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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Worthy Issues

人类癌症分子网络研究

早在2007年，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就提出了网络医学（Network 
Medicine）的概念，他认为尽管大部分人类疾病都是单独治疗的，但它们

并不互相孤立，许多疾病都和功能分子——连接许多细胞组分的一个复杂

网络的子网络——的失调有关，探索一种疾病的分子复杂性、导致疾病的

分子和通路以及不同表型之间的分子联系，对鉴定新的疾病基因、发掘基

因组范围相关研究鉴定到的疾病相关突变以及全基因组测序的生物学重要

性、鉴定药物靶点和复杂疾病的生物标记物十分关键[1, 2]。恶性肿瘤是多种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常细胞演变为恶性肿瘤细胞是一个多因素作用、

多基因参与、经多阶段变化累积的十分复杂的病变过程，可以说人类癌症

是一种分子网络疾病。人类癌症分子网络研究已成为现今癌症研究的一大

热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及临床转化应用价值。

目前，国际上已有the Human Protein Atlas (HPA)、the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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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me Atlas (TCGA)、 International Cancer Genome Consortium (ICGC)等项目对

人类癌症进行了组学水平大规模分析，以发掘人类癌症中DNA、RNA及蛋白质等分子

的异常情况，为人类癌症的预测预警和相关药物研发提供信息基础。在我国，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2014年备选项目中，在医药生物技术

主题第一部分提出了“基于临床信息的肿瘤分子网络研究及关键产品开发”项目，该项

目涉及食管癌、肺癌、胃癌及乳腺癌等8种癌症的蛋白分子网络研究。为完成这8种癌

症的分子网络分析，该项目将绘制癌症相关核心信号通路中由关键节点蛋白质组成的分

子网络谱图，包括癌细胞生长和肿瘤耐药等谱图，用于以上癌症的诊断、耐药分析和治

疗、生存预测，发展基于癌症分子网络分析的新技术和新型诊疗产品，并最终用于指导

临床早期诊断、个性化治疗和预后分析。

本专题旨在介绍国内外人类癌症分子网络研究的前沿进展、研究成果、研究手段的

发展以及前景展望，以向读者展示现今人类癌症的研究状况以及未来以分子网络整体的

理论观念指导临床诊治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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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类癌症基因组蓝图

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恶性肿瘤是因

某些染色体上的DNA损伤致使基因突变而产

生的，它导致细胞的生长失控、缺乏分化而异

常增生，并可侵袭正常组织和器官，最终可散

布全身。继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之后，

美国政府又发起了癌症基因图谱（Cancer 
Genome Atlas, TCGA）计划，试图通过基因

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技术绘制人类癌症的基

因组变异图谱。自2005年启动之后，TCGA
研究组陆续在《科学》（Science）和《自

然》（Nature）上发表了对胶质母细胞瘤、

卵巢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鳞状细胞癌、

肾透明细胞癌及子宫内膜癌等癌症基因的组

解析成果，并分析了这些肿瘤中的外显子序

列、DNA拷贝数、启动子甲基化以及mRNA
和microRNA的表达，力图为癌症检测提供新

的方法、了解癌细胞发生和发展的机制，从而

在此基础上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和预防策略。截

至2013年7月，TCGA研究组已经绘制了7992

例共27类肿瘤中的分子表型，这些数据已在

TCGA官网（http://www.cancergenome.nih.
gov/）公布。

TCGA于2012年10月发起了癌症总体分

子计划（Pan-Cancer analysis project），

初步比较了最早被研究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

瘤（GBM）、成淋巴细胞急性髓样白血病

（LAML）、头颈鳞状癌（HNSC）、肺腺

癌（LUAD）、肺鳞状癌（LUSC）、乳腺

癌（BRCA）、肾透明细胞癌（KIRC）、卵

巢癌（OV）、膀胱癌（BLCA）、结肠腺癌

（COAD）、宫颈和子宫内膜癌（UCEC）以

及直肠癌（READ）共12种肿瘤中的分子突变

及其功能作用[3]。这12种肿瘤的数据囊括了共

5074例肿瘤样本，其中93%的样本已经通过

至少一种平台检测了基因组、表观基因组以及

基因和蛋白表达数据（图1）。这些数据被整

合存储在Synapse系统中，可以通过Synapse
入口（doi:10.7303/syn300013）查询。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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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整合基因组数据比较不同肿瘤类型。
图片来源：J.N. Weinstein, E.A. Collisson, J.M. Stuart, et al. (2013)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Pan-Cancer analysis project. Nat Genet , 45: 1113-1120.

针对基因组学的各种数据，Kenneth W. 
Kinzler等人探讨了其在肿瘤生物学以及未来

肿瘤治疗中的意义，这篇综述发表在《科学》

（Science）杂志上[4]。Kenneth W. Kinzler等
人认为过去十年间积累的复杂的测序结果已经

实现了常见人类癌症的基因组蓝图。对于大部

分癌症，该蓝图包括了小部分“山脉”（大部

分肿瘤中突变的基因）和更大数量的“小丘”

（频繁突变的基因）。迄今为止，这些研究

已经揭示了约140个基因，这些基因通过基因

内突变，可以促进或驱动肿瘤发生（图2）。

一种肿瘤包括2-8个这种“驱动基因”突变；

剩余的突变是“乘客”（passengers），没

有选择生长优势。驱动基因可以分为调控细

胞命运、细胞存活和基因组维持这3种核心细

胞过程的12个信号通路。同年9月，《自然

遗传》（Nature Genetics）杂志上发表了利

用TCGA数据解析精确分子事件的成果，描

绘影响单个人体细胞2万多个基因的突变和其

它分子事件的人类癌症全景图 [5]。目前超过

13,000个肿瘤样本的癌症全景图在癌症基因

组cBioPortal（http://www.cbioportal.org）上

可以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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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2种肿瘤的功能性和可操作性突变谱图。
图片来源：G. Ciriello, M.L. Miller, B.A. Aksoy, et al. (2013) Emerging landscape of 
oncogenic signatures across human cancers. Nat Genet , 45:1127-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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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类蛋白分子谱图

蛋白质是基因功能的实施者，在细胞内，

蛋白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可以作为运输蛋

白行使运输功能、作为骨架蛋白对细胞进行机

械支持、作为酶催化各种代谢过程，也可以在

信号通路中控制遗传信息的转录和转录后的蛋

白合成。由于基因的重要作用最终是由蛋白质

来体现的，因此解析人类蛋白质组内所有蛋白

质，研究其生理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人类基因组测序表明有2万多个蛋白质编

码基因，基于这些蛋白编码基因，人类蛋白质

图集（Human Protein Atlas, HPA）于2003
年7月启动，该图集旨在采用基于抗体的蛋白

质组策略，以构建出一幅包括大量正常和癌症

组织的人类全蛋白表达图谱。

他们采用这个策略，首先鉴定了48种正

常人类组织（图3）和20中不同癌症组织（图

4）中的蛋白表达和定位。截至2013年12月5
日第12版，HPA已经使用了21900多个抗体，

研究了超过16600个人类基因（约占人类总

蛋白编码基因的82%），分析了包括脂肪组

织、肾上腺组织及骨髓等27种组织和44种人

类细胞的RNA序列，这些数据都可以从HPA
官网（http://www.proteinatlas.org/）获得。

图3 正常组织中蛋白分析图例。
图片来源：M. Uhlén, E. Björling, C. Agaton, et al. (2005) A human protein atlas for normal 
and cancer tissues based on antibody proteomics. Mol Cell Proteomics, 4:1920-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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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癌组织中蛋白分析图例。
图片来源：M. Uhlén, E. Björling, C. Agaton, et al. (2005) A human protein atlas for normal 
and cancer tissues based on antibody proteomics. Mol Cell Proteomics, 4:1920-1932.

3. 人类染色体蛋白质组计划

人 类 染 色 体 蛋 白 质 组 计 划 （ T h e 
Chromosome-Centric Human Proteome 
Project, C-HPP）旨在确定每个染色体中编码

的蛋白质组，整合蛋白质组数据和基因组框

架，提升对蛋白质组数据生物背景的了解。

该计划拟在人类的2万多个基因中，对每个基

因至少鉴定出一组代表性的蛋白，并采用定

量质谱技术和抗体试剂鉴定其组织定位和主

要亚型，包括转录后修饰（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PTMs）等特征[6]。

24条染色体中，中国团队一共承担了第

1、8和20号染色体的蛋白质组工作，并已

经在蛋白质组学专业杂志《蛋白质组研究》

（J Proteome Res）中发表了已取得的成果

（图5）。研究人员在胃、结肠和肝样本中

分别鉴定了8号染色体上701个编码蛋白基因

中的271 （38.7%）、330（47.1%）和325
（46.4%）个基因 [7]；鉴定到了1号染色体中

映射了1227个基因的1252个蛋白 （Swiss-
Prot覆盖率60.9%）[8]；鉴定到了20号染色体

中323个编码蛋白基因（60%）[9]，并首次建

立了20号染色体蛋白质组的实体数据库。数

据结果可以在人类染色体蛋白质组计划中国数

据库获得（http://proteomeview.hupo.org.cn/
chrom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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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号染色体的蛋白质组信息绘制。
图片来源：S. Wu, N. Li, J. Ma, et al.(2013)First proteomic exploration of protein-encoding 
genes on chromosome 1 in human liver, stomach, and colon. J  Proteome Res, 12:67-80. 

4. 人类相互作用组研究

复杂的生物学系统和细胞内网络揭示了大

部分基因型到表型的关系，疾病的发生往往表

现在相互作用网络的紊乱上[10]，细胞中的相互

作用组主要包括转录后调节网络、病毒-宿主

网络、代谢网络、蛋白-蛋白相互作用以及疾

病网络（图6）。2007年5月，《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Albert-La´szlo´ 
Baraba´si等人关于人类疾病网络的研究，得

到的人类疾病网络展示了个体疾病和疾病分级

之间的联系。在1284例疾病中，867例和其它

疾病有至少一个联系，516例疾病与其它疾病

有相当多的联系，这暗示大部分疾病在某种程

度上有共同的基因起源[11]。在此之后，Albert-
László Barabási提出了网络医学的概念，揭

示了相互作用网络对人类疾病的意义。

2012年7月，《自然》（Nature）杂志上

发表了绘制病毒与宿主蛋白之间相互作用图谱

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利用一种系统整合渠道

对由四种功能相关，但生物学上各异的DNA
肿瘤病毒家族成员编码的单个基因产物诱导的

全基因组范围宿主相互作用组及转录组网络的

干扰状况进行了分析，绘制了病毒与宿主蛋白

之间全基因组范围的二元物理相互作用图谱、

病毒蛋白与宿主蛋白组之间全基因组范围共复

杂（co-complex associations）关联图谱以

及转录组图谱，并将这三个全基因组病毒干扰

数据集整合到一起指出了多种癌症中的偏差信

号通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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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癌症的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研究

中，中国科学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

2011年，《分子系统生物学》（Molecular 
Systems Biology）杂志就发表了中国科学家

关于肝脏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的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以肝脏的5026个蛋白质作为研究对

象，从中发现了2582个蛋白质的3484对相互

作用，首次绘制了人类肝脏蛋白质相互作用网

络，揭示了肝脏特异表达蛋白质及重要信号分

子的相互作用特点，并预测了肝细胞癌相关蛋

白质[13]。

图6 细胞系统中的网络类型。
图片来源：M. Vidal, M.E. Cusick, A.L. Barabasi, (2011) Interactome networks and human 
disease. Cell , 144:98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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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因组学技术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人员于

军、任鲁风和王绪敏在《2013高技术发展报

告》中的“基因组学技术新进展”章节详细

论述了基因组学技术的新进展，并就该技术进

行了展望。他们指出，目前基因组学技术的

发展主要涉及三个基本领域——DNA技术、

光电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并在高通量下一代

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技术、第三代单分子核酸测序技术以及基因

组学信息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

先，基因组技术的实质是核苷酸（包括DNA
和RNA）技术，其核心技术包括DNA杂交、

桑格（Sanger）法测序、寡聚核苷酸合成、

PCR（DNA聚合酶链式扩增）及RNA逆转录

等。其次，光电技术已经取代了基于生物化学

原理的主要方法，成为DNA技术相关仪器的

核心部件（如CCD照相机、激光管及微流控

组件等）。最后，由于DNA技术产生了大量

的数据和信号，信息的存储、共享、挖掘和分

析等成为信息利用的瓶颈，因此计算机技术的

全面介入已成为必然。

1.1高通量NGS技术

高通量NGS平台自2005年问世以来，经

历了3次大幅度的变革（主要是测序通量的大

幅度增加），目前测序水平已达单台设备日

产数据量1010 bp（碱基对或核苷酸），使测

定个人基因组序列的成本降至数千美元。目

前，高通量NGS技术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域

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研究手段。现阶段市场主流

设备主要包括Illumina、Life Technologies和
Roche等公司的测序分析系统，于军等人还分

别对市场份额最大的Illumina系统、NGS技术

中读长最长的Roche 454系统以及最具发展潜

力的Life Technologies Ion PGM/Ion Proton
系统做了介绍。

1.2第三代单分子核酸测序技术

目前存在于市场上的第三代测序技术平台

主要包括美国的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开发

的RS系统和Helicos Biosciences（已于2012
年11月申请破产保护）的Heliscope系统。

PacBio的RS系统利用了物理学中零模波导的

原理，将单个DNA链分子上的聚合反应通过

荧光基团发光进行实时碱基识别。他们最新上

市的XL试剂，可以实现超过4300 bp的平均读

长，每个SMRT芯片能够在1.5~2小时内产生

2~2.5×108 bp数据。这一系统目前存在的最

大问题是准确性仅仅达到85%。关于第三代

单分子核酸测序技术，于军等人认为其雏形还

比较模糊，包括纳米孔测试技术等尚未上市，

而且具有发展潜力的测序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探

索，因此目前NGS相关仪器还会继续主导市

场。

1.3基因组学信息技术

基因组学研究产生了空前大量的以指数倍

数生长的数据，这些未经整理的数据为信息存

储、传递和分析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基因

组信息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IT业的发展速

度，因此，如何有效和安全地使用这些信息，

成为发展中的信息产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基于GPU的并行化计算技术以及异构计

算和云计算技术，在基因组学研究工作中对核

酸序列的分析以及海量信息的分析和挖掘中发

挥了重大作用。英国牛津大学开发的GPU基

因组学分析软件STOCHSIMGPU用于生物系

二、技术手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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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随机性模拟，可以提速85倍，香港科技大

学开发的GBOOST软件在分析基因相互作用

中提速40倍。基于GPU的并行化计算技术的

发展，在基因组学研究工作中对核酸序列的分

析技术上，实现了巨大的加速作用。

异构计算技术是在GPU并行加速技术

上发展起来的新型计算技术，即利用CPU的

逻辑运算能力和GPU浮点运算能力，甚至

还需要用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技术完成部分固态计算任务，并有效

地利用不同计算架构下的最适计算能力，从而

实现最大程度的加速海量信息的分析和挖掘。

由于其高效性，异构计算仍然被认为是未来解

决基因组学乃至生命科学海量数据分析的重要

发展方向。而云计算是基于计算资源的网络化

共享架构，一方面实现海量数据的云态存储，

解决日益增长的数据存储需求；另一方面利用

接入网络的计算资源，分配计算任务至空闲云

端系统，以降低计算资源的依赖程度。由于网

络带宽对数据传输效率的影响，云计算目前的

发展还受到一定局限。

2. 蛋白质组学技术

现在蛋白质组学研究主要以质谱技术为核

心，对蛋白质进行大规模、高通量分离、鉴

定和分析。以质谱为基础的定向蛋白质组学

（targeted proteomics）技术已被《自然方

法》（Nature Methods）评为 2012 年度技

术成果，质谱技术能在单个实验中同时检测多

种蛋白的表达变化，结合质谱技术的蛋白质组

学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细胞中的一举一动。在

快速分离和鉴别高通量蛋白质分子的一项研究

中，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个新型的四维分离系

统（four-dimensional separation system），

优化了自上而下（Top-down）的蛋白质组学

技术，并利用它鉴别了人类细胞中1043个基

因编码。另外，这一原始报告中收集了3093
个蛋白亚型/物种片段，以及鉴定到的645个磷

酸化、538个赖氨酸乙酰化及158个甲基化等

翻译后修饰。这一系统将蛋白质的鉴定效率及

蛋白质组的覆盖率提高了20倍，从而鉴别出

了105 kDa大小，包含11个跨膜螺旋的蛋白；

而且检测出了许多从前难以发现的内源性人

类蛋白异构体，并结合最新的Swiss-Prot数据

库数据，揭示出了个别基因和全部蛋白质分

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成果发表在《自然》

（Nature）杂志上[14]。

西班牙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与荷兰乌得勒

支大学以及荷兰蛋白质组学研究中心的研究

人员在2013年1月公布的《自然综述•遗传》

（Nature Review Genetics）杂志上，进行了

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最新技术的修订，这些技

术包括生物学样品制备中的技术进展，质谱技

术创新，以及生物信息学数据分析的发展。基

于质谱（MS）的蛋白质组学力图得到高通量

的蛋白质组鉴定和定量覆盖率，最近的技术和

方法的进展极大地加深了蛋白质组的覆盖率及

样本通量。当前蛋白质组研究的一个趋势是从

很小样本量（如流式细胞分选或组织显微切割

得到的样本）中靶向分析复杂样本，这需要更

灵敏、更高分辨率以及更快的液相色谱-质谱

（LC-MS）分析。LC–MS分析之前，样品一

般要根据实验目的采用色谱技术等进行初步分

离，或者通过亲和树脂和特异性抗体等特异性

富集肽段亚群，预先经过分离得到的样本碎片

可以有效地减少样本的复杂程度。常用的色谱

技术包括离子交换色谱和基于肽的等电点分离

技术。色谱技术的新近发展主要表现在稳定

相的利用上，例如亲水液相色谱（hydrophilic 
interac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 HILIC）

可以有效减少样本复杂性并具有高灵敏度，还

可以通过反向色谱直接连用质谱技术来进一步

减少样本复杂性。通过采用纳流和超高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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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反向液相色谱，以及采用更长的分析柱和

更小的珠子（增加表面积）结合更大的斜度，

可以提高色谱容量及分辨率。

新近发展起来的蛋白质芯片技术为蛋白质

的检测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比如荧光

标记技术、蛋白质指纹图谱-飞行时间-质谱联

用技术（SELDI蛋白质芯片）、表面等离子基

元共振生物传感器技术（SPR芯片）以及初

步应用的光学蛋白质芯片技术等。SELDI蛋白

质芯片全称为表面增强激光解吸离子化飞行时

间质谱（surface enhanc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mass spectrometry, 
SELDI-TOF-MS），是新兴的无需标记就能

进行蛋白质检测的技术[15]。其原理是利用系列

设计的具有不同表面修饰的芯片，使其能够选

择性地结合被检标本中的蛋白质，被结合的蛋

白质在添加能量吸收分子后在特异激光作用下

解离成正电离子并通过电场，检测其在电场中

的飞行时间，而且检测到的信号由高速模拟数

字转换器转换并记录，最后被检测蛋白质以一

系列峰值的形式呈现，这些特异性波峰构成了

该疾病特有的指纹图谱。指纹图谱的横坐标代

表蛋白质类型，纵坐标代表蛋白质的丰度，单

个蛋白质分子的位置取决于其飞行时间。目

前，SELDI蛋白质芯片技术已经应用在医学研

究领域，在识别特定蛋白质的表达物、进行蛋

白质水平的药物筛选、揭示蛋白质激酶的作

用、蛋白质的翻译后修饰、蛋白质间的相互作

用、测定血清中的小分子物质含量等方面都已

取得应用效果。

此外，生物信息学数据尤其是公共蛋白质

组数据的更新与发展也为注释鉴定到的成千上

万个蛋白提供了标准与条件。Tranche是一个

公共存储器，当前不仅可以处理这类数据，并

且它基于一个存储了世界范围内多重服务器数

据的加密对等系统。不过，未加工数据都是不

开放的形式（即它们专属于MS制造商），这

限制了该存储器的应用。欧洲生物信息学中心

的PRIDE数据库突破了这一局限，不仅可以

存储标准MS数据格式（XML），还可以存储

相关的肽段和蛋白鉴定数据。进而，GPM、

Peptide Atlas和NCBI peptidome等包含附注

信息（例如种属、分离技术以及蛋白酶等）

的数据库使得蛋白子组数据整体水平Meta分
析成为可能。PhosphoSitePlus、Phospho.
ELM和Phosida等数据库为蛋白质转录后修饰

信息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它们包含了几千种

磷酸化、泛素化、乙酰化和N-糖基化位点信

息，而更专业的数据库，例如NetPhorestor和
PhosphoMotif Finder还可以提供激酶的线性

序列。String、Intact和BioGRID等数据库提

供了当前亲和纯化-质谱串联（AP-MS）技术

报道的几千种蛋白-蛋白相互作用信息，有利

于构建更详细的整体蛋白质网络。UniProt等
数据库则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的输入信息，支持

最终水平的蛋白质组数据注释。

3. 大规模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技术

细胞中存在着成百上千个大分子的相互作

用，它们介导的功能维持了正常的细胞活性。

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形成几乎所有生命系

统、调控各种生理/病理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为了能大规模确定多种生物中的相互

作用，人们已经开发出多种高通量的方法，包

括酵母双杂交技术、串联亲和纯化技术和蛋白

质芯片技术等。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科学家们在模式生物、哺乳动物、病原微

生物中展开了大规模的蛋白质相互作用组研

究，并以此发现、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蛋白质相

互作用网络，揭示了多种蛋白质的新功能，而

且也为全面研究蛋白质（群）的分子作用机

制、药物研发和疾病的临床预防与治疗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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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崭新的线索。

3.1酵母双杂交技术

酵母双杂交技术作为发现和研究在活细胞

体内的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技术

平台，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研究中得到了

广泛运用。酵母双杂交系统是在真核模式生

物酵母中进行的，它将真核细胞转录因子拆

分为DNA结合结构域（DNA-binding domain, 
D B D）和转录激活结构域（ a c t i v a t i n g 
domain, AD）两部分，将“诱饵”与“猎

物”分别与DBD和AD进行融合，如果“诱

饵”与“猎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就能恢复其

转录因子的活性，激活下游报告基因的表达。

酵母双杂交技术对蛋白质之间微弱的、瞬间的

作用也能够通过报告基因的表达产物敏感地检

测到，它是一种具有很高灵敏度的研究蛋白质

之间关系的技术。但是由于酵母双杂交技术存

在只能检测入核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检测结果

存在假阳性，以及检测工作量大、耗时长等缺

点，因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酵母双杂交技术发展的新系统主要对报道

基因、“诱饵”表达载体以及“猎物”表达载

体等做了一些改进。研究人员通过建立SOS
和RAS募集系统（SRS and RAS recruitment 
system）及断裂泛素系统（spl i tubiquit in 
system）等，克服了传统酵母双杂交技术只

可检测入核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缺点。Caufield
等人[16]发现采用4种不同的酵母双杂交系统和

更为严格的筛选条件能最大限度地筛选出阳

性相互作用蛋白质，并降低假阳性的发生。

Chen等人 [17]通过将绿色荧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GFP）报告基因同源重

组到酵母染色体上，利用检测GFP来筛选相

互作用蛋白质，能够一次完成384份酵母样品

的检测，实现了蛋白质相互作用组研究的规模

化和自动化。

3.2串联亲和纯化技术

人们主要采用串联亲和纯化（ tandem 
affinity purification, TAP）技术来研究蛋白质

复合体，该技术是通过TEV酶识别的酶切位点

将IgG结合结构域（ProtA）和钙调素结合多

肽（calmodulin binding peptide, CBP）进行

连接制成标签，在对靶蛋白质进行标记后，导

入细胞内与相互作用蛋白质形成复合体，并再

对标签进行两次亲和纯化以分离含有靶蛋白质

的复合体，随后采用SDS-PAGE和质谱等技

术进行分析。该技术特别适用于研究蛋白质在

生理条件下的相互作用，通过嵌入一段蛋白质

标记（TAP Tag），在目的蛋白的一端或中部

导入蛋白质标记，以便在没有破坏目的蛋白调

控序列的基础上，使得被标记的目标蛋白的表

达量能够与其在细胞中自然表达水平相当，这

样就避免了由于过量表达导致非自然条件下的

蛋白质相互作用，因此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但

TAP采用的标签分子量较大，会影响蛋白质之

间的结合及其功能。另外，一些相互作用较弱

的蛋白质会在两次纯化过程中发生丢失。针

对以上缺陷，研究人员先后开发了不同的标

签来标记目的蛋白质，这其中包括采用小分

子量的FLAGHA系列标签和提高纯化得率的

3×FLAG-His等标签。Kobayashi等人[18]通过

将GFP与8×His-SBP融合对目的蛋白质进行

标记，既实现了对蛋白质复合体在细胞内的定

位研究，又利于复合体后续的分离纯化和鉴

定。

3.3蛋白质芯片技术

蛋白质芯片技术是将成千上万个已知基因

序列的可读框（open reading frame, ORF）
编码的蛋白质固定于经特殊化学方法处理的

固相载体上以捕获与之特异性结合的待测蛋白

质。该技术能够高通量地对蛋白质样本进行快

速检测，且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等特点。

蛋白质芯片一般可分为正向蛋白质芯片和反向

蛋白质芯片[19]，而正向蛋白质芯片又可按固定

的探针分子的不同分为分析蛋白质芯片和功能

蛋白质芯片。分析性芯片，例如抗体芯片是基

于抗原-抗体的结合原理建立的，先将纯化的

各种不同抗体固定于固相载体上，制成抗体芯

片以用于对不同组织产生的蛋白质进行检测，

其在临床诊断和科学研究中应用较多，有助于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1414

研究疾病致病机理和发现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靶

分子。功能蛋白质芯片则是将含有特定物种的

大部分未知功能的蛋白质作为研究对象，从而

用于揭示新的蛋白质-蛋白质、蛋白质-DNA和
蛋白质-小分子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反向蛋

白质芯片是将待测蛋白质或多肽固定于固相载

体上，表面经过封闭后，加入荧光标记的探针

与固相样品进行反应，由于探针可采用多种荧

光标记，故可对多种成分进行检测。该技术主

要被用于细胞信号转导以及临床诊断等方面的

研究。

3.4新型研究方向

现有的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只能反映蛋白

质之间存在连接的关系，而真实生命体系中大

部分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具有信号转导、转录激

活/抑制等明显的信号流方向性。目前的高通

量蛋白相互作用组的数据集质量虽高，但覆盖

度很低，对于人类而言，95%以上的相互作

用组还有待定位。因此，寻求准确、高效、大

规模预测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中相互作用的信

号流方向、发现潜在的信号转导通路，成为众

多领域的生物科学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目标。

2 0 11年9月《科学信号》（S c i e n c e 
S igna l ing ）杂志上发表了Arunacha lam 
Vinayagam等人利用功能基因组及蛋白质

组技术结合生物信息学方法成功构建的一个

新型的定向蛋白质相互作用图谱，这对于解

析细胞内蛋白质间相互关系以及相关信号传

导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该成果作为封

面文章推荐 [20]。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首

先分析获得了来自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

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的473个人类全长开放

阅读框（ORF），然后利用酵母双杂交技术

对这些ORF进行了检测，从而构建了一个基

于Y2H的PPI蛋白质互作网络图谱，图谱中

包含了2626种相互作用，涉及到1126个人类

蛋白。研究人员还通过重复检测证实了这个

Y2H PPI蛋白质互作网络有助于筛查出大约

10-20%的蛋白质互作。为了获得更广泛更准

确的分析数据，研究人员进一步利用来自公共

资源的PPI数据对Y2H PPI蛋白质互作网络进

行了扩展。基于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naïve 
Bayesian classifier），研究人员将来自10组
实验数据的蛋白质相互作用与Y2H PPI图谱数

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成功构建出了第一个定向

人类蛋白质相互作用（HPPI2）网络图谱，其

中涵盖了6339个蛋白，32706种相互作用。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科研人员从一项大规模

质谱鉴定蛋白质组学研究中获得了时间分辨

（time-resolved）蛋白质磷酸化作用数据，

利用HPPI2数据结合该数据对表皮生长因子

（EGF）——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

传导通路进行了分析，从而揭示出了这一信号

通路中28个核心组成元件与定向的直接相关

蛋白及间接蛋白之间的动态信号传送网络结

构，并从中推测出了18个新的EGF/ERK信号

调控因子。在进一步的哺乳动物细胞实验中，

研究人员再次验证了这些结果。新研究为科学

家们提供了重要的蛋白定向相互作用数据，有

助于推动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细胞内信号传导及

相关疾病机制。

同 年 ， 《 自 然 方 法 》 （ N a t u r e 
Methods）上报道了美国Dana-Farber癌症研

究所癌症系统生物学中心（CCSB）的研究人

员将PCR拼接与新一代测序结合起来，作为

蛋白质的相互作用网络分析的新策略 [21]。酵

母双杂交系统等高通量定位方法的瓶颈在于

确定相互作用的蛋白、DNA或RNA分子的身

份，而新一代测序技术的补充则有望提高通

量，同时降低成本。研究人员通过将将PCR
拼接（PCR stitching）与新一代测序结合起

来，成功地将新一代测序广泛应用在蛋白质

的相互作用网络定位上，开发出一种大规模

并行定位相互作用组的策略（Stitch-seq），

并在高通量酵母双杂交系统中进行了检验。

他们通过PCR将编码相互作用对杂交蛋白的

开放阅读框（ORF）或cDNA扩增出来，并

通过Sanger或新一代测序来鉴定。X与DNA
结合结构域（DNA-binding domain, DB）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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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DB-X），Y与激活结构域（activation 
domain, AD）融合（AD-Y）。当X和Y来源于

配对PCR平板的记录位置时，它们可通过计

算机重组形成相互作用序列标签（IST）。研

究人员策略有效地结合了酵母双杂交技术和新

一代测序技术的优势，使整体费用降低了近

40%，并允许通量增加。同时，作者认为，

Stitch-seq不仅适用于酵母双杂交系统，还可

扩展到其它类型的相互作用分析，并能改善相

互作用组网络定位的能力和范围。

资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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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癌症的基因型到表型的谱图绘制为

克服人类癌症提供了靶向治疗的应用前景。当

前在基因组、蛋白组、相互作用组以及生物信

息学等方向的研究进展为人类癌症分子网络研

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各个组学技术的发

展以及数据库的建立与扩展为研究人员更深入

地揭示人类癌症病理生理机制以及进展规律提

供了良好的研究工具。目前国内外在对人类癌

症相关分子及其相互作用网络的研究中已经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抗击癌

症这项不治之症的科学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动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在癌症的预防

治疗探索和药物研发中会很快取得新的突破。

三、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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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Hot Topics

将不健康的人体卵子细胞DNA转变为正常DNA的新技术即将投入临床应用实践工

作，不过使用该技术诞生的小宝宝却有三位生物学家长。

一个娃娃三个“帮”



2121212121212121

神经科大夫Douglass Turnbull医生有很

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接诊患有不可治疾病（而且

往往都是致命性疾病）的患者。但是在面对

Sharon Bernardi 和她的小儿子Edward时，

却让Turnbull大夫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

Bernardi已经失去了3个孩子，而且这些

婴儿都是在出生之后就夭折的。这主要是因

为他们在出生之后，血液里很快就会产生出

大量的酸（acid），导致酸中毒。所以一直

健康成长（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Edward
让B e r n a r d i感到非常欣慰，他回忆说：

“Edward不断地带给我们惊喜，从最开始能

坐起来，能爬，直到14个月时开口说话，带

给我们很多的欢乐。”但是在Edward 大概2
岁的时候，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然后就出

现了癫痫（seizure）发作的情况。到1994
年时 Edward已经4岁了，他被确诊为利氏病

（Leigh’s disease），这是一种累及中枢神

经系统的疾病。医生告诉Sharon，小Edward
可能最多也就能活到15岁。

当时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 UK）工作的Turnbull至今还记得

他当时绝望地说道：“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

都帮不了他们。”这种绝望也促使他决定开

发一种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reproduction 
techniques），阻止更多类似于利氏病这样的

先天性疾病患儿出生。利氏病是一种线粒体疾

病，线粒体是细胞内的能量工厂，这些患儿因

为遗传了DNA发生突变的线粒体而患病。

这种辅助生殖技术也常常被称作三人体外

受精技术（three-perso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three-person IVF），之所以称作“三人”是

因为该受精卵里含有来自父亲的DNA、线粒

体DNA发生突变的母亲卵子核DNA，以及另

外一个健康妇女的线粒体DNA。Turnbull等人

用体外培养的小鼠、猴和人的卵子细胞进行了

试验，他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开展人体试验

了。英国国会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对该试验进

行投票表决。如果最终立法通过，英国将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对受精卵（胎儿）进行遗传

改造的国家。

但是有一些科学家对该技术的安全性提出

了质疑，社会活动家、伦理学家，以及政治家

们也越来越多的表示，对这种提案投赞成票势

必会加快人工设计婴儿（designer babies）
合法化的步伐。美国的管理机构和科学家们也

都非常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和动向，因为美国

也正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纽约一家非盈利

研究机构——纽约干细胞基金会（New York 
Stem Cell Foundation）的干细胞研究人员

Dieter Egli这样评价道：“对于英国政府的这

种行为，我表示非常钦佩，和咱们美国相比，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所达到的程度是大大领先

的。”

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在很久以前，线粒

体是一个独立存在于大自然中，能够自主生活

的细菌，直到后来被细胞所捕获，成为为细胞

提供能量物质ATP分子的“发电厂”。因此，

每一个线粒体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基因组，不

过这些线粒体已经不再独立生活，所以有很多

与独立生活相关的基因也都慢慢丢失了，比如

在人类细胞的线粒体基因组中，现在只剩下了

37个基因。

我们知道，细胞核基因组含有两条分别来

自父亲和母亲的染色体，可是线粒体基因组就

不一样，它完全来自于母体细胞（卵细胞）。

基于一些目前还不太清楚的原因，线粒体基因

组的稳定性要比核基因组差很多，线粒体基因

组DNA发生随机突变的速率比核基因组大约

快1000倍。平均在5000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

患有线粒体（基因突变）疾病，这类疾病主要

累及对能量需求较高的组织和器官，比如大脑

致命的遗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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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肌肉等组织。而且病情的严重程度也与异常

线粒体的多少密切相关。

Turnbull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时开始对线

粒体疾病和能量代谢问题产生兴趣的，当时他

还是神经科病房里的一名低年资小医生。有一

天，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前来就诊，他

患有一种怪病，不能参加训练跑，只要一跑

步，他的肌肉就会突然变得无力，使他无法继

续。Turnbull一开始就想到了线粒体疾病，不

过最终发现他的诊断错了，但是这并没有打消

他对线粒体疾病的好奇心。

Turnbull发现，对于线粒体疾病基本上

没有太好的治疗手段，只有一些治标的办

法，比如用一些抗惊厥药物（anticonvulsant 
drugs）缓解癫痫症状等，完全没有彻底治本

的方案。他介绍道：“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

些线粒体疾病患者，却束手无策。”于是这

位年轻的神经科大夫决定继续去攻读博士学

位，深入了解线粒体疾病的内在发病机制，并

且将他的毕生精力全都投入到了线粒体异常

（malfunction）这个研究方向上。

Turnbu l l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遇上了

Bernardis一家，肌肉活检证实，Sharon携带

了线粒体突变。Sharon回忆道：“Turnbull
当时拿到检查报告时都不敢相信他的眼睛，

因为我看起来挺正常的。”不过这个诊断也

帮助Sharon解释了她们家发生的那些健康问

题。Sharon的母亲也有过好几个孩子夭折的

经历，而且在她50岁的时候，心脏也出现了

问题；Sharon的一个表亲，以及其他几个家

族成员也都有过失去新生儿的经历。Bernardi
介绍道：“我们整个家族都有问题。”在生

下Edward之后，Bernardi又陆续失去了3个孩

子，她的悲惨经历激励着Turnbull，让他必须

找到办法，阻止这些孩子患上线粒体疾病。

也有其他一些科研人员在做着同样的

工作。比如在 2 0世纪 8 0年代时就有一帮

胚胎学家用“原核转移技术（pronuc lear 
transfer）”进行了小鼠试验，他们想了解卵

细胞的胞质（cytoplasm）对于胚胎发育的意

义和作用。整个试验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受精

卵的核物质转移到另外一个去核的卵细胞里。

1995年，有科研人员提出，使用这种技术可

以“治疗”人线粒体疾病。

Turnbull的实验室在21世纪初与生殖生物

学家，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Mary Herbert，以

及纽卡斯尔大学附属临床生殖中心（affiliated 
fertility clinic）的Alison Murdoch合作，开始

尝试开展这种原核转移小鼠动物试验，他们希

望能够很快在人卵子细胞上开展类似的试验。

他们的计划是先对未正常受精，不能够发育成

胎儿的卵子细胞开始试验。

为第一个试验获得监管层的同意就用

掉了整整18个月。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

理局（The UK Human Ferti l 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HFEA）曾经两次驳回

了他们的试验申请，因为这种试验会改变卵

细胞的“基因结构（genetic structure）”，

根据《1990人类受精和胚胎法案》（1990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ct），

这种试验是违法的。Turnbull他们则回应称，

“基因结构”这个词非常模糊，不适用于原核

转移技术，并且提出了第三次上诉，而且还聘

请了律师参与整个过程，最终在2005年赢得

了胜利。

与此同时，英国议会也对1990法案进行

了修订。修订稿于2009年正式生效，并明确

指出，禁止将原核转移技术应用于临床实践工

作，但是相关问题可以不经完整的法律流程，

直接提交议会讨论和审议，这就留下了一个

很大的空间。这次修订让Turnbull 等人非常激

动，因为如果他们的研究取得成功，还是有希

望在将来的某一天走进临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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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卵细胞的直径大约为0.1毫米左右，所

以只能在显微镜下，在一个特制的、温度和气

流都受到严格控制的试验皿里对人卵细胞进行

原核转移试验。这就需要试验操作人员的手非

常稳，Herbert介绍道：“我们在做这个试验

的时候都是屏住呼吸的。”

首先，他们会用激光在受精卵的细胞膜

上打一个孔。然后胚胎学家会将一个移液器

从这个孔伸入细胞内，吸取受精的原核物质

（pronuclei）。接下来，实验人员还会将

另外一个受精供体卵的核物质吸出，然后将

之前吸取的原核物质注入这个供体受精卵细

胞内。整个试验过程大约需要几分钟（详见

go.nature.com/ufatcq网站视频）。如果英国

政府最终允许在临床上开展原核转移实践，那

么经过人工操作过的受精卵还得在细胞培养箱

里继续呆几天，直到发育成含有50至200个细

胞的胚泡（blastocyst），才能将其植入到待

孕母亲的子宫内。

Turnbull的课题组在2010年5月发表了一

篇文章，他们证实，使用原核转移技术对异常

受精卵进行改造之后，受精卵能够继续正常发

育，就好像没有受到过人工干预一样。更重要

的是，这种原核转移操作几乎不会带入线粒体

结构，所以最终发育成熟的胚胎完全不会含有

异常的线粒体基因组。

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种原核转移

操作的效率如何？是否不会影响孕妇受孕？这

种操作是否会对受精卵造成分子或遗传学上的

微小改变，给受精卵的发育造成影响，甚至在

婴儿出生后带来健康方面的不利影响？英国政

府会同意原核转移技术应用于临床吗？

近几年来，Turnbull的课题组一直在寻找

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一直在使用健康的

人卵细胞优化他们的技术。Herbert介绍说：

“对于该技术的受孕机率问题，我们很有把

握。”目前的试验工作进展比较缓慢，这主要

是由于他们试验用的健康的人卵细胞比较难

以获得。不过Herbert表示，他们已经开展了

100多次健康人卵细胞原核转移试验。他们还

计划开展安全相关试验，了解该试验操作是否

会对卵细胞的基因组及表观遗传学带来影响和

改变。不过他们也承认，这种试验结果还不能

够100%地保证该试验操作不会对人体造成影

响。“我们永远都不能说这种技术是绝对安全

的。不过从某些方面来看，它是可以应用于临

床治疗的。” Herbert这样说道。

不能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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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基因组转移技术简介
如图所示，有两种基因组转移技术都可以用于预防新生儿
从母亲那遗传获得异常的线粒体结构。

原核转移技术 
纺锤体

母体纺锤体转移技术

一个线粒体DNA
异常的卵细胞正
在进行体外受精。

从线粒体异常的
未受精卵细胞中
取出纺锤体物质。

吸出受精之后形
成的原核物质。 将该纺锤体注入另

外一个未受精的、
纺锤体已被取出的
供体卵细胞内。

原核物质

正常的线粒体

被吸出的原核物
质被注入另外一
个原核物质已经
被吸出，携带有
正常线粒体的受
精卵供体细胞内。

该人工重组卵细胞
进行体外受精。

人工“重组”的
受精卵继续发育
成胚胎。

受精卵继续发育为
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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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泽西州圣Barnabas医学中心（Saint Barnabas Medical Center in Livingston, 
New Jersey）的生殖专家Jacques Cohen最初是想开发一种能够帮助千千万万个不孕不育家

庭拥有自己孩子的辅助生殖技术，但是没想到最终却开创了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线粒体置

换疗法（mitochondrial-replacement therapies）是否能够安全地应用于人体的试验技术。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Cohen正在想办法帮助一小部分不能正常受孕的妇女，这些妇女

都有足够多的卵子细胞，可进行体外受精操作。这些妇女的年龄并不太大，但是她们卵子细

胞的质量却不太高，胞核周围的胞质呈现出碎片状。

Cohen想看看如果往这些细胞里加入一点健康卵细胞的胞质物质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于

是他先用小鼠进行了试验，结果非常不错。然后他们课题组于1997年开始尝试采用这种胞

质转移技术（cytoplasm-transfer technique）对人卵细胞进行试验。他们非常辛苦地让33
个不孕妇女的卵细胞变得正常了，使用的正常卵细胞胞质量还不到1皮升（picolitre，即10-12

升）。最终诞生了17名健康的宝宝。

Cohen意识到这种胞质转移操作可能会带入供体细胞的线粒体，他原本也希望如此，因

为他认为这些线粒体有助于胚胎的发育。他们在2001年发表文章介绍了该研究成果，研究发

现，至少有2个宝宝体内含有来自供体细胞，以及他们各自生母的线粒体。Cohen团队也是

世界上第一个用这种技术改变人体遗传物质的科研团队。

这种改变对新生儿健康的影响作用目前还不得而知，小鼠研究表明，这种线粒体混杂的

个体在中年之后容易患上高血压病和肥胖症，而且认知功能也会受损，比如在做迷宫试验时

耗费的时间会比正常小鼠更多。有一名线粒体混杂的婴儿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还有两个胎

儿确诊患有Turner综合症（Turner syndrome），其中一人流产，另外一个人工终止妊娠。

因此Cohen团队在2001年终止了试验计划，因为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要

求他们在进行人体试验之前必须进行更多的前期研究。不过没有人继续跟踪那17名新生儿，

他们现在应该都是青少年了。

现在在美国Reprogenetics胚胎移植前遗传诊断公司（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tics）担任实验室主任的Cohen希望改变这一切。他与圣Barnabas医学中心的科研

人员一起开展了一个2期后续研究项目，他们的工作就包括对那些家庭进行电话跟踪访问，

以及对当年诞生的新生儿进行唾液检测。唾液检测结果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孩子是否属于

线粒体混杂个体。

生殖内分泌学家Serena Chen早在1999年时就参加了Cohen的科研工作，他目前是圣

Barnabas医学中心整个项目的负责人。Chen认为，现在是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最佳时机。

他们的研究结果对于美国和英国正在开展的大讨论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随访结果对于其他同行们非常重要，我们用确凿的证据可以证

明，现在是考虑开展遗传物质转移人体试验的时候了。” Chen这样说道。

线粒体转移操作的先驱

背景知识框：计划之外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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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者们

要求英国政府考虑修改法律，准许他们将线粒

体置换技术应用于人体。该要求引发了一系列

的听证会、专家咨询会和系列报告，独立科学

家、生物伦理学家、管理部门以及普通公众全

都参与到其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还会陆

续发表好几篇科学综述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

冗长的程序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进展。

Nancy Lee是英国最大生物医学研究基

金——Wellcome基金会（Wellcome Trust）
的高级政策顾问，她认为本文是一个非常好

的、能够帮助政府制定决策的证据，而且也尽

可能地向公众传递了大量的信息。Wellcome
基金会已经为Turnbull的课题组投入了440万
英镑（约合74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而且也

为促成修订相关法律做了大量的工作。

不过还有很多科学家认为线粒体置换技

术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德国图宾根大学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in Germany）的进

化生物学家Klaus Reinhardt就很担心核基因

组与线粒体基因组不兼容的问题。核基因与线

粒体基因都是保证线粒体正常行使功能必不可

少的要素，Reinhardt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共

进化的关系。多项研究也一经发现，小鼠、果

蝇，以及其它生物的线粒体置换试验也经常会

导致呼吸、认知、生育等方面的问题。所以

Reinhardt也向一个负责科学审核工作的委员

会表达了他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目前还没有足

够的安全性数据表明该技术可以进行人体临床

试验。他说道：“我真的不太清楚这项技术有

多么安全。” Turnbull的团队用线粒体置换近

亲交配动物试验进行了回应，而且还指出，其

他小鼠线粒体置换试验并没有发现健康问题。

很多批评者都用到了更加情绪化的语

言。比如保守党议员Jacob Rees-Mogg在今

年3月召开的议会辩论中和《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的一篇社论中都将

线粒体置换术等同于基因克隆技术，而且他

还认为线粒体置换术就是一种人工优生技术

（eugenics）。他在一次辩论中这样说道：

“在一个对转基因农作物高度敏感的国家里，

我们却敢于支持‘转基因’宝宝。”

一个有几十名学者和生物伦理学家（主

要来自宗教研究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也于

2013年3月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The 
Times）的邮件中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担

心线粒体置换术会打开人体遗传学改造的潘多

拉魔盒，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

为了应对这些反对者，Turnbull以及其他

一些支持者指出，线粒体置换术只会被用来预

防严重线粒体疾病。他们还举了很多活生生的

患者案例，比如Bernardi一家。还形象地将线

粒体置换术比作给照相机换电池（不过很多科

学家认为这是个烂比方），以及线粒体DNA
在整个细胞基因组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几

乎不会对一个人的性状带来任何影响等等。

Turnbull介绍道：“这可不是为了人工设计出

一个婴儿，这是为了预防很多种非常严重、会

危及生命，或者让人致残的疾病。”

激烈的争论

在大西洋另外一边的美国也在进行着一

场类似的争论。就在Turnbull他们开展人卵

细胞原核物质转移试验的同时，一个美国的

课题组也正在用猴动物试验开展着类似的

工作。2009年，美国俄勒冈卫生科技大学

（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 

猴子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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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eaverton）的生殖生物学家Shoukhrat 
M i t a l i p o v等人报道，他们使用一种名为

母体纺锤体转移技术（materna l  sp ind le 
transfer，详见附图介绍）的线粒体置换术产

下了一对健康、活泼的小猕猴双胞胎。这两个

小家伙名叫Mito和Tracker，源自一种用于制

备线粒体的试剂名称。纺锤体转移技术是将一

个卵细胞的核物质转移到另外一个去核的卵细

胞内，然后对重组的卵细胞进行体外受精操

作，而不是像原核转移技术那样，先进行体外

受精，然后再将原核物质进行转移。目前关于

这两种线粒体置换技术还没有开展过头对头的

效果比较，不过这两个课题组都很想比比看。

Mitalipov的课题组用这种方法使5只试验

猴受孕，其中有一只试验猴使用的还是冷冻

卵细胞（为了模拟临床实际情况）。Mito、
Tracker以及另外两只小猴出生于2009年，现

在都已经5岁了，还非常健康。Mitalipov打算

等这些小猴长大之后对它们的生殖能力进行检

测。他们课题组还用人卵细胞对这种纺锤体转

移术进行过试验，受精卵也能够发育成胚泡

（不过比例较低），也能够生成可以分化出

所有人体组织的胚胎干细胞。据Mitalipov介
绍，他们目前已经极大地提高了成功率，不过

这些工作目前尚未发表。“我们就等着进行胚

胎移植了”，他介绍道。

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获得FDA的批准。FDA
从2001年起就开始要求所有计划开展线粒体

置换试验的科研人员向他们提出申请，获批后

方可开展试验。在此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家

生殖中心就曾经开展过几十例胞质（包含线粒

体）置换操作，以提高受孕率。

Mitalipov在去年申请开展人体临床试验，

FDA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在今年2月讨论了他们

的提案。该委员会经过了2天的讨论，讨论的

议题与英国方面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如何确保

安全和成功率问题，首个人体试验应该如何

开展等问题。委员会主席，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Sanford-Burnham医学研究中心（Sanford-
Burnham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La 

Jolla, California）的干细胞生物学家Evan 
Snyder表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为患

者提供细胞疗法，他们也知道这对于患儿家庭

意味着什么。不过他也提到：“我认为大家对

目前未知的问题还心存疑虑。”有好几位委员

会成员都希望看看使用这种技术产下的好几代

试验猴的健康状况如何，他们同时也希望对人

卵细胞试验进行更多安全方面的研究。

Mitalipov对这个讨论结果感到非常失望。

他说道：“我可不想再回去做十几二十年试

验，虽然我们能这么做，但是在这十几二十

年间，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患儿出生，给他

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 
Mi ta l ipov表示他会把实验室搬到英国，尽

快用这项技术帮助无数有需要的家庭。不过

Snyder却将该委员会的讨论结果看作是个好

消息，他感觉临床试验解禁近在咫尺，而且他

认为在两三年之内就会解决线粒体置换技术的

安全性问题。

让我们再回到英国，英国的立法机构还在

琢磨线粒体置换术应用于临床的相关法律，有

关草案的审议会已经于5月21日结束，支持者

们都坚信议会会通过这项法案。该法案获得了

整个政治体系的支持，而且绝大部分提交给政

府的科学及伦理学建议也都是积极的。但是，

仅仅修改一项法案还很难让HFEA为线粒体置

换术走向临床开绿灯，他们还需要更多该技术

安全和成功率方面的试验数据。

Bernardi希望临床试验早日开展起来。不

过她也认为借助该技术受孕对于很多人也是

一个喜忧参半的事情。她的儿子Edward虽然

现在只能坐轮椅，而且健康状况每日愈下（痉

挛、手臂僵硬、无法运动），但是他的情况

还是比医生预计的要好。Bernardi在尽力为

Edward提供一个正常的生活，让他上学，和

同学去郊游，恋爱等等。“他喜欢他们班的一

些女生，真的。” Bernardi很认真的说道。

Bernardi一直拒绝用吸管给Edward喂食，直

到他20岁时已经无法正常的吃东西了为止。

“直到最后那十几个礼拜，Edward的生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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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此之前一直都非常不错。” Bernardi说
道。

Edward Bernardi于2011年3月死于利氏

病，时年21岁。Bernardi 说道：“这种技术

对我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但是却能够帮助像

Edward那样的孩子。”

Ewen Callaway. (2014) THE POWER OF THREE. Nature, 509:414-417.

原文检索：

EASON/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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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科研成果该有偿还是无偿？

合成生物学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究竟应该为科研成果申请专利，还是拥抱

开源创新的理念。

Andrew Hessel是加拿大的一位未来主义

者，对于如何治疗乳腺癌他一直都有一个非主

流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有一大帮科研志愿者

联合起来，都在自己家的车库或者卧室里从事

研究，那么效果也许会比动辄耗资数十亿美元

的制药公司自己干更好。

Hessel的风投基金“粉红军团（Pink 
Army Cooperative，该基金有很多的投资

人）”就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们主要依

赖的就是在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
领域被广泛应用的各种开源工具。合成生物学

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主要利用各种工程学原

理（engineering principles）和模块化的技术

（modular approach）来设计各种生物学产

品。“粉红军团”基金创立于2009年，大约

有600人曾经对该基金进行过投资。那么大家

猜猜投资的门槛是多少？只需要20美元。

可想而知，这个相当激进的想法会遇到多

大的困难。但是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它还是吸

引了大量的关注，而且不乏来自企业界和媒体

的关注。这个风投基金是由Hessel和两个合

伙人共同创办的，他们希望能够在年内启动几

个细胞培养方面的研究项目，同时也准备用狗

做实验动物，开展治疗相关的实验。

现在就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洲旧金山市的

Autodesk软件公司的Hessel代表了合成生物

学领域里那股躁动和直言不讳的力量，他们相

信，倚重专利和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发展模式

已经被彻底打破了。Hessel的计划是依赖开

源的、可自由获取的软件和生物元件，然后用

一种创新的思维将这些元器件组合到一起，创

造出一种个体化的抗癌新疗法，完全不需要天

价的投资，或者花费大量时间去克服各种专利

壁垒。Hessel将他自己称作开源合成生物学

方向的“催化剂”。

这种开放性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发展

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则更加常见，辉瑞、默

克、罗氏等多个大型制药公司采取的也都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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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式，即依靠“重磅炸弹”式的畅销药赚取

大量利润，然后再利用这笔钱关起门来继续开

展新药研发工作。在这种商业模式下，只有依

靠专利保护和限制性的许可制度才能够保护最

新的研发成果，制药公司也只有在这些保护措

施都健全的情况下才有动力进行新药的研发工

作。

美国华盛顿特区生物技术企业组织

（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 
BIO）是这个行业的重要组织，他们表示，只

有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够鼓励各个企

业从事生物医药产品的开发工作。BIO组织在

他们的网页上指出，知识产权是科技创新的必

要条件，在科技上给投资人提供专利保护的社

会才是最高级的社会。

合成生物学家们如何解决开源和知识产权

保护之间的问题，这将最终决定合成生物学技

术是否能够达成最初的目标，即利用精准的工

程学方法来改变医学、农业、能源、环境修复

和其它诸多领域。“这不仅仅是投资回报的问

题。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这事关我

们对地球负责的问题。”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

里奇非盈利组织BioBricks基金会法务部的负

责人Linda Kahl这样说道。

虽然合成生物学的起源可以回溯到20世
纪初，但是大发展也就是近十年的事。2003
年，用“合成生物学”这个关键词在Elsevier
出版社的Scopus数据库中搜索，只能检索到

3篇同行评议的文章，可是到了2013年，这

个数字一下子超过了800篇。去年，合成生物

学领域还取得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化工程师Jay 
Keasling的一项发现获得了资金支持，法国的

赛诺菲制药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部分由生物合

成的抗疟药青蒿素（artemisinin），在以前只

能从植物中获得这种物质（Nature  494,160–
161; 2013）。还有更多、更重要的科研进展

正在进行之中，比如美国华盛顿州太平洋西

北国立实验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in Richland, Washington）的科

研人员们就正在创造一种人工合成的真菌酶，

这种酶能够将植物生物质（biomass）里的糖

转换成燃料和其他有用的工业化工原料。

从一开始，针对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合成

生物学领域里就充满了两种互不相容的声音。

其中一方是软件开发人员和工程师，他们引入

了将目标功能编码进DNA序列里的想法，而

且还引入了一系列标准化的生物学零部件，很

像积木或乐高玩具。软件工程师们还带来了开

放的思想，顶多也就是版权这种略带限制性的

许可管理办法。

另外一方则是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技术人

员，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介绍不可预测的、一团

乱麻式的生物系统的工作原理。他们还负责为

各种基因、分子生物学实验申请专利。比如在

从1997年至1999年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在

《自然 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
杂志上有一半的文章都与专利有关。美国堪萨

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 in Lawrence 
）专门研究合成生物学问题的法学教授

Andrew Torrance就表示，他们这些人都带着

自己的观点，有着不同的目的，很多时候还有

不同的期许。

现在还不知道哪一派观点会占上风。去

年6月，美国分子病理学会（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向美国高等法院起诉

了Myriad Genetics公司，最后法院裁定，

“基因（gene）”、“遗传标志物（genetic 
markers）”等词汇都不得被用于申请专利。

但是据Torrance介绍，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合

两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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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物学技术创造出的DNA都是自然界中原

本不存在的产物，所以法院也表示，这种人工

设计的DNA是可以申请专利保护的。

因此，从法律角度来说，合成生物学工作

创造的DNA序列和技术都是可以申请专利保

护的，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但是这么做在伦理

和道德上会招来非议，科研人员、公司、律师

和生物伦理学家都对此问题各执一词。

认为应该采取专利保护的一方强调，只有

保护知识产权才能鼓励创新。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合成基因组学公司（Synthetic Genomics in 
La Jolla, California）的创始人兼CEO Craig 
Venter在听到对Myriad公司的判决之后曾经

表示，他对法庭能够明白无误地区分自然的

DNA和人造的DNA感到非常欣慰，同时也非

常欢迎。他说道：“这些人造的遗传物质已经

被用来制造新的疫苗、生物燃料和营养产品。

对这些知识产权加以保护是促进科技快速发展

的必备条件。”

很多合成生物学家也都在为他们的工作申

请专利保护。比如在去年出版的《系统与合成

生物学》（Systems and Synthetic Biology）
一书中就介绍了一个德国科研团队记录的合

成生物学领域日益加剧的专利申请风潮，在

能源、医学和工业这几个方面的专利申请尤

其多。该书的主要作者Davy van Doren是德

国Fraunhofer系统和创新研究所（Fraunhofer 
Ins t i tu te  for  Systems and Innovat ion 
Research in Karlsruhe, Germany）的新兴技

术研究人员，据他介绍，他们只对很短一段时

间内的少量专利做了跟踪报道，但是这与整个

生物学领域的大趋势是吻合的。他表示他们没

有找到证据显示，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专利申请

情况与生物学其它研究领域有什么不同。

但是开源论支持者们则认为，专利保护会

扼杀创新。新兴公司、非营利机构、毕业生和

非常流行的、一年一度的国际遗传工程学机器

大赛（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iGEM，这是一个由大

学生参加的比赛，他们会为活细胞打造各种人

工合成系统参加竞赛）参赛者都比较赞同这种

观点。这些人表示，如果公司和大学对关键性

的技术和工具申请了专利，他们就必须支付高

额的专利使用费才能使用这些资源，这样就很

难利用这些科技进展开发出更好的产品，这个

问题对于新兴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尤其突出。

这种全免费的合成生物学运动通过集合了

一大帮类似开源软件注册机构的公共注册机构

（public registries）的方式在快速朝着他们

的目标前进。Standard Biological Parts下属

的iGEM注册处是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大的一

个公共注册机构，里面储存了大量的生物材

料，这些材料主要都是由参加竞赛的机构提供

的。据Torrance介绍，开源理念的拥护者们希

望通过构建一个为大家所使用的注册机构，方

便今后的民间研究者、创新者对生物合成领域

内的元件进行开发。

各个生物合成模块可以整合到更大以及有

可能申请到专利的研究成果中，但是理论上

讲，如果已经处于开放资源领域，则更加难以

对这些基础部分进行专利申请。iGEM注册处

自身每年就有上千的专利申请增长量。但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巨大的问题：没人可以清楚

地知道这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完全可以开放使用

的。毕竟，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愿意或者可以

将仅仅标注了“开源资源”的部分真正分享出

来。

为了给大家更加明朗的指引，BioBricks
基金会推出了一个叫做BioBr ick公众协定

（BioBrick Public Agreement）的具有法律效

力的文件：从开源资源内获得标准化生物资源

的合同文本。愿意遵从该合同者将同意不对开

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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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生物产品资源申请知识产权，而使用开

发产品者反过来给予开发者合适的经济补偿，

并相约遵守安全条例。

尽管公共专利注册处正在快速扩张，但

还没有人能够有能力去证实每个研究成果都

像宣称的那样有效。“你并不可能总是得到

高质量的DNA片段，”Torrance说。而有些

研究者则更加直接：“可以说产生了很多垃

圾，”Keasling说。为了鼓励大家在分享的同

时能够去除那些无用的“垃圾”，他倾向于要

求期刊作者以标准格式标明资源来源，前提是

大家能共同遵守一套标准化的规则。

开源拥护者认为在近几年，iGEM注册处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且开始重视质量

控制。位于加州Emeryville市的合成生物工

程研究中心（Synthetic Biology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目前正在开发基于互联网

的专利申请界面，叫做Web of Registries，以

期能将多个数据库整合到互联的系统中，从而

使包括法律状态在内的具体信息统一呈现给用

户。

Torrance指出，如果这一领域像开源软件

一样迅速发展，那将吸引一批自助型人群去自

发检测各种模块是否具有声称的功能，正如眼

下那些软件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去修补补丁一

样。

在这场论战中各执己见的合成生物学家们

表示，事实上，在这个领域，对专利问题持

绝对态度的人几乎没有。相反，绝大部分人

都在试图寻找并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生态系

统”——让业内人士既享有知识产权保护，同

时又能共享资源（J. Calvert BioSocieties  7, 
169–187; 2012）。虽然看似很复杂，但也有

其巨大意义：如果能够把合成生物学中的各个

模块比喻成乐高（Lego，拼插类玩具），那

么，每一块积木都是免费的，但是当人们把它

们组装成一个超级复杂的宇宙飞船时，这个飞

船是享有专利保护的。

当谈到目前蓬勃发展的开源体系将走向何

方时，Hessel拿Linus操作系统打了个比方，

由于其在用户中广受欢迎，因此已经成为计算

机业使用最为广泛的系统。尽管基础操作系统

是免费的，开发者可以将相关业务整合到这个

平台，这就好像生物技术国内公司可以将免费

获得的生物合成模块整合形成复杂的具有专利

保护价值的系统。

位于波士顿的Ginkgo  B ioworks（ i n 

Boston, Massachusetts）公司——他们声称

自己是世界上首家生物工程公司——就是那些

既愿意共享资源又赞成专利保护的生物合成公

司之一。Ginkgo的研发项目有很多，其中一

个是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培养酵母细胞产生食物

香料、芳香剂等化学品，比如玫瑰精油。公

司表示他们不介意拿出这些技术的专利，而

且在开源科学领域也做过一些尝试：Ginkgo
曾经卖过一个价值253美金的试剂盒，用于将

分享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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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iGEM获得的各种生物模块组合成为多组分

的遗传系统。2011年，该公司又同意拿出他

们的一个生物工程产品——一个启动子——

一个DNA调节片段，不断将基因信息拷贝至

RNA。
“本质上而言，对每个模块进行专

利保护没有太大意义，除非在个别情况

下，”Ginkgo创办人之一Reshma Shetty
说，“因此我认为如果能够放开这部分资源，

让大家都能使用是很好的。”

尽管生物模块的概念及其它开源资源已经

显示了它们在未来研究领域中的潜力，拥护

者还是表示，目前预测其在商业研究与发展中

的被接受程度还为时尚早。Ginkgo另一位创

办人Tom Knight是一位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ambridge）的计算机工程师，他被尊称为合

成生物学之父，在谈到相关问题时说道：生物

研究领域正从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科学实验转

向大规模联合标准化的研究。如果这种转变继

续，各公司就有可能想要互相交换使用其中的

单独模块，而无需走复杂的专利许可程序。当

然，专利的概念并不会完全消失，但它们的角

色将在新的工业时代被重新定义。

尽管这场论战从总体上走向折中，但论战

本身还在继续。举个例子来说，生物技术行

业会担心由“完全免费”所带来的法律责任问

题。如果共享的某个模块被用于转基因种子或

医学治疗，那么很难去界定该由谁来对由此而

带来的安全等问题负责。

在关于专利与开源共享的论战中，事实上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究竟哪种机制更能有

效激励创新？2003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发布了一

个名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专利》（Patents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报告，

报告指出专利如何激励创新的证据尚不充分。

十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确定的答

案。

“许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Torrance
说，“对我来说很有趣的一点是，在2014
年，我们仍然不能用一个确切的研究数据来说

明专利或版权制度对我们现今的经济或创新是

只有益处还是完全的浪费，但这也正是我们所

处的阶段。”

BIO知识产权副法律总顾问Hans Sauer表
示，研究数据如何并不重要，无论如何，我们

只是希望建立一种系统，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地

获得专利保护下的资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

动生物技术的商业发展。或者说，专利是否真

的能够刺激创新这个问题为很多企业家、投资

者所关注，因此也在某种程度上从起步阶段就

把风险降低到了最小。无论对错，人们总是根

据自己的信念去做出判断和行动。

很多生物技术从业者很难想象没有专利保

护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行业内的人面对公众对

知识产权的“敌意”显得有点不安，特别是貌

似立法者也有对专利法进行限制使用的趋势，

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Hessel说，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生物技术产业需要巨额投入，而且开发周期

很长。但是新一代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开源类

型的资源，他们所受到的这类约束就要少一

些。“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过渡时期，新兴的群

体开始出现，从一定程度上，与既有的产业形

成竞争。”他说。Hessel表示，传统型从业

者仍然可以继续关注投资多少以及法律法规，

而他和他的“粉红军团”则可以去寻找治愈癌

症的办法。

今年3月，Hessel在伦敦召开的2014制药

企业峰会（Pharma Summit 2014）上对多家

制药公司执行官以及医生们讲述“粉红军团”

革新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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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癌症治疗方面的研究工作。BIO邀请他参

加在六月圣地亚哥召开的BIO国际会议（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n San Diego, 

California）。尽管关于共享还是保护，两大

阵营间的见解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已经有

多种迹象表明，这种差距正在缩小。

(2014) CULTURAL DIVIDE. Nature, 509:152-154.

原文检索：

筱玥/编译

百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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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的“恋矢”粘液为精子打头炮

百态Amazing Lives

陆地蜗牛的“恋矢“射精。图片
由Kazuki Kimura提供。

对于雌雄同体——同时具备雄性和雌性

生殖器官——的动物而言，其繁殖比寻常的

“帅哥美女邂逅”爱情故事要复杂多了。首

先，本文的每一位主角都能使同胞的卵子受

精，这已经不太寻常。更有趣的是，常见的

花园蜗牛（又称散布大蜗牛，garden sn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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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ura, K., Chiba, S. and Koene, J. M. (2014). Common effect of the mucus transferred during

mating in two dart-shooting snail species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J. Exp. Biol. 217, 1150-

1153.

原文检索：

文佳/编译

Cornu aspersum）似乎还能提高成为父亲的

几率——不过这个过程听起来恐怕一点儿也不

浪漫——因为它们是通过一支布满粘液的所谓

“恋矢”（即阴茎）插入对方体内，来进行交

配的。而一旦这些粘液进入对方的血液中，那

么就能关闭可分解无用精子的器官通道，致使

精子被泵入储存器官中备用。这样，生物学意

义上的父方精子使对方卵子成功受精的几率就

提高了。方法实在是妙！但是，这种实用的繁

殖方法到底是人们熟知的花园蜗牛所专有的

呢，还是其它蜗牛种群也享受着“恋矢”的优

越性？这一点人们并不清楚。为了填补这一

空白，日本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
的Kazuki Kimura、Satoshi Chiba与荷兰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y）的

Joris Koene合作，研究花园蜗牛的远亲——

另一种具备恋矢的日本陆地蜗牛（Euhadra 
peliomphala），以弄清它们注入配偶的恋矢

粘液是否也具有利于受精的功效。

研究小组在附近的当地公园里收集了一批

蜗牛，然后把部分蜗牛体内产生恋矢粘液的腺

体摘除，制出粘液腺提取物，再对余下的蜗牛

进行测试。接着，他们用表面覆有提取物的注

射针头向受试蜗牛体内注入一分钟流量的有色

液体，模仿精液进入蜗牛生殖腔的过程，用以

模拟性欲正常的蜗牛的恋矢插入行为，来观察

粘液腺提取物是否能改变精液的命运。

同时，研究小组还进行了另一项试验，观

察是否任何液体都能将精子运输到将其灭活

的器官中去。结果，他们发现，能运输精子的

液体与此前注入蜗牛体内的粘液腺提取物非常

相似。而在蜗牛的真实生活状态中，粘液很可

能还会防止精液受到破坏。对此，Kimura等
人认为，这表明在多个以矢来进行生殖行为的

物种中，矢分泌腺产生的粘液均靶向同一个器

官。

因此，Kimura等人为雌雄同体的蜗牛家

族——其成员都能利用恋矢粘液提高受精成功

的几率——又添加了一个物种。不过，他们还

有问题：这些雌雄同体的蜗牛是否从性选择中

获益呢？对此，这些研究者们表示，由于雌雄

同体的生物在性选择方面相对受限，所以现在

尚未清楚性选择对其生殖行为的进化有何等重

要的作用。但是，试验证明：彼此亲属关系较

疏远的蜗牛物种的恋矢粘液仍都靶向于同一个

器官，这个事实表明：雌雄同体的动物确实能

从性选择中获益。研究小组还表示，这项研究

成果支持了一个思路：陆地蜗牛的这种特征性

繁殖方式是通过授精者和受精者之间的精子灭

活斗争进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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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怎么喜欢天气变

冷，但总能对付过去。昆虫就不同了，在外界

温度降得过低时，它们干脆躺倒。对此，丹麦

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ry）的Anders 
Findsen等人解释说，其实它们是进入了昏迷

状态。只是，目前尚未弄清此种失控行为的背

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机制。研究小组告诉我们，

过去人们认为，在这类昆虫的肌肉组织中，细

胞外的钾浓度上升，导致其肌肉去极化，从而

变得僵直，于是昆虫进入僵眠状态。但事实是

否如此呢？为了弄清真相，研究小组决定测量

蝗虫（locust）对降温的反应，观察寒冷对它

们的胫骨肌肉细胞外的钾浓度有何影响，以及

上述变化对它们的肌肉力量的产生有何效应，

由此来进一步获知：昆虫在何种低温下才能进

入昏迷状态？

首先，研究小组分别通过逐步降温和快速

降温的方法来使蝗虫受冻，直至它们不能活

动，却还未冻结为止。结果他们发现，大多数

蝗虫都会在冻结的界限温度左右进入僵眠状

态。可出乎意料的是，低温并没有扰乱蝗虫娇

弱的离子平衡，而且也几乎无法影响它们体内

的盐平衡。接着，研究小组用电刺激法使蝗虫

的胫骨肌肉收缩，然后测量它在细胞外的钾维

持正常浓度的情况下，其胫骨肌肉产生的收缩

力有多少。同时，他们还测出低温条件下蝗虫

的肌肉产力骤降了80%。而当研究小组将细

胞外的钾浓度由10mmoll-1增加到 30 mmoll-1

时，所产生的收缩力下降了40%。因此，他

们表示，两种激发因素的结合几乎能够摧毁正

常肌肉所产生的力。实际上就是离子失衡和低

温这两种因素破坏了受冻昆虫的肌肉功能。同

时，他们还提出，同样是这两种因素，还能使

昆虫从僵眠中苏醒过来。

寒冷促使昆虫进入僵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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