的增
加，寄生蜂的选择行为持续时间均显著增加。

相关论文信息：

11月 27日，2021年无人机海陆
空立体协同观测科研试验正式启动。
搭载多种气象载荷的翼龙—10 无人
机在高空与海面浮标、气球探空系统、
地面垂直遥感观测设备组成立体观测
网络，对多气象载荷及无人机平台进
行验证。

利用无人机对台风直接观测是提
高台风强度预报、路径预报准确率的
重要手段。为此，2020年中国气象局
联合中国航空工业实施开展“海燕计
划”，对台风等海洋气象观测开展科研
探测试验。本年度试验是其重要组成
部分，重点开展机载气象载荷功能和
性能测试。

本报见习记者杨晨、辛雨报道
中国航空工业供图

高被引论文≠高质量论文
■赵巍

高被引近些年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
热点指标。高被引排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论文的影响力以及学者的科研水平，但并不
是说高被引论文就一定是高质量论文，二者
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一篇论文是否能成为高被引论文受很
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学者所研究的课题是
否为热点问题、其本人在国际学术界是否
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其研究项目是否为多
中心研究甚至是国际合作，诸如此类的因
素都能对文献是否受到关注、被引用造成
很大的影响。而且，不同类型文章的被引用
频次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综述性文章被引
用的次数明显比原创性论著被引用的次数
要多。除此之外，论文是否得到较多引用与
学科和专业的相关性也很大，对于不同专
业不同学科来说，本身的从业人员数量就
有很大差异，不同专业所对应的期刊数量
也有所不同。当然，更重要的也是最核心的
问题还是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所以说，
并不能单纯地从引用次数来判断文章质量
的高低，高被引并不一定代表高水平、高质
量，低被引也并不一定就没有实际意义，仅
用高被引来评价学者有失偏颇。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出版集团对高被引
论文和高被引学者的定义。根据基本科学指

标（ESI）数据库的界定，高被引论文指近十
年间累计被引用次数进入各学科世界前
1%的论文。爱思唯尔以全球权威的引文与
索引数据库 Scopus 作为中国学者科研成
果的统计来源，分析中国学者的科研成果
表现，正式发布了 2020 年“中国高被引学
者榜单”，共有 4023人上榜。上榜的高被引
学者至少要满足以下 3 个条件：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文献被 Scopus 数据
库收录至少 1篇；被收录的文献次数达到
本学科的阈值次数；至少有 1 篇全球前 1%
的论文或学者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文整体领域加权式引用影响因子（FWCI）
高于 1。

从榜单来看，高被引学者中该领域的杰
出学者所占的比例确实很大，也体现了我国
科研成果的国际认可度，但任何评价工具都
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在这个评价工具“指
挥棒”的作用下，目前其已成为国内很多大
专院校、科研院所、研究机构等评价科研人
才、晋升职称的硬性考核指标之一，也成为
评价一流高校的重要参考标准，甚至成为评
选院士等“高精尖”人才时一顶重要的“帽
子”。随之产生的直接效应就是科研工作者
过度关注自己论文的被引情况，甚至出现上
班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看论文被引次数是

否上升的夸张情形。对于真正的高质量热点
研究来说自是不愁引用，但这毕竟是少之
又少的一部分，对于绝大多数并不是那么
出众和不易受到关注的研究及研究者来
说，高被引无疑成了一种奢望，于是催生了
各种急功近利、为追求潜在利益而一味增
加自己的论文引用数量的现象。比如，不考
虑实际内容地引用自己以前发表的论文，
或是与学术圈内合作者达成私下约定互相
引用，由此导致某些论文的价值被过度抬
高、呈现“虚假繁荣”。

如果盲目追求高被引这个单一指标而
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
误区；如果以高被引为目标，为了达到目标
而采取一些急功近利手段，那就更加得不偿
失了。所以，盲目追求高引用的现象如不及
时遏制会给学术界带来很大危害。首先，会
导致评奖评优及课题申报等过程中出现偏
离客观事实的情况，也会给科研导向、资源
分配带来不合理不公平的后果；其次，高被
引学者的榜单基于国际数据库，而库内的英
文期刊占有极高的比例，也就是说，要想成
为高被引学者势必要把更多好的科研成果
投到国外的英文期刊上，这将无法响应“把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最为重要的
一点是，如果采取干预手段人为增加被引，

那么对于作者而言，其行为显然已违背了科
研诚信、违背了科学家精神，所造成的影响
也是极其恶劣的。

因此，当出现一个备受关注的评价工具
时，学术界应保持理性的头脑，深入分析其
产生方式、影响因素并合理对待和使用，对
于为追求高被引而进行的人为操作更应该
坚决予以抵制。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办公
室适时发布了关于规范论著引用的通知，提
出在引用他人论著时，应遵从合理引用、规
范引用的原则，反对“合作互引用”“抱大腿
蹭引用”“审稿拉引用”“花钱买引用”“先外
后内博引用”等情形。同时要求规范合理地
引用他人的学术论著，未能规范引用的行为
将被认定为科学失信行为。

科研论文是否能受到关注关键还是看
内容、看学术质量、看实际应用价值，科研工
作者应正本清源，从科研的本真出发，营造
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和环境。
（作者单位：《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

任公司）

“高被引”

自主研发 1类新药奥雷巴替尼获批上市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黄博纯）日

前，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以
下简称广州健康院）自主研发的 1类新药奥
雷巴替尼片（商品名：耐立克 R）正式获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这是该院建
院以来第一个 1类新药获批上市，该药用于
治疗任何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并
采用经充分验证的检测方法诊断为伴有
T315I突变的慢性髓细胞白血病（CML）慢
性期或加速期的成年患者。

CML是一种与白细胞有关的恶性肿瘤。

随着靶向 BCR-ABL的 TKI药物上市，针对
CML的治疗方式得以革新，但获得性耐药一
直是CML治疗的主要挑战。BCR-ABL激酶
区突变是获得性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其中
T315I突变是常见的耐药突变类型之一，在耐
药 CML 中的发生率高达 25%左右。伴有
T315I突变的 CML患者对目前所有一代、二
代BCR-ABL抑制剂均耐药，因此一直面临无
药可医的窘境。

2006年，广州健康院引进丁克研究员团
队，并于 2008年开始布局基于 TKI的恶性

肿瘤新药开发；2013年，经实验室初步验证，
确定 D824为抗白血病候选药物，并将相关
专利转让给广州顺健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进 行 产 业 化 开 发 ；2016 年 ，D824
（HQP1351，奥雷巴替尼）获得 1.1类新药临
床批件，后由江苏亚盛医药开发有限公司用
于临床试验。

据介绍，奥雷巴替尼从启动研发到获批
上市，历时 13年。这是由科研院所研发、企
业接力进行产业化的成果转化的典型成功
案例。

中国能源研究会
碳中和产业合作中心成立

本报讯 日前，中国能源研究会碳中
和产业合作中心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成
立大会。中心旨在发挥中国能源研究会作
为能源科技高端智库的作用，开展在“碳
中和”框架下的跨领域、跨行业决策咨询
服务和重大政策及课题研究、标准制定、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工作。

该中心由中国能源研究会、中科院科
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和中国能源网共同发
起，于 2021年 8月经中国能源研究会批
准成立。中国能源网为该中心的秘书处支
撑单位。 （郑金武）

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筹）
成立首家书院

本报讯 日前，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
（暂定名，以下简称深理工）明珠校区举行
曙光书院成立典礼。作为深理工首家书
院，曙光书院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曙光高
端计算机创始人李国杰担任荣誉院长，深
理工筹备办主任、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院长樊建平担任院长。

曙光书院是深理工于 2021年秋季
学期在明珠校区建立的第一家试验性书
院。首批招收约 120名本科生和硕士生，
未来学生人数将逐步扩大至 500人规模。
书院将实行“双导师制”。 （刁雯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