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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Worthy Issues

营养基因组学
    ——我们可以吃得更健康

想象一下未来某一天，你走进大街角落的一家高科技生物信息私人诊所或者某个

高科技保健公司，医生或者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你的血液检测，得到你个人的全部DNA
（DNA：Deoxyribonucleic acid，即“脱氧核糖核酸”）序列信息，并在经过大型计算

机分析之后，为你开出一张仅适合你的个性化营养膳食方案。这个方案还将告诉你一些

你身体的秘密——什么时候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你的身体什么时候会发生怎样的

改变、怎么发生，你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疾病的发生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方案中找

到答案。据此，你可以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更好地维护自己的身体，从而有望拥有更

加健康、科学、美好的生活。以上的说法听似天方夜谭，但目前正迅猛发展的营养基因

组学有可能将这一切变为可能。

2003年4月14日，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序工作宣告结束，这标志着我们已获得了人类

第一套完整的DNA碱基序列。从此，医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开始在基因水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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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认识疾病，寻求基因水平的治疗方案。当然这也使得如前文所述的那样，在基因水

平上指导我们的饮食成为可能。目前，科学家已证明了人类基因组的变异可导致人们对

食物产生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适合人群中某些个体的最佳膳食并不一定适合群体中

的其他个体。造成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之间DNA序列存在差异。同样，不同的

食物也可以引起个体DNA信息表达的改变。营养基因组学就是基于此的一门科学，它研

究的主要内容是各种食物中的营养是如何影响基因组的，以及基因组又是如何影响人体

代谢的（图1-3）。

图1 1953年1月18日，英国年轻的物理学家Francis Crick和美国年轻的生化学家James D·Watson在英
国剑桥卡文迪许研究所揭示出核酸（基因）的化学结构。
图片来源：http://www.bio1000.com/today/2013/0607/439268.html

图2 DNA双螺旋结构。
图片来源：http://yangxiaoyan.blog.artron.
net/space.php?uid=447724&do=blog&
id=1106527

图3 人类基因组计划。
图片来源：http://page.renren.com/600991382/no
te/907270533?op=next&curTime=1371519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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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体的基本营养元素

人类是迄今为止地球上，甚至整个宇宙中

唯一的智慧生物，这类特殊的生物以制造和

使用工具、劳动及语言等高级活动为最主要特

征。在短短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便成功地

成为了地球的统治者。虽然人类的起源和真实

的演化过程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

确定的，那就是我们与同在地球上生存的其他

各种生命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

系又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地球上所有生命形

态都源于共同的祖先，因为地球上的生命形

态都拥有共同的生命密码——脱氧核糖核酸

（DNA）。从这一点看，人类也和其它生物

一样不那么特殊了，一切生理活动也同样遵循

着自然规律。

就维持人体基本生理功能而言，人体需要

的基本营养元素有以下几种：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类、矿物质、维生素及水（图

4-9）。

一、人类和基因

图4-9 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分别是蛋白质、蛋白质结构示意图、碳水化合
物——馒头、碳水化合物——米饭、脂肪以及水果和蔬菜。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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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一般由碳、氢和氧三种元素组

成，其中氢元素和氧元素的含量一般为2:1，
这一点和水（H2O）一样，所以被称之为碳水

化合物。但有一点必须说明，碳水化合物中的

氢和氧绝不是简单地像水那样结合在一起。碳

水化合物包含人体可以消化吸收利用的糖类、

淀粉等，以及人类因缺乏纤维素酶而不能消化

吸收利用的纤维素。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后会

被分解为最小单位的糖，即葡萄糖，被人体吸

收利用。葡萄糖是大多数生物体的主要能量形

式。可以说，碳水化合物是大多数生物体最主

要的能量来源，同时也是人体最廉价的能量来

源。

蛋白质主要由碳、氢、氧及氮四种元素构

成，有时还含有硫、磷、铁、锌及碘等元素。

蛋白质是由20种氨基酸按照一定顺序组合而

成的。蛋白质进入人体后会分解成氨基酸而被

人体吸收利用，这些氨基酸会被进一步地编码

组装成人体自身行使各种功能的蛋白质。人体

内不断进行的各种生命代谢活动都少不了蛋白

质的参与，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若单

纯按照重量计算，蛋白质占人体重量的16%-
20%，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

脂类是由甘油和脂肪酸组成的三酰甘油

酯，主要包含油和脂肪。其中常温下为液态的

是油，常温下为固态的是脂肪，其主要组成元

素有碳、氢、氧，部分还含有氮、磷等元素。

脂类中的甘油比较简单，但脂肪酸的种类比较

复杂，大体上可分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

酸与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一般由4至
24个碳原子组成。自然界中最丰富的是混合

的甘油三酯，食物中的脂肪98%属于混合甘

油三酯。脂类也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磷

脂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油脂是生物体代

谢所需能量的重要贮存形式。

矿物质是指人体中除了碳、氧、氢、氮等

元素以外其它60多种元素的统称，也被称之

为无机盐，如我们摄入的食盐等。各种矿物质

也是构成生物体的重要原料，如骨骼、牙齿等

含有大量钙、磷及镁等元素。矿物质不能提供

能量，其总量（按照总质量计算）低于5%，

但是矿物质是维持生物体酸碱平衡和正常渗透

压的必要条件。人体代谢中，矿物质会通过各

种途径排出体外，所以我们必须通过饮食补

充。

维生素又叫维他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

种营养素，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必需的一类有

机物质，也是维持人体健康的重要活性物质。

维生素在体内的含量很少，它们也不能在体内

合成，必须由食物供给。维生素既不是构成机

体组织的原料，也不是体内供能的物质，然而

在调节物质代谢、促进生长发育和维持生理功

能等方面却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人们把它称

为人体中的黄金。

水是人体构成中含量最多的物质，超过人

体的50%。

2. 营养基因组学

营养基因组学（nutritional genomics或
nutrigenomics）是一门研究食物是如何影响

个体遗传信息表达，以及个体基因如何进行营

养物质、生物活性物质代谢，并对这一代谢过

程做出何种反应的学问。从这个简单的定义

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营养基因组学”实际

上包含了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食物，即各营

养元素对基因信息的影响；二是基因对各营养

素代谢的响应。常识告诉我们，有时候同样一

种食物，有些人吃了没什么问题，另外一些人

吃了则会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体之间的

差异，而这个差异从根本上说很可能是由个体

之间的基因差异决定的。

食物引起遗传信息表达的改变，以及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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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型差异造成不同的代谢谱是营养基因组学的

中心理论，这一理论真实地反映了食物和健康

之间的关系。由于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进步，

高通量、低价格的测序成为一种可能；同时人

们对健康永不停歇的追求，最终让人们开始

思考、研究基因序列与健康之间的微妙关系。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让我们翻开了人类遗传

“天书”的第一页，让我们了解了地球生命系

统同一性的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了物种之间、

同种生物个体之间的差异。我们来自同一个祖

先，但我们又是那么的不一样，从基因水平上

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简单地说，营养基因组学的内容就是研究

营养素是如何影响基因组以及基因组又是如何

影响人体代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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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醇调节元结合蛋白和糖类应答元结合蛋白

近期有研究表明，多不饱和脂肪酸能阻

止几种饱和脂肪酸合成有关肝基因的表达。

多不饱和脂肪酸通过调节几种活跃的转录因

子，发挥其在基因表达上的作用。固醇调节元

结合蛋白（SREBP）和糖类应答元结合蛋白

（ChREBP）是两种重要的转录因子，目前

研究得也较为深入。

SREBP控制着30种以上基因的表达，

这些基因被证实与人体内源性胆固醇、脂肪

酸、甘油酯和磷脂的合成有关。SREBP有三

种亚型，分别是SREBP -2、SREBP-1a及
SREBP-1c，其中1c的生理作用最强。三个亚

型中1a和1c被同一基因编码，不同的是，这

段基因中的外显子通过选择性拼接并选择不同

的起始位点作为转录起始位点。这些转录因子

是如何响应体内胆固醇等营养素变化的呢？原

来体内的胆固醇、胰岛素/葡萄糖和多不饱和

脂肪酸的分子数量水平通过反馈来抑制它们自

身的蛋白水解，从而控制成熟的、可以正常发

挥转录因子功能的SREBP的形成。

ChREBP是糖类诱导特定的生脂基因（ 
lipogenic and myogenic gene）表达所必须

的，这些生脂基因控制着人体内将碳水化合物

转化为甘油三脂的过程。日常生活中，有些人

虽然主要吃谷物制品，很少吃大鱼大肉，但是

仍然很胖，究其原因，就是这种生脂基因过度

表达的结果，碳水化合物被大量转化成了脂肪

在体内储存了起来。研究表明，在缺乏胰岛素

的情况下，营养素本身似乎就能诱导调节几种

糖酵酶和脂肪生成酶的表达，ChREBP也可

以起到调节作用（图10）。

SREBP和ChREBP都参与了营养素和激

素对编码葡萄糖代谢和脂肪生长中某些酶的基

因调控，同时它们又共同参与调控了重要的生

脂基因。从这个方面讲，某个人是否会长胖，

除了受到目前已确定的某些肥胖基因的影响之

外，同时还受到营养元素供给的影响。

二、营养素和基因表达

近10年的研究已证实，食物（营养）

中的大量或微量元素都能通过激素作用的方

式单独控制基因表达。人体主要营养元素中

的脂肪酸、胆固醇和葡萄糖及葡萄糖代谢产

物、脂溶性维生素等都可以通过转录因子

（transcription factor）来调节基因的功能。

转录因子实际上是一类拥有特殊功能的蛋白

质，它们能与基因5`端上游特定序列专一性地

结合，从而保证目的基因以特定的强度在特定

的时间与空间表达。

图10 小胖。
图片来源：http://www.xhshow.cn/
gxtp/xiaohaigaoxiao/2012/20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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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受体

细胞核内的受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应答

脂溶性营养素及其代谢物，进而调控基因表

达。核受体的结构比较复杂，目前研究人员正

在深入研究其功能及其与各营养素之间的关

系。研究人员通过对肝脏X受体、法尼醇X受

体及炎症反应中的核受体等多种核受体的研

究，已证实核受体是一种有效的代谢传感器。

3. 维生素A和维生素D

人体重要的营养素维生素A和D被证实

也能有效影响基因表达。如维生素A的衍生

物——类维生素A能影响碳水化合物、脂肪酸

和胆固醇等多种新陈代谢的信号途径。同时，

类维生素A在胚胎形成期以及细胞增殖、分化

和凋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类维生素

A还控制着各种各样的激素应答基因。

维生素D的生物激活形式1,25-二羟基维

生素D3能与维生素D受体交互作用，进而保

持钙元素在体内的稳定。因此，可以说，维生

素D的生物激活形式是人体钙元素新陈代谢的

重要调解者。人体的骨骼、肾脏、肠、脑、心

脏、胰腺、皮肤、淋巴等各处都发现了维生素

D的受体，正是有了这些受体，维生素D 才能

发挥作用。维生素D能增加肠对钙的吸收并调

节骨骼中的钙元素，可以说维生素D在整个矿

物质代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植物雌激素

植物雌激素的发现比较有意思。1940
年，人们偶然发现一些牛羊等食草动物吃了

含有红三叶的草后出现了不孕，而且怀孕的

牛羊常常会流产，小牛、小羊会提前发情。

于是人们认识到，这些植物中可能存在某种

具有动物雌激素的物质。到了1960年前后，

人们从三叶草中分离得到了异黄酮芒柄花黄

素（isofavones formononetin）和鸡豆黄素A
（biochanin A），这就是第一批被确认的植

物雌激素（图11）。

图11 红三叶。
图片来源：http://www.quanjing.com/
imginfo/ibxpaw00225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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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些植物雌激素的

化学结构与哺乳动物的某种雌激素化学机构比

较相似。雌激素受体能以同源或异源二聚体的

方式直接与DNA结合或与其它DNA转录因子

形成复合物，从而调节基因的表达。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本来是作为食物摄入的营养素，却

可以模仿雌激素而发挥某些特定的功能。这样

说来，我们在摄入某种未知或低含量营养素的

时候，我们的基因表达方式可能就在悄无声息

中发生了改变。

资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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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发送至  editor@life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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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NA甲基化

甲基代谢依赖食物中的叶酸、蛋氨酸、

锌及维生素B12等，这也是为什么孕期女性

需要口服补充叶酸的原因。DNA和组蛋白的

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调节的主要部分。DNA
甲基化（DNA methylation）是最早发现的基

因修饰途径之一。在甲基转移酶的催化下，

三、母体营养：营养和表达调控

在我们出生之前，每个人的DNA序列在

父母精卵结合的那一刹那就已经确定了。出生

后，我们很难通过短期的外在影响来改变我们

的DNA序列，从而改善我们的基因。当然，

目前生命科学界正研究的基因治疗可能可以在

某个局部开始改善或修正某些基因序列从而治

疗某些特殊的疾病。

人类饮食营养素变化很大，其中包含了大

量用于甲基代谢的营养素。最近有科学研究

表明，我们可以通过食物（营养素）调节胚胎

及其早期发育，这种调节甚至可以改善基因表

达。在不涉及DNA序列变化的情况下，实现

基因表达方面的可遗传改变，让人们兴奋不

已，这也是现在表观遗传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

一。这些可遗传的改变包括酶促DNA甲基化

和组蛋白修饰时所伴随的改变，以及染色质结

构的其它修饰。

所有营养素都可能对基因表达产生一定的

影响，许多营养素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所起到的

作用可能远远大于成年后。由此可见，那些孕

育宝宝的妈妈们的营养素摄取对胎儿的重要性

就可见一斑了。为什么儿女们的饮食习惯或生

活习性与生俱来会与母亲更为接近，或许可以

从这里找到答案（图12）。

图12 婴儿与妈妈。
图片来源：http://www.taopic.com/tuku/201202/150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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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的CG两个核苷酸的胞嘧啶被选择性地添

加甲基，形成5-甲基胞嘧啶。甲基化位点可随

DNA的复制而遗传，因为DNA复制后，甲基

化酶可将新合成的未甲基化的位点进行甲基

化。由此可见，DNA的甲基化可引起基因的

失活，而去甲基化过程可以让失活的基因再度

拥有活性，这就好比给DNA序列上的某些功

能单元序列装上了开关（图13）。

图13 叶酸。
图片来源：http://tupian.baike.com/a1_07_37_20300533954671133766376624338_jpg.html

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包括人类在内的哺

乳动物一生中的DNA甲基化水平会经历两次

显著变化。第一次发生在受精卵最初几次卵裂

中，去甲基化酶清除了DNA分子上几乎所有

从亲代遗传来的甲基化标志；第二次发生在胚

胎植入子宫时，一种新的甲基化遍布整个基因

组，甲基化酶使DNA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甲基

化模式。细胞内新的甲基化模式一旦建成，即

可通过甲基化以“甲基化维持”的形式将新的

DNA甲基化传递给所有子细胞DNA分子。从

这个角度看，孕育最早期对胎儿来说至关重

要。营养和代谢对胚胎和胎儿发育非常重要，

一些母体效应可对后代一生，甚至是下几代都

产生影响（图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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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培育6天后的人类胚胎。
图片来源：http://news.sctv.com/kjxw/
kp/201105/t20110513_687283.shtml

图15 桑椹胚。
图片来源：http://news.ci123.com/
article/7130.html

不过，自然界中的生物尤其是动物总是趋

向并且擅长早期繁殖，因为大多数动物（有

些物种几乎是全部个体）在它们还没来得及衰

老前便会被它们的天敌，寄生虫或细菌病毒猎

杀。因此，动物在分配营养素等有价值的资源

时会优先用于繁殖，即胚胎会最大程度利用母

体的营养素。当营养素不足时，动物将在短期

存活和生殖之间进行分配；当营养素充足时，

动物将更多的用于生殖。显然，让个体存活的

更久一些，还是更早繁殖更多的后代，两者之

中后者更能体现营养素对该物种的实际意义。

2. 与人类生殖相关的表观遗传作用

研究表明，人类的母体效应和表观遗传不

如我们的实验动物啮齿类那样明确，但人类可

能也有类似现象发生。如幼年期的癌症很可能

就是由于胎儿发育阶段有一个甲基化的不当遗

传或丢失造成的。又如过敏性哮喘也可能是由

于胎儿或新生儿继承了DNA表观遗传模式，

胎儿基因在幼年时期持续表达而造成的。有研

究表明，经过细胞核移植等早期操作处理可以

引起小鼠的表观遗传改变，因此我们有理由相

信人类辅助生殖的组织培养条件和其它操作处

理也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表观遗传。所以，选择

人工辅助生殖还是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图16-
18）。

图16 科学家揭示早期胚胎发育的基因调控。
图片来源：http://www.bio1000.com/gnjz/
physiology/4406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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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8日，《Nature》杂志报道了

由中外科研人员合作的科研成果，该研究利

用单细胞表达谱研究的RNA-seq技术，对人

胚胎早期发育各阶段全基因组RNA转录谱的

系统进行分析，发现在胚胎发育早期各阶段

中存在着父亲或母亲来源的单等位基因表达

差异。同时，运用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WGCNA)显示胚胎早期发育各阶段中的细胞

周期、基因调控、蛋白质翻译以及代谢通路的

转录变化是以分步进行的方式按顺序发生，并

明确了该机制在物种间保守存在，仅在发育特

异性和时序上有所差异，这也证明了哺乳动物

在早期胚胎发育进化上存在共性。

图17 人工辅助生殖（试管底部白色小点为体外培养的受精卵）。

图18 人工辅助生殖——人工受精示意图。
图片来源：http://www.sz-news.com.cn/www/news/gjnews/2007/10/09/11970322890259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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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T2MD

2型糖尿病原名“成人发病型糖尿病”，

多在35～40岁之后发病，占糖尿病患者90%
以上。2型糖尿病患者体内产生胰岛素的能力

并非完全丧失，甚至有的患者体内胰岛素产生

过多，但胰岛素作用效果较差，患者体内的胰

岛素相对缺乏。

与1型糖尿病一样，2型糖尿病具有复杂

的遗传因素，目前与2型糖尿病有关的基因多

达二十几个。肥胖、高热量饮食、体力活动不

足及年龄的增长是2型糖尿病最主要的环境因

素，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因素也会增加患病风

险。与白种人及亚洲人比较，2型糖尿病更容

易在土著美洲人、非洲-美洲人及西班牙人群

中发生（图19）。

四、T2MD（2型糖尿病）

图19 2型糖尿病注射胰岛素治疗。
图片来源：http://www.drmed.cn/T1D-Child/treatment

2. T2MD背后的秘密

自受精卵开始，新的生命就继承了不同的

基因组合及其特异性的表观遗传修饰，每一个

个体生来就对2型糖尿病及其它各种慢性疾病

具有独特的易感性。一个人并不是非要等到

30岁以后才能知道他是否具有患2型糖尿病的

可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生而不

同，当然出生后的生长环境也极大地影响着如

2型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发生的风险。

作为生物体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摄入各种营

养素。不同膳食结构所包含的不同组合的营养

素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某些疾病的发病几率和

严重程度，也就是说膳食中的热量摄入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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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化学物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引起慢性疾

病的基因表达。当然遗传背景的改变也影响着

营养物质的代谢。许多膳食中的化合物是多种

转录因子的配体，膳食中的化学物质也会直接

影响蛋白质和酶的活性。

就2型糖尿病而言，环境因素其实比饮食

的影响更重要。通常情况下，细胞因子的水

平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它能够反映蛋白和

RNA表达的变化。有些环境因素在我们看来

非常普通，如每日整体睡眠时间及睡眠的连续

性、能量摄入及消耗的平衡状态、体力活动、

大气氧分压、应激等心理因素、茶水及其它饮

料的摄入等，都可影响我们如2型糖尿病等慢

性疾病基因的表达水平。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1616

1. 我们怎么样吃更健康？   

减少总脂肪的摄入量已成为共识。科学

家们推荐，总脂肪摄入量应该减少至总能量

摄入量的30%或更少，这样可以减少冠心病

（CHD）和癌症的发病风险。研究表明，多

不饱和脂肪酸与CHD发病率呈负相关，有效

摄入ω-3脂肪酸可以减少突发性死亡的可能

性，所以每周吃一次鱼吧。反式脂肪酸的大

量摄入提高了CHD发病相关炎症标志物的水

平。减少食物中脂肪（这里主要是指动物性脂

肪）的摄入可能还会减少乳腺、直肠结肠以及

前列腺癌症的发病率。高脂肪会导致体重超

标，这也是很多疾病和死亡的又一大诱因。

多吃杂粮粗粮，少吃精制食物。

说完了脂肪，我们来说说碳水化合物。

人体需要的能量大致是恒定的，减少了总脂肪

摄入量必然带来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增加。粗

粮食品中含有膳食纤维及各种微量营养素，但

在精制过程中膳食纤维及各种微量营养素丢失

了。如在白面粉标准精制加工过程中，约有

60%-90%的维生素B6、维生素E、叶酸和其

它营养素丢失了。精制食品与较少加工的全谷

物食品相比，使用精制食品后血糖水平反应会

更高，这加重了血糖负荷，进而会导致血浆胰

岛素水平的快速升高，从而带来一些不好的代

谢效应。有研究表明，摄入较多精制淀粉和糖

类，尤其是在摄入较少膳食纤维时，容易增加

非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和CHD的发病风险。

一些前瞻性研究还表明，摄入较多的谷物纤维

对结肠癌有降低发病风险的预期作用，当然多

纤维膳食的确能够减少便秘的发生。

用豆科植物、鱼类及家禽等替代红肉作

为膳食蛋白的来源。蛋白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可

以替代碳水化合物的，如肉食性动物基本上不

摄入碳水化合物。研究表明，蛋白质替代碳水

化合物后可以有效改善血脂。蛋白质的具体来

源可能对身体长期健康有着重要影响。与蛋白

质相比，不同食物源中的其它成分可能起到更

为重要的作用。如前文提到的多吃鱼肉可以降

低CHD的发病风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又

如大豆不仅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同时还含有

大量多不饱和脂肪酸。与牛、羊等红肉相比，

家禽的白肉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明显较

多。以上提到的两个例子中，多不饱和脂肪酸

也许是一个关键，但是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目前仍然不是很清楚。

多吃水果和蔬菜。很多人认为，多吃蔬

菜和水果可以降低癌症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

险。但是也有研究发现，癌症的发病率与是否

多吃蔬菜水果关联很小或无关联。但是有一些

好处已证实，如番茄中的番茄红素的确可以降

低前列腺癌的发病风险；摄入较多的蔬菜可以

降低血压，这主要是钾离子在起作用；绿叶蔬

菜中的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与白内

障的发病风险呈负相关。

五、追求最理想的食物

经过长时间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有关

营养对于慢性病预防方面的研究，并结合现代

基因测序技术的高度发展，科学家们已将遗传

信息与食物、健康进行了对应性研究。我们可

以吃得更健康，可以按照自己的遗传信息确定

自己的理想食物。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尝试使

用基于遗传信息的不同膳食方法来治疗高胆固

醇血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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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钙别忘了维生素D。钙是人体骨骼的重

要元素，因此我们要保证每天有充足的钙摄

入，但是钙的作用与维生素D的作用是分不开

的。钙元素的有效摄入还具有一定的降血压作

用。就普通人而言，摄入较多的绿叶蔬菜和其

它蔬菜就可以满足钙的需求量，当然对于正在

生长的儿童和孕妇而言，钙元素的摄入量就需

要大大增加了（图20）。

图20 健康食谱。
图片来源：http://www.kyf88.com/a/22222/2011/1108/9323.html

2. 理想膳食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

由于个体差异，每个人都会有适应自身

的理想膳食，并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身体发育

阶段对各营养元素的需求也各不相同。这些饮

食同时还受到地域、气候差异的影响。就同一

种食物而言，不同地区产出的同样的食物，其

含有的微量元素也不尽相同，加之烹饪的方法

千差万别，各营养元素的保留程度也不一样。

因此，很难找到一个完全理想的膳食

谱。不过只要我们遵循以上提到的一些基本原

则，我们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食物带来

的各种风险。在降低饮食风险的同时，生活方

式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远远大于膳食带来的影

响。也有最新研究表明，积极运动在某种程度

上也可以影响DNA甲基化水平。乐观向上的

心态、积极健康的运动对我们的健康维系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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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Hot Topics

生命时钟的校对者

生物数学家Steve Horvath发现了一种
方法，可以根据表观遗传学信号
（epigenetic signatures）判断

人们的年龄，而且这种
方法异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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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Ho rva th小时候在德国长大，

在 他 十 几 岁 的 时 候 ， 他 和 他 的 双 胞 胎

兄弟 M a r k u s ，以及他们的好朋友 J ö r g 
Zimmermann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吉尔伽美什

的小组（the Gilgamesh project），他们会定

期聚会，讨论数学、物理和哲学问题。吉尔伽

美什在目前世界已知最古老的叙事诗《吉尔伽

美什史诗》中，是苏美尔（Sumer）王朝时统

治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

区的都市国家乌鲁克（Uruk）的国王，他十

分想找到一种能够让他永葆青春的灵药。据

Horvath介绍，他们之所以想到用吉尔伽美什

这个名字就是受了这个故事的启发。所以他们

的讨论会往往都会跑题，去讨论如何延长生命

的问题。

他们的最后一次讨论是在1989年，他们

三人在这次会上郑重表示，这辈子都要投身

到延长人类寿命的科学工作当中。Jörg选择了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作为他的专业，

Markus选择了生物化学和遗传学，Steve则表

示，他打算利用数学模型和基因网络来研究如

何延长人类的寿命。Jörg后来真的成为了德国

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 in Germany）
的一名计算科学家，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

研究工作，可是Markus却中途“溜号”了，

他最后成为了一名精神科医生。

Steve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的一名人类遗传学家，同时也是一名

生物统计学家，他总算是实现了自己当初立下

的诺言，他对此也感到非常欣慰。Steve一个

人经过多年辛苦的工作，还经历过论文屡次

被拒，并且痛失了一名爱女的痛苦过程，最

终完成了对超过1.3万份人体组织标本数据的

分析和整理工作。他发现了一台细胞生物钟

（cellular biological clock），这台生物钟以

其走时准确、简洁易读，而且与人体很多部位

都高度同步（只有少数例外，这些例外却为我

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有助于我们了解衰老和

疾病的本质）的特性震惊了全世界的同行们。

Horvath这台生物钟的计时原理主要来自

表观遗传学，这是一种在不改变DNA序列的

前提下，通过各种化学基团和结构修饰作用，

对基因的表达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而且这种

作用还可以随着细胞的分裂“遗传”下去。随

着细胞的衰老，表观遗传学的修饰也会发生改

变，其中某些变化就可以当作计时的依据。为

了判断一个人的年龄，Horvath对DNA中数百

个散在分布的位点进行了分析，他重点关注这

些位点的甲基化修饰情况，即在DNA链上是

否连接了甲基基团（methyl group）。

Horvath还为此专门开发了一套算法，根

据这些位点的甲基化修饰情况估算整个人体

（而不是细胞）的年龄。让我们以白细胞为

例，我们都知道白细胞的寿命通常都只有几天

至数周，可是这些细胞却可以携带它们来源

身体50年的信息，出入只有几年而已。口腔

粘膜拭子、脑组织、结肠组织和各种其它组

织和器官来源的DNA都可以进行这种分析。

这是独立于生物标志物（biomarker）之外的

另外一套年龄计算方法，但是使用生物标志

物存在组织来源的限制，只有一两个组织的

生物标志物可以被用于估算年龄，比如被当

作金标准的门冬氨酸外消旋法（aspartic acid 
racemization）就只能够对牙齿或骨骼里的蛋

白质进行分析。

“我希望开发一种适用于绝大多数组织

的方法。当然这也是个非常冒险的想法。” 
Horvath介绍道。不过现在看来他是赌赢了。

他的研究成果在去年得以发表，到他发表的时

候，他的生物钟的误差已经缩小到了3.6年，

即43个月。而且这个数字是针对大部分组织

而言的，如果具体到某一个组织的标本，准确

度会更高，比如唾液标本是2.7年，某些白细

胞标本时1.9年，大脑皮质标本是1.5年等等。

用这种方法对刚刚取自胚胎的干细胞进行分

析，得到的结果是非常年轻；而对百岁老人

的脑组织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就是100岁左

右。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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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Elizabeth 
Blackburn曾经因为对端粒（telomeres，这是

一种位于染色体末端的结构，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不断的缩短）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她

表示，年龄与表观遗传学之间具有如此密切的

联系，这表明，在细胞里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永

恒不变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们探索生物未

知奥秘的线索。如果某个人的实际年龄和用这

种方法推算出来的年龄不一致，那么可能也说

明他的身体存在一定的问题。

就在Horvath的论文发表几个月之后，其

他的科学家们也都纷纷重复出了他的研究结

果。这一下子引起了轰动，大家都在讨论这项

技术的潜在应用价值，不过也有人在探讨该方

法背后的生物学机制。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定量遗传学系

（quantitative gene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in Australia）的主任Peter 
Visscher就表示，这的确是个新东西。如果

Horvath的发现是确认无误的，那这就是一个

非常有趣，而且非常重要的重大发现。

Horvath一直都坚守着当初立下的吉尔伽

美什誓言，他拿下了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

并且于200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遗传系

得到了一个职位，后来在2006年时获得了长

期教职的职位。之后他开始专注于衰老问题，

他关注的重点是基因活性（gene activity）在

人这一生中的变化情况。他的一名博士生负责

具体的工作，将基因转录数据输入一套统计软

件，希望找出与衰老相关的有效生物标志物

（biomarker）。可是他俩干了一年多，还是

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如

果在基因转录数据中真的存在这种与衰老生物

标志物有关的线索，也是难以被发现的，因为

这些微弱的线索会被人与人之间，以及器官与

器官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数据的背景噪声）给

掩盖掉。于是Horvath决定不再让他的学生和

博士后干这项没有前途的工作，“拿他们的学

业和职业生涯来冒险，这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

的。” Horvath这样解释道。

可是在 2 0 11 年时出现了转机。当时

Horvath参与了他们学校另外一名同事Eric 
Vilain的科研项目，Horvath在其中的工作主

要是对从68名成年人唾液标本中提取出来的

DNA样品的甲基化修饰情况进行分析。他们

希望找出与性别相关的表观遗传学修饰模式

（epigenetic pattern），可最终没能成功。

但是Horvath可不想浪费这些数据，他想看看

这些数据是否与衰老有关。

在人类的DNA链上，甲基基团主要都连

接在CpG位点上。通常来说，在一个人的基

因组中大约有2800万个CpG位点。但是使用

微阵列技术（microarray technology）进行样

品甲基化修饰情况的检测只能发现其中的很少

一部分位点，使用老式仪器大约可以发现2.7
万个位点，使用最新仪器也只能发现48.5万个

位点。

不过Horvath是幸运的，他成功建立了一

个非常简单的统计模型，只需要对DNA样品

中的两个CpG位点进行检测，然后统计出一

滴唾液里有多少个细胞在这两个CpG位点上

发生了甲基化修饰就足够了。这样得出来的结

果与个体年龄的相关性高达85%，平均误差

在5年左右。

Horvath经过后续的工作又发现，以脑组

织细胞和血细胞等多个其它组织的细胞为标

本，获得的结果更加精确。突然之间，他最开

始绞尽脑汁希望发现的与衰老相关的生物标志

物似乎就要唾手可得了。

但事情可没那么顺利。他还必须将大量既

包含个体年龄，又包含个体DNA甲基化修饰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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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数据库给整合起来。在各种医学研究工

作（但一般都不包括衰老研究）中都会用到甲

基化修饰信息（Nature  508, 22;2014）。由

于每个人在样品采集，以及样品处理等工作中

采用的方法或工作习惯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很

难对各个工作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平行比对。

Horvath对此就非常担心，他说道：“各个实

验室使用不同的实验流程得出的实验结论怎么

能够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呢？”

不过Horvath最终还是以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Andrew 
Teschendorff的工作为基础，找到了一种校准

方法，得以对不同的甲基化修饰数据进行比

对。除此之外，他还采取了一种非常大胆的方

法，就是直接忽略不确定的部分，他认为这种

忽略不会影响到最终结果的精确性。

结果发现他又赌赢了。在2012年初，

Horvath使用他的新算法（对基因组中的16
个CpG位点进行检测）对9种不同的人体组

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与年龄的相关性高

达96%。而且准确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使用血细胞为样本时误差在3年左右，而使

用口腔黏膜拭子为样本时误差只有18个月左

右。

但还是有两本杂志的编辑对Horvath的文

章做出了拒稿处理。据Horvath介绍，这些编

辑的拒稿理由是“这个工作的结果太完美了，

他们不敢相信。”这些编辑认为，Horvath的
算法对于他所使用的数据也许非常合适，但是

他们认为Horvath还应该用更多的数据对这套

算法进行更彻底的检验。

于是Horvath继续收集数据，继续完善他

的算法。到了2012年底（12月），他的数据

库里已经收录了51种非常见的组织和细胞，

以及20种肿瘤组织和细胞的数据。他检测的

CpG位点的数量也增加到了353个。

完成这些工作之后，Horvath决定从头开

始重新撰写论文，可是这时他的妻子出现了早

产的迹象，羊水破了，比预产期整整提前了3
个多月。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他的妻子和

医护人员们一直在与早产和感染搏斗，虽然

Horvath也在病房里陪伴着他的妻子，可是他

几乎就没离开过写字台。

Horvath当时的压力非常   大，他回忆

说：“我每个小时都在不停地写稿子，每个小

时对我来说都好像是最后一个小时一样。”不

过他的文章也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且妻子和她

肚子里的孩子也都在一天天地恢复。三周之后

就快到圣诞节了，“我当时心中感觉充满了希

望。” Horvath这样说道。可是他的孩子却突

然出了问题，听不到胎心了。于是医院立即实

施了紧急剖宫产手术，终于把孩子给抢救了过

来。Horvath感慨道：“医生们非常了不起。

可是我的女儿还是没能挺过出生后的第一天。

不到10天之后，我就把文章投给了《基因组

生物学》（Genome Biology）杂志。”

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编辑给我回信了，

可是这一次他们居然还是做出了拒稿的决定。

理由还是他的结果太好了，不太敢相信。

Horvath也能够理解这一点，他介绍道：“每

一个寻找生物标志物的科研人员都清楚，哪怕

是非常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相关系数也就在

0.6~0.7之间。比如年龄与端粒长度的相关系

数只有不到0.5。”可是Horvath开发的这套算

法得出来的相关系数却高达0.96。Horvath也
承认，最开始他自己对这个结果都不太敢相

信，直到其他人也独立地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他才敢最终确认。

但是这一次Horvath决定不能就这么算

了。他说道：“我拿到了编辑的回信之后，花

了10分钟做了三件别人都不会做的事情。第

一件事就是，我跑到冰箱里拿出三瓶啤酒，一

口气全喝光了。第二件事就是，我打开电脑给

编辑写了一封回信。第三件事就是，我马上点

了‘发送’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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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上诉”居然成功了，他的文章也

最终于2013年的10月发表在了《基因组生物

学》（Genome Biology）杂志上，也开始有

人到Horvath的网站上下载他开发的表观遗传

学生物钟算法软件。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医学中

心（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 Utrecht in the 
Netherlands）的Marco Boks也使用这套软件

对他采集的96份荷兰退伍军人的血样进行了

分析，这些退伍军人都曾经参加过阿富汗战

争，年龄在18至53岁之间。结果发现计算出

来的年龄与每个人的实际年龄之间的相关度高

达99.7%，而且平均误差只有几个月。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尔 湾 市 Z y m o 
Research生物技术公司的Wei Guo和Kevin 
Bryant则很想知道这套软件是否可以用来分析

尿样。Zymo公司之前收集了11份尿样，这些

人的年龄在28岁至72岁之间，男女都有。结

果得到的相关系数也高达98%，标准误差在

2.7年左右。Bryant评价道：“这个尿液分析

的结果太棒了，要知道Steve在开发这套算法

时根本就没拿尿样做过测试。”

Horvath开发的这套软件可以应用在很多

方面。比如在罪案调查工作中，可以使用这

种技术，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少许生物样本推测

出嫌疑人或受害人的年龄。Trey Ideker是美

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遗传学系（the 
medical-genetics divis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主任，据他介绍，

他们系也开发过一个专门用于血液样本的表观

遗传学生物钟技术，他们正与一个法医实验室

合作，想通过数学的方法来看看他们的这套

表观遗传学生物钟技术是否与Horvath的是一

样的。虽然Ideker的生物钟只能够使用血液样

品，而且准确度也没那么高，但是使用成本也

相对较低，他们只需要检测71个CpG位点就

可以了，而不是Horvath那样需要检测353个
位点。

Ideker和Horvath都认为，这套生物钟最

有意思的应用应该还是用来发现“加速老化

（age acceleration）”，即一个人的表观遗

传学年龄与实际年龄不匹配的情况，而且既可

以是整个人的加速老化，也可以是某个器官的

加速老化。

及早发现这种不匹配现象就可以让我们

及时警觉。美国国家心脏、肺和血液研究

所（US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NHLBI）的Brian Chen与Horvath
等人对他们收集的2100多份年龄在40岁至92
岁之间的中老年人（包括男性和女性，这些

人都是参加了Framingham心脏病研究的志愿

者）的甲基化修饰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在去

年11月召开的美国老年学会（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会议上报告了他们的分

析结果。他们发现，老化加速每增加5年，全

因死亡率将会增加15%。据Horvath介绍，其

他两个大型研究尚未发表的数据也显示，表观

遗传学年龄大于实际年龄是一个死亡的独立危

险因素。

科研人员对来自同一个体，各个不同组织

的年龄也进行了比较，他们希望能够发现更加

准确、而且侵入性更低的诊断方法，用于疾病

诊断，或者评估患病风险。就在去年，Ideker
等人报道，乳腺癌、肾癌、肺癌和皮肤癌组织

的表观遗传学年龄要比患者自身的表观遗传学

年龄老40%。不过使用Horvath的方法并不能

得出这么清晰的结论。有些肿瘤，比如脑癌组

织会老上几十岁。但是某些肿瘤，比如某些类

型的子宫内膜癌或乳腺癌却又不是这样的。

这种表观遗传学年龄与实际年龄不一致

的现象似乎与其它疾病的关系更加紧密。据

Horvath介绍，最近的一些工作已经发现，体

内能够检出HIV病毒复制的感染者，与体内病

毒复制被抑制的感染者或健康人相比，前者也

会更“老”一些。另外一个尚未发表的研究也

观察到，在过度肥胖的人群中，有一些组织

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加速老化现象。Horvath

与时间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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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深入挖掘妇女健

康项目数据库（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database）以找到更多的证据。妇女健康项

目是NHLBI开展的一个历时20年，涉及16万
人的大型研究项目，这个数据库里也收录了数

万个甲基化数据信息。

医学研究者们也许不清楚这套表观遗传学

生物钟的工作原理，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这套

技术更好地开展临床诊断，进行疾病分型和

鉴别。但是Horvath可不希望就此打住。他说

道：“最大的问题是，这套生物钟显示的‘时

间’是否与某个特定的生物学进程及目的有

关。”他认为这个生物钟最有可能与表观遗传

学持家基因系统的功能相关，这套基因的作用

就是通过甲基化修饰作用来维持基因组的稳定

性。该系统的功能越活跃，这套生物钟走得就

越快。

通常来说，由于甲基化修饰作用都是可逆

的，所以Wei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抓住

表观遗传学生物钟的走针，让它走慢一点，那

么也许就能够让Horvath等人在年轻时许下的

愿望变成现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

生物钟显示出来的时间真的能够反映出与衰老

进程相关，甚至是直接影响人体衰老的生理进

程的进展程度。”

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这台生物钟持怀疑态

度。比如Teschendorff的研究就发现，全基因

组的甲基化修饰情况本来就会随着时间而逐渐

发生改变。他认为这背后存在着某些被动的过

程，而衰老与疾病的主要原因则是干细胞的分

化受到了影响。Ideker也认为这种伴随着年龄

增长的表观遗传学的变化可能就是随机发生

的，也许那353个位点的改变没有任何意义。

Horvath也承认，他们还需要开展更多的

工作来明确表观遗传学年龄与实际年龄相比，

是否能够更好地反映疾病的发生和衰老的进

程。不过他也表示，这台表观遗传学生物钟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希望，我们有

可能改变衰老的进程。如果真是这样，那吉尔

伽美什王的愿望就能够实现了。

年龄问题

W. Wayt Gibbs. (2014) The clock watcher. Nature, 508:168-170.

原文检索：

YORK/编译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2626



2727272727272727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2828

受到质疑的实验鱼处死方法

百态Amazing Lives

研究表明，对于斑马鱼的安乐死而言，目前通用的麻醉剂并非最人道的选择。

一名研究者在癌症实验室里检查斑马鱼鱼缸。

一直以来，研究人员都在呼吁禁止使用目

前实验室处死斑马鱼（zebrafish）的一种常

规方法。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方法

会给斑马鱼带来不必要的痛苦。这是怎么回事

呢？

原来，已有两项独立的研究表明，目前通

用的麻醉剂MS-222在投料入缸时可能产生超

量反应，似乎会使实验鱼遭受痛苦。因此，研

究作者建议：应该使用另一种麻醉剂或处理方

式来取代此法。

对此，阿斯利康公司布里克瑟姆环境实验

室（位于英国布里克瑟姆）的资深环境学家

Stewart Owen以及参与另一项研究的合作者

表示，这两项独立开展的研究分别使用了不同

的方法学，却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斑马鱼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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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察觉到MS-222的存在并回避之。他们认

为，这明显是一种负性反应现象，因此从人道

主义方面考虑，不应再使用这种药剂来进行常

规的斑马鱼麻醉。

近年来，应用斑马鱼（Danio rerio）进行

研究的案例急速上升。这是由于科学家们认

为，相对于斑马鱼而言，使用其它替代动物

模型（比如哺乳动物）来开展研究的争议性更

大，而且斑马鱼还价廉、易养。因此，尽管目

前没有收集到确切数据，但全球肯定有数百万

条斑马鱼栖居于各个实验室之中，而几乎全部

都终将会被处死。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MS-222，它的化

学名是3-氨基苯甲酸乙酯甲磺酸盐（ethy l 
3-aminobenzoate methane sulphate），

又叫TMS。MS-222是处死生物最常用的药

剂之一，被多个学术机构及团体（后者如美

国兽医学会（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 ion））列为认可的安乐死方法。

然而，Owen及其合作者开展的研究（G. D. 
Readman et al. PLoS ONE 8, e73773; 2013) 
，以及来自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Daniel 
Weary等人的研究（于今年2月初发表，D. 
Wong et al. PLoS ONE 9, e88030; 2014）均

表明：斑马鱼似乎能察觉到这种化学物质所带

来的不适。同时，两篇论文的作者均表示，他

们所完成的研究应该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做

法。

Owen的研究应用视频追踪来测试斑马鱼

的反应，观察它们是否能从鱼缸的一端转移

到未经药剂处理的另一端，从而避开麻醉剂流

体。研究小组发现，由于MS-222的存在，斑

马鱼在未经麻醉剂处理的一端所停留的时间明

显比含有麻醉剂的一端要长。

而Weary的研究小组则先让斑马鱼在鱼缸

的光亮部分和阴暗部分进行自由停留，然后

将它们暴露于设定好的光亮部分——含有MS-
222药剂的部分。结果，在暴露于麻醉剂环境

之后， 参与研究的17条斑马鱼之中除了一条

之外，其余的在光亮部分停留的时间均缩短，

其中9条完全避开了这个部分。这表明：斑马

鱼宁可处于不适的环境之中——在此例是阴暗

部分——也不愿暴露于MS-222药剂之下。

鉴于MS-222在实验中所呈现的强烈信

号，Weary表示，它一定使得鱼儿产生了什么

不适，毕竟斑马鱼对许多有害的化学物质都不

会产生如此程度的回避行为。他还补充说，这

些研究结果是非常明确的，因此他们此时应该

促使决策者和研究者共同思考这一问题，并且

重新考虑斑马鱼的处理规程。

其实，在处死实验用哺乳动物的问题上，

即便是最人道的方式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

议。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增加（Nature 
500, 130–131; 2013），啮齿动物的安乐死

问题也随之而来。相较之下，目前鱼类的安乐

死问题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英国利物浦大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生物兽医学院院

长Lynne Sneddon专于研究鱼类的福利问题。

她认为，与哺乳动物相比，鱼类的福利事业整

整落后了10-20年。

Sneddon表示，两篇论文均令人信服地表

明，恐怕应该避免使用MS-222制剂来处死斑

马鱼。但她也指出，不同种群之间存在着显著

的差异，不应以有关斑马鱼的研究数据来概括

其它实验用鱼（比如鲑鱼）的情况。因此，她

告诫我们不要完全禁止MS-222药剂用于处理

动物。

此外，俄勒冈大学（尤金）国际斑马鱼

资源中心（Zebrafish Inter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主任

Zoltan Varga鉴于处死实验动物的最佳方法主

要取决于个体实验以及方案设置，也对禁止使

用MS-222提出警告。他表示，麻醉药剂的选

择至关重要，因为药物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反

应，而我们需要施用适于任一情况的药物。在

某些情况下，这种药物恐怕就是MS-222。
目前，人们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获知哪种

方法才是最人道的，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

相异。比如，Owen建议以麻醉剂依托咪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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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omidate）进行替代，该药价格比MS-222
低廉（在有效浓度下每升0.15美元，MS-222
在有效浓度下是每升0.23美元）；而且经他测

试，似乎鱼儿的负性反应没那么大。而Weary
的研究表明可以以另一种价廉的药剂丁香油

（clove oil）作为替代物。Varga则推荐“低

温休克法”（hypothermal shock），这种方

法可对热带物种斑马鱼产生迅速致冻的作用。

不过低温休克法在英国是非法的，理由是：冰

冻可能会在实验鱼尚有意识的情况下损伤其组

织。

总之，随着鱼类实验开展数目的持续上

升——在英国是排名第二的研究种类——关于

处置它们的问题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Varga
表示，人们应该要有耐心给予斑马鱼领域的研

究以充足的时间，从而批判性地探究哪些才是

最佳——同时也是最人道的——准则。然而，

他也认为，既不能以人类的经验，也不能从其

它实验室机构已有的指南和条例中贸然推断出

这些准则。

结论最终会是什么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DA N I EL CR ESSEY. (2014). Fish-kill method questioned. Nature, 506, 419-420.

原文检索：

文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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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一代的藤壶开始寻找落脚之地安家

时，跟我们人类一样，它们的全部心思都放在

定居，定居，以及定居上。对于这种现象，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Kiyotaka 
Matsumura和Pei-Yuan Qian解释说，藤壶

过了幼生期，成为稚体（ juvenile）和成体

（adult）之后就无法移动，因此它们繁殖下

一代的几率完全取决于定居的选择：最为理想

的就是在藤壶群周边安家。两位研究者告诉我

们，已定居下来的藤壶会释放气味来吸引游动

的藤壶金星幼虫（barnacle cyprids，又称腺

介幼体，是藤壶定居之前的最后生长阶段），

这样它们就有指引方向了。然而，这种气味

只在短距离内起作用，那么，藤壶金星幼虫

能否依赖视觉来指引其定居生活的选择呢？

Matsumura和Qian认为，藤壶金星幼虫拥有

复眼和复杂的感觉处理方式，这些优势在其较

早和之后的生命阶段中都不存在，所以很可能

会利用它们来识别首选的定居点。于是，他们

计划对藤壶金星幼虫进行测试，看它们在识别

某一定居点时，其视觉到底起多大的作用。

两名研究人员开展了一系列实验，他们让

藤壶金星幼虫在藤壶成体所在的区域选择定

居点，结果发现这些幼虫喜欢在藤壶成体附近

定居。实验把与藤壶大小类似的卵石和藤壶成

体都置于一个透明的盒子里，结果尽管幼虫无

法嗅出它们的气味，也能轻而易举地区分出两

者。接着，两名研究者测试了金星幼虫的色彩

偏好，发现它们特别喜欢在具有红色表面的物

体上定居。而当研究小组检查藤壶成体的外壳

颜色时，发现其外壳能产生明亮的红色荧光。

于是，Matsumura和Qian仔细地从藤壶外壳

提取出荧光物质，然后在有藤壶金星幼虫的鱼

缸里置入一小瓶荧光液体，并以一小瓶新鲜海

水作为对照，结果发现荧光液体对藤壶幼虫的

藤壶金星幼虫依靠荧光找到安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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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比海水要高两倍。

所以实验表明：藤壶金星幼虫的确是利用

视觉来识别自己的首选定居点，这多亏了藤壶

成体外壳的鲜艳红色荧光为它们指路。岂非太

神奇了！

Matsumura, K. and Qian, P.-Y. (2014). Larval vision contributes to gregarious settlement in 

barnacles: adult red fluorescence as a possible visual signal. J. Exp. Biol. 217, 74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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