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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肿瘤免疫治疗
新潜在靶点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 ）记者 8
月 5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周荣斌、江
维教授团队和转化医学与创新药物
国家重点实验室唐任宏团队合作，
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研究论文，
宣布发现了下丘脑-垂体轴及其产
生的激素 α-MSH，可以通过其受体
MC5R 促进髓系造血和免疫抑制性
的髓系细胞产生， 从而促进肿瘤生
长 ，MC5R 有望成为一个潜在的肿
瘤免疫治疗新靶点。

免疫治疗已成为继手术治疗、
放疗和化疗之后的第四大肿瘤治疗
方法。 肿瘤对免疫系统的抑制是其
逃避免疫系统监视的重要原因。 肿
瘤免疫检查点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逆转”免疫抑制并取得较好的治
疗效果，但临床响应性还比较低，目
前只有约 20%病人从这种方法中
获益， 因此需要进一步揭示肿瘤免
疫抑制机制并寻找新的免疫治疗靶
点和策略。

肿瘤患者经常遭受抑郁、恐惧、
焦虑等精神或情感应激， 且流行病
学研究发现长期抑郁、 压力会加速
肿瘤的发展并削弱肿瘤免疫治疗的
效果， 表明神经系统及其介导的应
激反应在肿瘤生长和免疫调控中发
挥重要作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
员通过构建不同的肿瘤模型研究神
经应激感应中枢在肿瘤免疫中的作

用， 发现荷瘤小鼠下丘脑神经元被
激活， 且血清垂体荷尔蒙 α-MSH
浓度显著升高 。 进一步的研究发
现， 垂体产生的 α-MSH 可以通过
其受体 MC5R 促进髓系造血和免
疫抑制性的髓系细胞产生，从而促
进肿瘤生长 。 利用抑制剂阻断
MC5R，可抑制肿瘤生长，并且该抑
制剂可与免疫检查点药物发挥协
同效果。 利用临床标本，研究人员
还发现非小细胞肺癌和恶性头颈
癌患者血清中 α-MSH 浓度显著升
高， 并与外周血中的髓系免疫抑制
细胞比例呈正相关。

此次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 ３ 个
方面： 发现一条介导肿瘤免疫抑制
的神经内分泌通路， 即下丘脑-垂
体-骨髓（HPB）轴；发现 MC5R 作为
一个新的应激受体， 感应下丘脑-
垂体信号，从而促进髓系造血；发现
MC5R 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肿瘤免
疫治疗新靶点。

《科学》审稿人认为，该项工作
“非常有意思”“有很强的创新性和
临床相关性 ”“能够提供潜在的新
的免疫治疗途径”。周荣斌表示，下
一步，团队一方面将继续筛选和鉴
定机体感应损伤/应激信号的新型
免疫受体 ， 揭示其免疫和疾病机
制 ； 另一方面将围绕 MC5R 等靶
点，发展具有免疫干预功能的治疗
性药物。

找到现代老虎“远房亲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赖旭龙教
授团队联合国内外研究者， 通过古
DNA 研究，发现了此前未知且现已
灭绝的老虎遗传支系。 相关成果近
日在国际权威生物学期刊 《英国皇
家学会学报 B》发表。

此前，吉林大学考古团队在吉林
通化大安镇的一处溶洞中，发掘出大
量古生物化石，并将其中部分斑鬣狗
化石提供给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古

DNA研究团队开展合作研究。 通过
对化石中残存 DNA 的分析鉴定，研
究人员发现其中一块残破的下颌骨
并非斑鬣狗，而是属于老虎（以下称
“大安虎”）， 其年代距今已经超过
4.35万年。 基于“大安虎”和所有现生
老虎遗传成分对比分析及系统发育
树构建，研究人员发现“大安虎”不同
于任何现生老虎，属于此前未知且现
已灭绝的遗传支系。

肝脏恶性肿瘤综合治疗
上新台阶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罗晓宇）7
月 27 日， 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高新院区介入手术室内，医
生把钇［90Y］微球注射液缓缓注入
到患者体内 ，我省首例钇 ［90Y］微
球注射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手术
历经 １ 小时，成功完成。 这标志着
我省在肝脏恶性肿瘤综合治疗能
力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科学
院院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院
长、介入诊疗中心主任滕皋军教授
团队就该手术进行经验分享与技
术交流指导。

据安医大一附院放射介入病
房主任施万印介绍， 本次钇［90Y］
微球注射液精准介入手术的实施
者之一是一位 72 岁的男性患者 ，
直肠癌肝转移，经过院内专家多轮
研讨 ， 最终决定为患者施行钇
［90Y］ 微球注射液精准介入手术。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 通过 PET/CT
和 SPECT/CT 术后验证 ， 钇 ［90Y］
微球直接作用在肿瘤转移病灶，持
续发射 β 射线 ，疗效确切 ，安全性
高。 “钇［90Y］树脂微球就像攻克肿
瘤的一枚可精准投放的 ‘超级核
弹 ’， 前期通过精准定位 ， 将钇
［90Y］ 树脂微球注入肝脏血管，释
放高能量 β 放射线，能近距离杀灭
肿瘤细胞，对正常肝组织和周围环
境几乎无影响。 ”施万印介绍，该手
术在局麻下进行， 具有创伤小、恢

复快 、疗效好的优势 ，同时还可与
生物 、免疫 、靶向等其他综合治疗
方式联用，为广大肝脏恶性肿瘤患
者带来更为显著的临床获益。

钇［90Y］树脂微球介入治疗肝
脏恶性肿瘤是一种融合了肿瘤近程
放疗和介入治疗的新兴治疗技术，
需介入科、核医学科、肝胆外科、影
像科等多个学科共同完成。 经过近
2 个月的前期准备， 安医一附院各
相关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成功完
成这一手术。

我国每年肝癌新发病例达 40
万例 ， 作为我国发病率及死亡率
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 ， 肝癌早期
症状隐匿 ， 多数患者发现时已是
中晚期， 仅 20%～30%的肝癌患者
可以手术切除 ， 且 5 年内复发率
仍高达 60%～70%。 “钇［90Y］微球
注射液精准介入放射治疗是融合
介入和精准内照射治疗的一个典
范 ， 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晚期
肝癌患者的治疗效果。 ”安医大一
附院执行院长 、 国内知名肝胆外
科专家孙倍成教授表示 ，“此次成
功实施安徽省首例钇 ［90Y］微球
注射液精准介入手术 ， 将为放射
介入科 、核医学科 、肝胆外科等肝
胆肿瘤诊疗 MDT 团队提供发展支
持 ，以新型核素介入治疗为纽带 ，
推动肝胆肿瘤 MDT 建设， 护佑人
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

“记忆闪存法”
或可增强孤独症患者学习能力

以色列近期一项研究发现 “记
忆闪存法” 或能增强孤独症患者的
视觉识别及学习能力， 相关论文已
发表在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上。

孤独症 （也称自闭症 ）患者常
常存在感知和记忆障碍，改善孤独
症患者的认知能力一般需要长期
繁琐的训练。 与传统的长时间、重
复性的标准教学实践相比 ，“记忆

闪存法”成功提高了孤独症患者的
视觉感知和泛化学习能力，患者表
现显著提高了 20%至 25%，与参与
实验的未患孤独症的人群效果相
似。 此外，当患者接触到全新的任
务情景时， 比对照组表现更好，这
证明他们掌握了 “举一反三 ”的泛
化学习能力。

（均据新华社）

可对生物靶标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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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NNAA纳米机器人模型来了

8 月 5 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环境系“资有妙用”暑期社会实践团
队走进合肥市太湖新村小区， 开展
“三下乡” 垃圾分类知识科普活动，
宣讲垃圾分类知识、展示废物利用
作品 、演示垃圾分类小游戏 ，帮助
市民了解垃圾的更多用途及分类

标准 ， 引导他们主动参与垃圾分
类。 图为社区居民观看废物利用作
品展示。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垃圾分类科普进社区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我们所熟知的机器人都是“钢铁战士”，帮助人类完成高危、高难度的工作。 如
今，生命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为纳米机器人缔造了“血肉之躯”，刷
新了人们的认知。 事实上，无论是生化分析还是疾病诊断，快速准确检测到目标生
物分子已成为“刚需”。 DNA 作为传统的遗传物质，正以新兴纳米材料的身份成为
生物分析工具的“新宠”。

近日，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杨良保研究员课题组与安徽大学等机
构合作，构建出了可非线性云集“围攻”生物靶标分子的智能 DNA 分子纳米机器人
模型。 有关论文发表于纳米材料领域顶级期刊《纳米视野》。

早在 20世纪中期，国外学者就提出
分子机器的设想， 预测未来只要把纳米
机器人放进人体的血液中， 它们就能自
动抵达病灶，进行手术，治疗疾病。然而，
构筑这样的机器人并不容易。 超分子化
学领域经历 50多年的发展，已经可以制
备出颇为精巧的“分子马达”“分子算盘”
“分子汽车”等人工分子机器，但这些人
工分子机器无论是其功能性还是多样
性，都难以匹敌自然界的分子机器，如蛋
白质等。

作为遗传物质的 DNA，有着令人叹
为观止的精准组装能力。 20世纪 80年
代，国外学者提出利用 DNA分子构建各

种具有纳米尺度形状和结构的聚集体的
想法， 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
DNA纳米技术领域。 这种技术将 DNA
分子的组装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结合
核酸适配体、核酶、各种刺激响应 DNA
基元以及 DNA链交换反应，人们甚至可
以让 DNA纳米结构“动”起来，并在物质
和能量的输入下，实现计算、行走、搬运、
整理等多种功能。

“在试管液体环境下， 智能 DNA
分子纳米机器人会自动识别目标生物
分子，然后迅速集结‘围攻’，实现对目
标生物分子的捕获和信号放大， 有助
于研究人员对其快速追踪。 ”论文第一

作者、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李
绍飞说，就像一只蜜蜂“盯”上了目标
物，然后“召唤”其他蜜蜂不断进行“围
攻”，形成容易被发现的聚集群。

据介绍，DNA 纳米机器人将纳米
尺度的 DNA 作为结构基础。 合理设计
DNA 分子，可以构筑成具有步移、结构
开合、靶标捕获等动态功能的 DNA 纳
米机器人，可应用于分析化学、医学诊
断和疾病治疗等多个领域。 由于体积
小，DNA 纳米机器人特别适用于狭窄
的人体循环系统的药物靶向递送。 “让
DNA 纳米机器人靶向递送药物， 到达
指定地点，定向治疗炎症或清除肿瘤，
同时减少在正常组织或细胞的分布 ，
是医学纳米技术的终极目标之一。 ”李
绍飞说。

精准送药“围攻”生物靶标

“DNA 是由 4 种核苷酸为基本单
位连接而成的生物分子序列， 特定的
核苷酸之间可以相互配对结合。 ”李绍
飞介绍， 核苷酸的自身作用力和序列
的可编程性，以及快速发展的 DNA 合
成和修饰技术，为 DNA 纳米机器人行
使药物靶向递送功能奠定了基础。

“将识别和结合肿瘤细胞的分子，
通过化学方法与 DNA 连接，就宛如为
DNA 纳米机器人装载了 ‘定向导航系
统’，可发挥机器人的靶向功能。 ”李绍
飞说，同样，将抗肿瘤药物，包括功能

核酸、化疗药物、蛋白质、多肽和纳米
颗粒等与 DNA 结合， 可发挥 DNA 纳
米机器人的药物负载和递送功能，“由
于 DNA 序列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相对的化学稳定性，因此 DNA 纳米机
器人也具有这些特点， 且具有药物包
裹和药效保护、 提高肿瘤细胞对药物
的摄取效率等多种独特功能。 ”

“在试管液体环境下， 智能 DNA
分子纳米机器人会自动识别目标生物
分子，然后迅速集结展开‘围攻’，实现
对目标生物分子的捕获和信号放大 ，
有助于研究人员对其快速追踪。 ”李绍
飞说，这就像一只蜜蜂“盯”上了目标
物，然后召唤其他蜜蜂不断围攻，形成
容易被发现的聚集群一样。 而在传统

的药物递送系统里，药物经血液循环，
被动到达有效部位的效率非常低。 大
剂量的使用药物， 将在全身产生严重
的毒副作用。 而 DNA 纳米机器人，通
过与环境作用自我驱动， 可将药物有
选择地运送到靶向部位， 提高靶向部
位的药物浓度。

智能 DNA 分子纳米机器人模型
以短的单链 DNA 为骨架，长度通常为
100 个左右的核苷酸，通过自身折叠形
成纳米尺度的结构， 其形状类似于一
个发夹， 由多功能机械臂和备选附件
（药物、信号标签、靶标钳夹等）、靶标
验证器、 智能云集路径控制器和自组
装马达等部件组成。 每个部件都有各
自的“使命”。 例如，多功能机械臂可以
从混合物中抓取目标分子， 然后由靶
标验证器检验抓取目标的正确性。 在
抓取和识别到正确的目标分子后 ，机
器人开始在路径控制器的引导下 ，按
照非线性的路径方式云集， 并依赖自
组装马达驱动机器人完成云集组装 ，
最终形成大的组装体。 当这些部件完
成各自 “使命 ”时 ，目标分子充分 “暴
露”，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补齐短板挖掘应用潜能

早在 195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
查德·费曼就提出了纳米机器人的设想。20
世纪 90 年代，纳米技术的兴起，不断推动
纳米机器人的发展。 2017 年，美国科研人
员在《科学》杂志上介绍了一款具有分拣功
能的 DNA 纳米机器人，它可以抓住某些分
子，并将它们释放到指定位置上。 2018年，
我国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设计出一种 DNA
纳米折纸机器人， 可携带药物准确寻找到
癌细胞的藏身之处。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 DNA 纳米
机器人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纳米机器
人在生物安全性、 体内跟踪导航、 递送效
率、 可持续地精确操控以及其他方面仍然
存在诸多挑战， 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李绍飞认为。 他们研究团队成员
分别将肿瘤细胞小分子和外泌体等作为靶
标，成功对靶标实现了追踪，初步验证了智
能 DNA 分子纳米机器人模型的应用性能。

尽管目前已经创新了方法原理， 并且
建立了模型，但考虑到 DNA 分子运动的复
杂性和表征手段的局限性， 以及生物样品
的多样性， 对模型的应用性能探索空间还
很大。 下一步，团队将重点优化智能 DNA
分子纳米机器人模型云集组装效率， 并进
一步整合优良的信号读出技术， 挖掘其在
DNA 纳米技术、生化分析和生物医学中的
应用潜能。

“特别是针对当前流行传染性疾病，团
队正着手探索利用智能 DNA 分子纳米机
器人模型进行超灵敏诊断的可行性。”李绍
飞表示，随着计算机科学、材料学、机器人
学和医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交叉的融
合进步，智能 DNA 纳米机器人在药物靶向
递送中拥有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

用 DNA分子造个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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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DNA分子纳米机器人非线性云集“围攻”靶标示意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