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性真菌感染常常会感染肾病患者并让病情加重难以治疗。美国

匹兹堡大学的凯坦·贾瓦勒等研究人员在研究导致这种风险增加的机制

过程中，确定了一种减轻肾病患者感染真菌的方法。研究人员诱导实验

小鼠患上肾脏疾病后观察发现，尿毒症小鼠感染白色念珠菌的几率会特

异性增加，而白色念珠菌通常是由中性粒细胞控制的。他们推测，尿毒症

患者能够通过摄入葡萄糖来减弱中性粒细胞产生活性氧的能力，进而调

控真菌的扩增和感染。而可恢复小鼠或人类中性粒细胞缺陷的 GSK3β

（一种蛋白激酶）抑制剂，可能是一种干预慢性肾病的潜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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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趋势》
2020.6

群体感应（QS）是一种化学通讯方式，利用 N-酰基高丝氨酸内酯

（AHL）作为一种信号分子，细菌可以感应和协调自然群落的活动。为了

实现基于 AHL 的交流，细菌必须产生和识别相同的信号，从而激活不同

物种中的相似基因。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丽贝卡·普莱斯考特等研究人员

在综述文章中表示，物种之间的信号传递不可能是随机发生的，AHL-QS

信号是一个在一定范围内可变化适应的过程。AHL是高度保守的信号，

但其相应的受体蛋白（LuxR）是高度可变的。研究人员认为，受体蛋白的

这种特性，使得信号网络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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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生物学》
2020.6.8

鸟类大脑的相对大小可以与灵长类动物相匹敌，但鸟类大脑进化的

大规模模式和驱动因素仍然难以捉摸。美国布鲁斯博物馆的丹尼尔·克

赛普卡等研究人员研究了鸟类起源和进化过程中脑—体比例关系的演

变。通过对超过 2000种现代鸟类、鸟类化石和兽脚类恐龙的综合数据集

采样，他们推断出脑—体共变异的模式。研究证实，在兽脚亚目恐龙向鸟

类过渡的过程中，相对脑容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也没有因飞行而缩小，

即兽脚类恐龙和基础鸟类显示出大脑大小和身体大小之间较弱的整合。

研究人员推测，在白垩纪—古近纪物种大灭绝之后，新物种内部多个演化

分支由于体型缩小而获得了更高的相对脑容量。在鸟类中，鹦鹉和鸦科

动物通过明显不同的模式获得了最大的大脑。鹦鹉主要是缩小了它们的

体型，而鸦科动物大脑尺寸的进化速度超过了身体尺寸的进化速度。总

的来说，这些模式表明，大脑大小的早期适应性辐射为随后的选择和稳定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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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 陆成宽

《科学·转化医学》
20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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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0 酶含有血红素且能催化羟化、环氧化、

脱烷基化、碳-碳偶联、氧化裂解等各式各样不

同反应，因而被称为“红色万能酶”，通过酶催化

可解决药物和化学品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

问题。但是自 P450 酶被发现数十年来，其晶体

结构一直没能被解析出来，催化机理也困扰着

科学界。

近日，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部共建生

物催化与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陈纯琪教授

团队，和马立新教授、郭瑞庭教授合作，成功破

解难题，在 P450 酶完整催化机理的研究方面取

得重要突破：阐明了电子如何从还原酶区域进

入底物结合区的反应机理。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最新一期《自然·通讯》上。

易断裂降解，难识P450
酶真面目
“自然界中存在非常多不同种类的 P450酶，

它们参与细胞的生理调控、药物代谢以及许多

重要药物的合成。”陈纯琪介绍，比如我们人类

的染色体上就带有超过 50 个 P450 酶的基因，它

们负责胆固醇、固醇类激素和维生素 D 等重要

化合物的合成；许多具有药物活性的植物或微

生物次级代谢物（如青蒿素、紫杉醇），也是由

P450 酶负责催化合成的；还有一些药物的化学

结构非常复杂，单纯以人工合成方法大量生产

极为困难，而 P450 酶能够对这类复杂过程进行

精准调控。

科学家们发现，P450 酶能够识别多种底物

（参与生化反应的物质），由此利用基因工程改

造 P450 酶来量身定制化学反应，成为一个热门

研究方向。201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诺德教

授，就是利用改造 P450 酶实现各种特殊的化学

反应而获奖。

一个完整的 P450 酶系统由 3 个部件组成：

带有血红素的底物结合区；负责产生电子的还

原酶；连接底物结合区和还原酶的通道。“这就

像一个电器需要插上电才能工作，带有血红素

的底物结合区就像电器本身，供电的插座就像

还原酶，而电线就是连接两端的电子通道。”陈

纯琪解释道，在建立一个 P450 酶反应系统时需

要把所有组件都找齐了，组装在一起后才能进

行催化反应。有一些三种组件都串联在一起的

P450酶，称作“自给自足 P450酶”，这样的系统不

需要另外寻找相匹配的“供电器”与“电线”，因

此在应用的时候有巨大优势，也是方便科学家

们研究的“明星”P450酶。

P450 酶的血红素结合区识别底物机制的研

究已经相当成熟，针对底物结合区的改造工程也

有非常多的研究报道，但是对于电子如何从还原

酶送入活性中心却仍有许多未知之处。而这需要

获得 P450酶的晶体结构，即完全看清酶的长相。

由于全长 P450酶在表达、纯化后，酶蛋白很容易

断裂、降解掉，因此难以获得其完整的晶体，识别

全长P450酶的结构也一直没有任何突破。

“看”清全长结构，解开
P450酶催化路径

陈纯琪带领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团队经过不

懈的努力，找到了一个来源于耐热菌中“自给自

足”的 P450 酶，这个 P450 酶在 70℃的高温下也

特别稳定，也不会断裂或是降解，因此特别易于

结晶。陈纯琪团队利用先进的 X 光晶体学技

术，成功解析了“自给自足 P450 酶”的高分辨率

全长结构。

“我们经过研究发现，整个 P450酶的三个组

成部件, 从基因序列的排序依次为：血红素结合

区—还原酶结构域—铁氧还蛋白结构域。这三个

区域各带有一个辅因子，三个辅因子成为P450酶

内部电子传递的中转站。电子传递就像送快递一

样，需要经过几个中转站。”陈纯琪介绍，晶体结构

显示，血红素结合区和还原酶分别位于整个蛋白

质的两端，血红素结合区这一端朝外，露出开口以

方便底物进入，而电子传递经过几个中转站，最终

成功送达到血红素进行酶催化反应。

科研人员观察到中间有许多的氨基酸，并

证实了其中几个氨基酸对于 P450酶的电子传递

很重要。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首次解析“自给

自足 P450酶”的全长三维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里程碑，对于其他各类 P450 酶的改造与应用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陈纯琪表示，他们研究团队目前正利用所获

得的结构学信息，加速对P450酶进行更加深入的

设计改造，以期培育出能催化更多重要反应的新

酶，早日实现 P450酶的绿色生物工艺制造，并应

用于生物科技、制药工程与化工产业。

困扰科学界数十年
“红色万能酶”全长结构终被破解
陈 曦

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体就像一个个复杂

而又精密的“机器”，成千上万个“零部件”让我

们拥有生命的精彩。但不幸的是，“零部件”一

旦受损就很难更换或再生。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近 1000万终末期器官

衰竭患者等待移植一个新的器官，这可能是他

们生存的最后希望。

然而，捐赠者短缺、免疫排斥以及医疗、伦

理和经济等因素使得器官移植变得无比艰难。

近日，南京大学张峻峰教授、董磊教授与

澳门大学王春明教授联合研究团队在《科学进

展》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成果：他们改变

组织工程的传统定式思维，不再寻求体外生长

人造器官，而是在小鼠体内，将脾脏改造成具

有肝脏功能的器官，这一成果为世界各地等待

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了解决器官来源短缺

的问题，科学家发展出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等

技术概念。组织工程研究的兴起，使得许多器

官受损的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组织工程技术的基本策略是在体外建立

一个 3D 框架，利用生物活性物质，培养并构建

成特定的组织，最后再将其移植回病人体内，

以替代受损的组织。

但是，这种方法始终未能在临床上获得实

质性推广应用，主要原因就是在培育复杂器官

上显得“有心无力”，科学家很难将大型器官内

部的血管系统“复刻”出来，在没有足够的血液

供应的情况下，这种人造器官注定是无法长大

甚至无法存活的。

而在此项最新研究中，科学家另辟蹊径，

突破了组织工程体外构建器官的常规思维，采

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在小鼠体内直接

将脾脏改造成一个新的器官，并且实现了肝脏

的功能。

“我们最早开始构思的时候就想怎样让它

长大，因为要实现肝脏的功能，必须有足够大

的体积，所以为了获得具有生理意义的再生器

官，我们一定要让它长大。”论文通讯作者、南

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董磊说，“一个可以

绕过血管再生技术不足的方法是利用现有的

血管系统，这意味着必须在现有的器官中进

行。”

董磊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这次研究

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出一个有肝脏生理功能的

器官。

肝脏是脊椎动物体内的重要代谢器官，

发挥着解毒、去氧化、储存肝糖原、合成分泌

性蛋白质等关键性功能。在现代社会，患有

肝炎、肝硬化等肝脏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其中

肝癌更是让人闻之色变。肝移植是治疗严重

肝脏疾病的有效方法，但是，肝源却极其短

缺，每年都有大量的肝病患者因无法得到有

效治疗而死去。

那么，该选择哪个器官进行培育呢？他们

将目光集中到脾脏上。

脾脏位于腹腔左上方，是外周免疫器官之

一，在产生和清除血细胞方面发挥作用。脾脏

在胎儿时期发挥造血器官的功能，在婴儿出生

后，脾脏造血功能转移到骨髓。从这个意义上

讲，脾脏其实是一个退化的造血器官，所以它

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脾脏受损切除后，绝大部

分人可以正常健康地生活，就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想，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用

处的脾脏，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更有用的脏器

呢。”董磊说。

突破常规思维
攻克人造器官无法长大的难题

研究思路确定后，摆在科学家面前的是艰

巨的技术难题。

“脾脏是一个淋巴器官，想要让肝细胞长

在里面，其实是不可行的。像肝细胞这类上皮

细胞注射进去后，它就跑掉了，无法在脾脏内

定植。”董磊告诉记者，为了让脾脏能够支持肝

细胞生长，他们在植入细胞之前做了非常深入

的改造。

董磊介绍说，改造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压制住移植异体细胞后的免疫反应，二是

特制生物制剂
让改造后的脾脏更适合肝细胞生长

实际上，这并不是董磊团队的第一次尝

试。之前，他们已经在小鼠的睾丸上进行过类

似的实验。

“我们将大鼠的胰岛和β细胞移植到用

类似技术方法改造后的睾丸中，这些胰岛和

β细胞能够长期存活，并发挥控制血糖水平

的作用。”董磊说，Ⅰ型糖尿病影响了全世界

数千万人，至今没有治愈的方法，而胰岛移

植可能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治疗方法，但是这

个方法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异体

移植带来的免疫排斥反应。我们利用小鼠

睾丸“做窝”，就可以保护异体细胞或异种细

胞免受攻击。

董磊告诉记者，这种把自身的一个器官改

造成另一个器官的技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这个方法为移植源不足、免疫排斥和不良血管

生成等科学挑战提供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而

他们为此研究了 7年之久。

对于这项研究，再生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校堃教授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实现肝

脏再生的独特策略、移植细胞功能的坚实发现

以及转化医学的巨大潜力”。同时，李校堃院士

还建议今后在大型动物身上开展工作，对其临

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价。

“所有这种实验室技术向临床上转化最大

的挑战之一是安全性。”董磊坦言，虽然这项研

究的前景非常广阔，但是用于临床之前，需要

进行非常全面深入的安全性评价。

董磊告诉记者，传统的器官移植主要风险

是传染病，而这种方法类似于细胞疗法，如果

安全性不达标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严

重的免疫反应，或是栓塞现象，“所以我们要执

行最严格的技术规范，把能想到的风险都去检

测一遍”。

应用前景广阔
但转向临床面临安全性挑战

器官受损无需移植器官受损无需移植
特制特制““配方配方””让脾脏长成肝脏让脾脏长成肝脏

本报记者 张 晔

提升脾脏的细胞外基质含量。

“从临床实际出发，很多手术或细胞治疗

都是异体移植，实验中还会涉及到异种移植，

比如我们的研究中就有大鼠、小鼠甚至人类的

肝细胞移植到小鼠的体内，这就必须对它的局

部免疫系统进行干预，让它不排斥植入的细

胞。”董磊说。

同时，脾脏是造血器官或者是淋巴器官，

它的细胞外基质非常稀薄，这就是为什么它不

能够支撑上皮细胞在里面生长的原因。把肝

细胞移植进去后，必须抓住细胞外基质才能生

长，所以就要让脾脏的细胞外基质比原来增长

很多，达到肝脏的水平才行。

研究人员将一种肿瘤提取液注射到小鼠

的脾脏中。“肿瘤是一个很独特的组织，其实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新生的器官，另外肿瘤

能非常高效地压制免疫反应。”董磊告诉记

者，为了提升安全性和可控性，他们不仅要

把提取液中导致肿瘤的细胞因子去掉，还加

入几种细胞因子制成的混合物。这些特殊

的生物制剂，让脾脏变得更大更硬。至此，

脾脏的内部组织结构已经重塑为免疫抑制

和再生的微环境。

一旦这些结构在小鼠中“就位”，研究人员

便将肝细胞移植到重塑后的脾脏中。不同小

鼠接受了来自自体、异体或异种肝细胞：一些

接受了自己的肝细胞，另一些接受了来自其他

小鼠的肝细胞，还有一些小鼠接受了人或者大

鼠的肝细胞。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研究小组观察

到这些细胞不仅能在免疫健全的改造后小鼠

脾脏中存活，还在脾脏内发育成类似肝脏的结

构，并且这一全新的器官在小鼠体内发挥着肝

脏的功能。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一由脾脏转化

而来的类肝脏器官，可以让小鼠在 90%的原始

肝脏被切除后保持存活。

传统组织工程技术再造器官的过程

中，血管系统往往无法“复刻”出来，导致

人造器官无法长大存活。新研究另辟蹊

径，对脾脏进行改造，让其具有了肝脏的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