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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设计构建的拉

曼探针配备纳米金，表面布满

海胆状毛刺结构，并接入了拉

曼报告分子 DTTC（一种近红

外染料）。在近红外激光照射

下该探针产生的拉曼信号灵

敏度高、信号强，最重要的是

纳米金与DTTC颗粒在肿瘤中

的均匀选择性积聚通过拉曼

成像有助于描绘肿瘤边缘。

周民
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教授

3 月 2 日，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世界听力报告》。该报

告显示，听力损失影响全球

超过 15 亿人，其中 4.3 亿人

有中度或以上程度的听力损

失。到 2050 年，预计四分之

一的人有听力问题，近 25 亿

人将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

失，其中至少 7 亿人将需要

康复服务。

相关链接

3 月 3 日是全国爱耳日，今年爱耳日的主题为

“人人享有听力健康”。

病毒感染、先天性结构畸形、药物引发副作

用、老年功能衰退……这些因素导致的听力障碍

甚至是耳聋，将会让人们深陷“无声的痛苦”。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付勇

表示，对于听力障碍的防治，除了日常生活中应当

保持健康的用耳习惯外，相关筛查预防和诊断治

疗技术手段，需要覆盖到更多耳病防治的死角。

近年来，随着助听设备和早筛技术的不断升

级，越来越多的听力障碍人士得以重获新“声”。

3月 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世界听力报告》。

该报告显示，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 15亿人，其中

4.3 亿人有中度或以上程度的听力损失。到 2050

年，预计四分之一的人有听力问题，近 25亿人将患

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其中至少 7亿人将需要康

复服务。近 80%的听力受损者生活在中低收入国

家，大多数听力受损者无法获得干预治疗。

付勇解释，声音传导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

过空气传导，另外一种是通过颅骨传导，在正常情

况下，以空气传导为主。声波经过外耳道传导到

鼓膜，引起鼓膜的振动。鼓膜的振动又会带动鼓

膜内侧三个听小骨组成的听骨链的震动。听骨链

再将声波的机械能量传导到内耳的淋巴液中，引

起内耳耳蜗中的内淋巴液的震动。内淋巴液的震

动就会带动着耳蜗蜗轴上的基底膜的振动，基底

膜的振动将声波振动的机械能量转化为电信号，

经过螺旋神经节的神经，传导到听神经，最终传导

到大脑听觉皮层，形成听觉。这是声音的正常空

气传导途径。而慢性中耳炎造成听力障碍的原因

除了鼓膜穿孔外，多伴有听小骨的破坏和缺失。

对多数存在不同程度听力障碍的慢性中耳炎患

者，可以进行人工听骨植入手术。

听骨植入手术主要针对慢性中耳炎或者其他

传导性听力损失的患者。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

耳内镜微创手术逐渐兴起，凭借其术野清楚、创口

微小、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等优点，为人工听

骨植入手术解锁了新的操作方式。

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主要用于重度或极重度

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这些患者是因为耳蜗毛细

胞功能受损，致使感应神经转换环节出错，而人工

耳蜗不依赖内耳残存的毛细胞，可以直接获取声

音，编码后将其转变为电信号传给螺旋神经元细

胞，通过四级神经元的传递，使大脑皮层产生听

觉。“如今这种编码技术还在不断进步，希望能产

生更准确自然的声音。”付勇介绍。

“在我国，人工耳蜗植入技术已经使数以万计

的双侧重度和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重新获

得听力，恢复交流能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杨蓓蓓表示，人工耳蜗植入

手术新技术使先天性重度和极重度耳聋患儿避免

了因聋而致哑，使他们能同正常听力儿童一样上

学接受教育甚至就业。

“眼睛近视，患者可佩戴眼镜或进行眼部手

术，但没有特效药。同为感觉器官的耳朵也是如

此。听力损失患者经过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改

善不明显时，需要验配助听器来补偿听力。”杨蓓

蓓介绍。

如今，在智能降噪、无线蓝牙传输等技术的加

持下，助听器除了形制更加小巧隐蔽外，佩戴方式

及音质呈现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大优化。

听力损失可通过手术和技术弥补

要实现“人人享有听力健康”，除了要对已知

患者进行准确的诊断治疗外，筛查潜在的听力障

碍患者也必不可少。

据统计，耳聋患者中大约有 60%的人与遗传

因素有关，而且在正常人群中也存在较高的基因

突变致聋的现象。聋病的基因检测是目前最有效

的病因学分析方法之一，能为耳聋的治疗、预防和

预后作出指导。

2002年，原卫生部与中国残联共同颁布了《中

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行动

各种手段筛出潜在听力障碍患者

2020 年 6 月，美国博德研究所刘如谦团队联

合哈佛医学院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的单碱基基因

编辑技术，在小鼠内耳中成功修正了导致耳聋的

一种基因错误，让小鼠恢复部分听力。

这一利用基因组编辑技术修复隐性致病突变

的首个成功例子让研究人员相信，该方法经过完

善后，将有可能帮助提高耳聋患者的听力。事实

上，科学界一直在探索有别于现有听力补偿措施

的治疗手段。

早在 2003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聋病分

子诊断中心就在国内率先进行了全国性聋病分子

流行病学调查。他们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GJB2、

SLC26A4和线粒体基因是导致我国遗传性耳聋最

常见的致病基因，在我国正常人群中的总携带率

达 5%—6%，分别与先天性耳聋、迟发性耳聋和药

物性耳聋的临床发病密切相关。

此外，“通过将干细胞发育诱导成耳蜗的毛细

胞或者螺旋神经元细胞等研究，已在动物试验中

重建出一些突触连接神经，并让动物恢复了部分

听力，但暂未进入人体实验阶段。”付勇说。

他认为，目前开展相关的人体实验还有一定

限制和难度。但随着更多耳聋致病机制的发现和

治疗技术的完善，在与听力障碍和耳聋的较量中，

人类将拥有更多主动权。

新的听力补偿措施研究正在进行

这些技术助听障人士重获新这些技术助听障人士重获新““声声””

对于多数恶性肿瘤，以外科手术为主的综合

治疗是临床诊治的常规方案。然而，结肠癌和卵

巢癌等腹腔肿瘤具有广泛的腹腔播散和转移特

性，容易浸润到周围重要器官或神经结构，难以通

过外科手术进行精准切除。

为此，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周民教授团

队基于纳米金制备，构建了一种具有高灵敏度诊

断功能并兼具光热性能的诊疗一体化纳米探针，

并结合新型拉曼影像技术，实现了腹腔肿瘤的精

准切除和术后清扫。周民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介绍，该研究揭示了拉曼影像技术在生物医学

领域的应用潜力，并为转移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提供了新策略。

拉曼影像技术可弥补肿
瘤成像技术的不足

周民表示，寻找更精准的术中肿瘤成像技术

和成像技术引导下的手术切除成为近年来临床研

究的重点和难点。

目前临床上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和磁共振成像（MRI）等成像技术，可实现对术前

肿瘤位置的确定，然而手术期间组织会发生移位，

肿瘤的术前图像通常与实际位置不一致，而且无

法实现实时观察定位。而拉曼影像技术可以有效

弥补上述成像技术的不足。

然而，一般情况下拉曼光谱的信号非常微弱，

难以开展有效应用。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国外科

学家发现，将待测分子吸附在粗糙的纳米金属材

料表面，可使待测物的拉曼信号增强 10 的 6 至 15

次方倍的光谱现象，由此发展出表面增强拉曼光

谱技术即拉曼探针技术。该技术如今被广泛应用

于食品成分检测、环境污染物检测等领域。

纳米金拉曼探针助毫米
级微小肿瘤精准切除
“本次研究设计构建的拉曼探针配备纳米

金，表面布满海胆状毛刺结构，并接入了拉曼报

告分子 DTTC（一种近红外染料）。在近红外激

光照射下该探针产生的拉曼信号灵敏度高、信号

强，最重要的是纳米金与 DTTC 颗粒在肿瘤中的

均匀选择性积聚通过拉曼成像有助于描绘肿瘤

边缘。”周民告诉记者，利用该技术，单次注射即

可实现术前和术中成像，并能实现肿瘤边缘的精

准确定，相当于为手术的开展绘出了更加精细的

施工图。

纳米金拉曼探针具有特定的指纹图谱和超低

信号干扰等优势，可理解为设有多个接收频道，一

有干扰就换台，保证信号接收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研究团队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该探针具有

较好的生物安全性，而且能够在肿瘤部位滞留足

够长的时间。

“鉴于纳米粒子增强的拉曼信号，它们能够精

确检测出的微小肿瘤残留直径小于 1 毫米。”周民

表示，在这项研究中，拉曼图像引导的手术可以在

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促进大部分肿瘤组织的切除，

总体而言，图像引导和肿瘤切除的匹配效果良好。

联合治疗方案有效抑制
复发提高患者存活率

利用特异性的光热治疗作用根除残余微小肿

瘤灶，是临床上对播散性腹腔肿瘤的主要治疗方

法之一。

“光热疗法是利用激光产生的热量杀灭癌细

胞，已被用于治疗各种癌症和其他疾病，副作用较

小。我们利用‘纳米金拉曼探针技术切除手术+光

热疗法’对小鼠进行治疗，发现小鼠存活率提高了

75％，并显著推迟了肿瘤的复发。两种技术结合

在一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初步结果很鼓舞人，

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予以评估。”周民说。

纳米金拉曼探针：为肿瘤手术绘出精细施工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曦 通讯员赵晖）记者 2月 24日从天津大

学获悉，该校生物信息中心主任高峰教授课题组通过分子动力学

模拟，揭示了 SARS 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与人类受体在不同温度

下结合特性的差异，为药物设计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参考。该项

研究 2 月 22 日在线发表在生物信息学领域顶尖期刊《生物信息学

简报》上。

SARS 病毒和新冠病毒对细胞的成功入侵，主要取决于刺突

蛋白（S蛋白）的受体结合域（RBD）与人类受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之间的相互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科学家针对 RBD 与 ACE2之间的相

互作用已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绝大多数研究都在室温约 27摄氏度

下进行。温度是影响病毒感染性的重要因素，此次高峰教授课题

组揭示了 SARS 病毒和新冠病毒在不同温度下，RBD 和 ACE2 结

合特性的差异。

基于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平衡轨迹，高峰教授课题组发现，在所

选取各温度下新冠病毒 RBD的均方根波动（RMSF）值都比 SARS

病毒低，构象分布更集中，说明新冠病毒RBD结构更为稳定。

此 外 ，研 究 人 员 还 评 估 了 SARS 病 毒 和 新 冠 病 毒 RBD 与

ACE2在不同温度下的结合强度，发现在任意所选取温度下，新冠

病毒 RBD 与 ACE2的结合能力都比 SARS病毒更强。最后他们还

重点分析了导致 SARS病毒和新冠病毒两者 RBD 与 ACE2结合差

异的关键残基，为后续相关药物设计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参考。

研究揭示新冠病毒

与人体结合能力强于SARS

科技日报讯 （王筱骄 记者王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徐华强课题组联合美国匹兹堡大学张诚课题组、浙江大学医

学院与浙江省良渚实验室张岩课题组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

山分校 Bryan L. Roth 课题组等，应用冷冻电镜技术首次解析了

多巴胺受体 D1R 和 D2R 结合激动剂的高分辨率冷冻电镜结构，

这些激动剂包括帕金森病治疗药物阿扑吗啡和溴隐亭。这是科

研人员在国际上首次揭示激活态 D1R 的近原子分辨率结构，以

及 D1R 和 D2R 在不同配体结合上的选择性机制，为以 D1R 和

D2R 为药物靶点的选择性激动剂药物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重要

的结构基础和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合理设计更为有效、安全的抗

神经精神类疾病药物提供了重要的前提。该研究成果已于近日

在线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细胞》上。

此项研究成果对于普通患者而言，最直观的体现将会是治疗

精神类疾病的新型药物种类增加并且毒副作用会更低。在治疗精

神分裂症中，目前作用于 D2R 等靶标的药物可有效地治疗正面症

状，但它们在减轻负面症状和认知缺陷方面效率低下，而 D1R 选

择性激动剂则可以作为精神类疾病患者提高认知的潜在治疗途

径。此研究成果对于促进新型 D1R 选择性激动剂药物开发，用于

改善患者认知如儿童缺陷性多动障碍以及治疗精神分裂症等疾病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未来的相关新药在拓宽这些疑难杂症的用

药空间以及在填补这些老药的治疗症状缺陷和空白上会展现其独

特性和新颖性。

揭示激活态多巴胺受体结构

研发更安全有效的精神类药物

科技日报讯（记者龙跃梅 通讯员黄伟彪）记者 2月 28日从广

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广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获悉，

该院国家卫生健康委男性生殖与遗传重点实验室唐运革/秦卫兵

科研团队联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植物雷公

藤中的内酯酮可作为一种潜在的男性非激素类避孕药。该研究在

非激素类男性避孕药研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研究成果在线

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自然·通讯》。

经过近 10年的研究，研究团队发现口服雷公藤内酯酮可以诱

导雄鼠和雄性食蟹猴精子畸形，使精子失去活力和受精能力，从而

达到避孕效果。测试显示这种方法近乎 100%有效、无明显副作

用，一旦停药，雄性的生育力可以完全恢复，并能育出正常子代。

研究还初步阐释了雷公藤内酯酮的作用靶点和避孕机制，认为其

是一种极具转化应用前景的非激素类男性避孕候选药。

雷公藤作为中药常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肾炎、红斑狼疮

等。然而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人们发现长期服用雷公藤可引起

男性不育，这引起了科研人员的关注，试图从雷公藤提取物中寻找

“抗精子”成分。早在 2009年，科研人员就提出把精子发生的单倍

体期作为研发男性非激素类避孕药靶点的观点。早期的测试主要

集中在雷公藤中含量较高的两种化合物：雷公藤内酯醇和雷公藤

氯内酯醇，但很快研究人员就发现这两种化合物具有严重的肝毒

性和生育不可逆性。2012年，该研究团队发现雷公藤内酯酮在雄

鼠身上具有良好的避孕有效性和可逆性。2015 年为进一步测试

该药在灵长类动物中的有效性、可逆性和安全性，广东省计生医院

联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组成的科研团队，开始了长达 5 年的艰苦

科技攻关。

科研团队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着手开展雷公藤内酯酮临床

试验前期准备，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以期早日研制出安全、有效、

可逆的人类男性非激素类避孕药，更好地造福人类。

雷公藤或成男性

非激素类避孕药来源

计划》，计划通过基因检测、染色体诊断等技术方

式，降低包括遗传性耳聋等出生缺陷并预防包括

药物性耳聋等新生儿残疾。

2009 年 9 月，由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合作研发的九项遗

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试剂盒被批准应用。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320多万新生儿接受了遗传性耳聋基因

筛查，获得了耳聋风险评估和指导。

此外，对先天性听力损失的婴幼儿而言，新生儿

听力筛查、儿童听力筛查以及对儿童听力及言语发育

进行观察，也是早期发现其听力损失的重要手段。

付勇介绍：“先天性听力损失，在我国新生儿

中发病率约占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左右。外耳、

中耳、内耳结构及听神经的损伤，听觉中枢的病变

都可以导致听力损失。”

2004年，原卫生部颁发《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

规范》，又几经更新，使全国各地加快了对青少年

儿童听力筛查工作的普及。

据介绍，目前国内使用的听力筛查仪器，主要借

助耳声发射和自动听性脑干反应进行听力筛查。耳

声发射是声波传入内耳的逆过程，声能发源于耳蜗，

经听骨及鼓室的传播而进入外耳道，可经敏感的传声

器检出，其发生与外毛细胞的正常功能有关。

“传统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可在新生儿出生后

72 小时内，自然睡眠或安静状态下，进行客观、快

速和无创的检查。”付勇说。

很多人认为，只有父母是听障人士才会生育聋

儿。但临床数据显示，90%的聋儿其父母的听力是正

常的。然而100个听力正常的人中，就有6个人存在

耳聋基因缺陷。如果同一类型的耳聋基因缺陷者结

为夫妇，他们生育聋儿的几率就会远远高于普通人。

研究表明，在所有致聋原因中基因缺陷是导

致聋儿出生的主要原因，比例近 60%。在大量迟

发性听力下降患者中，对耳部压力极其敏感的迟

发性耳聋即人们俗称的一巴掌聋以及药物聋，在

传统新生儿听力筛查中不能够被筛查出来。但这

样的患者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会由于外部致聋

环境或使用了类似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等氨基糖

甙类抗生素，而对听力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更

可怕的是，药物性耳聋是母系遗传的，也就是说如

果妈妈携带药物耳聋基因突变，她的孩子无论男

女都会因为使用这类药物致聋。

通过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可以确定一个人

是否携带缺陷基因。婴儿出生后通过遗传性耳聋

基因检测可以对其在最佳的干预期进行干预，也

能让医生避开禁忌药物，降低孩子致聋几率。

查明基因缺陷 减少药物致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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