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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

由美国医疗公司 Revivicor 研发的基因编

辑猪“GalSafe 猪”12 月 14 日获得美国食品与药

物管理局（FDA）的批准，既可食用也可用来生

产医疗产品。科学家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敲除

了在猪细胞表面添加α-半乳糖（Alpha-gal）的

蛋白酶，那些对肉类过敏的普通人群因此可以

放心安全地食用这种基因编辑猪。

此外，“GalSafe猪”还可以用来生产类似于

肝素的药物，它的组织和器官还可能潜在地解

决患者接受异种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排斥问题。

“‘GalSafe 猪’获准上市，标志着基因编辑

动物首次实现食用和医疗双重用途。”中科院

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

师姜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首次批准一种基因改造过的动物既可用

于食品，又可作为潜在的生物医学用途，这是

科学创新的一个巨大里程碑。FDA 目前确

定，这种基因编辑猪的肉可以安全地供一般

人群食用。

这是 FDA 首次批准用于人类食物消费和

潜在治疗用途的动物体内基因组改变，也是

FDA 继 2015 年批准基因编辑三文鱼后，再次

批准一种基因编辑动物上市食用。

美国等国家还批准过哪些基因编辑动物

上市？姜韬指出，目前国外生物技术发达国

家批准的基因编辑动物有几种。2009 年 FDA

批准一种价值在千万美元的基因编辑山羊上

市，但不是作为食用，而是作为生物反应器，

用其乳腺生产一种预防血栓的蛋白质药物，

并跟着乳汁分泌出来，以治疗人类遗传性抗

凝血酶缺乏症。

2014年，FDA批准了一种基因编辑兔子上

市，用其可生产治疗遗传性血管水肿的药物。

“2015 年，由英国剑桥罗斯林研究所研发

的可以在鸡蛋中制造重组蛋白质药物的基因

编辑鸡获得 FDA批准，用于治疗无法降解细胞

中脂肪的人类遗传疾病，同年，生长速度和饲

料回报率明显优于普通大西洋鲑鱼的基因编

辑三文鱼成为第一个获得 FDA 和加拿大相关

部门批准食用的基因编辑动物。”姜韬说。

已有多种基因编辑动物获准上市

自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第一只基因编辑

小鼠降生以来，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很快，基因

编辑的牛、羊、鱼、昆虫等纷纷出现。基因编辑

动物打破了从自然繁殖中获取基因的传统遗

传学方法，成为生物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

转折点。基因编辑技术将为人类提供有特殊

功效的食品和药品。

FDA 也 表 示 ，任 何 机 构 或 研 究 所 在 将

“GalSafe猪”用于新药或人体植入之前，都必须

寻求 FDA的进一步批准。

“GalSafe 猪”虽不是首次被批准上市的基

因编辑动物，但是首次获准将基因编辑动物用

于食用和医疗两种用途。那么，研究基因编辑

动物，食用和医用哪个更重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比较哪个

更重要。目前医用基因修饰动物研究的更多

一些，主要用于生产重组蛋白药物、人类疾病

模型、异种器官供体等。基因修饰后的‘Gal-

Safe 猪’可用于生产对患有α-半乳糖综合征

的人不过敏的猪肉产品，更重要的用途则是生

产不易产生免疫排斥反应的医用产品，比如从

猪身上提取药物、异种移植器官、细胞等产

品。”汤波说。

因不含可检测到的半乳糖，“GalSafe猪”可

能被用作血液稀释剂——肝素等医疗产品的

生产原料。“GalSafe猪”的组织和器官还有可能

解决异种移植患者的免疫排斥问题，因为α-

半乳糖被认为是患者排斥的原因之一。

姜韬指出，基因编辑动物，不管食用还是

医用都有重要价值，而医用更是无法替代的全

新用途。

“因为我们的食用动物现在已经实现集约化

饲养，成本接近天花板，目前的基因改造可提高

饲料回报率、瘦肉率、抗病能力等。而医用，尤其

是把特殊基因编辑猪作为异种器官移植的供体，

是前所未有的全新领域，一旦成功实现，则可望

彻底扭转用于治疗人类器官衰竭导致死亡的器

官短缺现状，拯救大量患者生命。”姜韬说。

医用基因编辑动物无法替代

本报记者 马爱平

GalSafe 是 半 乳 糖 安 全 的 意 思 ，“GalSafe

猪”因身体细胞表面缺乏“α-半乳糖”分子而

得名。

α-半乳糖仅存在于哺乳动物体内，但

不包括人类。日常生活中，部分人食用含有

α- 半 乳 糖 的 肉 类 后 会 引 发 过 敏 。“GalSafe

猪”因不含α-半乳糖，不仅可以为过敏者提

供安全食用的肉类，同时还可以用于为过敏

者生产药物，如不含α-半乳糖的血液稀释

剂——肝素。

为什么只有敲除相关基因才能防过敏，

通过烹调方式不能避免过敏吗？对此，姜韬

解释，有的食物人类食用后引起过敏，表明食

物中有过敏源分子或其部分与人类小肠表皮

去掉相应基因才能真正防过敏

衰老是生命过程的必经阶段，而中枢神经

系统是人体受衰老影响最大的系统之一。目

前，与脑衰老相关的认知功能减退已成为老年

人健康的巨大威胁。研究发现，衰老这一过程

还伴随着机体系统性炎症的增加，但免疫系统

是否在大脑自然衰老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目前尚不清楚。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强课题组利用正常

人脑组织结合新型高通量手段，揭示了免疫与

脑衰老的关系：自然衰老的大脑内聚集的免疫

细胞损伤神经前体细胞，通过免疫干预清除衰

老大脑内的免疫细胞，能够促进神经前体细胞

的存活并改善认知功能。该研究成果于 11 月

底在线发表于《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衰老大脑中沉积大量免疫细胞

研究表明，自然脑部衰老伴随着神经发生

关键区域——齿状回神经前体细胞数量的减

少。在衰老大脑中，70%以上的新生神经前体

细胞无法存活和成长为成熟神经元，并且大脑

认知功能出现进行性减退。

课题组通过比较年轻和年老人脑组织的免

疫印记，发现以自然杀伤（NK）细胞为代表的

免疫细胞随着年龄增长在人脑内逐渐增加。

“这些细胞大多位于脑内齿状回区域，并与神

经前体细胞邻近。”刘强介绍，课题组还结合动

物模型深入探索，观察到在整个生命的过程

中，免疫细胞在大脑中逐渐沉积的过程。

在衰老的过程中，系统性炎症会增强，比如

血液里和炎症有关的免疫因子会增多，免疫细

胞比例会发生改变，但这些研究都只是针对大

脑以外人体其他器官的研究。

过去十年间，国际上对于神经系统疾病中

神经炎症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发现

免疫细胞在脑损伤后可以进入到大脑中。但是

在自然衰老这一特殊环境下，神经炎症是作为

“旁观者”还是“主动参与者”目前仍不清楚，

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衰老过程中，

脑内为何会有大量免疫细胞侵袭？衰老的大

脑作为一个特殊的微环境对免疫细胞有何种影

响？免疫细胞在脑衰老过程中具体发挥了哪些

作用？

衰老大脑让免疫细胞“敌我不分”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课题组全面分析了衰

老大脑内免疫细胞的表型和功能。

结合单细胞测序和蛋白质组技术，课题组

进一步发现，衰老的神经前体细胞高表达包括

白介素 27（IL-27）在内的多种衰老相关表型。

通过基因编码和谱系示踪方法证实，这些免疫

因子可以激活并扩增脑内聚集的免疫细胞。

“处于衰老状态的细胞，会产生特定的细

胞因子，IL-27 就是一种属于衰老相关表型的

细胞因子。”刘强解释，“我们通过发现衰老大

脑修饰免疫细胞的器官特异性因子，也就是衰

老细胞能够产生哪些成分激活免疫系统，了解

免疫系统如何被活化，从而研究如何干预免疫

系统。”

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课题组揭示了大脑衰

老触发免疫监视的机制，以及免疫细胞对衰老相

关的神经发生和认知功能减退的具体影响。

此外，课题组通过 RNA 测序和免疫筛选等

发现的证据表明，衰老导致神经前体细胞表面

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I 类分子（MHC-I）下

调，造成免疫耐受缺失，从而在正常脑衰老过

程中激活免疫监视，导致神经前体细胞被以

NK 细胞为代表的免疫细胞清除。

刘强解释说：“免疫细胞就像保卫人体健康

的士兵，它们通过细胞表面的‘自我识别分子’

来识别敌友。MHC-I 就是神经前体细胞的‘自

我识别分子’，衰老导致其中一些‘标记’变得

模糊或者消失，使免疫细胞自我识别能力下

降，就会‘敌我不分’，清除它们认为异常或者

发生变化的细胞，从而损伤衰老大脑中的神经

前体细胞。”

“这些研究对深入理解炎性衰老，以及改善

神经修复和认知功能，提供了新的预防及干预

策略。”刘强表示，如果通过药物或者抗体的手

段，把脑内的免疫细胞定点清除，有可能改善

神经再生和认知功能，延缓脑衰老。

人脑衰老退化，免疫系统竟是“加速器”
本报记者 陈 曦

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洪昀 谢国斌）靶向有丝分裂是国

际上肿瘤药物开发的热点。如广泛应用于多种肿瘤治疗的紫杉醇，通过

靶向微管蛋白来抑制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从而触发肿瘤细胞凋亡。但

紫杉醇对正常细胞存在着严重的毒副作用。

12月 15日，厦门大学药学院张晓坤教授课题组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发育细胞》上的一项创新成果，有望为靶向有丝分裂的抗肿瘤药物开发

提供新策略。张晓坤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阐明“核受体 RXR”能作为有

丝分裂抗肿瘤药物的新靶点，并根据“核受体 RXR”调控肿瘤细胞有丝分

裂增殖的新型作用机制，筛选获得无明显毒副作用的潜在抗肿瘤药物分

子“XS060”。

从受精卵开始，人类细胞通过有丝分裂不断地进行增殖。有丝分裂

对机体的生长发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失调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

切相关。核受体是一类在细胞核中“工作”的蛋白，但在有丝分裂过程中，

细胞核会短暂消失，这些“员工”到哪里去、行使何功能，迄今还是悬而未

决的难题。张晓坤团队首次揭示了“核受体 RXR”在细胞有丝分裂期，会

借助磷酸化修饰的“外衣”，从细胞核移位到中心体上，发挥了调控细胞有

丝分裂的功能。

研究团队还通过对肝癌等多种肿瘤细胞、动物肝癌组织和临床肝癌

组织大样本的分析发现，磷酸化的“RXR 蛋白”在肿瘤细胞中异常活跃，

表明了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也是个重要的靶点“开关”。

“发现并鉴别肿瘤细胞有别于正常细胞的特征，是当前开发高效低毒

抗肿瘤药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张晓坤指出，针对“核受体 RXR”在肿瘤

细胞中的“工作”特征，张晓坤团队以筛选化合物库的方式，寻找到能够抑

制“RXR 蛋白”磷酸化的小分子化合物——“XS060”。该分子能够显著

地把肝癌等多种肿瘤细胞阻滞在有丝分裂期，最终促使肿瘤细胞发生凋

亡。

而且，“XS060”对培养的正常细胞和小鼠的正常组织没有明显毒副

作用，有望成为出色的抗肿瘤药物分子。

没有明显副作用

新药物可阻止肿瘤有丝分裂增殖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 12 月 15 日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获

悉，该院智能所离子束生物工程与绿色农业中心吴丽芳研究团队阐明了

纳米硒的微生物合成机制，筛选出多种高耐受亚硒酸钠微生物菌株以及

具有当前最高合成效率的微生物菌株。在此基础上，团队研制出新型纳

米硒肥，能够有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分别发表在

《国际分子科学杂志》和《危害性材料学报》等刊物上。

硒在维持机体健康和预防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调查表明，

我国成人平均硒摄入量为 26.63微克/天，仅为推荐日摄入量的一半，缺硒

现象普遍存在。饮食补硒是改善硒摄入不足情况的最有效方式。与无机

硒和有机硒相比，纳米硒生物活性更高、毒性更低，是最安全有效的补硒

方式。

微生物还原法合成的纳米硒性质稳定，且比化学法合成的纳米硒具

有更好的生物活性和保健功能。目前已发现许多微生物可将无机硒还原

为纳米硒，但是，这些微生物对无机硒的耐受性普遍不高，且还原速度慢，

急需筛选对无机硒耐受性更强、转化速率更快的菌株应用于纳米硒生产。

研究人员前期通过选择性培养，分离出多株对亚硒酸钠具有强耐

受性的细菌菌株。这些菌株仅需 36—48 小时即可将亚硒酸钠还原成为

纳米硒。同时，研究团队成功筛选出对亚硒酸钠具有超强耐受性的菌

株——普罗威登斯菌。该菌株具有快速的纳米硒合成能力，仅 24 小时

即可将 95%的亚硒酸钠还原生成纳米硒。

团队还成功研制出新型纳米硒肥，在山东寿光蔬菜基地等地进行了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新型纳米硒肥不仅可以提高作物叶片 SPAD 值、干

物质积累量及产量, 改善可溶性糖、糖酸比、维生素 C 和可溶性蛋白等营

养品质指标，果实内硒含量也达到国家富硒农产品标准。

用这种微生物菌株

新型纳米硒肥能快速合成

新华社讯 （记者陈席元）记者 12 月 27 日从中国药科大学获悉，该校

张灿教授团队研发出一种细胞表面锚定技术，用于增强过继性 T 细胞对

实体肿瘤的治疗效果。相关成果近日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转化医

学》在线发表。

据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药科大学博士后郝玫茜介绍，过继性 T细

胞疗法是把病人体内的 T 细胞提取出来，将其“训练”成专业的“肿瘤杀

手”，再输回到病人体内“杀敌”。

“调节脂质代谢可能是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方法。”论文共同通讯作

者、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科学研究院教授张灿告诉记者，该团队提出的新方

法，就是将一种脂质代谢调节药物“阿伐麦布”与过继性 T细胞联合使用，

来治疗实体瘤。

为此，团队研发出新型 T细胞表面锚定技术，通过模拟跨膜蛋白的特

性，利用疏水作用，将脂质锚定在 T细胞上。

“这种表面锚定不影响膜蛋白的功能，也不干预 T细胞的正常生理功

能。”张灿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可以用于其他种类细胞的表面工程

化改造，具有普适性。”

科研人员发现，“阿伐麦布”通过持续提升细胞膜上的胆固醇水平，促

进 T细胞受体快速聚集，提升 T细胞活力，增强其对实体瘤的治疗效果。

小鼠实验表明，对原位黑色素瘤、黑色素瘤的肺转移瘤及原位胶质母

细胞瘤 3种实体瘤，改造过的 T细胞显示出治疗效果。

脂质代谢药物施援手

T细胞对实体瘤显示出疗效

细胞特殊免疫受体结合，激发了一类急性应

激反应。

“这种过敏性结合物，往往已经经过了胃

肠道各种消化酶及胃液胰液肠液等部分消化

处理，仍然能够保持必要的结构和足够的数

量，这往往也是一般性烹饪无法破坏或彻底

消除的，因此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是完全去掉

相应的基因，就是用基因组编辑的方法，敲除

这个基因，让相应的过敏源完全不会出现。”

姜韬说。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分 子 生 物 学 博 士 汤 波 解

释，α-半乳糖全称为α-1,3-半乳糖，广泛

存在于猪、牛、羊等哺乳动物细胞表面，但是

在 人 类 和 非 人 灵 长 类 动 物 细 胞 上 却 没 有 。

有些人可能会对含有α-半乳糖的牛肉、猪

肉和羊肉等红肉产生轻度或严重的过敏反

应，即α-半乳糖综合征。一般的烹饪方法

并不能让所有α-半乳糖分解，患有α-半乳

糖综合征的人要尽量避免食用红肉或含有

红肉的食品。

“GalSafe 猪”的饲养条件要比传统猪饲养

条件严格很多，除此之外，没有发现“GalSafe

猪”本身的安全问题。FDA 还评估了基因组

改变在“GalSafe 猪”中出现危害人类健康的抗

药性细菌的风险，并得出结论，食用这种猪肉

感 染 致 病 性 细 菌 的 风 险 很 低 ，并 且“GalSafe

猪”在市场流通中的数量少，通过对耐药性细

菌的持续监控，可以减轻相关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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