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疗法是一种治疗肿瘤的新型精准靶

向疗法，其通常以肿瘤细胞上的特异性抗原为有效靶点。但由于没有一

种抗原能均匀表达于肿瘤细胞中，这种疗法的临床应用受到限制。美国

希望之城医学中心贝克曼研究所免疫肿瘤系科学家索尔·普利曼等，利用

基因工程技术设计了一种携带编码 CD19t 基因的溶瘤病毒（OV19t），能

将 CD19 传递给肿瘤细胞，让肿瘤细胞表面表达 CD19-CAR T 作为靶

点。肿瘤细胞被杀死后还会释放额外的 OV19t，将 CD19t蛋白传到邻近

肿瘤细胞。CD19是参与 B细胞活化与增殖的重要膜抗原之一，可在白血

病及淋巴瘤的免疫疗法中作为细胞表面的靶点，而 CD19t是一种被截短

的 CD19蛋白。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OV19t和 CD19-CAR T细

胞的联合使用，导致了肿瘤的明显消退，其中 60%的小鼠几乎痊愈。而且

接受治疗的小鼠，免疫系统能建立对肿瘤的记忆反应，表现出持久的抗肿

瘤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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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趋势》
2020.09.01

利用生物分子固有的能力，自组装成特定形状和尺寸的纳米结构，一

直是合成生物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工程化生物纳米结构可以作为模板来

定位和排列功能材料，以满足大量的生物技术应用。DNA是组装生物纳

米结构的一种有吸引力材料，DNA 纳米技术已经产生了无数的结构，最

有名的是应用 DNA折纸来获得复杂的设计，但因只有四种碱基，DNA纳

米结构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尽管蛋白质的复杂性使得设计基于蛋白质

的纳米结构比 DNA 更加困难，但它也展现了更广阔的功能潜力，特别是

将蛋白质与特定序列的核酸（DNA 或 RNA）结合，能自组装成杂交纳米

结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物技术与生物分子科学学院多米尼

克·格洛弗等科学家，综述了管、笼、跨膜圆盘等不同形态的杂交核酸—蛋

白质纳米结构，这些结构可用于分子靶向输送、提高酶级联反应速率，并

可作为其他难以研究的生物现象的体外模型，还能克服 DNA 和 RNA 纳

米结构发展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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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信号》
2020.09.01

合成代谢性雄激素（AAS）具有医学用途，但经常被滥用导致成瘾，

AAS对大脑奖赏回路的影响被认为是导致成瘾的原因。美国药物滥用研

究所突触传递研究项目科学家莱昂纳多·邦坦比等，发现雄激素的神经和

行为效应不是由雄激素受体介导的，而是由多巴胺神经元上的阿片受体

间接介导的。小鼠实验发现，皮下注射类固醇激素南地龙或睾酮，可刺激

多巴胺神经元丰富的脑区释放β-内啡肽。β-内啡肽激活μ-阿片受体

（MOR）信号，诱导神经元兴奋性突触传递。而阻断 MOR 可抑制类固醇

注射小鼠的药物成瘾行为。这些结果表明，AAS 通过激活内源性阿片类

信号间接刺激大脑多巴胺奖赏中枢，从而介导了 AAS的成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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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 聂翠蓉

《科学·转化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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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因结肠癌去世的漫威电影《黑

豹》主演查德维克·博斯曼的追悼会在美国洛

杉矶举行；因鼻咽癌去世的《新警察故事》导

演陈木胜的追思会在 9 月 4 日晚举行……近

来，多位知名人士的早逝让人感到惋惜痛心，

同时也带来很多思考。

随着肿瘤治疗手段的进步，很多肿瘤的 5

年生存率已非常高，其中就包括结肠癌和鼻咽

癌。但值得注意的是，博斯曼和陈木胜在查出

肿瘤的时候，都已属中晚期。时至今日，肿瘤

仍然以早期发现、早期进行手术切除或药物治

疗最为有效。

为此，肿瘤的早期筛查显得尤为重要。“肿

瘤标志物检查作为一种简便易行且对人体伤

害较小的方法，自 1846 年本-周蛋白被发现并

应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和治疗以来，众多

后续发现的肿瘤标志物被广泛应用于肿瘤的

筛查、诊断、预后评估、疗效监测、复发预测等

环节。”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晓东表

示，虽然目前肿瘤标志物检查的敏感性、特异

性及稳定性还做不到那么完美，但它的确是辅

助临床的“好帮手”。

肿瘤标志物是在肿瘤发生和增殖过程中，

由肿瘤细胞本身合成、释放或由机体对肿瘤细

胞反应而产生的标志肿瘤存在和生长的一类

物质。它可以客观地、特异性地反映肿瘤的发

生和发展进程。在人体的血液、体液、组织或

细胞中都可检测到。

“目前已经命名的肿瘤标志物达 100 多

种。”张晓东介绍，临床上比较常用的有肝癌肿

瘤 标 志 物 甲 胎 蛋 白 AFP，肺 癌 肿 瘤 标 志 物

CA211、NSE，消 化 道 肿 瘤 标 志 物 CA199、

CA242，胃癌肿瘤标志物 CA724，女性肿瘤标

志物 CA125，男性肿瘤标志物 PSA、PAP等。

“这 100多种标志物又分为胚胎抗原、糖类

蛋白、肿瘤相关酶、激素、细胞角蛋白等几大

类。像 CA 开头的都属于糖类抗原，PSA、NSE

属于肿瘤相关酶，AFP 则属于胚胎性抗原。”张

晓东说，近几年一些新标志物也进入科学家们

的研究范畴。microRNA 甲基化、环状 RNA

（circRNA）、表观遗传分子等都是目前学术界

比较前沿的肿瘤标志物。

microRNA 是一种由 21—22 个核苷酸组

成的非编码小 RNA，科学家们发现它在癌组

织中异常表达，并且能在体液中稳定存在，可

作为癌症的有效生物标记。

环状RNA是具有闭合环状的特殊结构的非

编码RNA分子，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类型的癌组

织具有不同的环状 RNA 的表达谱, 同一环状

RNA在不同类型的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也不尽

相同。“目前研究较多的是 ciRS-7(CDR1as),

ciRS-7在肝癌、宫颈癌和恶性胶质瘤的癌组织

中都存在差异性表达。cir-ITCH与食管癌、结

直肠癌和肺癌也有着密切关系。”张晓东说。

此外还有使用表观遗传分子作为肿瘤标

志物，如 DNA甲基化。对此张晓东解释，DNA

甲基化会在多种类型癌症中频繁发生，趋于关

闭多种抑癌基因的表达。通过检测 DNA 甲基

化的变化，可推测出患癌的概率高低。而且对

于临床诊断，DNA 标志物比 RNA 标志物更可

靠、更稳定。

“虽然这些新的肿瘤标志物也存在各自的

‘短板’，但它们的出现，拓展了肿瘤标志物的

检测种类。”张晓东认为，未来多种肿瘤标志物

联合检测，将能提高检测的灵敏性，帮临床医

生更早诊断出癌症。

更多新物质加入肿瘤标志物“大家庭”

“肿瘤标志物的准确检出，离不开检测技

术的发展，目前已有多项生物技术应用于肿瘤

标志物的检测。”张晓东介绍，这包括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免疫传感器、蛋

白组学、液体活检、分子生物学方法等。

“其中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是目前临床常

多项技术为肿瘤精准检测保驾护航

“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对于早期发现无症状

微灶肿瘤、预测预后、疗效评价等具有重要意

义。”张晓东介绍，X 射线、超声波或者 CT 等传

统的影像学检查，当肿瘤直径小于 1厘米时，很

难被发现。但如果进行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

在肿瘤仅 1 微克大小时，就可以敏感地检测到

相关的肿瘤标志物，所以它比影像学检查能更

早检测到肿瘤。

“当发现某种标志物升高，可以进一步进行

多种标志物的联合检查。而后再反过来通过更

高级别的影像学检查有的放矢地进行排查，不

让早期肿瘤成为‘漏网之鱼’。”张晓东说。

肿瘤标志物检测，对于肿瘤的鉴别诊断和

分期也非常有意义。肿瘤标志物常用于鉴别

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由于血清的肿瘤标志

物升高水平和肿瘤大小及恶性程度有关，定量

的检测可以有助于临床分期和鉴别诊断。

此外，对肿瘤的预后判断、疗效监测，检测

肿瘤标志物也非常有意义。“大部分的肿瘤标

志物的检测值和肿瘤治疗的效果是相关的，比

如手术后，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值会明显下降。”

张晓东介绍，肿瘤标志物水平还可以作为肿瘤

是否复发的指标。比如乳腺癌、结肠癌，在初

诊的时候肿瘤标志物水平可能并不一定很高，

但是在肿瘤复发时会升高。

虽然肿瘤标志物的作用毋庸置疑，但目前

为止还没有哪一种肿瘤标志物的准确率能达

到 100%。一种肿瘤标志物可能与多种肿瘤相

关，可在良性的肿瘤或胚胎组织中存在，也会

在身体出现炎症时升高，甚至正常组织中也存

在。由于肿瘤标志物不是 100%的特异和敏

感，因此检查结果会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此

外，任何化验都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检测机

器、检测方法和检测所使用的试剂都可能不

同，这会带来一定的误差，甚至也有误诊的可

能性。

张晓东表示，不管使用何种材料，使用何

种方法，提高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及稳定性

永远是肿瘤标志物研发所追求的目标。这需

要发现大量灵敏度或特异性更高的标志物，同

时在检测方法上也要紧跟临床需求不断发展。

目前不同检测方法均有其优势与不足，如

何对不同方法进行整合，提高肿瘤标志物的检

测能力，是研究者们需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

外，在肿瘤早期检出低含量肿瘤标志物，永远

是临床肿瘤诊断的追求。

“如果未来检查肿瘤标志物更方便，在家

就能检测出明确的结果，那么肿瘤的早发现，

以及肿瘤治疗后防止复发将成为可能。”张晓

东表示，虽然目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但

是科研人员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相信未

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技术、产品问世。

肿瘤早筛研发目标——敏感、特异、稳定

揪出潜藏的癌细胞揪出潜藏的癌细胞
这些生物标志物是这些生物标志物是““好帮手好帮手””

本报记者 陈 曦 用和较为成熟的肿瘤标志物检测技术，其利

用化学发光物质作为标记物，根据发光信号

的强度来判断待测物质的量。随着技术发

展，将电化学技术和化学发光相结合检测肿

瘤标志物，可提高检测的特异性和准确性。”

张晓东说。

除此之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也是一项临

床上已普及的检测技术。这一技术将抗原或

抗体包被于固相支持物上，将酶标抗原或抗体

加入抗原抗体复合物中，通过底物使酶显色来

达到检测目的。“不同的研究人员会采用不同

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策略，如使用单克隆或多

克隆抗体及嵌合抗体来开发肿瘤标志物检测

试剂盒。”张晓东介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不仅

适用于对单一分析物的测定，在多个分析物同

时存在时，同样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除了以上这两种临床上常用的检测技

术，免疫传感器一直备受肿瘤研究者关注和青

睐。”张晓东解释，将特异性免疫反应与生物传

感技术相结合形成的生物传感器，其生物识别

部分来自抗原与抗体的特异性识别和结合作

用，通过理化换能器和信号放大装置将生物信

号转变为电信号用于检测。不过目前免疫传

感器大部分处于试验阶段，随着技术不断成

熟，有望用于检测肿瘤标志物。

蛋白组学也在近年兴起，这种检测技术以

蛋白质为核心，对蛋白质的表达模式和功能模

式进行研究。蛋白组学技术具有高通量、微型

化、自动化的优势，为肿瘤标志物的研究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不过这种技术检测成本昂贵、

对技术人员操作要求高，所以目前也没被应用

于临床。”张晓东说。

努力增加种子数量，随着寄主开花的节奏开

花，与寄主植物间有高频物质交流……没有叶

子、没有根的寄生植物菟丝子，却有着强大的生

命力。

近期，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

明植物所）吴建强研究团队利用遗传学和分子生

物学技术，揭示了菟丝子非比寻常的开花调控机

制，这对解析寄生植物的生理、生态和进化史具

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 9月 1日

凌晨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从寄主获得营养物质

在自然界中，寄生植物约有 4000至 5000种，

约占被子植物的1%。人们常见的寄生植物包括列

当、独脚金、槲寄生和桑寄生植物以及菟丝子等。

“菟丝子是一种典型的茎寄生植物，所有营

养和水分都从寄主获取。”吴建强向科技日报记

者介绍，菟丝子属于旋花科菟丝子属植物，约

200个种，是人们经常食用的红薯的近亲。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菟丝子的根和叶片完

全退化，光合作用能力非常微弱甚至完全失去，所

以它要依赖寄主获得营养物质。这种神奇的植物

可将自己的茎缠绕在寄主的茎上，并生出牢固的

吸器侵入到寄主体内，与寄主的木质部和韧皮部

相连，从而与寄主建立维管束的联系，获得水分和

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同时实现病毒、DNA、

RNA以及次生代谢产物在寄主与菟丝子间交流。

FT蛋白启动开花程序

开花是高等植物繁衍后代、延续物种的重要

生理过程。对绝大多数植物来说，在季节性日照

长短及温度变化等情况下，叶片是植物感受这些

环境因子从而启动开花程序的重要器官，但没有

叶片，甚至没有光合作用的菟丝子是怎么实现开

花的呢？近期，吴建强团队从分子层面解析了菟

丝子开花的分子机制。

“前期的研究表明，菟丝子基因组发生了大

量的基因丢失，包括调控植物开花相关的生物钟

途径、光周期途径、春化途径等关键基因，发现菟

丝子和普通自养型植物的开花机制可能不同。”

论文第一作者、昆明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申国

境介绍，早在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研究者就发

现，广泛分布的田野菟丝子在不同条件下，总和

寄主保持一致的开花时间。

在众多被子植物的基因组中，FT 基因编码

的蛋白（FT 蛋白）被称为成花素，在植物开花中

起重要作用。在合适的条件下，植物叶片合成

FT 蛋白，而且 FT 蛋白能够从叶片长距离运输到

顶端分生组织诱导开花。“我们从烟草入手，敲除

了烟草基因组的 FT 基因，发现这些转基因烟草

根本就不能开花，当然也没有种子；而寄生其上

的菟丝子也不知所措，它不开花，甚至比寄主死

得更早。”吴建强说。

遗传学研究揭示寄主的 FT基因表达是菟丝

子开花的必须条件。“通过分析南方菟丝子中的

FT 基因结构，我们发现菟丝子的 FT 基因发生了

较大的变异，而且在菟丝子不同发育阶段都无法

检测到 FT 基因。”申国境说，他们把南方菟丝子

的 FT 基因遗传转化到模式植物拟南芥中，发现

其不能诱导拟南芥提前开花，表明南方菟丝子自

己的 FT基因可能演化成了一个没有功能的假基

因。进一步生化分析表明，当转基因烟草中表达

带有绿色荧光蛋白 GFP 标签的拟南芥 FT 蛋白

后，能够在菟丝子中检测到从烟草移动到菟丝子

的 FT-GFP蛋白。

此外，研究人员通过蛋白质组分析，发现大

豆寄主的 FT蛋白也能够转运到菟丝子中。非常

有趣的是，寄主的 FT蛋白转运到菟丝子中后，还

能与菟丝子中 FD 蛋白结合，形成蛋白复合体，

从而启动菟丝子中下游开花基因的表达，使菟丝

子开花。

“窃听”高手与寄主同步开花

寄生植物和寄主间的对话和信号交流无时

无刻不在发生。“这就如同两个人在说话，它们互

相都能听懂。而寄主的 FT蛋白就是一个非常美

妙的信号，它可以从寄主移动到菟丝子，从而告

知菟丝子‘寄主将要开花’这个重要信息。”吴建

强说。

研究表明，菟丝子通过“窃听”寄主植物的

FT 开花信号，从而与不同寄主的开花时间保持

一致。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开花行为，使菟丝

子能够适应非常广泛的寄主植物。

“如果菟丝子有固定的开花时间，但在它比

寄主开花过晚的情况下，很难从已经开花甚至结

种的寄主身上获得足够营养，甚至寄主可能会在

菟丝子开花前死亡；而在菟丝子比寄主开花过早

的情况下，其生物量和种子产量会比与寄主同时

开花的菟丝子小很多。”申国境说，此次研究就是

重点“破译”菟丝子的“窃听”技术，以及这种技术

给它的生存繁衍带来哪些作用。

“要知道，同是寄生植物的列当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比菟丝子要严重得多。基于这项成果，我

们目前已在关注它与寄主之间有没有类似的开花

信号‘窃听’现象。”吴建强说，如果搞清楚这个问

题，对列当等寄生植物的防治或将提供借鉴，对农

业生产和植物生物学的研究也将有重要影响。

没有叶子没有根 菟丝子开花全靠“窃听”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寄生在黄瓜上的菟丝子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郭晗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电影《黑豹》主演患

结肠癌去世，《新警察故

事》导演因鼻咽癌去世，

为什么他们的病情没在

早期被发现？癌症早筛

距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