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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基质炎&TIi'是主要由 F9)fK细胞介导的免疫病理性疾病"是可致盲的

角膜感染性疾病之一( 单纯疱疹病毒&TI]'进入介导子&T]*M'又名 KHÔ IO')"在病毒感染时可以通过病

毒表面糖蛋白 9&79'介导 TI]进入细胞( 目前研究证实存在 & 种配体与 T]*M结合"分别为 TI]D79*

cG!K*F9'>(*!;NTK和淋巴毒素 '&!KD''( TI]D79与 T]*M结合能够促进病毒包膜与细胞的融合"介导病

毒在细胞间的扩散和释放( 在 K细胞的活化和增生中"T]*MD!;NTK?!KD'提供协同刺激信号"T]*MD

cK!G?F9'>( 提供协同抑制信号"此双向作用使 T]*M成为一个.分子开关/"共同调节机体免疫应答( 本文

分别阐述 T]*M通过与不同的配体结合所发挥不同的生物学作用"并结合 F9'>(?cK!GDT]*MD!;NTK?!KD'

共信号通路在 TIi的相关实验研究"深入了解 TIi的发病机制"并为 TIi的有效治疗提供思路( 通过有效

的临床干预降低炎性免疫反应"从而达到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复发和慢性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基质炎) T]*MDcK!G?F9'>() T]*MD!;NTK?!KD') 信号通路) 发病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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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基质炎 & 1"$L"Q-0AQ$3+,.g"$,Q-Q-A"

TIi'是由 ' 型单纯疱疹病毒&1"$L"AA-+L."UP-$5AD'"TI]D''感

染角膜所致*以角膜上皮细胞受损引起的点状或树枝状角膜

炎)是角膜基质内免疫反应而引起的以盘状*基质坏死性角膜

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严重危害患者视功能的致盲眼病( 深入

了解 TIi的发病机制可为 TIi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TIi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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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fK细胞介导的免疫病理性疾病"有多条信号通路参与免疫

炎 症 反 应" 其 中 F9'>(?cK!GDT]*MD!;NTK?淋 巴 毒 素 '

&.4+L13Q3U-2'"!KD''共信号通路在 TIi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引

起广泛关注( T]*M通过与不同的配体结合发挥不同的生物

学作用"双向调控免疫应答"但目前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本

文就近年来对 T]*M的 & 种配体的研究进展及 F9'>(?cK!GD

T]*MD!;NTK?!KD'共信号通路在 TIi的相关实验研究作一

综述(

C;ZGA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方式

TI]D' 是一种双链 9HG病毒"是常见的病原体"人是其唯

一的自然宿主( TI]D' 的病毒传播方式主要为直接接触传染"

主要侵犯腰部以上部位"对神经组织和来源于外胚叶的上皮细

胞有较强亲和力"常引起口唇和角膜疱疹 +', ( TI]D' 导致的

TIi分为初发感染和复发感染 +B, ( TI]D' 感染广泛存在"流行

病学提示其血清阳性率为 &([ _C(["仅 '([有临床症状"因

此初发感染多为隐性感染( 继而 TI]D' 病毒移行至三叉神经

节并潜伏( 在机体免疫力被抑制时"潜伏感染的 TI]D' 可被重

新活化"则为复发感染"活化的病毒在三叉神经内逆向轴浆运

输至角膜上皮细胞"引起 TIi复发"多次复发可造成视力严重

损害"甚至致盲(

目前 TIi的主要治疗方式为抗病毒药物&阿昔洛韦或更

昔洛韦'与干扰素联合治疗 +<, ( 临床研究表明"更昔洛韦眼用

凝胶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阿昔洛韦滴眼液"且中远期疗效较

好
+), ( 基质坏死性角膜炎是穿透角膜移植术的主要适应证 +&, (

更昔洛韦等核苷类抗病毒药物通过直接干扰病毒 9HG的复制

达到抑制病毒的作用"干扰素通过诱导病毒入侵细胞释放细胞

因子达到保护靶细胞作用"防止病毒扩散( 然而"药物治疗的

毒性作用*不良反应及耐药性的出现迫使我们探寻新的治疗手

段( TI]D' 感染角膜后早期是以清除病毒为目的的固有性免

疫应答"已有研究证实 K3..样受体及其信号系统表达的调控有

助于减轻角膜炎症的免疫应答
+>, )感染后期是主要由 F9)f K

细胞介导的适应性免疫应答( 他克莫司是新型免疫抑制剂"其

主要作用机制为抑制细胞间黏附因子*干扰素和肿瘤坏死因子

等"抑制 K细胞的早期活化"抗炎效果显著( 梁凌毅等 +=,
通过

临床研究证实"眼局部使用他克莫司联合抗病毒治疗可缩短

TIi的临床病程(

国内外学者证实 TI]D' 感染角膜所引起 TIi是一种主要

由 F9)fK细胞介导的免疫病理性疾病"是一种迟发型超敏反

应( 根据 'C=( 年首次提出的 .双信号模型理论 &KS3DI-72,.

+3/".'/得知"K细胞的活化需要双信号刺激"第一信号由 K细

胞表面受体识别抗原递呈细胞&,2Q-7"2 L$"A"2Q-270".."GYF'表

面的抗原肽a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启动"第二信号由 K细胞

和 GYF间共刺激分子的相互作用启动 +E, ( KHÔ ?KHO超家族

成 员 中 T]*M?!;NTK* :k)(?:k)(!* )D'cc?)D'cc!* F9B=?

F9B=!*F9<(?F9<(!等共刺激分子表达于 K细胞表面"可向 K

细胞传递辅助信号( 共刺激分子的正?负调控分子促进?抑制

K细胞的活化*增生"将免疫应答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深入

研究 K细胞和 GYF间共刺激分子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阻碍
KHO?KHÔ 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 F9)f

及 F9Ef K细胞活化增

生分化过程
+Ca'(, "有可能成为免疫干预治疗的潜在靶标(

D;!1CHYUXL5:JZBR?J5MOZLU5LJ"共信号通路

单纯疱疹病毒进入介导子 & 1"$L"AP-$5A"2Q$4+"/-,Q3$"

T]*M'是从 KHÔ 家族 *IK&"UL$"AA"/ A"V5"20"Q,7"表达序列

标签'数据库中确定的一个成员"又名 KHÔ IO')( T]*M广泛

表达于造血细胞和非造血细胞的细胞膜上"如淋巴细胞*内皮

细胞*自然杀伤 & 2,Q5$,.g-.."$"Hi'细胞( 其可以介导 TI]进

入细胞"属于"型跨膜蛋白(

T]*M在人和鼠类分别包含 BE< 和 B=> 个氨基酸残基"在

胞外区有 ) 个与其配体结合的靶位点 &04AQ"-2"D$-01 /3+,-2"

F̂ 9'"靶位点富含半胱氨酸结构域 +'', ( 目前存在 & 种配体与

T]*M结合"分别为 TI]D79*cG!K*F9'>(*!;NTK及 !KD'"其

中 TI]D79是 TI]病毒包膜上的组成结构"与 T]*M的 F̂ 9'

及 F̂ 9B 位点结合"帮助病毒进入宿主细胞( cK!G和 F9'>(

与 T]*M结合于 F̂ 9' 位点"发送抑制信号"阻止淋巴细胞的

活化*增生和分化过程"并通过体内天然免疫机制抑制微环境

中协同抑制信号
+'B, ( M5$L14等 +'<,

在进一步研究中表明"

cK!GD;7可以完全阻止 F9'>( 与 T]*M的结合"而 F9'>(D;7

仅能部分抑制 cK!G与 T]*M的结合"因此可以肯定 cK!G与

F9'>( 在 T]*M上的结合位点并不完全一致( !;NTK在 F̂ 9'

位点对向结合于 F̂ 9B 及 F̂ 9< 位点"所产生的效应为不依赖

F9BE 共同刺激途径"其产生的刺激协同刺激信号共同作用于

K细胞"促进 K细胞活化的克隆过增阶段"增强炎性免疫应答

作用
+'), ( /".̂ -3等 +'&,

通过体内体外实验制备 !;NTK单克隆

抗体"特异性阻断 !;NTK?T]*M"可下调 K细胞所介导的细胞

免疫 应 答" 减 轻 异 体 移 植 免 疫 排 斥 反 应( 淋 巴 毒 素 '

&.4+L13Q3U-2D'"!KD''是促炎性细胞因子"可促进 K1' 及 K1'=

细胞的增生"贯穿于基质性角膜炎发病机制全程(

i,$,#,等 +'>,
将 TI]D' 病毒接种在 4];N基因敲除的小鼠

角膜上皮"结果显示小鼠角膜无病毒复制"与野生小鼠相比较

角膜混浊程度及病毒滴度均有显著下降( 由此可见"T]*M在

角膜上皮中有表达且参与 TIi的免疫炎症反应(

D8C;TI]D'79的生物学活性

TI]D' 是具有包膜的病毒"包膜上含有多种糖蛋白"具有

不同的免疫原性"其中以糖蛋白 9&79'尤为重要"是 TI]D' 主

要的免疫原( TI]D79与 T]*M结合能够促进病毒包膜与细胞

的融合"介导病毒在细胞间的扩散和释放 +'=, ( TI]D79与其他

配体竞争性结合 F̂ 9' 及 F̂ 9B 位点( T]*M与不同的配体结

合发挥不同的生物学作用#T]*MD!;NTK?!KD'提供免疫刺激

信号"引发炎症)T]*MDcK!G?F9'>( 提供免疫抑制信号"平衡

免疫应答( T]*MD!;NTK?!KD'和 T]*MDcK!G?F9'>( 的双向

作用使 T]*M成为一个分子开关"共同决定刺激或抑制免疫

应答
+'E, (

D8D;cK!G的结构与生物学活性

c*K淋巴细胞衰减因子 &c,2/ K.4+L1304Q",QQ"25,Q3$"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E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F1-2 \*UL :L1Q1,.+3."\5.4B('E"]3.8<>"H38=

Q2xvdWRWZXJzaW9uLQo?



c!GK'又名 F9B=B"不属于 F9BE 家族"是新的免疫抑制性受

体
+'C, ( cK!G是一种含有 <(& 个氨基酸的"型跨膜蛋白"胞外

区的 ;7IO区域有 < 个二硫键连接 B 个 &片层及由 > 个氨基酸

组成的 &翻转( 胞内区含有 < 个酪氨酸位点"分布于 < 个基序

内"即生长因子受体结合蛋白 B&N$#B'识别基序*免疫受体酪

氨酸抑制基序 &-++523$"0"LQ3$Q4$3A-2"D#,A"/ -21-#-Q-"/ +3Q-RA"

;K;M'和免疫受体酪氨酸转换基序 &-++523$"0"LQ3"Q4$3A-2"D

#,A"/ AS-Q01 +3Q-RA";KIM'"cK!G具有与 FK!G和 Y9D' 相似的

结构
+B(, ( ;K;M基序参与酪氨酸磷酸酶 ITYD' 和 ITYDB 的募

集"抑制 K细胞的活化 +'<, ( cK!G选择性表达于活化过程中的

F9)fK细胞*F9EfK细胞和树突状细胞 +B'aB<, "以及效应性 K1'

细胞表面"与其配体 T]*M结合主要对已经致敏的效应性*记

忆性 K淋巴细胞行使负反馈调节功能 +B), (

D8E;F9'>( 的结构与生物学活性

F9'>( 由 M,�X,等 +B&,
在研究 Hi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时

被发现( F9'>( 分子是糖基磷脂酰肌醇锚定蛋白"是一个相对

分子质量为 B= ((( 的糖蛋白"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其基因

定位于人染色体 'VB'8'( F9'>( 最早发现于具有细胞毒性的

细胞表面的"型膜蛋白"其胞外区有一 ;7]样结构域"由于剪

接拼接的不同"F9'>( 有 ) 种异构体( F9'>( 可以在 Hi细胞*

HiK细胞和上皮内 K淋巴细胞上高表达"而在 c细胞和脊细胞

中不表达( F,-等 +B>,
通过分子克隆技术证实了 F9'>( 为

T]*M的配体"可与 cK!G竞争性结合配体 T]*M"抑制 F9)f

K细胞的增生和细胞因子的分泌"产生新的共抑制信号途径"

在免疫应答中起到负向抑制的作用"且 F9'>( 的负性抑制作用

优于 cK!G+B=, ( 也有研究表明"Hi细胞*F9EfK细胞和 F9'>(

可以广泛地识别经典和非经典的 MTF"类分子"并在免疫应

答中起到正向刺激作用
+BE, (

D8F;!;NTK的结构与生物学活性

!;NTK&.4+L13Q3U-2 .-g"""U1-#-QA-2/50-#.""UL$"AA-32",2/

03+L"Q"AS-Q1 TI]7.403L$3Q"-2 9R3$T]*M",$"0"LQ3$"UDL$"AA"/

#4K.4+L1304Q"A'即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第 ') 号成员 +BC, "又名

KHOIO')*F9B&E*T]*MD!( 由于剪切方式及酶切位点的不同"

!;NTK通常有 < 种表现形式#&''含 B)( 个氨基酸*相对分子质

量为BC (((*多以三聚体形式存在的!型跨膜蛋白)&B'诱导表

达于活化 K细胞*Hi细胞)&<'选择性表达于未成熟的树突状

细胞&9F细胞'上"可以在上皮细胞*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纤

维细胞等结构构成细胞上起生物学作用"通过非 F9BE 依赖途

径共刺激 K细胞活化 +<(a<', ( 在鼠类所表达的 !;NTK根据

+̂ HG前体不同的剪接方式表现出 B 种亚型#一个是缺乏跨膜

区结构域存在于细胞质中的非糖基化分子"另一个是有跨膜结

构的!型跨膜蛋白( 在人类"!;NTK在金属酶剪切作用下还以

可溶性 !;NTK形式存在 +'&, (

!;NTK游离在细胞外环境中的羧基端有 ' 个 KHO同源结

构域"以三聚体形式发挥作用 +<B, "可与 < 种跨膜受体相结合"

分别 是 T]*M* 淋 巴 毒 素 &受 体 & .4+L13Q3U-2 & $"0"LQ3$"

!K&̂ ' +<<a<),
和可溶性诱饵受体 <& /"034$"0"LQ3$<"90̂<' +<&, (

T]*M主要在淋巴细胞*内皮细胞*Hi细胞上表达"!;NTK与

受体 T]*M 结合后通过与 K̂ GO相关信号传导途径激活
K̂ GO'*K̂ GOB* K̂ GO< 和 K̂ GO&"再进一步激活 HOD*c或

\Hi?GYD' 通路 +<>, "促进炎症细胞的增生和分化( 另外"!;NTK

与 T]*M可表达于人和小鼠的肥大细胞表面"其相互作用增加

了 K1B 细胞的生成及 ;7*的凝集"促进炎症反应 +<=, ( !K&̂ 主

要表达于淋巴组织的间质细胞或非血源细胞"!;NTK与受体

!K&̂ 结合后可以诱导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因子产生"根据靶

细胞所表达的受体决定其生物学效应
+<E, ( 90̂< 表达于淋巴

结和脾脏及肺和结肠来源的肿瘤细胞等"与可溶性 !;NTK竞争

性结合"从而抑制 !;NTK与跨膜受体 T]*M和 !K&̂ 的相互作

用
+<C, "调控 !;NTK的生物学活性"但此可溶性受体仅在人体内

表达( 特异性抗体阻断 !;NTK?T]*M及 !;NTK?!K&̂ 通路可

抑制 K细胞的增生和分化"并下调 K细胞表面协同刺激分子的

表达( 进一步研究发现"当 T]*M与 !K&̂ 在同一细胞上表达

时"!K&̂ 表现出更强的亲和力
+<<, (

D8G;!KD'的结构与生物学活性

!KD'是由活化的 K淋巴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也称

KHOD&"是 KHO超家族重要成员之一"其基因位于染色体

>LB'e<"全长约为 < g#"由 ) 个外显子和 < 个内含子组成( !KD'

有 B 种表现形式#!KD'< 作为同源三聚体与 KHO受体结合通过

K̂ GO相关信号通路刺激 K细胞活化)!KD''&B 作为异源三聚

体与 !KD&̂ 结合表达于 F9)fK淋巴细胞 KT' 和 KT'= 亚型参

与免疫调节
+)(, ( !;NTK和 !KD'均为共同刺激分子"在 K细胞

介导的免疫应答中起关键作用( "型跨膜蛋白 T]*M在细胞

质内含有短肽修饰片段 Yk̀ K和 ;Y**N9的胞质死亡结构域"

是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 &KHO$"0"LQ3$,AA30-,Q"/ R,0Q3$"

K̂ GO'的转换接头( K̂ GOA是可以与细胞表面受体胞内区域

直接结合的质膜接头蛋白"哺乳动物 K̂ GOA主要作为 KHO受

体超家族的传导因子
+)', ( 通过 K̂ GO相关信号通路激活

K̂ GO'*K̂ GOB*K̂ GO< 和 K̂ GO&"K̂ GO可再进一步激活 \Hi?

GYD' 或 HOD*c信号通路"启动基因表达"产生细胞因子"从而

刺激 K细胞活化 +)B, (

E;ZGA与 !1CHYUXL5:JZBR?J5MOZLU5LJ"共信号通路

目前对 TIi的治疗策略多为抗病毒药物与干扰素的联合

应用"但由于病毒耐药性和一些药物全身应用时产生的不良反

应"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干扰"使其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抗病

毒药物的药理作用是选择性地竞争抑制病毒 9HG酶)干扰素

是一种广谱抗病毒物质"与细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相结合"产

生细胞蛋白"间接抑制 TI]的复制( TIi治疗药物的另一个

研究热点是利用特异性抗体对病毒进行导向治疗( 目前已研

制出的 TI]D79多克隆抗体"可与病毒结合使其失活"达到治疗

作用"但 TI]D' 病毒包膜上含有多种糖蛋白"单纯阻断糖蛋白

79并不能完全防治 TIi( 泪液中有抗 TI];7N"其含量与年龄

呈正相关( 临床研究证实"泪液中抗 TI];7N与角膜溃疡及坏

死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但与急性 TIi的临床症状无相关

性
+)<, "泪液中 A;7G的表达可作为发生复发性 TIi的预后参

数
+)), ( 由多条信号通路参与的 TIi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其中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E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F1-2 \*UL :L1Q1,.+3."\5.4B('E"]3.8<>"H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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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cK!GDT]*MD!;NTK?!KD'共信号通路近年来引起国内

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免疫炎症反应性疾病中" T]*MD

!;NTK?!KD'提供协同刺激信号"T]*MDcK!G?F9'>( 提供协

同抑制信号( 理论上利用免疫炎症的负性调节功能"可以有效

减轻疾病的免疫炎症反应"将病理变化控制在最小范围"避免

机体损伤( 深入研究信号通路为开发新的治疗途径提供科学

依据(

在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色素层炎发病机制的研究中"通过比

较基因敲除 T]*M小鼠与野生型小鼠发现 T]*M信号分子通

过与其配体的结合可以介导 K1'D及 K1'=D型 K淋巴细胞的免疫

应答
+)&, ( 阻断 T]*M所介导的信号通路可有效延长 ;!D=^的

下调作用( 此外"该通路的阻断也可通过延迟诱导协同刺激分

子表达的上调作用"使得 F9Ef K细胞所作用的靶细胞低表达

协同刺激分子"从而阻断 F9EfK细胞的活化 +'&, ( 王芸芸等 +)>,

取小鼠脾脏混合淋巴细胞培养"发现使用 T]*M抗体后"K细

胞活化增生"表明使用 T]*M抗体阻断了 T]*MDcK!G的相互

作用"可向 K细胞传导负性抑制信号(

夏丽坤等
+)=,
构建 TIi小鼠模型"利用流式细胞术及免疫

荧光法证实 cK!G在小鼠外周血中的 F9)f
细胞及小鼠角膜上

均有表达"提示 cK!G确实参与了 TIi的发生及发展( 进一步

研究指出"利用重组 9HG质粒编码 cK!G& +cK!G'"对 TIi小

鼠进行腹腔内注射"外周血中 F9)f
细胞及角膜混浊程度较对

照组小鼠明显减轻( cK!GDT]*M共抑制信号通过抑制 F9)f

细胞的活化减轻了 TI]D' 病毒所致的角膜炎症病理反应"且
cK!G与 T]*M的结合对 TI]D79无影响 +'B, ( 此项研究并未

表明以结膜下注射的途径给予 +cK!G是否影响 TI]D79与

T]*M的相互作用(

F9'>( 与 cK!G竞争性结合配体 T]*M于 F̂ 9' 位点"

i3@-+,等 +)E,
利用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法证实"F9'>( 与 cK!G在

T]*M上的结合位点有大部分重叠覆盖区"F9'>( 在胞外区存

在单体结构"且其传导的共抑制信号强于 cK!G与 T]*M的相

互作用( 在角膜的炎症反应中"T]*MDF9'>( 与 T]*MDcK!G

的连接位点是否完全相同"负性抑制信号的强弱暂无报道(

膜结合性 !;NTK与 T]*M的相互作用可以抑制 cK!G与

T]*M结合"并可以加强 HOD*c的活化( 当膜结合性 !;NTK

由蛋白酶裂解为水溶性 !;NTK时"可重建 T]*MDcK!G的抑制

作用"并且水溶性 !;NTK与 T]*M的结合亦影响膜结合性

!;NTK与 T]*M的结合"从而抑制协同刺激信号的传导 +)C, (

!KD'是由激活的淋巴细胞接受抗原刺激或有丝分裂所释放的

一种促炎性细胞因子"可促进 K1' 及 K1'= 细胞的增生"贯穿于

基质性角膜炎发病机制全程(

F;小结

综上所述"TIi在致盲角膜炎疾病中居首位"其发病机制

复杂多样( F9'>(?cK!GDT]*MD!;NTK?!KD'共信号通路对

TIi的形成具有调控作用( 阻断 T]*M后可以延迟诱导协同

刺激分子表达的上调)T]*MDcK!G向 K细胞传导负性抑制信

号"抑制免疫炎症反应并减轻角膜损伤)F9'>( 与 cK!G在

T]*M上的结合位点并不完全相同)!;NTK和 !KD'均为共同

刺激分子"在 K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中起关键作用( 但是

T]*MDF9'>( 与 T]*MDcK!G的负性抑制信号哪个更强*

!;NTK与 T]*M的相互作用是否可以抑制 cK!G与 T]*M结

合*阻断 T]*MD!;NTK是否可以减轻炎症反应等并没有在

TIi小鼠模型上得以验证( 共刺激信号和共抑制信号在 K细

胞活化过程中的具体机制目前尚不明确( 我们需要对 TIi的

发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为临床治疗奠定理论基础"通过有效

的临床干预降低炎性免疫反应"从而达到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复发和慢性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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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电子版图片的要求

%%自我刊开通网上投稿以来"作者均采用将 W3$/ 文档从网上在线投稿的方式"但部分来稿中所包含的图片像素较低"这些图片

便于网上审稿"并不能用于制版印刷( 因为显示器与彩印纸品的色彩形成截然不同"显示器应用红*绿*兰的三原色原理发射光线

形成图像"这种色彩形成的原理被称为 N̂c模式)而彩色印刷品是兰*红*黄*黑四色油墨印制在纸制品上来形成彩色图像"这种原

理被称为 FMji模式( 那些在显示器上看起来比较清晰但分辨率较低的图片在实际印刷时不能转换为高质量 FMji模式的图片(

为了保证论文的刊出质量及本刊的印刷出版质量"如果作者的来稿中附有组织病理图*免疫荧光染色图*免疫组织化学图*细胞图"

请作者将原图保存为 K;OO格式或 \YN格式"图片的分辨率至少 <(( /L-(

本刊对论文发表过程中利益冲突问题的处理和要求

%%本刊严格遵守4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5关于.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恪守公正*客观*科学性对待作者研究论文

的原则( 最大限度规避在稿件发表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的潜在利益关系或冲突"尽量减少发表偏倚( 作者投稿过程中应注明存在利

益关系或冲突的审稿人姓名或机构"同时提供该研究获得的资助机构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或文件的复印件( 稿件在同行评审过程中

实行三级审理制"同行评审专家至少要在不同医疗机构的 < 人中进行"审稿过程严格遵守保密原则"编辑部在综合评价多位同行评

审专家的意见后确定稿件的录用与否( 作者还应在文后致谢对该研究提供资助和帮助的人员并申明理由"或就该研究与文中涉及

的医疗机构*生产厂家和药商之间有无利益关系进行声明(

消%息

DYCW 天津国际视网膜论坛暨临床病例讨论会;天津市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DYCW 年度眼科学术年会;庆祝宋国祥教授 VY 寿诞暨从医 HD 周年眼科学术会议通知

%%定于 B('E 年 C 月 BB 日至 B< 日&周 > 至周日'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举办天津国际视网膜论坛暨临床病例讨论会*天津市医

学会眼科学分会 B('E 年度眼科学术年会*庆祝宋国祥教授 C( 寿诞暨从医 >B 周年眼科学术会议(

天津国际视网膜论坛暨临床病例讨论会秉承着前沿*纵深和国际化理念"聚集具有全球视野的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研究专家和

眼科同道"对玻璃体视网膜疾病诊疗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将同时承办 B('E 年度天津眼科年会和庆

祝宋国祥教授 C( 寿诞暨从医 >B 周年眼科学术会议"本次会议汇集历届天津眼科年会的精彩内容"展示天津眼科学研究的最新进

展"并回顾宋教授广育英才*桃李满园*遍施光明*屡获殊荣的从医历程"为宋教授庆贺 C( 岁寿诞(

诚挚邀请各位专家同道出席会议(

联系方式#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科教科 (BBaE>)BEE'=*E>)BEE<>)*+,-.#---Q0'CEC6'><803+(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B('E 年 = 月 B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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