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性肝损伤的特征是持续的炎症，可导致器官衰竭。对抗炎表型的

免疫反应进行重新编程可抑制肝损伤时的炎症反应。法国巴黎大学的万

景泓（音译）等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被称为 lc3相关吞噬作用（LAP）的非典

型自噬形式是肝损伤过程中单核细胞激活的一种保护机制，这种机制可

抑制人类样本和肝损伤小鼠模型中的促炎和促纤维化通路。单核细胞

LAP 阻断加重肝损伤，而增加 LAP 可减少肝损伤小鼠模型的炎症和纤维

化。结果提示 LAP可作为肝损伤的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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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报告》
2020.4.14

器官衰竭等疾病的唯一治疗方法是原位器官移植。由于供体器官的

缺乏，器官移植受到了限制。据估计，可以从器官移植中受益的美国人

中，只有 1％—2％的人真正接受了这种挽救生命的疗法。那些需要移植

的人和接受移植治疗的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推动了对替代治疗的追求。最

近的研究支持了人猪嵌合体的可行性，未来这种嵌合体将为移植提供血

管系统和血液，并成为重要的研究模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丹尼尔·加

里等研究人员讨论了这些技术进步和相关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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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
2020.4.8

世界的本质特征往往是隐藏的，必须通过构建基于间接证据的内部

模型来推断。为了研究推理的机制，葡萄牙查姆帕利莫德未知中心的彼

得罗·维泰奇等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自然的、易于学习的觅食任务，它可

以将推理与简单的策略（如直接整合感官数据）区分开来。研究表明，无

论是小鼠还是人类，都会学习到一种与隐藏状态的最佳推理一致的策

略。然而，人类获得这种策略的速度比小鼠快一个数量级以上。通过对

小鼠的光遗传学研究，研究人员发现眶额和前扣带回皮层失活会影响小

鼠的任务执行，但只有眶额失活会使小鼠从基于推理的决策策略转变为

刺激约束的决策策略。这些结果为研究基于推理的决策问题建立了一个

跨物种的范式，并开始剖析对其表现至关重要的大脑区域网络。

基
于
推
理
进
行
决
策
时

两
种
大
脑
皮
层
作
用
不
同

主持人：本报记者 陆成宽

《科学·转化医学》
2020.4.15

它是一种特殊的药物，来自人体自身，它能

干预疾病发生和进程，也能激活人体的“小宇

宙”对抗疾病……它就是单克隆抗体药物。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抗体药物因为独

特的靶向性而被率先研究开发，其研发进展一

直牵动人心。

4月1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带来了科研攻关领域的好消

息：单克隆抗体等攻关项目正在积极推动。

“单克隆抗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早期科

研攻关已经部署国内多支团队瞄准单克隆抗

体开展相应的研发工作。”科技部生物中心副

主任孙燕荣介绍，截至目前，已经获得多株靶

向新冠病毒的候选治疗性抗体，后续还将加大

力度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自 19 世纪 80 年代人类发现抗体，到各类

抗体药物风行全球，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随着

单克隆抗体、人源化抗体、双特异性抗体等不

断问世，抗体家族也越来越兴旺。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和抗体成为潜在

的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手段，它通过与新冠病毒

结合，抑制病毒的活性，来保护细胞免受侵害。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学者们在研究病原

菌的过程中，发现在感染者的血清中有“杀菌

素”，这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抗体。

科学家根据抗体来源的特性，把能刺激宿

主产生抗体的物质命名为抗原，并推动抗体研

究逐渐成为免疫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促进了抗

体治疗的快速发展。

但是，在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获得突破

之前，科学家们对抗体的结构和抗原抗体识别

机理的理解还非常浅显。

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家们逐渐认

识到，抗体是一种由 B 细胞识别抗原后活化、

增殖分化为浆细胞，并由浆细胞合成与分泌

的、具有特殊氨基酸序列的，能够与相应的抗

原发生特异性结合的免疫球蛋白分子。

抗体的出现，极大地帮助了医生治愈疾

病，而说到抗体，又不得不让人想到抗体药。

1975 年，英法两国科学家将鼠源的 B 淋巴

细胞同肿瘤细胞融合形成杂交瘤细胞。这种

从一株单一细胞系产生的抗体就叫单克隆抗

体，简称单抗。第一代单克隆抗体就此诞生。

这种抗体特异性高，仅针对某一特定抗原，表

位性质均一，易于大量生产，为肿瘤等疾病的

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是，人的免疫系统可以识别鼠源性单克

隆抗体，将其用于人体会面临免疫系统的一系

列反应，因此限制了它的应用。并且，当时的

技术和生产成本也不利于大规模工业化生

产。因此，寻找一种具备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条

件的新型抗体药物刻不容缓。

“目前，科学家已经发展出人源化抗体和

全人源抗体制备技术，使得抗体药物可以较好

地应用于人体，并实现大规模生产。”中国药科

大学教授周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通过对小鼠

进行人源化改造，重新表达的抗体大部分氨基

酸序列被人源序列取代，这样既保留了小鼠抗

体的亲和力和特异性，又降低了异源性，有利

于应用到人体。

而全人源抗体则可以从感染新冠病毒并

痊愈的人体血液中提取 B 细胞，通过测序获得

表达这些抗体的基因序列，再寻找中和作用较

好的抗体。

从发现抗体到制成药物历经百年

“人体内有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两大免疫细

胞，其中能产生抗体的是B细胞。当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后，我们如果能从康复病人的B细胞中寻

找抗体，可以有效对抗病毒。”周君告诉记者。

通常，科学家把康复病人里的记忆型 B 细

胞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单细胞测序。新的问题

是，人体内有几十亿个 B 细胞，当新冠肺炎患

者恢复后，每个 B 细胞只能生产一种特定抗

体，用传统技术去寻找能产生新冠病毒抗体的

B细胞，不啻于大海捞针。

高通量测序助力抗体“海选”

“目前最关键的工作还是寻找特异性强的

中和抗体。”徐伟认为，虽然许多科研机构和企

业都宣称找到了一些新冠病毒抗体，但是还必

须通过临床检测才能验证其是否可准确识别

新冠病毒。

其次，就是验证抗体的中和能力。因为科

学家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抗体都能有效阻止

病毒侵入人体细胞。

“新冠病毒感染的原理是通过病毒颗粒表

面的 S 蛋白与人体 ACE2 受体结合，进入细胞

内被转录酶复制，重新组装成大量新的病毒，

又去继续感染其他细胞。中和抗体需要能够

结合 S 蛋白，阻断和受体的结合而入侵细胞。

其次，抗体结合病毒后通过抗体依赖的细胞介

导或补体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裂解病毒。”徐

伟说，但是有的抗体可以识别新冠病毒，也能

连接病毒，却不能有效中和，这样的抗体不具

备药用价值。

寻找到特异性中和抗体并完成一系列体

内体外检测和安全性实验后，拿到该抗体的特

有氨基酸序列就可以开始构建稳定细胞株。

再通过工艺的优化，制药企业就可以进行大规

模生产。“其实这就是一个细胞工厂，让细胞去

生产大量抗体，满足了临床上对于抗体药物

‘公斤级’产能的需求。”徐伟介绍说，生物制药

企业必须具备稳定的生产工艺和质量保持体

系，否则生产出来的抗体药物活性和稳定性都

得不到保证。

据徐伟介绍，目前抗体药物在人体内的代

谢周期基本都在一周以上，如果抗体药物质量

不佳，可能注射到体内几小时就代谢掉，就起

不到相应的治疗作用。有些时候可以通过蛋

白工程对 Fc 端（抗体在铰链区被分离成 Fab 和

Fc两段）改造提高抗体的长效性。

实现“公斤级”产能还得过几道关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姜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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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监测神经活动进而理解神经系统的功

能机制，科学家们研发了不少高大上的“武器”。

近日，《美国化学会志》期刊报道了一项新

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可用近红外光

激发的电压荧光纳米探针，并用它成功监测了

斑马鱼和小鼠脑中神经元膜电位的动态变化。

活体监测时，这种新“武器”表现不俗。

设计电压敏感探针一直
是个技术难关

群体神经元活动的在体监测是揭示神经系

统功能机制的关键。目前，神经元钙离子荧光

成像是主要手段之一。然而，相比于神经脉冲

信号，钙离子荧光信号的动力学相对较慢，且很

难推断出与之对应的神经脉冲的频率和数量。

因此，神经科学界迫切期望能开发出对细胞膜

电位变化敏感、有高信噪比的纳米粒子或分子

探针，从而实现高时空分辨率、大范围神经元集

群电活动的活体监测。

现有的荧光电压探针多用紫外光或可见光激

发，由于这两种光在活组织中易于吸收和散射，因

此它们只能应用于大脑浅层。相比于可见光或紫

外光，红外光（750纳米—l000纳米）在生物组织中

穿透能力更强，穿透深度可达厘米量级，能够应用

于大脑深层，被称为“生物组织的

光学窗口”。“因此，如何研发高灵

敏、可用近红外光激发的电压敏感

探针已成为目前国际神经科学领

域迫切希望攻克的技术难关之

一。”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

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杜久林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稀土元素掺杂的上转换荧光

纳米颗粒（UCNPs）是一类近红

外光激发，紫外、可见光多重发射

的反斯托克斯发光纳米材料。所

谓反斯托克斯，即指物质的发射

光波长短于激发光波长的反常现

象。由于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具有低背景荧

光、多重发射的特性，已在生物成像与活体诊疗

的应用中获得广泛关注。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设计和制备了一

种基于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的电压敏感探针。

研究人员首先将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固定在细

胞膜上，然后将六硝基二苯胺（DPA）嵌入细胞

膜磷脂双分子层。在细胞静息状态下，带负电

荷的六硝基二苯胺在细胞膜外侧富集，上转换

荧光纳米颗粒与六硝基二苯胺之间距离在 10纳

米以内，形成发光共振能量转移效应（FRET），

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发光被六硝基二苯胺吸

收，检测到的光信号较弱。当细胞去极化后，六

硝基二苯胺在电场作用下于细胞膜内侧富集，

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与六硝基二苯胺之间距离

超过 10纳米，发光共振能量转移效应消失，从而

恢复了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的发光。

探究活体组织中神经元
活动有了新思路

为验证新研发的电压纳米探针在神经元电活

动检测中的优势，研究人员应用该纳米探针分别

监测了斑马鱼前脑神经元的嗅觉反应和小鼠新皮

层神经元膜电位振荡随麻醉深度的变化。

神经元的电活动动态性强，以往开发的基

于荧光蛋白的电压探针信噪相对较低，大都需

要多次叠加才能得到清晰的感觉反应。同时，

此类探针易被荧光淬灭，因此可记录时间窗口

较短，限制了其实用性。

“我们运用新开发的电压纳米探针，研究了斑

马鱼前脑神经元对食物刺激的反应。在近红外光

激发下，单次施加食物刺激即可显著增强神经元的

荧光信号，并可在连续数次刺激下稳定记录。更重

要的是，得益于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较低的淬灭程

度，活体记录时间可长达30分钟，为数据收集提供

了充足的时间窗口。”杜久林向记者介绍。

哺乳动物神经元膜电位的阈下振荡，反映了

动物个体的脑状态及其变化。在深度睡眠和麻醉

状态下，脑状态主要是慢波；在动物趋于清醒时，

慢波减弱甚至消失，代之以高频电活动。传统的

钙离子成像反映的神经活动难以体现这种阈下膜

电位振荡，研究人员在小鼠初级体感皮层中注入

电压纳米探针，并考察了戊巴比妥麻醉不同深度

下的神经元阈下膜电位活动。在深度麻醉状态

下，纳米探针发光存在低频振荡现象，提示此状态

下阈下膜电位以慢波为主。通过机械刺激小鼠尾

巴提高其清醒水平后，纳米探针发光的低频振荡

减弱，高频电活动相对增强，在 10分钟后恢复至

原有水平。此现象说明纳米探针的发光强度可真

实反映脑电活动的相应变化。

对此，杜久林表示，这项研究为设计可用近

红外光激发的电压敏感探针提供了全新思路，

为探究深层活体组织中群体神经元活动开辟了

实时动态监测的新方法。

这个纳米探针不简单
可用近红外光监测大脑深层活动

本报记者 陆成宽

“高通量单细胞转录组测序使得我们也可

以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寻找富集重链和轻链

的 V（D）J序列的 B 细胞，从而找出潜在的病毒

反应抗体。”信达生物转化医学副总裁徐伟告

诉记者，有了这一技术，再从中寻找能特异性

识别病毒蛋白和有潜力阻断病毒结合细胞受

体的抗体，效率将大大提高。

当有效的抗体被一一筛选出来后，再进行

体外甚至体内的活性实验，进一步验证这些抗

体的潜在功能，是否有成药价值，最后用于临床

治疗新冠肺炎病人，安全且针对性强。同时，也

可以对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进行短期预防。

坦白地说，面对病毒性疾病，人类至今也

没有发明出多少特效药，远远谈不上“治愈”。

相比小分子药物，单抗药物机理清晰，对靶点

的选择性高、特异性强。好的单抗药物可以高

效率击中靶点，减少副作用。

近年来，抗体药物已多次应用于“阻断”艾

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MERS（中东呼吸综合

征）病毒等侵入，主要思路就是支持免疫系统

的工作，让病人好好活着、动员免疫系统，或者

刺激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来阻止病毒入侵。

此外，在应对肿瘤和炎症的治疗中，抗体

药物同样也显示出优势，比如治疗风湿性关节

炎的修美乐、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等世界知名

药物都属于单抗这个领域。

编者按 在对抗新冠肺炎的过程中，找到对症的药物

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老药新用”的基本思路

之外，单克隆抗体、干细胞以及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等生物

药物研发也是应急攻关的热点，并已取得进展。本报今日

起刊发系列报道，解读人类如何“铸造”生物药物这一武器

战胜病毒。

抗体抗体药物药物：：
精准激精准激发人体免疫系统发人体免疫系统““小宇宙小宇宙””
——新冠肺炎生物药物研发技术路线解读之一新冠肺炎生物药物研发技术路线解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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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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