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甚至机体的慢性炎症，导致衰老。

关于 DNA 损伤修复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DNA 损伤会导致细胞衰老。年轻的细胞有较

强的 DNA 修复机制，无论是碱基对还是整个片

段，都可以很好地进行自我修复。”刘林介绍，但

是一旦损伤太多，比如遭受化疗药物、辐射的伤

害，细胞就无法自我修复。DNA 损伤后，一些

DNA 片段会从细胞核跑到细胞质中，引起细胞

一系列免疫炎症反应。

“即使知道 DNA碱基突变怎么修复，如何将

其用于抗细胞衰老以及理解其中的调控机制等

依旧非常棘手。”刘林认为，基因修复和基因编辑

在进行体外实验时有一些方法，但要将其用于体

内细胞，安全有效性还需大量研究。

此外，近年来通过表观遗传抑制转座子，不

让它在基因组上活化，也是重要的抗衰老研究方

向。人类基因组包含数万种转座子序列——遗

传单位的一种，如果抑制被解除，其会跳跃于基

因组中。长期以来被看作垃圾 DNA的一部分的

转座子，现在被证实可以影响基因表达，包括引

起细胞衰老的基因表达，同时受损的 DNA 片段

也会游离于细胞质中，引发免疫炎症反应，对细

胞衰老产生很大影响。

细胞器溶酶体的调控作用也是目前新的衰

老研究方向。刘林介绍，细胞衰老后，会产生很

多垃圾留在细胞里。细胞不清除这些垃圾，就会

造成细胞的衰老或死亡。要保证细胞的年轻，就

要及时把这些垃圾清除，不让它损伤细胞器和基

因组。

细胞里的溶酶体，可以通过细胞自噬或线

粒体自噬，经由被膜系统把垃圾包裹起来，然

后再消化清除或排到细胞外。“应用这个原理，

已有部分小分子候选药物处于市场开发阶段，

这些小分子能够清除细胞衰老所产生的垃圾，

对于衰老延缓、肿瘤治疗可能都有一定的帮

助。”刘林介绍。

◎孙琳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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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细胞只有十几微米大小别看细胞只有十几微米大小，，在这在这““方寸方寸””之间藏着诸之间藏着诸

多影响衰老的因素多影响衰老的因素。。细胞器里的线粒体细胞器里的线粒体、、内质网内质网、、溶酶体溶酶体

等等，，细胞核里很多调控细胞转录的组蛋白以及细胞核里很多调控细胞转录的组蛋白以及DNADNA的甲基的甲基

化等化等，，都会影响细胞的衰老都会影响细胞的衰老。。

刘林刘林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古往今来，人类探索长生不老的脚步一直未

曾停歇。然而对于扭转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人

类至今依然难以企及。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不

断发展，人体衰老的本质正在逐步被我们发现，

延缓衰老的方法似乎也开始有迹可循。

有些太平洋岩鱼可以活 200多岁，是已知最

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而一些太平洋岩鱼则只能

活 10多岁。近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

章中，研究者比较了生活在太平洋沿岸水域的近

三分之二岩鱼物种的基因组，揭示了使它们寿命

大相径庭的一些基因差异。

我们肉眼可见的衰老从皮肤长皱纹，眼睛变

“花”，每年体检身体的“小毛病”越来越多开始。

而让我们身体产生这一系列变化的秘密就藏在

我们身体里的每个小细胞中。

“细胞衰老是机体衰老的根本原因，衰老一

般从微小的基因层面开始。”南开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刘林教授介绍，别看细胞只有十几微米大

小，在这“方寸”之间藏着诸多影响衰老的因素。

细胞器里的线粒体、内质网、溶酶体等，细胞核里

很多调控细胞转录的组蛋白以及 DNA的甲基化

等，都会影响细胞的衰老。

细胞衰老与染色体端粒密切相关。端粒对

于染色体来说就像“鞋带末端的保护帽”，由于缺

乏端粒酶的作用，具有保护性的端粒会随着细胞

每次 DNA 复制变得越来越短，最终端粒长度缩

短至无法保护 DNA 免遭损伤，继而导致基因组

DNA不断突变或丢失，从而加速人体衰老，并引

起众多疾病，因此端粒又被称为“生命分子时钟”。

参与细胞代谢的主要细胞器线粒体，也是调

控细胞衰老的重要细胞器。“线粒体在进行能量

代谢过程中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分子，参与基因的

调控、转录等正常活动。”刘林介绍，线粒体能量

代谢异常，其在呼吸链上就会产生很多自由基离

子之类的氧化物，如果我们体内的抗氧化还原酶

不能及时清除这些氧化物，它们就会“六亲不

认”，氧化包括线粒体本身在内的很多结构，还会

进入细胞核，影响基因组 DNA。如 DNA和端粒

体都容易被氧化，受到损伤，这也是目前公认的

关于线粒体引起衰老的一个理论。

与此同时，端粒缩短也会影响线粒体。刘林

解释，端粒缩短、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时就会激活一

些分子，影响线粒体的功能，通过分子调控使线粒

体的功能下降。“线粒体的功能越好，氧化物越少，

端粒则越稳定，寿命也就越长，反之则相反。”

线粒体会氧化细胞膜和内膜系统，因此，细

胞器里的内质网也会因细胞衰老发生退行性改

变。帮助线粒体和内质网进行相互交流的一类

重要调控物质是钙离子。线粒体和内质网间有

孔道连接，通常细胞外的钙离子进入细胞内需要

靠细胞膜运输到细胞质，而后流入细胞内质网。

内质网上含有特异的离子调控通道，且和线粒体

靠得很近，所以当内质网排放一部分钙离子到细

胞质去调控细胞代谢，会有部分跑到线粒体中，

调控线粒体功能。如果内质网或线粒体有一个

方面功能出现缺陷，就会导致过多的钙离子被释

放到细胞质内，导致细胞死亡。反之，钙过度流

失导致钙缺乏，也会影响细胞的正常工作。异常

钙释放以及钙缺乏都会导致细胞的衰老。

刘林表示，只有维持一定钙离子水平，保持

细胞的钙震荡，细胞质里游离的钙离子可在细胞

器中有效储存，工作时再释放出来，才能保证细

胞正常工作，这种调控可以有效延缓细胞衰老。

对衰老的理解从细胞开始

人类一直努力从各条路径寻找破译衰老的

密码。近期，科学家们不断在衰老研究领域取得

新进展。

譬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刘光慧团队

找到了“保持细胞年轻态”的分子开关，可以通过

重设衰老的表观遗传时钟，使细胞老化的节奏放

缓。“刘光慧团队找到的新型人类促衰老基因

KAT7 是一个调控表观遗传的基因，当这个开关

开启时，人的细胞就会衰老，而当这个开关关闭

时，人的细胞衰老速度就会减缓，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逆转细胞衰老。”刘林解释，生物体内存在一

些调控衰老的基因，这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的共

识。比如，一些基因的主要功能是监控细胞状

态，及时引发细胞衰老或死亡，从而防止细胞癌

变。而这类基因的表达调控失调会导致身体衰

退的加速。另外在衰老的过程中，封印在我们基

因组中的一些重复序列，甚至是内源病毒元件会

被激活。它们会激发细胞的天然免疫反应，引发

各种路径寻找破译衰老密码

在此次《科学》上发表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从

88 个岩鱼物种中采集了组织样本，并采用测序

技术对它们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该团队发现，

寿命较长的物种拥有更多的免疫调节基因，特别

是一组被称为嗜乳脂蛋白的基因。

研究人员还通过在寿命较长的鱼类中寻找

更常见的 DNA 变异，来揭示哪些因素与人类衰

老相关。最终科研人员发现了 137 个与长寿相

关的基因变异，排除一些与寿命无直接影响的基

因变异后，最终确定与长寿相关的其他变异主要

涉及到 3 种类型基因：修复 DNA 的基因数量增

加；调节胰岛素的多个基因中的变异；调节免疫

系统的基因的富集。

“这项研究再次证实，炎症是一切的根源。

免疫系统参与调节炎症，而炎症的增加与人类衰

老有关。”刘林解释，肿瘤一开始也是源于炎症，

衰老也是源于炎症，炎症发生的主因可能是线粒

体功能出现问题，可能是细胞器内的垃圾没有清

除，或者是内源、外源病毒造成的，端粒体缩短、

损伤的端粒也会诱发炎症反应。

这项研究结果与之前延缓衰老的研究方向

一致，如 DNA的修复，调节免疫力等。通过这项

研究，可以把一些基因作为与年龄相关损伤的治

疗靶点。

正如这项研究的研究者所说：“我们有机会

观察大自然，看看自然适应是如何影响寿命的，

然后思考同样的基因如何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中

发挥作用。”

新研究证实炎症与人类衰老有关

““一不小心一不小心””活到活到200200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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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至春夏，地中海里一些青春期的虾们就会

做出虾生的重要决定：变为女儿身，助力种群的

繁衍大业。而谁也没想到，气候变暖改变了“水

质”，变性过程将受到阻碍，雌性会越来越少，小

虾的王国也可能面临危机。

吃下“小药丸”让雄虾变雌

在地中海海域，居住着故事的主人公——藻

虾属的 Hippolyte inermis，俗称海草虾。这种小

虾总体来说不甚起眼。然而，科学家逐渐发现，

这些小家伙着实有些古怪之处。

在正常条件下，海草虾会自然发育为雄性，

但也可以从雄性转变为雌性。“变性”的现象在海

洋中不算稀奇，海洋中的性别转变，不管是雄性

转变为雌性还是雌性转变为雄性，都不失为一种

保持生殖优势的策略。

一般来说，序列性雌雄同体（指在生命历程

中会改变性别）的动物在性别发生转变的阶段，

通常具有双性性腺——拥有转变的基础才能响

应激素的调控，改变性别。但令人迷惑的是，海

草虾的成年雄性个体内没有卵精巢（具有卵巢和

精巢性腺细胞的双性性腺），它们的雄性性腺也

不会受到卵巢分泌的荷尔蒙影响，更没有雌性性

腺芽。

为了解开海草虾性别转变的秘密，科学家耗

费了很长时间追踪海草虾群，发现海草虾的雌性

中有来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虾生轨迹”的个

体。代号阿尔法的雌性个头较大，由性成熟的雄

性个体转变而来，另一类代号贝塔的雌性海草虾

个头比较小，在性成熟时就是雌性，从未经历过

性别转变。两种雌性的生长速度和性成熟时间

也不同，阿尔法雌性是雄性在冬季转变过来的，

而贝塔雌性到了夏季才性成熟。这样分明的季

节与性别的关联让科学家意识到，很可能是季节

变化相关的环境因素影响了雌性的发育过程。

研究者分析海草虾的肠道内容物后发现，雄

性和阿尔法雌性的饮食结构，与贝塔雌性有明显

差异。雄性和阿尔法雌性以微藻、大型藻类、苔藓

植物和有孔虫为生，而贝塔雌性主要以硅藻为食，

这当然与它们性成熟时所处的季节有关。而贝塔

雌性饮食结构中主流的盾卵形藻小型变种在夏天

爆发，跟贝塔雌性出现的时间点非常契合。科学

家猜想，这种硅藻可能与仔虾的“虾生选择”有

关。经实验室和野外研究，科学家确认，这种硅藻

中的某种代谢产物可以促进仔虾雄性性腺快速凋

亡，随后一类数量较少的未分化细胞就会快速分

化成雌性性腺，这只虾就变为了雌性。

春季出生的仔虾在未经世事的时候做出选

择成为贝塔雌性，不仅改变了个体的一生，对种

群也非常重要。贝塔雌性虽然不如阿尔法雌性

的个头大，但科学家发现，虾群在每年春季和秋

季分别有一小一大两次生育高峰，其中，贝塔雌

性在九月交配产卵，是秋天生育高峰的主力军，

它们的出现维持了种群中合适的雌雄比例，对种

群繁衍至关重要。

至此，海草虾的性别发育模式总算有了一些

清晰的逻辑。科学家推测，海草虾很可能采取了

一种幼虫多型的策略，即后代中包括不同发育模

式的幼虫。在夏天发育的幼虾借助周围丰沛的

硅藻“义无反顾”地成为贝塔雌性，并在秋季大量

产卵。而出生于秋冬的幼虾没有环境的影响，会

“循规蹈矩”地成为雄性，长大成年之后再“考虑”

变成阿尔法雌性的事情。科学家认为，海草虾费

尽周折，既是受到食物来源季节性变化的影响，

也是为了抵抗周围其他十足目动物和鱼类带来

的生存压力，是自然界又一审时度势、努力生存

的好榜样。

海洋酸化让硅藻失效

研究海草虾几十年的科学家已经开始担心

这个物种的安危。随着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海洋

环境逐渐酸化，对大量生物都带来了影响，海草

虾群的“变性大师”盾卵形藻也不例外。科学家

从海水中提取了这种硅藻，并在实验室中培养它

们。他们发现，当水体的 pH 值从 8.2 降到 7.7

后，盾卵形藻掌握的“变性术”似乎失去了作用。

研究者收集了 pH8.2 和 pH7.7 水体中生长

的硅藻，喂给海草虾幼虾。用 pH8.2条件下生长

的硅藻喂养 25 天后，海草虾的雌性比例能达到

63.4±2.8%，而用 pH7.7 条件下生长的硅藻喂养

却只得到 36.3±5.9%的雌性，这几乎与不吃硅藻

的阴性对照组雌性占比（31.7±5.6%）相差无

几。也就是说，pH7.7 条件下培养的硅藻无法再

给予海草虾变性的能力。可能是硅藻改变了自

身的代谢反应，诱导雄性性腺凋亡的神秘物质也

发生了变化。联想到自然环境中的情况，贝塔雌

性可能因此大幅减少，海草虾不知耗时多久摸索

出的“变性”之法就将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

（据《环球科学》）

气候变暖影响下，这种动物或将面临“性别失调”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孟姝轶）科技日报记者 12 月 27 日

从东北林业大学获悉，该校姜广顺教授团队 12 月 21 日在国际期刊《动物

保护》在线发表成果。该成果表明虽然我国野生东北虎种群迅速增长，但

其并未摆脱小种群近交威胁的困境。

野生动物的近亲繁殖会导致后代出现较低的生存适应能力，影响种

群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此，小种群近交威胁一直是濒危动物保护研

究的热点问题。

姜广顺介绍，20 世纪末我国野生东北虎仅存十余只，随着天然林保

护工程、自然保护地建立等保护措施的持续推进，近 5年监测到我国野生

东北虎种群中有 20只以上的野生东北虎幼崽，其中老爷岭区域中存在的

繁殖种群年平均增长率已达 1.51。

然而，研究发现，我国野生东北虎种群的迅速增长并未使其摆脱小种

群近交威胁。为探索东北虎小种群发展的限制因素，姜广顺团队一直探

索我国野生东北虎种群是否存在近亲繁殖，以及近交是否对东北虎免疫

基因多态性、寄生虫载荷量以及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等，评

估近亲繁殖对东北虎种群健康的影响。

该研究历时 5 年，共采集到野生东北虎粪便遗传样本 150 份，运用多

种分子遗传标记和测序技术研究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种群的近交水平、

MHC 多态性、寄生虫感染和肠道微生物结构和功能，同时探究了近交对

这些性状的定量化影响。

研究发现，我国野生东北虎种群现已呈现中等近交水平，个体近亲繁

殖水平与感染猫弓首蛔虫载荷量呈显著的正相关，近亲繁殖导致宿主体

内致病菌种类和数量增加。

我国东北虎种群增长迅速

但近交风险不容忽视

据新华社讯（记者张建松）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功揭示了

高等植物第四种 RNA 聚合酶的奥秘。12 月 24 日，国际权威期刊《科学》

杂志刊登了相关研究论文。

在植物细胞中，RNA 聚合酶的作用是将基因组 DNA 携带的遗传信

息，转录到 RNA 分子上。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高等植物共形成了五种

RNA 聚合酶。其中，有三种 RNA 聚合酶的三维结构和工作机制已陆续

得到解析，都可以凭一己之力单独完成“转录”任务。

以往的研究发现，高等植物的第四种 RNA聚合酶必须得到一位名叫

“RDR2”的蛋白质机器“小伙伴”的支持，才能完成“转录”任务。RNA 聚

合酶 IV 与“小伙伴”RDR2之间内部构造如何、如何协同工作？科学家一

直不清楚。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张余、王佳伟两个研究团队

和浙江大学冯钰团队合作，创新性地开发了基于植物悬浮细胞的蛋白分

离纯化方法，成功解析了 RNA 聚合酶 IV 与“小伙伴”RDR2 蛋白复合物

的三维结构，并提出了二者以双链 DNA为模板、合成双链 RNA的独特分

子机制。

研究发现，RNA聚合酶IV与“小伙伴”RDR2的合作非常聪明，双方有

一条内部的“秘密通道”。RNA聚合酶IV以双链DNA为模板，合成出单链

RNA，通过内部的“秘密通道”传送给“小伙伴”RDR2；“小伙伴”RDR2则

直接以单链RNA为模板，合成双链RNA。“两人”携手合作，就可以连续高

效地合成双链RNA，从而帮助植物细胞顺利完成下一步工作。

业内专家认为，这一最新研究成功解析了高等植物的第四个 RNA聚

合酶结构，揭示了双 RNA 聚合酶复合物的独特构造和协同工作机制，提

出了转录蛋白质机器的新型工作模式，是分子生物学和植物科学基础前

沿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高等植物第四种RNA聚合酶

可与“伙伴”高效合成双链RNA

科技日报讯（记者颉满斌）近日，兰州大学泛第三极环境中心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团队的刘鹏飞教授与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承磊研究员

团队、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李猛教授团队、德国马普海洋微生物研究所甘

特·韦格纳（Gunter Wegener）教授团队深度合作，首次证实了古菌 Ca.

Methanoliparia具有独立降解烷烃产甲烷的能力。

石油是一种重要的能源物质和工业生产原料，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

开采，出现了大量的“老旧”油井，常规的开采手段已经无法有效高效进行

原油开采。

1999年，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证实在无氧的条件下，原油

中的细菌和古菌合作，可以将复杂的石油化合物（主要是烷烃类化合物）转

化为甲烷。基于这一发现及后续研究，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基于厌氧微生物

的，廉价、清洁的微生物开采技术——“原油生物气化”技术，希望通过微生

物的作用，将深部油藏中难以开采的石油转化为天然气，实现残余原油的

再次开采。然而既往的研究表明，降解石油产甲烷的过程由细菌和古菌通

过合作的方式完成，耗时久且体系不稳定，难以实现工程化运用。

伴随微生物生态学技术的发展，微生物学家已经能够在不分离微生

物的情况下，获得微生物的基因组，解析其可能驱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过程。2019 年，德国马普海洋微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一种新的古

细菌 Ca.Methanoliparia 可能具有独立降解长链烷基烃产甲烷的能力，但

相关研究仅停留在假设阶段。

此次中外研究团队的合作研究，通过生理培养实验结合宏基因组学、

宏转录组学和代谢组学，证实了该古菌可以独立降解长链烷基烃产甲烷，

并提出第五种古菌甲烷产生代谢途径，即长链烷烃代谢产甲烷。

研究还揭示了产甲烷古菌在地球深部厌氧碳循环中的重要性存在被

低估的可能性。与传统的基于细菌和古菌合作的石油烃降解产甲烷系统

相比，以单一古菌为主的石油烃降解体系石油烃降解速率更快，转化周期

远小于已有报道，该研究为实现原油生物产甲烷提供了科学基础。不仅

如此，该研究也为其他极端厌氧环境的碳循环过程研究带来了新启示。

降解石油产甲烷

古菌拯救“老”油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