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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生医学发展历程

二、神经科学：借助干细胞疗法修复神经损伤   

七、观点：再生医学的发展需要跨学科合作

下一期（2017年11月刊）预告：清除衰老细胞——永葆青春健康？

下一期《生命奥秘》将以《清除衰老细胞——永葆青春健康？》为专题。本专题将介绍清除衰老细胞（senescent 

cell），以实现延长生命、促进健康（尤其是生命后期的健康）的最新研究，同时还梳理了衰老细胞与衰老过程及各种衰

老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希望藉此我们能明确目前清除衰老细胞的主要研究策略、最新进展及未来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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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Worthy  Issues

再生医学

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金刚不坏之躯，我们会生病，甚至残疾。细胞可能会失去生物学意义，组织可

能会变薄并分崩离析、创伤可能会加速细胞衰老，而器官也有可能会失去功能。有时，某种药物

也许能够治疗内分泌失调，同时外科手术也许能够修复异常的身体结构，但实际上我们经常面临

的情况却是无法替换坏死的机体组织，甚至一个完整的器官。再生医学的快速发展有望打破这种

僵局。所谓再生医学，指的是能将机体的生理机能恢复到类似初始状态的一系列方法和技术。下

文将详细介绍再生医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相关的研究进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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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生医学发展历程

公元前 600 年

1952 年

1981 年 

1997 年 

1998 年

在最早的其中一本手术教科书中，

印度外科医生Suśruta（图）讨论了

皮肤移植技术。该书详细介绍了使

用脸颊的皮肤修复撕裂的耳垂的方

法，并且首次书面记录了使用前额

皮肤重建鼻子的方法。

被誉为“生物之父”的瑞士自然学家

Abraham Trembley发现水螅可以再

生。

以研究果蝇染色体在遗传中的作用而出

名的美国科学家Thomas Hunt Morgan
撰写了《再生》（Regeneration）一

书。这本书统一了再生医学领域的术

语，明确了其定义，从而使该领域更有

秩序。

美国生物学家Ross Granville Harrison
（图）发明了一种在实验室中培养胚胎

青蛙细胞的技术。他的实验——首个干

细胞实验和首个成功的组织培养方法，

为组织工程铺平了道路。

1901 年 遗传的作用

1907 年 组织工程学起源

1963 年 干细胞的发现

1981 年 更换皮肤

1740 年 再生现象的发现

美国科学家Robert Briggs和
Thomas King报道了首个核转移

克隆。研究人员从青蛙卵中取出

细胞核，然后将其植入青蛙胚胎细胞中，最后成功培育出蝌蚪。实验表明，即使细胞核被转移到

新的细胞体中，仍然能保存生物体的基因信息。颇为讽刺的是，Briggs最初的基金申请被美国国

家癌症研究所（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驳回，理由是核移植计划过于“轻率”。

英国研究人员Martin Evans和Matthew Kaufman第一次从小鼠胚胎中分离出干细胞。同一

年，美国科学家Gail Martin发现了如何在培养皿中培养胚胎干细胞的方法，从而推动了干细

胞实验的发展。

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研究员Joseph 
Vacanti团队的一篇论文包括一幅小鼠背部长出人耳的图片。

Vacanti团队希望用实验室培养的耳朵来修复一些病人的耳损

伤。但是，这幅图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适，并引发了动物权利

保护者的强烈抗议。

两个团队分别宣布成功分离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图）。这

两个团队分别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James Thomson团队和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John Gearhart团队。

前者的细胞来源是捐赠的、最初用于体外受精的胚胎。后者

的细胞来源则是终止妊娠的胚胎。

加拿大科学家J a m e s  T i l l和E r n e s t 
McCul loch鉴定了小鼠骨髓中的干细

胞。这些干细胞可以自我更新，成熟后

可形成血小板、红细胞和白细胞。

生物学家Eugene Bel l等人提出了使

用个体自身细胞构建人造皮肤，从

而修复伤口的技术。Bel l之后成立了

Organogenesis公司。该公司于1998年
成为首家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批准的生产含有活细胞的医疗

产品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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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对自然界里的再生现象非常着迷。尽管科学家们开展人

体器官组织再生的研究已有几十年，但进展却很缓慢。对器官形成理解的加深，

以及新技术的开发可能有助于解开器官再生这个谜题。

2006 年

来自日本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的Shinya Yamanaka
（图）通过添加四种转录因子，成功诱导成年小鼠细胞去

分化，从而逆转回胚胎样状态。这些诱导多潜能干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iPS）规避了围绕胚胎干细胞

的伦理问题。一年后，Yamanaka和James Thomson领导的团

队设法重新编程成人细胞。为此，100多个英国医疗慈善机构

联名写信给《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警告患者不要

迷信干细胞治疗的奇迹。

一个由美国和日本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报告说，可以用酸浸泡处理细胞，诱导细胞进入胚

胎状态，这种技术被称为“刺激触发的多潜能性获得细胞（stimulus-triggered acquisition 
of pluripotency, STAP）”。该发现大大简化了干细胞的获得过程。但是同年，《自然》

（Nature）杂志在确定该论文部分数据存在篡改之后，撤回该文章。

美国总统George W. Bush颁布禁令，

禁止联邦基金资助关于新的人类胚胎

细胞系或对新衍生的细胞系的研究。

同年，英国放松了对胚胎研究的限

制。

北卡罗来纳州威克森林医学院（Wake 
Forest School of Medicine）的外科医

生Anthony Atala成功地将实验室培养

的膀胱移植到7个有先天性缺陷的儿童

和青少年体内。

美国总统Barack Obama解除了

2001年Bush总统颁布的、禁止联

邦资金用于新的人类胚胎干细胞

系研究的禁令。

一名患有脊髓损伤的病人成为了接受

胚胎干细胞治疗的第一人。一份大型

研究报告指出，从患者的健康角膜组

织取得的干细胞可以在实验室中培

养，并移植到患者损伤的角膜中以恢

复视力。

2001 年 颁布禁令

2006 年 重构身体器官

2009 年 禁令解除

2010 年 大规模成功

俄勒冈健康和科学大学（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的Shockhrat Mitalipov等人

通过治疗性克隆，构建了第一个人类干细胞系。该过程涉及体细胞核转移（图）——这和克隆

羊Dolly使用的都是体细胞核移植技术。首先，研究人员从供体细胞中取出细胞核，并将其移植

到已去核的受精卵中。然后研究人员诱导受精卵分裂增殖，从产生的胚胎中获得干细胞，然后

培养这些细胞。Mitalipov的团队使用的是源自婴儿的捐赠细胞。第二年，来自美国和韩国的两

个团队都成功通过克隆成人细胞，构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这种治疗性克隆可以帮助研究人员

2013 年

2014 年

2016 年2015 年 首个进入
市场的干细胞疗法

欧洲委员会批准Holoclar用于治疗角膜

严重受损疾病。Holoclar是首个进入市

场的干细胞疗法。

开发与患者基因匹配、不

会引起排斥响应的干细胞

疗法。   

日本福冈九州大学（Kyushu University）的Katsuhiko Hayashi团队通过将小鼠皮肤细胞培养在

胎儿小鼠卵巢组织中，使小鼠皮肤细胞转化成卵细胞。该卵细胞经过受精，并移植到母鼠体内

后，最终发育成健康的、具有生殖能力的幼鼠。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4

2011年，31岁的Sonia Olea Coontz不幸

中风，右侧肢体瘫痪。她不仅不能移动手臂，

而且言语不清，需要轮椅代步。两年后，她参

加了一项小型临床试验。医生在她的卒中部位

注射干细胞后的第二天，她就能把右胳膊举到

头上，言辞清楚。现在，她也不再需要使用轮

椅。36岁那年，她怀了第一个孩子。

Coontz的主治医生、加利福尼亚州斯坦

福医学院（Stanford School of Medicine）神

经外科主任Gary Steinberg指出，Coontz是干

细胞治疗的“奇迹患者”之一。 传统观点认

为，Coontz的康复不大可能，因为中风损伤的

神经回路已经死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认为，

神经功能恢复的窗口期仅为损伤后六个月。

二、神经科学：借助干细胞疗法修复神经损伤

干细胞治疗有望帮助患中风或脊髓损伤的病人恢复运动功能，但神经病学家对此非常谨慎。

Kristopher Boesen遭遇车祸后，全身瘫痪。在接受脊髓注射

干细胞手术后，他的双手和双臂恢复了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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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疗法在修复动物模型的大脑和脊柱

损伤方面效果显著。但动物模型通常与人类有

很大的差异，例如大鼠的神经系统损伤比人类

更容易愈合。临床试验结果也存在很大分歧。

小规模临床试验的惊人成果往往难以在大规模

试验中得到重复。其中未知的影响因素太多：

该使用哪类干细胞，有效的干细胞作用的机制

是什么，以及受伤后修复神经损伤的窗口期有

多久。

事实上，干细胞治疗领域还很年轻。学界

对干细胞知之甚少，脊髓损伤或中风后会发生

什么也不明确。然而，干细胞治疗临床试验总

有一些奇迹发生，例如Coontz。这些奇迹似乎

表明，在损伤后的正确时间里，使用正确的干

细胞治疗正确的病人，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研究人员急于想知道，干细胞疗法是否可以帮

助瘫痪病人恢复一些言语和运动能力。如果

能，具体的修复机制又是什么。

疤痕组织

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治愈能力非常

有限。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nivers i ty  o f 
California）神经学家Mark Tuszynski指出，

大脑和脊髓的生物系统似乎会抵制神经再生，

这可能是因为神经的过度生长会导致大脑和脊

椎复杂网络连接错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局部

化学信号会抑制神经生长。随着时间的推移，

疤痕会逐渐形成，以防止损伤扩散，但同时也

阻止了细胞进入损伤位点进行修复。

来自洛杉矶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神经恢复中心的神经外

科主任Charles Yu Liu表示，上述问题非常棘

手。然而，干细胞似乎是一种可行的解决之

道。到目前为止，神经再生细胞治疗成功的病

例少之又少，这大大打击了投资人和患者的热

情。例如，在帕金森病患者临床试验中，神经

外科医生使用了胎儿神经元取代死亡和濒临

死亡的多巴胺合成神经元。虽然初期试验效

果不错，但大规模试验中，部分患者出现不

自主的运动。另一项临床试验尝试使用肿瘤

来源干细胞治疗中风病人，然而结果差异很

大，研究人员对细胞的癌性也十分担忧。

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成功诱导干细

胞分化成特定的细胞类型，例如神经支持细

胞。 Tuszynski已经证明，至少在动物模型

中，干细胞治疗能有效修复神经损伤。他的

研究团队将来自人胎儿组织的神经干细胞植

入到具有严重脊髓损伤的大鼠中。7周后，

细胞填补了脊髓上的伤口，大鼠又恢复了运

动能力。该研究使用的细胞由马里兰州的

Neuralstem公司制造。Tuszynski等人的研究

已经证明，其它种类的干细胞，包括源自成

人的干细胞也有同样的效果。Tuszynski使用

由一名健康的86岁志愿者的组织制成的神经

干细胞治疗大鼠脊髓损伤，也得到了类似的

结果。

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研究神经修复的

Zhigang He指出，动物研究还表明，仅仅连

接受损区域的断裂网络是不够的。不管哪种

动物模型，再生的轴突并不总是生长在正确

的位置。因此，仅有神经还不够，新生的神

经还必须成为功能回路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除了成为替代神

经之外，干细胞还具有其它功能——这些细

胞有助于形成支持性环境，从而促进自然恢

复或防止损伤后的进一步损伤。许多类型的

神经干细胞可以分泌多种分子，来开启抑制

神经生长的通路。今年早些时候，Tuszynski
报道，无论是从人类、大鼠，还是小鼠的成

体组织或胚胎中提取的任何种类的脊髓干细

胞都可以触发大鼠的神经再生。然而，他在

大鼠试验中取得的成果还没有启动相关的临

床试验。Tuszynski表示，他们还需要做更多

的工作，才能确定哪种类型的细胞最适合特

定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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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曾有过中风或脊髓损伤的人来

说，能让他们在受伤后数周和数月就康复的最

佳治疗是理疗。大脑具有可塑性，可以选择其

它回路和通路来补偿损伤，并恢复功能。一旦

炎症消退且大脑发生自动性调整，人们便开始

恢复功能。但这个窗口期非常短暂，大多数人

在6个月后就没法恢复功能。

Steinberg指出，这就是Coontz和其他病

人的康复令人振奋的原因，因为他们在慢性中

风的6个月窗口期后机体功能还得到了恢复。

Coontz表示，这改变了我们对“恢复”这个概

念的认识。Coontz参与的试验一共有18位患

者，并且都使用SanBio制造的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进行治疗。通过使用在细胞中瞬时表达的

DNA片段来处理这些细胞，研究人员改变了细

胞中蛋白质的表达模式。在动物研究中，这些

细胞能够促进天然神经干细胞的迁移和生长。

该试验旨在观察干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

效力，受试者为缺血性中风患者。在这类中风

中，血管栓塞导致部分脑区供血缺乏，最终坏

死。试验中的患者都已中风7个月到36个月，全

重新恢复
部错过了6个月的窗口期。试验中，每位患

者被注射了250万、500万或1000万个SanBio
的干细胞，并进行了24个月的跟踪研究。12
个月时，他们得到的临床研究报告显示，大

多数患者表现出了功能改善。有些患者，像

Coontz，几乎完全康复。   
然而，这些干细胞的具体作用机制还不

明确。在动物研究中，SanBio细胞并不会转

变为神经元，但似乎会向大脑中的天然细胞

发送支持信号。事实上，临床前研究表明，

这些细胞并不会整合到大脑里——大多数细

胞在注射后12个月内就死亡了。相反，这些

细胞似乎会分泌促进新神经元和血管形成的

生长因子，并且促进突触（神经元之间在功

能上发生联系的部位）的形成。在大鼠中，

虽然注射的细胞没有整合到大脑中，但这些

细胞促进了突触从大脑一侧延伸到另一侧，

并延伸至脊髓。

Steinberg指出，这些机制还不足以解

释Coontz在24小时内的功能恢复现象。他提

出了几种假设，例如递送细胞的针头可能有

一定的治疗效果。Steinberg表示，治疗后一

周，他们看到前运动皮层出现异常，不过一

个月后这种异常消失了。这些微小病变的幅

给脊髓损伤的大鼠

注射神经元前体细胞

（绿色）后，其它

区域也出现了轴突

（红色）再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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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erias公司，此前Geron在慢性背部受伤人

群中进行了这些细胞的安全性试验。试验通

过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同意

该公司在新近受伤的人群中开展人体试验。

Asterias的试验主要召集患有颈部损伤的患

者，因为这些患者的损伤部位更接近大脑，因

此新的神经细胞为了获得功能改善而需要生长

的距离相对较短。患有严重颈椎损伤的人通常

在损伤部位以下发生瘫痪。该公司希望，干细

胞治疗能恢复这些患者的手臂和手的功能，这

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能否独立生活具有

巨大的影响。

Asterias似乎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至少

有一名接受高剂量干细胞注射的患者获得了这

样的恢复。21岁的Kristopher Boesen就经历

了戏剧性的恢复。2016年3月，Boesen的汽车

在暴风雨中发生了重大事故，他撞上了电话

杆，脖子严重受损。大约一个月后，Boesen
损伤以下的部位仍然是瘫痪的，并且他的神经

系统的改善作用似乎稳定了下来。

度大小与12个月后的恢复程度高度相关。当将

电极植入帕金森氏病人的大脑中时，也可能发

生类似的效果，尽管这种深层脑部刺激只能极

其短暂地停止震颤。中风患者得到了持续的恢

复，这表明针头和干细胞可能发挥了作用。

SanBio试验的规模很小，并且没有安慰

剂对照组。该公司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更大的、

第二阶段试验。他们将招募156名参与者，其

中三分之二接受细胞注射——其他人将进行假

手术（sham surgery）。试验时，甚至包括

Steinberg在内的试验外科医生都不会知道每

个患者所在的组别。试验的主要考核标准将是

治疗6个月后患者的运动技能评分。研究小组

会随访患者12个月，期间不断采集步态和和灵

巧度的相关数据。同时，Steinberg计划研究

中风动物模型中的微小病变，以确定它们是否

在恢复中发挥作用。

小成功

一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评估显示，增

加注射的神经干细胞剂量可能对急性脊髓损

伤患者有治疗效果。Asterias Biotherapeutics
公 司 诱 导 干 细 胞 分 化 成 少 突 胶 质 细 胞

（oligodendrocytes，一种大脑和脊髓内的支

持细胞，合成神经轴突提供保护性的髓鞘）的

祖细胞。

该临床试验测试了这些细胞对最近发生的

颈部脊髓损伤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2016
年9月的国际脊髓协会（International Spinal 
Cord Society）会议上，该小组报告了接受两

种较低剂量的患者的中期结果。90天后，4名
接受1000万个细胞注射的患者运动功能出现

了明显改善；不过第5名接受该剂量的患者还

没达到90天的评分标准。一年后，接受较低剂

量——200万个细胞——的三名患者的运动技

能出现了可测量的改善。

这些细胞最初由生物技术公司Geron开
发，后来Geron放弃了再生医学业务。2013
年Geron公司将其干细胞业务及资产出售给

Asteria的临床试验中，一位医生正准备把干

细胞注射到病人脊椎中，以治疗脊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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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他在加利福尼亚贝克尔斯菲市创伤中

心的医生与Asterias的调查人员Liu一直都有联

系。待Boesen病情稳定后，便动身前往洛杉

矶参加试验。

4月，L i u往B o e s e n的脊髓里注射了

Asterias干细胞。两天后，Boesen可以移动他

的手。到了夏天时，他一只脚上的脚趾恢复了

运动能力。

Liu对Boesen的恢复感到很兴奋。他指

出，Boesen之前四肢瘫痪，但现在他能写

字，用手举起一些重物，还能使用手机。对于

很多人来说，这样的改善意义重大，起码可以

自己脱鞋子了。但Liu提醒，这仍然是一个小

试验，Boesen的恢复并不具有普遍性，只是

个例。除非类似结果能在大规模、有安慰剂

对照组试验中得到重复，否则Liu不会盲目乐

观。

该试验目前正在招募5至8名患者，这组

患者将接受2000万个细胞注射。随着试验的进

行，Asterias希望找到关于潜在机制的线索。

公司的首席科学官Jane Lebkowski表示，他们

正在研究损伤部位的解剖变化。Lebkowski指
出，有一些证据表明，功能得到恢复的患者体

内，轴突穿过了损伤部位。临床前工作表明，

注射的细胞可能会发出促进神经元生长的化学

信号。并且，作为支持细胞，星形胶质细胞还

可以防止急性脊髓损伤后神经元的死亡。

并非所有的临床试验都结果喜人。

Sanbio和Asterias的成功只是个例，大部分干

细胞治疗试验都以失败告终，或以混合结果结

束。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纽瓦克的StemCells
公司于2016年5月终止了干细胞治疗脊髓损伤

的2期试验，并且在不久之后宣布将重组该业

务。目前该公司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拒绝炒作

像Liu和Steinberg这样的医生对外并不会

表现得对干细胞治疗有多热衷，以免给绝望的

患者带来无法实现的希望。患有瘫痪性损伤或

具有神经变性疾病的人很容易被忽悠，去小诊

所接受一些未经证实、甚至有风险的治疗。

正如密西西比州卫理公会康复中心

（Methodist Rehabilitation Center）的神

经学家，兼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mer 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的会长当选人

Keith Tansey所说，“病人会怀着这样一种

心态，‘医生，试试吧，反正也不可能更坏

了。’”Tansey指出，然而不幸的是，情况并

非如此。小诊所的干细胞治疗可能会导致慢性

疼痛，甚至破坏患者仅有的一些功能，并使患

者不适合未来的临床试验。他曾见过这样的例

子。Tansey曾治疗过一名小孩。在接受了干细

胞治疗后，这名小孩的脊柱里长了两个不同肿

瘤，而用于治疗的这些干细胞就是来自这两个

个体。

很多问题仍有待解答，例如，干细胞能

否用来治疗人体中枢神经系统，修复机制是什

么。研究人员也不知道哪种细胞最适合用于治

疗。这些细胞是分化成支持性细胞，分泌生长

因子就足够了，还是需要分化成替代的神经元

细胞？答案可能会因疾病或损伤的部位和性质

而有所不同。如果干细胞产生促进生长和修复

的支持因子，那么是不是研究者可以直接鉴定

这些因子，然后直接给患者注射或服用这些因

子。但具体是哪些因子起作用，生物学家目前

仍毫无头绪。

Tansey也认为，干细胞治疗有许多未知

数——并且未知因素还在增加。他指出，每完

成一次试验，他们都意识到，试验比预想的要

复杂得多。Tansey认为，解决这些不确定性的

最好方法是严谨规范地进行临床试验。大鼠模

型提供的信息有限——人类的神经系统更大、

更复杂，它们与大鼠的神经系统差别很大。如

果干细胞可以帮助诸如Coontz和Boesen等患

者重新获得语言能力，加强他们独立生活的能

力，而且还不会有副作用，那么即使不知道干

细胞治疗的具体机理，继续研究还是会大有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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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然而，除非在大规模、有对照组的临床

试验中，也能重复出这样惊人的效果，否则神

经科学家仍然持保留态度。Tansey表示，他

们期待的是临床效果，而不是极少数奇迹。而

Liu则对干细胞治疗的未来充满信心。毕竟未

来几年内，干细胞治疗领域说不定就会有大突

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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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印技术：前途无限的3D组织打印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里，一台3D打印机

正在打印组织模型。

三十多岁的人可能不会考虑通过手术来

修复膝盖。但在几十年后，他们可能会去通过

手术修复因不良生活习惯或是关节炎导致的膝

盖损伤。那时，他们或许会发现，他们所需的

软骨或关节是由3D打印机打印而成的。这正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生物工程师Ibrahim Ozbolat的
理想，他正在开发打印软骨等组织的3D打印技

术。他设想的是，3D打印机在模具中一层层

涂覆包含细胞的生物相容性材料。Ozbolat指
出，将来我们可以用3D打印机对病人的组织进

行修复。他认为，3D打印的用途并不局限于膝

盖修复。身体任何部分发生损伤，3D生物打印

机都能修复。

许多人和Ozbolat有同样的目标，希望使

用3D打印机修复损伤部位。除了骨和软骨，研

究人员也试图用3D打印机体外打印皮肤或视网

膜等神经系统组织、肾脏或心脏等器官，然后

移植到体内。但是，即使是最简单的构建物要

进入临床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像肾脏这样

复杂的组织要进入临床，研究人员首先需要改

善的是材料、植入技术和构建血管的能力。如

果3D打印可以按需生产组织，这将是临床医学

的一场革命。到时候，工厂将能批量生产器官

和组织，患者就不需要苦苦等待匹配的器官捐

赠者了。

 工程奇迹 
  
在工程世界中，3D打印是一系列通过一

层层材料的沉积来构建所需对象的技术的总括

性术语。使用计算机模式，3D打印机能构建常

规技术无法构建的复杂物体，例如具有丰富内

部细节的物体。目前3D打印技术已经成为了常

3D打印机正使用细胞一层一层地构建组织和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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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快速合成工具，并逐渐渗透到从医疗设备

到航空、航天工业的多个制造过程中。

生物版本的3D打印被称为3D生物打印，

它和普通3D打印使用的是相同的技术，只是

材料换成了活细胞。通常，细胞包含在水凝

胶——软的、包含大量水分的、可维持形态一

段时间的胶状聚合物里。细胞也可以像印刷油

墨中的颜料颗粒一样悬浮在溶液中。这种生物

油墨通过喷嘴喷射到基底上。随着温度的变

化，或增加压力，或添加化学品，或使用特定

波长的光照射，这些油墨会固态化。一旦形成

了正确的结构，研究人员会往其中添加营养物

和生长因子，以促进细胞发育成正确的组织。

研究人员正在尝试组合多种技术来打印各

类生物组织。例如打印骨骼时，最好配备一个

支架，以引导细胞按照正确的方向生长。但是

Ozbolat指出，打印软骨时，最好能让细胞自

行生长，就像胚胎发育过程中发生的那样，这

是因为支架的存在会阻碍软骨的形成。如果水

凝胶内的细胞之间沟通相对不畅，那么它们彼

此之间就不会提供化学信号，促进细胞长在一

起，形成大片组织。

Ozbolat已经开发了一种基于藻酸盐——

一种海藻提取物——的生物油墨。包含软骨细

胞的油墨被喷出后，细胞会生长在一起，形成

一大块组织。他计划借助这种技术，使用胰腺

细胞打印出合成胰岛素的胰腺组织，然后将其

移植到1型糖尿病患者体内。这种3D打印的胰

腺在动物模型上作用明显：通过往生物油墨中

添加胶原蛋白，他在大鼠的头骨伤口上构建了

骨头和皮肤。

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Scripps诊所矫形

研究主任Darryl D'Lima表示，生物打印的软骨

比异体移植和膝关节置换中使用的塑料和钛关

节要好得多。虽然由塑料和金属制成的膝盖替

代品在临床上的使用已经超过20年，但这些人

工关节弹性不佳。D'Lima 指出，金属、塑料

和粘合剂在刚植入人体时，强度最高，之后会

越变越脆。生物打印的软骨可能比来自异体移

植的软骨硬度高。一方面，3D打印可以打印出

完全符合伤口形状的组织，因此植入时无需切

除健康组织；另一方面，生物油墨可以填补任

何手术都无法修复的微小创伤，从而增加整体

强度。但他承认，这也只是猜测，毕竟3D生物

打印还未进入临床试验。包括D'Lima在内的研

究人员现在在实验动物上试验3D打印的组织，

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打印的组织优于常规移

植物。

D'Lima一直在研究3D打印在眼睛上的

应用，他希望能治疗由视网膜老化引起的失

明。他和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眼科医生Jeffrey Goldberg将视

网膜神经节细胞打印在支架上，以查看它们能

否生长成视网膜。因为神经节细胞是神经元，

所以它们需要以一定的方向生长。Goldberg指
出，神经节细胞的轴突需要按照特定的方向生

长，这样轴突才能将视网膜和大脑连接起来。

D'Lima和Goldberg搭建了一个模仿眼睛神经

纤维方向的放射状支架，然后沿这些径向线打

印细胞。富含粘连蛋白和海藻酸盐的水凝胶有

助于引导视网膜细胞到达正确的位置，这些细

胞的天然信号通路会让它们按照正确的方向生

长。使用放射状支架后，72%的轴突伸展方向

是正确的，在2D平板上仅有11%的轴突朝向正

确。

使用生物打印视网膜的优点之一是其特

异性。视网膜包含两种类型的感光器：视杆细

胞和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更集中在视网膜的边

缘，视锥细胞则更集中于视网膜的中心。生物

打印可以精确控制这两种细胞生长的位置。                                       

这个耳朵形状的软骨组织可能是第一批

应用于临床的生物打印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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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表示，这是其它技术无法控制

的。几年后生物打印的视网膜可能就能作为移

植物。目前一个需要突破的技术难点是，神经

细胞生长得比软骨细胞更密集，研究人员还不

知道如何实现这种密集度。

一种解决方案是寻找更好的生物油墨。

不同的材料性质不同，例如是否易于印刷、保

持形态的能力更好，以及是否促进细胞生长。

理想的油墨需要保持液态，因为液态更容易喷

射，同时在不添加损害细胞的化学物质或没有

经受过量辐射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固态化。英

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化学

家Adam Perriman指出，现阶段生物打印的主

要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生物油墨。Perriman创
造了一种由水凝胶Pluronic（聚氧乙烯聚氧丙

烯醚嵌段共聚物）和藻酸盐混合而成的生物油

墨。两种材料的混合，可以更精细地控制凝胶

的时间——Pluronic维持形态的能力较强，但

温度变化时容易融化，海藻酸盐则凝胶太快。

混合油墨凝固后，就洗除Pluronic，形成多孔

结构，帮助细胞摄取营养。

韩国浦项理工大学（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机械工程师

Dong-Woo Cho则选择了另一种方案，他使用

细胞外基质来设计生物油墨。他从动物模型中

取出心脏、软骨或脂肪后，洗去所有的细胞，

只留下包含胶原和糖胺聚糖的细胞外基质。

Cho对这些细胞外基质进行研磨，并将其与乙

酸和氢氧化钠混合，这种混合物可以被挤压成

细丝，当被加热到体温温度时会固态化。Cho
认为，由于这种生物油墨是由细胞赖以生存的

细胞外基质制成的，因此能为细胞生长提供一

个更自然的环境，并且生物相容性更高。他计

划使用这种材料来修复心脏损伤。

北卡罗来纳州维克森林大学再生医学研究

所（Wake Forest 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主任Anthony Atala认为，在未来

几年内，一些更简单的3D打印组织可能进入临

床。最先进入临床的组织可能是软骨——软骨

相对平，包含的细胞种类少，且不需要血液供

应。 Atala已经打印了软骨和骨骼，并将它们

移植到小鼠体内。人体中，软骨附近一般是动

脉或尿道等空心管道，然后便是膀胱等中空器

官。Atala表示，当然，所有的组织都是复杂

的，但相对不复杂的组织是扁平结构的组织，

如皮肤。

然而，实体器官包含十几种，甚至更多的

细胞类型，并且需要血管系统递送营养物质。

一旦细胞距离血管超过200微米——几根头发

的宽度，就会很快死亡。所以构建器官前，首

先需要创建一个真实的血管系统。

马 萨 诸 塞 州 哈 佛 大 学 （ H a r v a r d 
University）的一个团队在克服这个问题上做

出了初步尝试。他们打印了一个厚厚的、具有

血管系统的组织，这个组织保持了数周的活

力。该团队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油墨：硅胶，维

持组织的基本形态；一种包含多潜能干细胞

的油墨，会注入到结构里；还有Pluronic，室

温下是凝胶，但在冷却时会液化。他们使用

Pluronic打印组织中的血管，打印好血管后，

将组织冷却至4℃，倒掉液态化的Pluornic，留

下可以运输营养物质的管道。

他们打印了一厘米厚的组织，并且该组织

存活超过六周。六周足够干细胞形成磷酸钙底

膜——骨生长的基底。负责该项研究的生物工

程师Jennifer Lewis指出，可以打印的组织厚

度没什么限制，他们可以打印更厚的组织。该

组织中的血管是最基本的，只是交错纵横的管

道而已。她还表示，真实器官中静脉更复杂，

而且有大小不同的毛细血管。

生物打印的潜力并不局限于替代身体器

官。 Ozbolat正在考虑用新型组织，提高人体

素质。 例如，他的实验室已经完成了一些初

步工作，计划创建一个将化学能转化为电的器

官——这非常类似电鳗的放电。这意味着，未

来人体体内可以内置电池，为起搏器或义肢供

电。即使生物打印不能把人改造成超人，也会

谱写医学的新篇章。试想，如果未来可以打印

无数的可移植组织、器官，这将能挽救多少人

的生命，改善多少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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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及时收集生命科学最新资讯、提高《生命奥秘》办刊质量，现

面向从事生命科学或对这学科有浓厚兴趣的科研人员、学生诚聘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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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生命奥秘》专题的策划：对基因组学、蛋白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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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基因诊断技术、干细胞和克隆技术、生物芯片技术等）的应

用进行翻译及深入评述。

选题要求内容新颖、评述精辟、注重时效和深入浅出。尤其欢

迎以自身系统研究为基础的高水平译述与评论，结合所从事的科研

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今后设想或前瞻性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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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生物信息学、细胞生物学等生命科学学科背景；

2.具备良好的生命科学前沿触觉；

3.具备较高的外文文献翻译、编译水平；

4.具备较强的选题策划、资料搜集、组织能力，以及专业稿件撰写能力；

5.具有高级职称；或者拥有（正在攻读）该领域的最高学位。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发送至  editor@life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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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物模型：揭开蝾螈断肢再生之谜

  墨西哥蝾螈断肢

 可以再生，因此

成为研究再生的

理想模型。

一场事故，让蝾螈和老鼠都失去了一条

腿。

缅因州巴港杰克逊实验室（The Jackson 
Labora to ry）的免疫学家和再生生物学家

James Godwin指出，这种伤对蝾螈来说，完

全是小case；但是对于老鼠来说，这是毁灭性

的。这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蝾螈将

重新长出失去的肢体——原始肢体的完美复制

品，不会形成任何疤痕组织。不过那只老鼠就

比较悲惨了，即使不死，也会成为残疾。研究

人员长期观察这些不同的轨迹，想知道怎么才

能让小鼠拥有蝾螈的能力，并进一步扩展到人

类身上。这需要鉴别再生过程中让断肢再生成

为可能的分子和细胞过程。科学家们希望，有

有些动物可以轻易地断肢再生。生物学家希望破译

这些秘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现人体的断肢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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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能在人体中插入或重新激活相同的分子途

径。

这个想法非常诱人。维也纳分子病理

学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Molecular 
Pathology）的再生生物学家Elly Tanaka表
示，蝾螈再生的组织非常完美，以至于你都无

法看出来那是再生的。

她还指出，如果人类也具有这种能力，一

定非常神奇！

丢失的能力

动物再生肢体和器官的能力来源是不确定

的。一种可能性是，哺乳动物进化出更复杂的

免疫系统，从而对损伤部位产生了一种修复反

应——瘢痕形成反应，以保护机体免受感染。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 r i z o n a  S t a t e 
University）再生生物学家Kenro Kusumi表
示，基本上，受伤的动物必须在形成疤痕组

织、快速愈合或缓慢的再生反应中做“选

择”。选项二的一个问题是，动物在再生的那

几周很可能成为其它狩猎者的食物。虽然有少

数例外，但哺乳动物一般会选择快速愈合；而

蝾螈和其它一些脊椎动物，如鱼和蜥蜴，则会

选择潜伏起来，静待肢体再生。

如果哺乳动物以再生能力为代价获得瘢痕

反应，那么哺乳动物体内应该有再生所需的分

子和细胞通路，只是它们可能处于休眠状态。

Kusumi指出，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再生能力

需要的，可能只是“把开关打开”。

人类，特别是在生命的早期，确实具有有

限的修复能力，这表明有一些用于再生的遗传

程序存在于哺乳动物中，但在发育过程中这些

程序被关闭。 
以心脏为例，当成年人心脏病发作时，

数亿个心肌细胞就会死亡，伤口周围会形成疤

痕。如果没有办法再生或修复这些细胞，受损

且形成瘢痕的心脏很容易再次发病或衰竭。

但研究表明，新生小鼠可以再生心肌细胞。

Godwin指出，如果你剪掉一只鼠龄为一天的

小鼠三分之一的心室，它的心脏会自行修复，

不形成瘢痕。但如果是对7天大的小鼠做同样

的实验，小鼠的心脏就不再具有这种能力。

有趣的是，人类婴儿可能也具有一样的能

力。一个案例研究指出，一名婴儿出生时心脏

病发作，一年后其心脏无瘢痕。然而，这方面

证据十分稀少，因为这类实验违反人道主义。

 拼接线索

为了在人类中实现再生，科学家必须首先

在其它动物中识别再生能力的“开关”。其中

一个理想的研究模型是蝾螈——它能够再生完

美的四肢。这就是为什么Tanaka 20多年来一

直研究蝾螈。她表示，蝾螈模型提示，再生需

要多个元件合作。

但蝾螈并不是唯一的模型。多年来，再生

生物学家已经扩展了可作为再生模型的动物类

型，并且他们根据感兴趣的再生部位选择动物

模型。例如，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

再生生物学家Kenneth Poss以斑马鱼为模型，

因为他对心脏再生感兴趣。Poss指出，虽然其

它动物，如蝾螈和蜥蜴，也有能力再生一个心

脏，但斑马鱼的主要优点是，它是一个成熟的

实验动物，用它来创建突变体和转基因体来测

试理论更简单。

一些研究人员则选择蜥蜴作为模型，因为

蜥蜴能再生尾巴。虽然蜥蜴相比其它动物，例

如蝾螈或斑马鱼在遗传上更接近人类，但蜥蜴

的新生尾巴并不完美——完全由软骨组成，没

有骨头。即使如此，如果可以弄清楚如何在人

体中再生软骨也是一个壮举。宾夕法尼亚州匹

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发育

生物学家Thomas Lozito指出，大多数动物都

不能修复软骨。他的工作是比较蜥蜴和蝾螈的

再生。

得益于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几种类型的

动物器官再生的基本步骤已经日渐清晰，这些

器官包括斑马鱼心脏、蝾螈肢体和哺乳动物肝

脏。许多科学家现在认为，再生是由去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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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驱动的，但这一理论仍备受争议。这种理

论认为，在截肢或损伤后，成体成纤维细胞和

身体其它部位的肌肉细胞似乎接收到信号，然

后恢复到接近胚胎的状态。加州大学旧金山分

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的再生生物学家Guo Huang表示，这相当于细

胞在发育过程中后退了一步。

当发生去分化时，表皮皮肤细胞迁移到损

伤部位，通过形成伤口表皮来将其密封。伤口

处的细胞形成脊或顶端上皮盖，发出信号，让

去分化的细胞迁移到伤口处。很快，去分化细

胞开始分裂，形成芽基，进一步形成新肢体或

身体其它部分。

科学家已经开始识别，甚至操纵再生过程

中激活的基因和蛋白质。Tanaka指出，他们已

经确定了足够多的分子，可以对蝾螈再生过程

中发生的机制做一个基本的描述。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步工作是在啮齿动物

上验证这些基因和蛋白的作用。人类断肢再生

还长路漫漫，但研究人员相信，小鼠的断肢重

生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发生。Godwin指出，一

旦你将蝾螈或鱼的再生能力复制到小鼠上，在

人类身上复制这种能力的概率就大多了。

遗忘的99.8％

或许在小鼠身上复制蝾螈、蜥蜴或鱼类的

再生能力是不必要的，因为研究人员发现，哺

乳动物本身也能够再生。将遥远物种的能力复

制到人类身上非常麻烦，但如果是把其它哺乳

动物的能力复制到人身上，事情就简单多了。

德克萨斯 A & M 大学（ Te x a s  A & M 
University）的再生生物学家Ken Muneoka自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试图证明这一点。

Muneoka指出，人类与其它生物非常不同。蝾

螈肢体主要是软骨，人的肢体则包含大量的骨

头。鉴于此，哺乳动物中的任何再生反应必须

首先考虑如何处理大块骨头。这是哺乳动物所

特有的。

然而，科学家们现在至少已经部分破译了

哺乳动物再生的秘密。我们可以以非洲刺毛鼠

为例。

2009年，生物学家Ashley Seifert在肯尼

亚度过了夏天。一位熟悉肯尼亚的朋友告诉

Seifert，当地有一种啮齿动物，可以失去并再

生大量皮肤。Seifert大感兴趣，随后设置了一

些陷阱捕获了这种动物——刺毛鼠。很快他发

现，即使只是捏一捏这些刺毛鼠，都会造成它

们的皮肤撕裂。最初，它们的皮肤愈合过程看

起来与其它啮齿类动物并无不同，但在约20天
后，刺毛鼠开始重新生长毛囊，然而其它啮齿

类动物新生的瘢痕皮肤不会长毛。事实上，刺

毛鼠的皮肤不会出现瘢痕组织。 
现在就职于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的Seifert指出，当在实地进行初

步实验时，他们观察了刺毛鼠愈合再生的全过

程。在自体切断术的过程中，这些啮齿动物似

乎是自发脱离身体的一些部位，弃车保帅，以

逃避捕食者——这是和蜥蜴断尾求生一样的自

我保护机制。Seifert似乎发现了一种开启再生

开关的哺乳动物。 

Seifert发现，刺毛鼠也可以修复耳朵——

一个经典的用于研究伤口愈合的身体部位，因

为耳朵再生包括皮肤、毛发、肌肉，甚至软

骨再生。他的研究与Muneoka的研究共同表

明，刺毛鼠首先会形成一种类似于芽基（蝾螈

和其它再生脊椎动物再生时会形成的组织）的

结构。这支持了刺毛鼠等哺乳动物存在再生现

象，而且这种现象可能与蝾螈的再生途径有类

似的进化路线。

非洲刺毛鼠是少数几种具有

再生能力的哺乳类动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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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fert的发现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可能

其它哺乳动物也有类似刺毛鼠的再生能力。 他
表示，现在地球上有大约5300种哺乳动物，其

中不到0.2％接受了再生能力调查。

回归人类

距离人类实现断肢再生或软骨再生至少还

有几十年，但各种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类中开

启再生开关或许不需要那么久。

也许最令人兴奋的线索来自于Muneoka
在小鼠上的研究——尤其是小鼠趾尖（趾上末

端关节以上的部分）再生的研究。众所周知，

小孩子的指尖（第一关节以上）受损时，指尖

的骨、肉、指甲全部会重新长出来。这种能力

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弱。没有人知道为什

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有些人怀疑指甲会产生

一种有利于再生的环境，或者哺乳动物进化出

该部位的再生能力，因为手指对四肢的使用

和个体的生存至关重要。无论是哪种原因，

Muneoka都想知道当中的具体分子机制。

借助具有类似能力的小鼠，Muneoka已
经发现，Msx1基因控制Bmp信号蛋白——一

个在小鼠趾尖再生中至关重要的分子。敲除

Msx1或Bmp，小鼠会失去趾尖再生的能力。

他还发现，过表达Bmp后，即使小鼠趾尖第

一关节以下的部分被切除，趾尖也能再生。

Muneoka指出，他们已经证明，哺乳动物的再

生能力可以获得增强。

对于Muneoka来说，他的研究从概念上

证明了再生能力也可以在人类中增强。他认

为，在初期阶段，科学家可能只能增强儿童的

再生能力，并且局限于指尖再生，而不包括四

肢再生。Muneoka相信，如果有足够的资金，

儿童的手指再生将在20年内成为可能。虽然人

类的再生能力可能永远也赶不上蝾螈，但至少

会有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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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哈 佛 大 学 干 细 胞 研 究 中 心

（Harvard Stem Cell Institute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的副主任Douglas Melton小
规模地庆祝了一番。经过23年的不断尝试，

他终于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将人体胚胎干细胞培

育成了人体胰岛里的β细胞（该细胞能够感知

人体的血糖水平，然后相应分泌出适量的胰岛

素，使人体血糖维持在正常水平）。Melton希
望借助这些人体胰腺组织补充1型糖尿病患者

（Melton的2名孩子都是1型糖尿病患者）胰腺

里被自身免疫组织破坏的胰腺组织，以发挥治

疗作用。

这项研究的成果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意

味着我们能够无限量地在实验室里生产人体β

细胞，也意味着1型糖尿病患者不仅仅只能通

过胰腺移植来治疗疾病。由于胰腺供体都来自

遗体捐赠者，所以每年只有几百人能够接受这

种胰腺移植手术。目前全球有数百万名1型糖

尿病患者，其中绝大部分只能依靠每天注射胰

岛素来控制病情，维持生命。

Melton为整个实验室办了一场晚会，并

在会上给每一位成员发了一顶蓝色的毛线帽。

每顶帽子上都印有Melton的签名——Skittle图
标（这是一种九柱游戏用的小柱），该图标用

彩色的小圆圈表示从干细胞到β细胞的一整套

分化、发育过程。晚会后，Melton等人回归

现实，继续埋头苦干。虽然，他们现在已经能

够在一个培养皿里培养数百万个β细胞（他

也因为该研究成果获得了2016年的Ogawa-
Yamanaka干细胞大奖），但还有很多问题没

能解决，比如如何避免人体免疫系统像破坏自

身β细胞那样，继续破坏这些人工培养的β细

胞。由于移植用的胰腺供体来自陌生人，并且

1型糖尿病患者体内原本就存在针对β细胞的

自身免疫反应，所以为了避免排斥反应，接受

移植的患者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药物。但是

这种药物有严重的副作用，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和罹患肿瘤的风险。Melton非常希望患者以后

不用再服食这类免疫抑制药物。这意味着他需

要一些设备或者材料来将人工生产的（或者是

其他人捐赠的）β细胞“包裹”起来，以避免

被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和攻击，不过葡萄糖、胰

岛素和氧气等其它物质进出β细胞就不会受到

影响。

据Melton的合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的生物工程学家Daniel Anderson介绍，

他们希望开发出一种人体免疫系统隔离装置，

这样一来，接受细胞移植的患者就不需要再服

用免疫抑制剂了。

但是四十多年来，科研机构、制药企业

这 种 由 多 聚

糖 （ s u g a r 

p o l y m e r s ）

构成的圆球能

够包裹人工细

胞。

五、糖尿病：

把细胞包裹起来，也许能够解决大问题

细胞疗法（Cell therapy）有望彻底治愈1型糖尿病，前提是不会发生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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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幸

运的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在实验室里人工

培养β细胞，这就给科研人员们提供了无尽

的实验材料。自此，他们可以对各种材料进

行实验，以找出最好的包裹剂。这也有助于我

们继续改进细胞保护技术（cell-safeguarding 
techniques）。

目前包括再生医学领域里的重量级选

手——美国加州圣地亚哥ViaCyte公司在内的

许多业内公司都在尝试一种新方法——将成千

上万个β细胞装进一个只有手掌大小的巨囊

（macroencapsulation）隔离仪器中。不过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初创公司Sigilon
等其他一些企业则在尝试另外一种方法——将

β细胞装进一个小微粒中。这些微粒比芥菜

籽（mustard seed）还要小。美国纽约的非

盈利组织，青少年糖尿病研究中心（Juvenile 
Diabetes Research Foundation, JDRF）的研

发副总裁Julia Greenstein表示，我们现在处在

一个拐点上，不论采取上述哪种研究策略，都

能很快取得突破。我们已经看到大家正在用前

所未有的科学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悄然潜入模式

多年来，在移植β细胞时最常用的包裹材

料是从海藻中提取的藻酸盐（alginate）。我

们已经在啮齿类动物、狗、猴和人体上进行过

多项前沿的临床实验。人体实验已经证实了这

种材料的安全性，即使在没有使用免疫抑制剂

的人体中也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使用这种材料

的治疗收益却不是很大，因为在移植后的几个

星期里，这些藻酸盐就开始吸引人体内的免疫

细胞，比如巨噬细胞（macrophages）和中性

粒细胞（neutrophils）等，继而形成纤维疤痕

组织，将移植细胞包裹起来，使这些外源植入

的β细胞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虽然这种移植后的免疫反应与导致1型糖

尿病患者发病的自身免疫反应不太一样，但是

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使人体内的β细胞（自

身的或植入的）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

Anderson和他在MIT的同事Robert Langer开
始寻找能够逃避机体免疫系统的藻酸盐衍生

物。通过小鼠动物实验，他们共对将近800种
化学衍生物进行了筛选，最终发现三唑硫代吗

啉二氧化物藻酸盐（triazole–thiomorpholine 
dioxide alginate）似乎能够符合他们的要求，

不会被小鼠的免疫系统发现。

猕猴（macaques）实验发现，被注入体

内后，半年内这种超级藻酸盐材料制成的微粒

都不会消失。将Melton培育的β细胞装入这些

微粒，再将其注入1型糖尿病小鼠动物模型体

内，能够使小鼠的血糖恢复正常，而且没有发

生免疫反应。

美国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

中心（Harvard Stem Cell 

Institute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的副主

任Douglas Melton（图中

站立者）发现了一种人工

培育β细胞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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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MIT从事该项目研究的博士后、生物

材料研究人员Omid Veiseh介绍，是他们第一

次发现了这种植入人体之后不会引发纤维化反

应的材料。世界上还没有第二种这样的材料。

虽然Veiseh今年也在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但是他仍

然会继续在坎布里奇帮助Sigilon公司走上轨

道。Sigilon这个名字源自西班牙语里的stealth
一词，意思是悄悄潜入。Sigilon公司今年投资

了3750万美元，计划让这种超级藻酸盐材料在

多个生物医学领域里开展商业化应用。其中就

包括两种治疗1型糖尿病方法的尝试。第一种

是微包裹细胞疗法（microencapsulated cell 
therapy）。Sigilon公司计划2018年先将该技

术应用于人体胰腺组织移植手术当中，他们同

时在寻找从事细胞治疗业务的公司合作伙伴，

希望将该技术应用于人工培育的β细胞；第二

种方法是用这种超级藻酸盐材料包裹植入人

体内的人工仿生胰腺系统（bionic pancreas 
systems）。Sigilon公司的主席兼CEO Paul 
Wotton认为，不论采用哪种方式，1型糖尿病

患者都将从中获益。

越小越好

在巨型包裹研究领域，最关键的问题是体

积的大小。在测试超级藻酸盐材料的实验中，

来自MIT的研究人员使用了直径为1.5毫米的胶

囊。结果他们发现，这种新型材料制成的胶囊

的免疫原性比使用传统材料制成的0.5毫米的胶

囊还要低。但是直径增加3倍，就意味着容积

增加了30倍。由于在治疗糖尿病时需要用到大

量的β细胞（达亿万数量水平），所以就需要

用到大量的胶囊。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人体内

的可移植部位却是非常少的。

首先，这种胶囊不太适合置于皮下，或

者其它比较方便操作的部位。出于安全性的考

虑，药物监管部门也一直坚持要求所有用于

治疗糖尿病的植入细胞都必须是可取回的。

因此，美国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 

in Florida）的生物工程学家Alice Tomei开
发了一种收缩包裹技术（shr ink-wrapping 
technology）。她使用微流体技术，用一种生

物相容性材料将细胞包裹起来，使其成为最小

的胶囊——直径只有0.2毫米。虽然Tomei使用

的材料是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

在免疫原性方面不如超级藻酸盐材料有优

势，但是这种胶囊的颗粒更小，所以在移植

时更加有优势，可选择的植入位置也更多。

Tomei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另外一

家初创公司——Semma Therapeutics公司合

作。目前她们正在用Melton的细胞来检测她

的这种包裹技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Semma 
Therapeutics公司是Melton在2015年时与生物

技术投资人、企业家Robert Millman开办的，

该公司的名字正是Mil lman的夫人取的，由

Melton的两个患有糖尿病的孩子Sam 和Emma
的名字组合而成。虽然Semma公司收购了给

药技术开发公司Cytosolv，自己也有了包裹技

术，他们还是与Tomei这样一些合作者进行了

合作，对各种包裹技术进行尝试。据Semma 
Therapeutics公司的CEO Millman介绍，任何

人，只要有包裹技术，他们就会跟他合作。因

为即便公司有最好的细胞，如果没有合适的给

药技术，还是等于0。

Semma公司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是以色

列的Beta-O2 Technologies公司。Beta-O2公
司在包裹细胞治疗1型糖尿病方面已经有十几

年的研究经验了。正如该公司的名字所表示的

那样，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想办法为移植的β

细胞提供氧气——这也是大型包裹最常遇到的

问题。与微胶囊技术相比，在使用大型包裹移

植物时，这个问题会严重影响移植物的血液和

氧气供应，进而影响移植β细胞的存活和功

能。

Beta-O2 Technologies公司推出的原型

机是一种冰球大小的盒子，它被埋植在患者的

皮下发挥功用，患者需要每天往盒子里注入氧

气。为了验证该产品的性能，该公司在德国和

瑞典对5名患者进行了试验。试验中使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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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死者捐赠的胰腺组织供体。试验结果非

常鼓舞人心，在移植后的几个月里，这些植

入的β细胞都存活得非常好。目前，Beta-O2 
Technologies公司正在开发第二代产品。据该

公司的CEO Yuval Avni介绍，新产品将装载

更多的细胞，而且只需要每周注入一次氧气。

但是他们需要更多的、更可靠的细胞供给。因

此，对Melton的细胞寄予了厚望。

走进临床

Melton的β细胞制备工序非常麻烦——

整个过程需要35天，并且需要研究人员非常

仔细地更换5种不同的培养液，同时还需要加

入11种不同的因子，包括糖和蛋白质。不过据

曾经在Melton实验室里工作过的博士后Felicia 
Pagliuca（她目前在Semma公司负责细胞生

物学研究和开发工作）介绍，她们的团队已经

极大地改进了整个培育流程。她表示，她们对

这套细胞培育工序做了飞跃式的改进。尽管包

裹技术还不够成熟，但他们目前已经在计划开

展细胞临床实验了。

该实验方案是利用患者自身的iPS细胞培

育出β细胞。由于这种方案里不存在组织错

配，或者发生自身免疫反应的问题，所以接受

移植的患者不需要再使用免疫抑制药物，也不

需要对细胞进行包裹。

Semma公司专注于3种患者群体，分别是

被称作消瘦型糖尿病（lean diabetes）的2型
糖尿病患者，这些患者体内的β细胞并没有被

破坏，只是不正常工作了；因为各种原因切除

了胰腺组织的患者；依赖胰岛素的囊性纤维化

病（cystic fibrosis）患者。上述3种患者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并非自身免疫问题而导致

发病。该公司计划在未来3至4年内，对上述这

3种患者中的某一类患者开展临床实验。接下

来，他们还会对1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包裹细胞

的实验。

然而，这就意味着S e m m a公司将和

ViaCyte公司开展一场你追我赶的竞争了。今

年年初，ViaCyte公司收购了他的一个主要竞

争对手——美国强生公司下属的BetaLogics公
司，并宣布了一项非常振奋人心的临床实验早

期数据——首次用包裹的人体干细胞来源的细

胞治疗1型糖尿病的人体临床实验数据。

ViaCyte公司的这种PEC包裹装置是一

种大约为膏药大小的半通透的小囊（semi-
permeable pouch），里面装载了数千个胚

胎干细胞来源的胰腺前体细胞（pancreatic 
precursor cell）。ViaCyte公司之所以使用这

些前体细胞，而不是成熟的β细胞进行移植，

主要是因为这些前体细胞在受体的缺氧环境中

更容易生存。两年来，ViaCyte公司已经在20
名患者的皮下植入了这种装置，这20名患者全

都没有使用免疫抑制药物。一些患者体内植入

的前体细胞已经发育成了成熟的β细胞，不过

由于纤维化反应，这些细胞往往在几个月后死

亡。

ViaCyte公司的CEO Paul Laikind认为，

这些患者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该方案的可行性，

只不过还需要做一些改进。他们现在的目标就

是，抑制、或者延缓机体的免疫反应，以帮助

植入的细胞更好地存活。ViaCyte公司希望能

够在开展下一阶段的临床实验（即给予足够数

量的细胞进行治疗）之前，通过改进包裹技

术，或者其它一些方案来达到这个目的。

也许到那个时候，Melton的β细胞也已经

能够用来治疗1型糖尿病患者了。Melton充分

相信，只要有合适的给药途径，这些β细胞肯

定能够治好他两个孩子的1型糖尿病。他满怀

信心地表示，如果有人能够培养出大批人体需

要的细胞，他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

将这些细胞送入人体。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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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FDA批准了首台较少需要人工干

预的胰岛素泵产品，该产品可以在患者血糖升高

时注入胰岛素，在血糖开始降低时停止注入胰岛

素。这就是由Medtronic公司出品的人工胰腺系

统（artificial pancreas system）——MiniMed 

670G。这套系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血糖检测

仪，另外一部分是胰岛素泵，同时还有一套自动控

制软件。

     如图所示，这套手机大小的MiniMed系统（包

括电极和胰岛素泵）绝大部分位于人体外，患者可

以将其装在口袋里，或者别在腰带上，整套系统与

一根插入到患者皮下的细管相连。血糖监测系统主

要就是一块敷贴，贴在患者的腹部，也与置于患者

皮下的传感器相连。

     鉴于置于患者皮下的设备会引发免疫反应和纤维化反应，因此每隔数天就需要更换。如果用Sigilon等

公司开发的新型材料包裹这些皮下设备，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但是佩戴MiniMed这类系统的患者在运动、

或者进食时需要“告诉”系统。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套系统还达不到真正的“胰腺”水平，即能够调整患

者的血糖。

     这也是身为两个1型糖尿病患儿父亲的Melton一直在从事β细胞培育工作的原因，他希望用β细胞移植

的方法彻底治愈糖尿病。他的成功标准就是能够让他的孩子们这辈子不再需要担心该吃什么，不该吃什

么，能够在任何时候，想做什么运动，就做什么运动。

人工“胰腺”对阵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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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监管：修订再生医学监管条例

随着临床医生、科研人员，以及伦理学家

们对成体干细胞（Adult stem cell）是否

能够更快地走进临床这个问题不断地展开

讨论，它已然成为了一个监管焦点。

Paul Knoepfler刚开博客没多久，邮箱就

爆满了。2010年，Knoepfler的博客还是网上

少数几个专注于讨论干细胞技术如何走近公众

的博客之一，所以大家都到他这儿来找答案。

Knoepf ler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干细胞

生物学家，同时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当他

看到邮件里的那些问题之后，陷入了沉思。

Knoepfler表示，那些给他来信的人询问的并

不是与科学、临床实验等相关的问题，而几乎

都是干细胞在临床的应用问题。Knoepfler意
识到，大家都迫切地希望了解，在哪里能够用

干细胞治疗哪些疾病，哪怕是目前还没能证明

使用干细胞治疗能够带来医学获益的疾病，比

如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或者

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等。而

且，这些打擦边球的干细胞治疗又主要集中在

亚洲、拉丁美洲、东欧和加勒比海地区，即全

都不属于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和欧洲医药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的管理范畴。目前，美国如火如荼

地发展干细胞业务，FDA也加强了相关监管。

Knoepfler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 Minneapolis）的生物伦理学家

Leigh Turner最近刚刚完成了一项研究，他们

对美国351家公司提供的570个干细胞临床治疗

业务进行了分析，该业务涉及的领域包括美容

（cosmetic）、整形（orthopaedic）、神经

（neurological）和其它多种疾病（L. Turner 
& P. Knoepfler Cell Stem Cell  19, 154–157; 
2016）。FDA关于干细胞治疗有一条非常严

格的管理策略，即干细胞治疗必须和其它的药

品和医疗器械遵循同样的标准，但这并没有限

制干细胞治疗领域的发展。不过，有一些医生

和患者对此持非常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

FDA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制约了医疗事业的发

展，同时还妨碍了医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

自由选择最合适治疗方案的权利。

相关人士纷纷表明立场。批评者们认为，

干细胞治疗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是错误的，我

们需要寻找立法对策；而支持者们则更加倾向

于保守的管理思想。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

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再生医学部门的儿科外

科医生Charles Cox表示，什么是临床医疗实

践？什么不是？在这之间，哪些领域是‘无主

之地（no man’s land）’？这个问题很难界

定。这才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也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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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体干细胞

目前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成体干细胞（而

非胚胎干细胞）上。成体干细胞易于获取，

也极易进行移植操作。这些间充质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可以从

每个人的骨髓组织、脂肪组织，或者胎盘

（placenta）、脐带（umbilical cord）等其它

组织中获得。MSC细胞能够分化形成脂肪、

骨骼，或者软骨组织（carti lage），因此非

常适用于制备骨骼和关节。MSC细胞还能够

产生生物分子，抑制炎症反应，促进机体修

复。据意大利Modena 和Reggio Emilia大学

（University of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 
in Italy）专门研究MSC细胞临床应用问题的

Massimo Dominici介绍，MSC细胞不仅可以

应用于骨骼再生，还可以应用于神经系统以及

自身免疫疾病等诸多领域。

MSC细胞的可获得性，及其生理学特

性，都使得它们成为最适合应用于临床的细

胞，但是其中用到的很多技术，都违反了FDA
的相关规定。FDA将人体细胞、组织和细胞，

以及组织来源产品（human cells, tissues and 
cellular and tissue-based products, HCT/
Ps）分为两大类。属于361条例（sec t ion 
361）管理的产品可以参照对捐赠的血液产品

和器官的处理方式。这些管理规定重点在于保

护受体避免传染疾病，并不要求监管部门进行

重点监管。

其它的HCT/Ps则受351条例管束。该条例

规定HCT/Ps与药品一样，上市之前必须接受

严格的监管。现在人们已经清晰地制定了一些

划分361条例和351条例的管理规定。比如，细

胞和组织就采用了“homologously”（同源）

一词，以表明它们在受体内行使与在供体内一

样的功能——例如骨髓移植就是为了让受体恢

复正常的造血功能——这种情况由361条例管

理。如果使用的是自身的干细胞，那就更加应

该受到361条例的管理。不过在其它领域，情

况却变得更加不明朗了。任何不是“最简化操

作（minimally manipulated）”的组织，都

会被当作药品来对待。这给科研工作者们带

来了一定的困扰，因为将干细胞从体内分离

出来时，总是难免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操作的。

据Dominici介绍，有时，你必须用酶来消化组

织，只有这样才能分离出MSC前体细胞。在过

去，这就能够被认为是最简化操作了，但是现

在就不这么认定了。

FDA关于MSC细胞的管理规定还经历过

法庭的检验，那是与美国科罗拉多州再生科学

公司（Regenerative Sciences in Broomfield, 
Colorado）打的一起官司。该公司推出了一

项新业务，即用患者自体骨髓来源的MSC细

胞来修复患者的关节损伤。这看起来似乎很合

理，但是这些细胞在回输给患者之前，需要在

体外培养一段时间。FDA认为，这已经不是最

简化操作了，于是在2014年，美国上诉法院裁

定，支持FDA的意见。很多生物学家们也都赞

同FDA的观点。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比亚

Wexner医学中心（Ohio State University’s 
Wexner Medical Center in Columbus）的细

胞治疗专家Lynn O’Donnell表示，细胞在培

养状态下分裂时，与在人体内的分裂是完全不

一样的。人为加快这个过程，会使遗传突变的

风险增加。

 谨慎的监管者

尽管法庭也做出了支持FDA的裁定，但是

FDA却并没有针对干细胞临床实践继续采取任

何后续的法律行动。这也让很多希望有更多监

管举措的科研人员大为惊讶，Turner就表示，

不应该是这样的。

FDA拒绝了相关采访，并且没有就此事发

表意见，不过他们针对滥用HCT/P管理规定的

指责，发表了一份声明，并在声明中指出：现

在针对某些违规事件，我们会对其做出建议整

改、监管，或者诉诸法律行动的处罚。FDA主

要采取的方式是发警告函，其中指出如果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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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整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但是只有少数

几封警告函是发给医疗机构的，而且也没有固

定的格式。Turner指出，最近一个接到警告函

的医疗机构只是做了一点小美容业务而已，实

际上很多大公司还在肆无忌惮地开展他们“宏

大的”干细胞业务。

不过有些医生认为，这样对他们是

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的发挥会受到限制。

Ricardo Rodriguez是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位

美容医生，同时也是脂肪治疗科学国际联盟

组织（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Adipose 
Therapeutics and Science, IFATS）的主席。

该组织是一个旨在促进脂肪来源细胞临床治疗

研究的组织。Rodriguez认为，FDA的立场太

过谨慎了，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基因治疗曾给他

们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十几年前，就曾经发生

过因为受试者死亡，而终止基因治疗临床实验

的事情）。他指出，FDA在多年以前做出这

么严格的管理规定，其实与科学的因素无关，

主要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和以往的惨痛教训才这

么决定的。Rodriguez觉得，FDA的管理条例

太过宽泛和简单化，这让临床医生们完全无法

使用较为安全的治疗手段，因为他们把一切

都和高风险的再生医学手段（regenerative-
medicine approaches）混为一谈了。

设定界限

FDA在2014年和2015年发布了四项指南草

案，旨在进一步解释HCT/P相关管理条例，但

是这还没有达到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们的预期

要求。Knoepfler指出，虽然很吃力，但他差

不多也读完了这些解释，因为他毕竟这么多年

来都在阅读FDA的各种文件，但是这些指南实

在是太复杂了，而且一点都不具体。

这些文件还招致了有关脂肪来源干细胞

（fat-derived stem cell）研究者的争论。脂肪

来源干细胞这种MSC细胞是在2001年被发现

的，在同年发布的最初的HCT/P管理条例中没

有具体地提到这种细胞。即便如此，大家还是

对这些细胞（不论是纯化的细胞，还是混杂了

其它成分，比如基质血管成分的异质性细胞）

在临床中的应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现在，

FDA发布的关于脂肪组织（adipose tissue）
的指南草案将这些不同的细胞全都归到了一个

大类。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太狭隘了。美国

波士顿法学院（Boston College Law School 
in Newton, Massachusetts）专门研究健康

政策的法学专家Mary Ann Chirba认为，FDA
的这种做法否定了脂肪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结

构的特点，即在人体内起到的支撑、衬垫作

用。该草案还否定了乳房脂肪移植（丰乳），

或者术后脂肪移植重建等非同源性的（non-
homologous）、恢复乳房泌乳功能等方面的

价值。Rodriguez认为，FDA对于脂肪生理学

作用的界定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过度强调

脂肪的内分泌、代谢和其它功能，忽视了原本

的、最基础的功能。

不过Knoepf ler也指出，目前获得脂肪

MSC细胞最常用的技术——尤其是在临床上

制备基质血管成分最常用的技术——获得的都

是类似于天然脂肪组织的产物，即除了我们需

要的干细胞以外的混杂有多种成分的细胞。因

此，不论这些细胞会做何种应用，单是考虑到

这么多的人工操作，就应该采取严格的管理措

施。Knoepfler指出，FDA认为这些并不是天

然的产物，他也这么认为。但是Knoepfler同
时也认为，FDA的这种狭隘界定可能会带来一

定的问题，比如对乳房重建的界定，他就不太

赞同。

哪怕是纯化的MSC细胞也同样有问题，

因为我们不清楚这些细胞究竟是什么，有什么

作用。实际上，早在1990年就创造出“间充质

干细胞”这个概念的生物学家Arnold Caplan
（他目前就职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也一定程

度上后悔创造了这个概念。他在做讲座时总会

提醒听众不要把这种细胞叫做干细胞。Caplan
指出，MSC细胞来源于围绕在血管周围的前体

细胞，这些细胞可以在发生损伤或疾病的状态

下，刺激局部组织进行修复，但是它们没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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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组织的功能，而这才是干细胞的典型功能。

由于在各个组织和器官里，MSC细胞都非常活

跃，所以Caplan会在不同的组织里观察它们。

最后他指出，根据这些细胞在体内的表现，他

发现，只要有血管，那么不论在哪个组织里，

这些细胞的作用（用法）都是一样的。

不过Dominici根据他在骨骼再生工作中使

用MSC细胞的经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据他

介绍，并不是所有的MSC细胞都能够达成目

的。当来源于某个组织的MSC细胞被移植到体

内的另外一个组织后，就可能发挥另外一种作

用。Dominici认为，更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开

发分子检测技术，以评价不同MSC细胞的不同

治疗功效。这对于临床医生们才更有帮助，能

够更好地判断使用哪种MSC细胞（而不是来源

于哪里的细胞）来治疗哪种疾病。

相互矛盾的解决方案

今年9月，就FDA干细胞治疗监管的争

论，召开了一场为期两天的听证会。会上来自

各方的代表都发了言。Chirba的态度是，应该

重新考量同源性使用管理规定（homologous-
use rules）。她表示，大多数FDA的管理规定

都是用于特定用途，以及具有特定使用意愿的

药品和医疗器械评审工作的，她不明白，为什

么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细胞或组织呢？很

多患者接受治疗后身体状况都有好转，所以他

们都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治疗。然而包括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Scripps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in La Jolla, California）的细胞生物学

家Jeanne Loring在内的很多学者则主张应该

更为谨慎。Loring就提醒，缺乏足够的认识和

理解，或者故意忽视监管，都会让患者受到没

有足够干细胞治疗能力的医疗机构的伤害。

FDA可能会对这次听证会上的一些意见

做出回应，但是他们没有义务这么做。Caplan
认为，这次听证会不会带来太多的改变。他

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立法，只有这样才能

推动干细胞治疗的发展。Caplan参与制定了

《REGROW法案》（REGROW act），该法

案是为了加快受351条条例管理的细胞和组织

治疗产品的上市速度。在第一版，该法案额

外批准了已被证明具有良好安全性和一定治

疗功效的HCT/P产品跳过3期临床实验直接上

市。通过3期临床实验，我们能够获得充分的

证据证明药物的疗效，不过这种试验费时费

力，每做一次大约需要花费1115~5290万美元

（A. Sertkaya et al. Clin. Trials 13, 117–126; 
2016）。对于较前沿的细胞治疗技术而言，这

笔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该法案的支持者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

新兴的生物科技类小公司。由于他们没有大型

制药公司那样的资源，所以该法案有利于整个

行业的平衡发展。日本早在2014年就实施了类

似的管理措施，不过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我

们还难以看出这种管理措施的利弊。据Caplan
介绍，他们所有的美国公司都已经在日本开设

了分公司。不过，Cox觉得成本和官僚主义并

没有妨碍团队的临床应用工作，他也不认为这

是阻碍干细胞临床应用领域发展的大问题。他

墨西哥的医务人员正在准备给患者注射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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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虽然这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麻烦，但还

算不上是阻碍。只有当你不想以谨慎严谨的态

度来完成这项工作时，才会认为这些监管是障

碍。

日本要求开展产品上市后的监管工作

（post-market surveillance），以便在一个

时间期限内，证明产品的安全性和疗效。只有

这样，才能够获得永久的上市许可，这也被

写进了最初的REGROW法案。该法案也让患

者组织内部出现了分化，有一些患者对加快

干细胞治疗审批流程表示欢迎，但是也有一

些患者担心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美国纽

约国家多发性硬化症协会（National Multiple 
Sclerosis Society in New York City）的执行

副主席Bruce Bebo认为，这有可能造成这样

一种局面，即患者和干细胞治疗提供者都会为

一款安全性和疗效没有被证实的产品付出代

价。这是一种降低了标准的管理方案，他认为

这将会伤害那些更加严谨的科研工作者。美

国华盛顿特区的再生医学联盟公司（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该公司主要从事

细胞治疗业务）也对这个法案表示了异议。

最新一版法案去除了有条件的提前上市条款

（conditional early approval），并且这版法

案也更加侧重传统的管理思路，即加快临床试

验的过程。该法案目前仍处于委员会讨论阶

段，在提交投票之前可能还会做更进一步的修

改。 
欧盟和美国都有出于人道主义同情

考虑的除外条款（ c o m p a s s i o n a t e - u s e 
exemptions），以便让那些患有严重疾病，或

者不可治疗疾病的患者能够用上尚未上市的新

药。很多干细胞研究者都赞成这种管理方式，

但这也出现了一个漏洞，可能会被人利用。

比如在2013年，意大利布雷西亚的Stamina 
Foundation公司就爆出了一个大丑闻，他们开

展了一项受争议的试验，给患有帕金森氏病和

肌营养不良（muscular dystrophy）等目前尚

无较好治疗方案的疾病患者使用了尚未经过验

证的MSC细胞疗法。当时在意大利参议院作

证，证明Stamina Foundation公司有过错的

Dominici表示，患者被错误的信息误导了，这

些信息夸大了这些细胞的功效。

数据表明，在受到良好管理的临床试验

条件下，MSC细胞疗法通常来说都是比较安

全的。不过，很多患者在到访过干细胞治疗

中心之后，发生不良反应、甚至死亡的事件

屡屡见诸于报端。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人接受

这些治疗，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还会变得

更高。Cox提醒，在医学中，我们绝不能低估

犯错的概率。实际上，最近就有一名医生报

道，在美国佛罗里达的一家医院给3名黄斑变

性（macular degeneration）的女性患者进行

MSC细胞治疗后，她们都失明了（H. Ledford 
Nature  537, 148; 2016）。但是正如Knoepfler
发现的那样，很多等待最新疗法出现的患者，

尤其是慢性疾病或终末期疾病患者，都会被忽

悠。因此，科研人员和监管者们应该起到桥梁

的作用， 让患者获得更加科学的信息。这样，

患者们也会理解监管者的用意，从而更好地配

合工作，而不是阻碍工作。

罗马的示威者正在集会，支持有争议的耐力基金会

（Stamina Foundation）。该基金会宣称，他们的干细

胞疗法可以治疗帕金森氏病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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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际细胞治疗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ellular Therapy in Vancouver, 
C a n a d a ）和美国的国际干细胞研究协

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 in Skokie, Illinois）等科研团体正在

启动患者教育项目，以帮助那些受蒙蔽的患者

免受不良细胞治疗的伤害。可是，如果监管层

没有一个具体的举措，那肯定是对付不了“狡

猾的”市场的，因为商业化的医疗中心在市场

上更有优势。Turner认为，患者们自我保护意

识并不能够让他们厘清事实的真相，他们没有

能力分辨市场上那么多真真假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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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观点：再生医学的发展需要跨学科合作

Stephen Badylak指出，技术的进步已经

超过了我们对器官发育和损伤反应的理

解，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了。

医学未能将极具临床潜力的工程组织和

器官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20世纪80年代，科

学家们就已经构建了原始的、现在仍然是主流

的人造组织模板。该模板在可降解的、类似目

标器官形态的支架上培养细胞，然后将其植入

到受体中。基于这种方法，科学家们构建了人

耳、血管、膀胱和其它身体部件，从而引起了

各界对组织工程的兴趣。在这种背景下，90年
代组织工程领域悄然兴起。

但是，除了少数例外，这些替代组织绝

大部分不能植入患者体内。虽然这些工程化组

织大多都是可管理的，但仍然存在着常见的监

管、制造和替换问题。一个可能和关键的问题

是，这些组织缺乏维持细胞存活和功能的支持

性元件。器官和组织需要有效的血管、淋巴和

神经网络，但当前设计的模板并不包含这些元

件，并且甚至在工程化器官死亡之前，也无法

形成血管、淋巴等结构。此外，组织工程师也

没有考虑细胞的微环境，包括诸如机械力、pH
值和氧浓度等因素，以及嵌入细胞外基质中的

信号分子。因此，一旦这些工程组织被植入体

内，只会被机体当成异物处理掉。这些移植物

并不能融入到人体环境中，并且会因为缺乏营

养物、适当的生长因子和神经支配而很快死

亡。

除此之外，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是重要影

响因素：身体会高度协调各个生理过程，如组

织和器官发育、对损伤和感染的反应，以及对

外来细胞的反应，而更重要的是，组织修复和

重建的调节。这些内容对于发育生物学家、免

疫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是常识性的东西，但是

对于组织工程学家来说，却是很容易忽视的问

题。他们要么完全不考虑免疫系统对支架和工

程化组织的识别（直到研发后期才意识到问

题）；要么在免疫力相对低下的啮齿动物模型

中进行研究，却未意识到这些因素对下游临床

结果的潜在影响。

尽管基因组测绘、3D细胞打印、干细胞

生物学、生物材料开发和生物反应器设计都取

得了巨大进步，但组织工程学家们依然坚持使

用旧的模板方法。例如，人们现在首先使用精

细成像技术来获取患者耳朵的3D模板，然后使

用3D打印把一层层活细胞打印到模板上，最后

形成一个患者耳朵的复制品。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这个耳朵缺乏细胞交流和支

持必需的天然细胞内联系。

这些技术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但缺乏细

胞外基质分子、运动和感觉神经元，以及淋巴

系统。另外，不考虑细胞存活和细胞表型意味

着：这些技术只能得到空有其形，却没有功能

的人工组织。

那么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推进工程化组织实

现临床潜力？我认为，答案就在于结合多学科

的力量，集中识别、克服这些生物难题。这些

障碍并非不可逾越，但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些障

碍的存在。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人类基因组

内的组织和器官再生的潜力。蝾螈可以再生断

肢，我们从这一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先天免疫

系统在这些发育和再生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

例如，长期被认为是慢性炎症的元凶的巨噬细

胞，对于蝾螈的肢体再生是必需的。这表明，

今后再生医学可能可以通过与天然免疫系统合

作，而不是试图逃避或抑制宿主免疫应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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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再生医学的阅读，请前往：

nature.com/subjects/regenerative-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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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激活人类的再生信号。成功的人工组织可

以是简单的，将合适的、携带生物线索（特定

分子信号）的模板嵌入到预期的解剖部位，并

使用身体作为最终的生物反应器，在体内完成

器官的构建，而非在体外重建器官或组织。

     虽然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领域已经取得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但现在到了调整前进方

向的时候了。组织工程进入临床并非不可实

现，但这需要组织工程师与生物学家合作，遵

循基本的哺乳动物发育和再生规律，打破陈

规，确定可行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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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Hot Topics

远古DNA继续
谱写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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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远古DNA来揭示历史真相，这项技

术带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惊喜，也给其它相

关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比如如何利用

损毁严重的（当代）DNA样品等。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已经存在了非常长

的时间。最新的研究发现，人类存在的时间甚

至要比我们之前估计的还要早10万年之久。

最近，一个科研团队提出，他们可能发现了

最早的人类祖先，即距今大约30万年前的摩

洛哥 Jebel Irhoud（Jebel Irhoud, Morocco）
人。以前，科研人员们通过化石将远古的历

史一片片地还原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如

今，我们还可以从化石中提取DNA分子，对

其进行高通量测序和分析，再利用计算机技

术重新构建出一个DNA分子化石。对此，美

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

人群遗传学家及进化生物学家David Reich 认
为，这是当今最神奇的数据了。丹麦哥本哈根

大学附属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地球遗传学中

心（Centre for GeoGenetic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Denmark）的进化生物学

家Tom Gilbert 也认为，很多时候，远古基因

组学（paleogenomics ）技术是我们了解远古

历史真相的唯一手段——就好像我们真的回到

了过去一样。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只能去

猜想过去可能是什么样的。因为远古DNA已经

在大自然里保存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它可以

带给我们很多有关基因组学、表观基因组学和

地球历史等各个方面的有用信息。大约在7000
年至4.5万年前的远古人类DNA样品都曾经帮

助科研人员们发现了很多与欧洲人类历史相关

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从远古骨骼、牙

齿、毛发、蛋壳、粪便，甚至是土壤等样品中

提取DNA分子。如果没有骨骼化石，科研人

员们还会对多个欧亚更新世时期（Eurasian 
Pleistocene-era）的洞穴发掘地点的土壤进行

仔细的筛查，在其中寻找远古人类的DNA分

子。

在分析这些远古人类的DNA分子时，科

研人员也会参考当代人的基因组参考序列。不

过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的进化生物学

家Beth Shapiro 介绍，对于很多物种来说，

哪怕亲缘关系非常接近，他们之间的进化距

离也是相当遥远的。比如已经灭绝的剑齿兽

（Toxod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根本

就不知道哪个物种才是它们的亲戚。不过不论

是研究人类，还是剑齿兽，最大的困难都是远

古DNA分子的质量太差了。

质量非常糟糕，但又十分迷人的远古DNA

据Gilbert 介绍，目前我们提取远古DNA
样品的效率还是非常低的。科研人员们往往需

要大量的原料，才可以进行测序研究，构建出

全基因组序列，但这些原料又非常宝贵，所以

必须尽可能少地使用。要把握这个平衡真是相

当不容易。

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in Beijing）的研究人

员Qiaomei Fu 介绍，化石里可能含有非常少

的内源性远古DNA，但有些化石里根本没有这

些DNA分子。Fu等人正在研究亚洲史前人类问

题。

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进化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in Leipzig, Germany）的进化生

物学家Matthias Meyer 介绍，DNA保存的时间

越长，就会发生更多的化学变化。这些变化在

测序分析时就会表现为DNA序列上的改变。在

没有出现高通量测序技术之前，我们对这些变

化了解得还不够深入，不过后来我们发现，这

种变化就是胞嘧啶变成了尿嘧啶，从而在测序

时表示为胸腺嘧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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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DNA分子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降解

为更小的片段，这些片段的末端都不是两条

链一样长的平端（blunt-ended），而是两条

链不一样长的粘性末端（sticky-ended）。

Meyer指出，这些粘性末端具有非常高的脱氨

基（deamination）速度，因此，它们很容易

变成尿嘧啶。

不过Gilbert 表示，我们可以使用尿嘧啶

DNA糖基化酶（uracil-DNA glycosylase）等

工具酶来处理这些远古DNA分子，将DNA分

子在尿嘧啶位点切断。尿嘧啶积累的速度比较

慢，而且与温度和湿度都有关系。那是因为胞

嘧啶转变成尿嘧啶是一个水解反应，因此，温

度越高、湿度越大，就更容易发生该反应，生

成更多的尿嘧啶。

Shapiro 表示，我们过去总是抱怨这些

DNA分子的末端有损伤。但是现在，我们却开

始利用这些尿嘧啶来确认DNA样品是不是远古

DNA。Reich 将这种DNA损伤模式称作“完

整性检查（sanity  check）”。他们会对DNA
分子进行严格的检查，并只对这些明确的远古

DNA进行研究和分析。

应对样品污染问题

样品污染是一个大问题。Meyer 表示，

在过去，尤其是在处理同时存在现代人遗留物

的样品时，我们总是对样品的纯洁性表示怀

疑。Gilbert 也认为，有好几个非常知名的问题

都与样品污染有关。我们在操作骨骼标本，或

者进行PCR扩增操作时，都有可能对样品造成

污染。不过这都是在高通量测序技术诞生之前

的问题了。

目前科研人员使用无菌发掘技术（sterile 
excavation）、非常仔细的实验室操作流程，

以及洁净操作间、独立的PCR操作间等手段来

防止样品被污染。Gilbert 指出，虽然这并不意

味着就彻底解决了样品污染的问题，但是我们

至少可以将这作为一个因素加以考虑了。

尽管远古DNA这种标志性的损伤方式有

助于帮助科研人员们判断样品是否存在污染的

问题，但实际情况却并非那么简单。这种损伤

更常见于气候较温和和永冻地区发掘出的样

品。在其它区域发掘出的样品则不一定遵循这

一规律。2014年，有科研人员报告称，他们对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一个山洞中发掘出来的骨骼

标本（估计该样品距今1.2万年至1.3万年）进

行了分析。在对牙齿和骨骼标本的线粒体DNA
进行分析之后，他们发现远古美洲人和现代美

洲土著人之间存在关联。

不过Meyer 对这一结论表示了怀疑，因

为高通量测序并没有找到远古DNA的踪迹。

骨骼，或者采样设备可能被现代美洲土著人的

DNA给污染了。在一个出版交流活动中，该研

究组辩称污染造成的DNA损伤也会表现为远古

DNA的模样。他们认为，独立的复制事件的确

对于验证远古人类DNA非常重要，不过来自不

同发掘地点的标本也的确会发生各种各样还没

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到的DNA损伤。

大家对这一类DNA损伤，以及其它DNA
损伤也都还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据Shapiro 
介绍，大家都赞同，比如骨骼中的绝大多数远

古DNA并不来源于那个骨骼所属的个体。大部

分化石其实都受到了大量微生物DNA的污染。

Gilbert 认为这一点非常讨厌，这会给分析工

作添加很多麻烦，同时也会耗费更多的科研经

这就是根据在摩洛哥 Jebel Irhoud 发现的距今

3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而重建的远古人类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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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除非实验室配备了专门从事宏基因组学研

究的人员，才能够利用富集技术进行预测序，

并在测序完成之后对数据进行过滤分析。

富集人类DNA分子

微生物污染的问题让Fu和当时还在德国

普朗克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Meyer 一起开发

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即利用杂交技术富集线粒

体和细胞核DNA。富集远古DNA分子碎片需要

相互重叠的探针（overlapping probe），这就

限制了可以研究的基因组范围。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们使用了寡核苷酸芯

片技术来构建探针文库，然后用这一系列文库

构建了一个超级探针文库。这就是Fu在Reich 
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参与“冰河世纪欧

洲项目（Ice Age Europe）”时采用的技术策

略。

化石记录显示，欧洲大陆第一次出现人类

踪迹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4.5万年前。科研人

员们将51个距今7000年至4.5万年前的远古人

的基因组数据集中到一起进行分析，并跟踪研

究了其中的遗传学变异情况。结果发现，散布

在欧洲大陆上的各个族群全都来自同一个共同

的祖先。不过这个祖先分枝最后却在不断迁徙

的过程当中被取代，进而消失了。大约1.9万年

前，也就是冰河纪末期出现了一支来自西班牙

地区的族群；大约1.4万年前，又出现了一支来  
自东方的族群。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科研人员们在

非常高等级的洁净间里提取DNA样品，以构建

测序文库。Fu也使用了她们那套富集方法，用

液态杂交捕获富集技术得到了39万至370万个

SNP。她们为这些SNP位点合成了52bp长的寡

核苷酸杂交探针，然后用这些探针与远古DNA
样品进行杂交。如果没有这种研究策略，那么

研究人员是不可能从被微生物DNA严重污染的

样品中分离得到远古人类DNA样品的。

Gilbert 认为，这种人类学研究工作非常

了不起。要开展这样的工作，研究人员必须时

刻牢记，他们得出的结论源自于并不那么完美

的实验样品，而且研究结果也仅仅只源自这些

实验样品。我们研究得越深入，才越能更好地

对过去得出的结论去粗取精。现在几乎每年都

会有新的、关于欧洲和澳洲人类学研究的发现

和数据问世。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这就是

科研工作的常态，不过这也意味着科研人员有

责任去谨慎地对待这些研究成果，并且要时刻

牢记，他们的研究结果可能并不来自石头。

Tom Gilbert表示,科研

人员们必须随时警惕

远古DNA的污染问题。

中国科学家Qiaomei Fu开发了

一套专门用于远古线粒体DNA和

细胞核DNA的杂交富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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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建议在开展远古DNA实验时，一定要

时刻牢记，身为实验人员的你是“脏”的，随

时有可能污染实验样品，而且也非常容易造成

交叉污染。在进行计算机数据分析时，则需要

时刻保持警惕，这项工作非常容易出错，所以

一定要从多个角度，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反复

验证。

研究人员一共在欧洲大陆的 7个考古

发掘点的土壤里发现了疑似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和丹尼索娃人（Denisovan）
的DNA样品，有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一起参与

了鉴定工作，其中富集线粒体DNA就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有了该技术，研究人员就

可以在缺乏骨骼化石的情况下，发现远古人类

的痕迹。

据Meyer 介绍，通常在一次考古发掘过

程中，研究人员都会发现数千块动物骨骼。

第一步工作就是了解这些DNA的保存状况。

Meyer等人主要寻找哺乳动物的DNA，他们在

猛犸象、野牛和鹿的骨骼中找到了很多DNA标
本。不过最让他们吃惊的是居然找到了这么多

的DNA样品——他们在50 mg的土壤里一共发

现了数万亿的DNA片段，这些DNA足以占满一

把牛排刀的刀尖。

在进行数据分析工作期间，他们将这些线

粒体DNA当作“诱饵”，从海量的DNA片段

中钓取相似的线粒体DNA。这样既能够钓到尼

安德特人的DNA，也可以钓到灵长类和巨猿的

DNA。丹尼索娃人或者远古人类的DNA序列都

可以与这些诱饵DNA进行杂交。后续的序列分

析工作可以进一步筛出人类的DNA信息。之前

的工作已经证实，我们可以从土壤里分离得到

远古DNA，只不过比较昂贵而已。Gilbert希望

测序的成本能够进一步降低，因为只有这样才

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开展相关的分

析和研究。

远 古 D N A 研 究 让 我 们 对 智 人 （H . 
sapiens）又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以前，我

们只知道尼安德特人、丹尼索娃人和其他的一

些早期现代人种。人类的种群源自另外两个距

今50多万年以前的物种，尽管这是两个完全独

立的种群，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杂交，我们

称之为混合事件（admixture event）。如今，

人体内的DNA也带有一些来自远古祖先遗传给

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娃的基因。很多时候，远

古DNA分析工作还会让我们对化石做出新的判

断。

 方法学上的改进

研究人员在西班牙阿塔普埃尔卡山

（Sierra de Atapuerca）的好几个洞穴中发掘

出28个远古人类的化石，它们都可以追溯到距

今40多万年以前。其中有一个洞穴叫做Sima 
de los Huesos，就是化石坑的意思。这些化

石看起来很像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但是线粒体

DNA分析显示，这些化石来在丹尼索娃人的

一个分支，即尼安德特人在东部欧亚地区的近

亲。之后的细胞核DNA研究又发现，与丹尼索

娃人相比，这些远古人与尼安德特人的亲缘关

系更近。Meyer认为，这些化石可能属于早期

尼安德特人的祖先，或者他们的近亲。线粒体

DNA分析的结果之所以与细胞核DNA的结果不

一样，是因为这个族群非常复杂，其复杂程度

在洁净操作间里提取远古DNA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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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远远超出我们现如今的认识水平。

这些研究工作用到了一项非常关键的

技术，即单链测序文库制备技术（s ing le -
stranded sequencing library preparation）。

这种技术将DNA双链分子解离成单链分子，

然后构建成两个测序文库。这是专门为了研究

非常珍贵的痕量样品而开发的一套技术。当时

研究人员在一块骨骼化石里提取到了极微量的

DNA样品，经过该技术研究发现，这是一块

丹尼索瓦人的骨骼。有了这种技术，测序底物

的含量有了量级上的扩增。Meyer表示，这一

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手头上只有一小块少年

手指头的指尖标本。这套测序文库制备方法彻

底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同时也极大地拓展

了他们的研究范围。他们课题组还在不断地改

进这套技术，并正在用这种技术构建尼安德特

人、丹尼索瓦人和其他远古人种的参考基因组

序列。

每一个细胞内可能都含有数百个线粒体

DNA拷贝，但是在西班牙洞穴内发现的骨骼化

石里却只能找到极微量的DNA。幸亏有了单链

DNA测序文库制备技术，Meyer等人才能够富

集得到足够的线粒体DNA，以用于科学研究工

作。

尽管目前DNA测序的成本已经有了大幅

度的降低，但如果没有线粒体DNA富集技术，

还是无法利用那些DNA碎片来获取有价值的

DNA序列。而且，大部分人并不会死在洞穴

里，他们只会留下非常少的有机物残骸，这就

意味着，科研人员们只能从大量的样品中分

离出极少量的人类DNA。之所以使用线粒体

DNA，而不使用细胞核DNA，是因为前者有助

于我们从其它哺乳动物，比如鹿和鬣狗的DNA
中分离出人类的DNA。

Meyer等人最近又使用这种单链测序文库

制备技术，开展了新的尝试。他们以经福尔马

林固定过的DNA为样品作为测试对象（这些

DNA都是被严重破坏的DNA）。结果出乎预料

的好。与双链DNA测序文库制备技术相比，使

用单链测序文库制备技术可以获得更多的DNA
样品，数量提升幅度达到了3100倍。这主要是

因为，使用传统的双链DNA文库制备方式时，

我们需要用到多个酶反应和纯化步骤，这些操

作都会使样品量减少；而单链DNA测序文库制

科学家在西班牙El Sidrón 考古发掘

现场的土壤里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DNA样品。

借助这种单链测序文库制备技术，可以对

非常珍贵的痕量样品进行测序研究。

从磁珠上释放出文库单链分子，

以用于测序研究

在该双链DNA分子的末端

连接上测序配体

这段单链DNA分子固定在磁珠上，

再合成出第二链核酸分子

在核酸连接酶的帮助下，将一段生物素

标记的寡核苷酸连接到单链DNA分子上

双链DNA分子片段

热变性

热变性

适用于高度降解的DNA样品的单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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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技术的样品使用效率更高。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单链DNA文库制

备策略中，大部分文库制备反应采用的都是固

态操作平台，即反应都是在磁珠上发生的。这

样一来，在更换缓冲液和酶时就不会丢失DNA
样品，而且也省去了DNA纯化的步骤。经福尔

马林固定过的DNA实验结果告诉我们，这种单

链制备技术还可以用于很多我们之前认为无法

完成的任务。

在保留DNA短片段（1 7~2 0bp的远古

DNA）方面，这种单链文库制备技术也更加有

效率。因为对于这么短的DNA片段，我们几乎

不可能正确地将它们拼接在一起，但这并没有

吓退Meyer，他们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开发出新

的技术，让不可能变为可能，他们也为此列出

了一份《愿望清单》。

愿望清单

在处理不到3 0bp的远古人类核酸片段

时，如果要将它与微生物DNA区分开，真的是

需要一点技巧的，不过计算机软件方面的进展

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详见文后《远古DNA
计算机处理工具》）。清单里还有一项目标，

那就是远古DNA修复工作，比如修复断裂的远

古DNA。Meyer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断

裂的DNA全都重新连接起来，那么就可以获

得更长的核酸样品，也就可以将更多短片段的

DNA利用起来，对它们展开分析。

现在研究人员对远古DNA降解机制的认

识不断加深，同时业界也不断开发出了更多更

新的方法，这让我们得以从各种骨骼中获取更

多的DNA样品，了解到更多的信息。Shapiro
就曾经参与过一个远古DNA研究项目，他们发

现了一种新的远古DNA损伤模式。研究工作

中，他们使用了Helicos Biosciences公司（该

公司已经倒闭）的测序平台。Shapiro表示，

很难知道是否还可以发现更多的DNA损伤模

式，不过他们相信，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一

定还可以发现更多的DNA降解方式。

Reich在远古DNA研究工作中还发现了好

几个前沿的研究方向，其中之一就是开发出一

种敏感度更高的方法，以获得更加微量、更加

古老的DNA样品。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远古DNA
自动化分析技术，它可以让我们的研究工作效

率更高，同时成本也更低。

近两年来，Meyer等人就一直在使用自

动化技术，这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处理能力。

据Meyer介绍，他们的效率至少提高了10倍
以上。他们实验室的液相操作平台（ l iquid-
handling systems）几乎可以完成样品准备工

作中所有的移液步骤。Gilbert也发现，越来越

多的实验室开始使用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不

过他认为，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好，现在还不太

确定。

Gilbert表示，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成本

的不断降低，他们考虑可以在对远古人类基因

组进行测序时加大测序深度。不过加大测序深

度需要更多的测序样品，这就与目前效率还比

较低的DNA提取现状形成了矛盾。不过不论是

DNA提取工作，还是测序文库制备工作，以目

前的处理能力，还都很难将它们提升到种群研

究的层面来加以利用。

虽然大量的远古DNA样品都来自化石标

本，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我们仍然无法从很多

化石标本中提取到任何的DNA样品，比如，

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的化石和纳

勒迪人（Homo naledi）的化石就属于这种情

况。

还有一些实验室在尝试开展重构远古生物

（比如远古野牛）表观基因组的工作。但这种

工作也需要大量的DNA样品，同时也会消耗大

量的DNA样品，因此不太适合用于样品来源稀

缺的远古DNA的研究工作。根据自然发生的碱

基损坏信息，以及手头上已经掌握的信息，科

研人员们根据自己的推测绘制出了尼安德特人

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甲基化图谱。Meyer认
为，远古人类DNA甲基化分析是可行的，但是

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只能针对远古骨骼化

石开展这类研究工作。他进一步畅想将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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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检索：

Vivien Marx. (2017) Genetics: new tales from ancient DNA. Nature Methods, 14(8): 77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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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骼基因表达数据与远古人骨骼的基因表达

数据进行对比。如果能够用大脑的数据进行对

比就更有意义了，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远古

软组织的标本可供分析。

实验室其实有很多种软件可以对远古DNA数据

进行处理和分析。Gilbert认为，计算方面最大的挑

战在于远古宏基因组研究，因为要真正认清远古宏

基因组和现代细菌污染这个混合物，还是相当困难

的。

远古DNA运算软件开发者Alexander Seitz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übingen）Kay Nieselt

实验室攻读他的生物信息学博士学位。据他介绍，经典的基因作图技术比较适用于处理较短的DNA片

段。科研人员们可以使用BWA 或者Bowtie等计算机工具来开展人类DNA作图工作。对于比较特殊的远古

DNA，我们则可以使用EAGER或者PALEOMIX等工具，这些工具都可以将目标序列定位到参考序列中，

用于重建远古DNA序列。MapDamage 和PMDtools则可以区分某段DNA序列是远古DNA还是现代DNA。

鉴定远古DNA基因组重排或基因缺失等信息则需要利用序列从头组装技术（de novo assembly），比

如使用Seitz 和Nieselt参与开发的MADAM软件。据Seitz介绍，MADAM软件可以提高远古DNA序列组装的

能力。不过在使用了富集技术后，我们无法发现遗漏的基因信息，因为相关的DNA片段在富集过程中丢失

了。

SOAPdenovo2 和SPADES是可用于处理没有相关参考序列的现代DNA样品数据的序列从头组装软

件。不过由于远古DNA都是短片段分子，因此，科研人员们在尝试使用de Bruijn图（de Bruijn graphs）等

方式提高软件的处理能力。

De Bruijn图组装技术是将输入信号表示为以节点（node）和边界（edge）表示的图形信号。每一个

节点代表一个k-mer，即一个序列长度为K的核苷酸短序列。在两个节点之间用一个边界连接，表示这两个

节点序列之间有重叠。比如，如果节点A是ATGCG，节点B是TGCGA，那么他们之间就有一个边界相连，

即重叠的TGCG。对于远古DNA序列，如何设定节点的长度非常关键，因为一个样品包含了各种长度的

DNA片段样品。MADAM软件采用了两层策略（two-layer approach）。首先，用多个不同长度的节点de 

Bruijn图将连续的序列连接在一起。然后，再将这些“长”序列继续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

远古DNA计算机处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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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态
Amazing  Lives

蟾蜍蜕皮
有盐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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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N. C., Cramp, R. L. and Franklin, C. E. (2017). Living with a leaky skin: upregulation of ion transport 

proteins during sloughing. J. Exp. Biol . 220, 2026-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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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Lives

动物蜕皮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为了

弃去不再合身的紧小外壳，有的是为了换掉不

再起作用的破旧组织。在褪换外皮的过程中，

很多动物因变得特别脆弱而更易受到其它食肉

动物的攻击；还有一些动物，对它们来说褪换

外皮过程本身就是危险的。尤其两栖动物，

因为它们是依赖自身具有渗透功能的皮肤维

持健康的体内水

盐平衡的。在蜕

皮时，由于皮肤

的渗透性变强，

体内的盐外漏，

水吸收进来，就

很有可能会产生

危 险 。 澳 大 利

亚 昆 士 兰 大 学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

Craig Franklin、
N i c h o l a s  W u
和 R e b e c c a 
Cramp对此很感兴趣。他们以甘蔗蟾蜍（cane 
toads）蜕皮所面临的挑战作为课题展开研

究，测量它们皮肤的失盐情况，并探讨它们在

新旧皮置换期间（存在皮肤改变）的盐转运特

性。

首先，研究人员将甘蔗蟾蜍浸在新鲜的水

中，随后测量其蜕皮期的水电导率。试验覆盖

蟾蜍蜕皮前的12小时准备期、蜕皮期以及蜕皮

后三个阶段。结果Wu发现，当旧皮褪去时，

蟾蜍的失盐量迅速增加，从原来的0.5μS h–1

增至90μS h–1，差不多有200倍。不过，当

他检测蟾蜍的血液状态时，发现虽然它们的皮

肤渗漏度在增加，但其身体状况似乎并未受到

什么影响，必需的盐类没有明显缺失。这太奇

怪了。于是，Wu测量了流入蟾蜍体内的盐总

量，这个步骤是通过具有泵盐功能的特殊蛋白

通道逆浓度梯度完成的。结果使他十分震惊：

在蟾蜍开始蜕皮后，流入其体内的盐流量增

加了一倍。

接着，他通

过测量蜕皮

期不同阶段

的蛋白泵数

量和位置，

才发现原来

蟾蜍在褪去

旧皮之后，

生成了更多

必要的蛋白

泵，并将它

们定位于皮

肤深处，由

此来维持健康的体内盐平衡。

因此我们知道，皮肤具有渗透性的甘蔗

蟾蜍利用蛋白泵来装备自己，从而使它们在蜕

皮时免受盐缺失的危险，这实在是一个两全其

美的好办法。不过，研究小组提醒大家，其它

需要蜕皮的两栖动物为了避免有害的皮肤感染

（比如专门入侵死皮组织的壶状真菌），蜕皮

的频率可能增加，这种情况下还是可能会遭受

伤害，从而使全球的两栖动物种群受到一定威

胁。

是呀，只要咱们的
蛋白泵开始工作，
一切总能缓解的。

我从来都不觉得蜕皮后

自己的渗透性皮肤会有

什么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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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中孵化
出壳的小壁
虎更易遭受
生存危机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44

变温动物，又称冷血动物，它们的血液

温度并不是真的很冷，只是它们是通过外界

环境来调整体温的。当外界温度过高时，它

们会在阴凉的角落里降低体温；遇到寒冷的

天气，它们会在阳

光 沐 浴 下 升 高 体

温，它们就是这样

通过这种微调行为

成功地维持最佳体

温范围的。但是，

随着全球环境温度

的持续上升，这些

变温动物的未来恐

怕不那么乐观了。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

大学（Univers i ty 
of Technology）的

Jonathan Webb表
示，近几十年来，高温已经变得愈加多见（预

测未来发生的频率还会增加），对于成年的爬

行动物而言，不管这样的气候变化将会给它们

带来什么，也许它们还能够承受，但其胚胎和

正处于孵化期的幼崽就很难说了，而后者正是

他关注的重点对象。Webb提出，盛夏时分，

正在野外窝巢中发育的蜥蜴类胚胎还无法进行

热调控，因而可能遭受高温的侵袭。他知道，

在高温中生长发育的苍蝇在极端条件下似乎依

然能很好地生存，那么蜥蜴类呢？于是他与同

事Buddhi Dayananda和Brad Murray一道，分

别在14-37℃（高温）和10-33℃（适温）条件

下孵化小丝绒守宫壁虎（瘤尾壁虎，Amalosia 
lesueurii，tiny velvet geckos）的卵，同时观

察高温对发育中的壁虎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

不出所料，在高温下孵化的壁虎卵首先破

壳而出（比同伴早了27天），但它们的捷足先

登并没有为其适应气温的波动带来什么优势。

三位研究者测试了这些幼崽在经受高、低温变

化之后调整体

温的能力，然

后任由它们行

动，使之不受

打扰。结果，

他们发现，与

在低温中孵化

出来的壁虎相

比，高温孵化

的壁虎在极端

温度下更易受

到 伤 害 ——

它们在6 . 2℃
以下及38.7℃

以上时就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低温孵化的壁虎

则显得更健康，只在5.7℃以下及40.2℃以上才

无法行动。研究小组还测量了岩石下温度（小

壁虎用来藏身的地方），发现其可达极高的

50℃，这对幼小壁虎具有潜在的致命性，因为

孵化巢中的缝隙温度仅有33℃。

Webb指出，上述发现还表明了一个关于

壁虎孵化的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了）：小壁虎

为了调节体温，会在岩石和阴凉的缝隙之间来

回活动，结果可能会更加引起食肉动物的注

意，从而危害到它们的生存。因此，在高温下

孵化的壁虎胚胎即便破壳而出，也不能很好地

适应高温环境，且遭受食肉动物袭击的可能性

也会加大。

原文检索：

Dayananda, B., Murray, B. R. and Webb, J. K. (2017). Hotter nests produce hatchling lizards with lower 

thermal tolerance. J. Exp. Biol . 220, 2159-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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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太温暖了，才导

致我太早出壳，可现在呆

在石头下面还是太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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