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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DNA分子纳米机器人模型以短的单链DNA为骨

架，长度通常为100个左右的核苷酸，通过自身折叠形成纳

米尺度的结构。在试管液体环境下，智能DNA分子纳米机器

人会自动识别目标生物分子，然后迅速集结展开“围攻”，实

现对目标生物分子的捕获和信号放大，有助于研究人员对其

快速追踪。

◎本报记者 陈 曦 实习生 严 晨

研究发现，骨髓输出的髓

系细胞如单核/巨噬细胞等具

有抗原递呈功能，可在骨髓等

器官加速自身反应性 T细胞克

隆扩增，从而加重 T 细胞自身

免疫造成的神经损伤。此外，

骨髓输出的髓系细胞也可入侵

中枢神经系统，加重神经炎性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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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陈曼姣 记者江耘）6月 26日，科技日报记者从

浙江工业大学获悉，该校长三角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溶酶体新药研发

团队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徐浩新教授团队合作，找到了溶酶体维持酸性环

境的氢离子通道 TMEM175，并揭示其与帕金森病的潜在关联，从而发现

帕金森病关键致病机理。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细胞》杂志上。

溶酶体是细胞的“垃圾处理中心”，其特殊的酸性环境以及包含的多

种酸性水解酶能将受损细胞器等“垃圾”降解和再利用。此前，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揭示，某些与溶酶体功能密切相关的基因的突变与帕金森病的

风险高度相关，其中约 20%的帕金森病患者有 TMEM175基因的突变。

“不妨将溶酶体理解成胃，其酸性环境失衡，影响正常功能，就会引发

消化不良甚至致病。细胞生物学家曾发现，为了维持 pH4.6的酸性环境，

溶酶体膜上的氢离子泵 V-ATPase 可以消耗能量为代价，持续从细胞质

向溶酶体泵入氢离子。”论文第一作者胡美钦博士解释道，这好比水库保

持水位，有进水泵，还得配泄洪闸。溶酶体膜上也应该有相应的离子通道

来介导氢离子流出，用来维持稳定的酸性环境。

联合团队展开深入合作，利用溶酶体膜片钳技术，通过表达筛选的方

法，发现 TMEM175就是溶酶体的“泄洪闸”，且只会在溶酶体腔内酸性环

境下被激活。当 TMEM175出现突变，会造成溶酶体酸性过高、溶酶体功

能减弱等后果，导致细胞代谢产物在溶酶体过度累积、致使细胞损伤，进

而诱发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一结论也在团队搭建的帕金森病

神经细胞模型和小鼠模型上得到验证。

联合团队介绍，研发基于调控 TMEM175的靶向药物，未来有望用于

预防、治疗帕金森病这类和溶酶体代谢、降解密切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以及溶酶体贮积疾病。

细胞内酸性环境失衡

或诱发帕金森病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王怡）近日，《自然》杂志旗下的《信号转导与

靶向治疗》杂志在线发表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北京

市生物医学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及首都医科大学双聘教授李晓光团队在

陈旧性脊髓损伤修复领域取得的新突破。

脊髓损伤会导致损伤平面以下自主运动功能和感觉功能的永久性

缺失，如何实现有效的脊髓损伤治疗及修复仍然是神经科学领域最艰

巨的挑战之一。李晓光教授团队采用天然生物材料壳聚糖复合神经营

养因子 NT-3 构建了一种新型生物活性材料，于 2015 年至 2018 年间在

《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系列啮齿类及灵长类动物急性脊髓损伤

修复的研究，证明了该材料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然而，临床上大多

数脊髓损伤患者均为陈旧性脊髓损伤，在损伤区由髓鞘及细胞碎片、

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小神经胶质细胞、成纤维细胞以及细胞

外基质组成的瘢痕会形成物理与化学屏障，阻碍受损轴突的再生。以

上急性脊髓损伤修复研究所建立的方法及得到的结论能否应用于陈旧

性脊髓损伤修复尚未可知。

为了有效修复陈旧性脊髓损伤，研究团队采用无创的弥散张量成像

方法来监测陈旧性脊髓损伤大鼠病变区域的时空变化，随后，通过影像学

结果指导病变区囊性组织的吸除和实体疤痕组织的修剪以清除病变核

心，并在此基础上植入了刚性管状生物活性材料支架或注入凝胶状生物

活性材料。

通过影像学、病理学、行为学和电生理学分析，科研团队观察到被修

剪疤痕的动物产生与之前急性脊髓损伤修复类似的效果，两种不同剂型

的生物活性材料均可以诱导皮质脊髓束（CST）的轴突生长、稳定的神经

功能恢复等。相反，在不修剪疤痕的情况下，仅吸除囊性组织后注射生物

活性材料，却无法产生有效的神经再生。

该研究结果证明了疤痕修剪在陈旧性脊髓损伤治疗中的重要性，证

实了该团队开发的生物活性材料对陈旧性脊髓损伤后组织再生的促进作

用，为后续该材料在脊髓损伤亚急性和慢性患者中开展临床试验奠定了

基础。

使用新型生物活性材料

陈旧性脊髓损伤有望被修复

科技日报讯（记者金凤）近日，国际权威医学期刊《传染病杂志》发表

了关于抗艾滋病病毒（HIV）长效融合抑制剂艾可宁三期临床试验最终结

果的论文。研究显示，将艾可宁联合克力芝的两药简化方案用于治疗初

治失败的 HIV 感染者，可让患者获得快速持久的病毒抑制，用药 48 周后

疗效不劣于标准的三药联合方案。

“HIV 通过其包膜蛋白 gp41 与人体细胞膜融合，将其遗传物质注入

人体细胞，进而复制产生新的病毒。而艾可宁就是抢在 gp41与人体细胞

膜融合之前与 gp41结合，从而阻断 HIV 感染人体细胞。艾可宁进入人体

后与白蛋白相结合，可以延长其代谢半衰期，起到每周给药 1次的长效抗

病毒作用。”论文共同作者之一、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前沿生物）高级医学总监姚成解释。

姚成介绍，科研团队为 418 位经一线药物治疗后抗 HIV 失败的患者

施以艾可宁和克力芝；联合用药 4周后，41%的患者血浆中检测不到 HIV，

即血浆病毒载量每毫升小于 50拷贝；83%的患者获得有效治疗，即血浆病

毒载量每毫升小于 400 拷贝，血浆病毒载量相对于治疗前每毫升拷贝数

降低了 1.96log10，相当于体内约 99%的 HIV被抑制住了。而持久的病毒抑

制则体现在治疗 48 周后，75.7%的患者血浆中检测不到 HIV，88.1%的患

者获得了有效治疗。

使用长效药物治疗 HIV 感染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长效药物能在

多大程度上抑制 HIV？此次研究提供了部分参照。研究中，患者按照

1∶1 随机分配，分别接受艾可宁与克力芝联合治疗和 2 个优化的核苷类

抗病毒药物与克力芝的联合治疗。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艾可宁组和核

苷类抗病毒药物组 HIV 载量成功抑制到每毫升小于 50 拷贝的受试者

比例分别为 75.7%和 77.3%，满足非劣效的预设标准。艾可宁组和核苷

类抗病毒药物组病毒载量每毫升小于 400 拷贝的受试者比例分别为

88.1%和 85.4%。姚成说，这些指标均说明艾可宁组的疗效不劣于标准

二线的三药联合方案。

三期临床试验显示

长效药物能持久抑制艾滋病病毒

多发性硬化是一种 T 细胞主导的中枢神

经系统自身免疫疾病。骨髓作为成人主要的

造血器官，也是中枢免疫器官。骨髓造血干细

胞和祖细胞可产生各种免疫细胞，对启动和维

持机体免疫应答具有核心作用。然而迄今为

止人们还不知道，骨髓在自身免疫反应的起源

与演变中具有哪些作用，对多发性硬化进展又

有什么影响？

近日，天津医科大学刘强教授团队和合作

单位在《细胞》上在线发表了关于骨髓造血驱

动多发性硬化进展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发现多

发性硬化患者骨髓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异常

增生，并伴有 T 细胞克隆扩增。

多发性硬化免疫机制尚不清楚

据介绍，大多数多发性硬化患者在 20 岁至

40 岁首次发病。该病是全球引起青壮年残疾

的最重要病因之一，具有终身性、进行性和致

残性的临床特点。

T 细胞主导的自身免疫反应会攻击髓鞘，

累及视神经、脊髓、脑干、脑室周围白质等部

位，导致视力异常、肢体运动障碍和共济失调

等临床症状。虽然目前知道多发性硬化的核

心机制源于 T 细胞失去自身免疫耐受，但当前

并没有治愈多发性硬化的疗法，控制疾病进展

的药物疗效也非常有限。

“这些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源自当前对多

发 性 硬 化 这 一 疾 病 的 免 疫 机 制 仍 不 完 全 清

楚。”刘强说，特别是对多发性硬化患者自身反

应性 T 细胞的研究既往仍局限于血液和脑脊

液，针对决定 T 细胞自身免疫发生启动和演变

的部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多发性硬化疾病

进程的影响，当前仍认识不足。

“骨髓作为中枢免疫器官，主要产生髓系

细胞和其他各种免疫细胞，也是机体免疫应答

的核心场所。”刘强介绍，骨髓内富含其特有的

多种环境因子，这些因子由髓内包括基质细胞

在内的多种细胞产生，其中包括 CXCL12 等因

子。这些因子作用于自身反应性 T 细胞所表

达的趋化因子受体，从而吸引外周其他部位的

自身反应性 T 细胞来到骨髓。

然而当前并不知道骨髓和骨髓内的髓系

细胞在 T 细胞自身免疫活化中的作用，以及是

否影响多发性硬化的进展。

为多发性硬化治疗提供新途径

通过使用单细胞测序、谱系分析和流式细

胞术，该团队发现多发性硬化患者骨髓造血系

统上游的造血干细胞发生活化，进而向髓系偏

倚，造成下游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明显增

加。为了评估髓系增生对自身反应性 T 细胞

的作用，该团队使用 TCR 测序发现，多发性硬

化患者骨髓内的 T 细胞克隆数量和多样性明

显增加。

为了明确骨髓新生的髓系细胞输出和分

布的特征，该团队使用谱系示踪技术追踪了多

发性硬化小鼠模型骨髓造血干细胞分化产生

的髓系细胞的命运。结果显示，多发性硬化小

鼠骨髓新生的髓系细胞可分布在骨髓、外周

血、中枢神经系统等。“我们注意到多发性硬化

小鼠中枢神经系统内的来自骨髓新生的髓系

细胞数量明显增加，表明多发性硬化小鼠骨髓

可输出髓系细胞到中枢神经系统。”刘强说。

该团队研究发现，骨髓输出的髓系细胞如

单核/巨噬细胞等具有抗原递呈功能，可在骨

髓等器官加速自身反应性 T 细胞克隆扩增，从

而加重 T 细胞自身免疫造成的神经损伤。此

外，骨髓输出的髓系细胞也可入侵中枢神经系

统，加重神经炎性损伤。

“既往对于多发性硬化机制的理解局限于

淋巴结等外周免疫器官产生的自身免疫 T 细

胞，而长期忽视了骨髓这一中枢免疫器官在多

发性硬化发病中的潜在作用。”刘强表示，该团

队的这项研究，揭示了多发性硬化活动期患者

骨髓造血功能的异常表现，及其对神经病变的

驱动作用，开拓了“骨髓免疫与多发性硬化等

神经免疫疾病”这一领域。

部分研究结果提示，靶向骨髓异常髓系增

生具有延缓多发性硬化等神经免疫疾病进展

的潜力，为今后对多发性硬化等神经免疫疾病

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

刘强表示，目前该团队已开展了“靶向骨

髓免疫，减轻神经炎症”的临床研究。此外，该

团队也发现了多发性硬化等神经免疫疾病中

造成骨髓异常造血的一些细胞和分子靶标。

“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研发新的细胞治疗或

药物治疗手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后续临

床和转化研究，希望今后的工作能为神经免疫

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方法，最终能使更多患

者获益。”刘强表示。

使青壮年致残的顽疾与骨髓造血系统异常有关

我们所熟知的机器人都是“钢铁战士”，帮助

人类完成高危、高难度的工作。如今，生命的遗

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为纳米机器人

缔造了“血肉之躯”，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杨良

保研究员课题组与安徽大学等机构合作，构建出

了可非线性云集“围攻”生物靶标分子的智能

DNA分子纳米机器人模型。有关论文发表于纳

米材料领域顶级期刊《纳米视野》。

早在 20 世纪中期，国外学者就提出了分子

机器的设想，预测未来只要把纳米机器人放进人

体的血液中，它们就能自动抵达病灶，进行手术，

治疗疾病。然而，构筑这样的机器人并不容易。

超分子化学领域经历 50 多年的发展，已经可以

制备出颇为精巧的“分子马达”“分子算盘”“分子

汽车”等人工分子机器。尽管如此，这些人工分

子机器无论是其功能性还是多样性，都难以匹敌

自然界的分子机器，如蛋白质等。

作为遗传物质的DNA，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

精准组装能力。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提出利

用 DNA分子构建各种具有纳米尺度形状和结构

的聚集体的想法，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

的DNA纳米技术领域。“这种技术将DNA分子的

组装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结合核酸适配体、核

酶、各种刺激响应 DNA基元以及 DNA链交换反

应，人们甚至可以让 DNA纳米结构‘动’起来，并

在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下，实现计算、行走、搬运、整

理等多种功能。”论文第一作者、安徽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师李绍飞表示。

李绍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DNA 纳米机器

人将纳米尺度的 DNA 作为结构基础。合理设

计 DNA 分 子 ，可 以 构 筑 成 具 有 步 移、结 构 开

合、靶标捕获等动态功能的 DNA 纳米机器人，

可应用于分析化学、医学诊断和疾病治疗等多

个领域。

李绍飞说，DNA纳米机器人体积小、特别适

用于狭窄的人体循环系统的药物靶向递送。“让

DNA纳米机器人靶向递送药物，到达指定地点，

定向治疗炎症或清除肿瘤，同时减少在正常组织

或细胞的分布，是医学纳米技术的终极目标之

一。”李绍飞说。

用DNA分子造个机器人

“DNA 是由 4 种核苷酸为基本单位连接而

成的生物分子序列，特定的核苷酸之间可以相互

配对结合。”李绍飞介绍，核苷酸的自身作用力和

序列的可编程性，以及快速发展的 DNA 合成和

修饰技术，为 DNA 纳米机器人行使药物靶向递

送功能奠定了基础。

“将识别和结合肿瘤细胞的分子，包括核酸

适配体、肽、抗体和生物小分子等，通过化学方法

与 DNA连接，就宛如为 DNA纳米机器人装载了

‘定向导航系统’，可发挥机器人的靶向功能。”李

绍飞说，同样，将抗肿瘤药物，包括功能核酸、化

疗药物、蛋白质、多肽和纳米颗粒等与 DNA 结

合，可发挥 DNA 纳米机器人的药物负载和递送

功能。

李绍飞介绍，在传统的药物递送系统里，药

物经血液循环，被动到达有效部位的效率非常

低。大剂量的使用药物，将在全身产生严重的毒

副作用。而 DNA 纳米机器人，通过与环境作用

自我驱动，可将药物有选择地运送到靶向部位，

提高靶向部位的药物浓度。

“由于 DNA序列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相

对的化学稳定性，因此 DNA 纳米机器人也具有

这些特点，且还具有药物包裹和药效保护、提高

肿瘤细胞对药物的摄取效率等多种独特功能。”

李绍飞说。

“在试管液体环境下，智能 DNA 分子纳米

机器人会自动识别目标生物分子，然后迅速集

结展开‘围攻’，实现对目标生物分子的捕获和

信号放大，有助于研究人员对其快速追踪。”李

绍飞说，这就像一只蜜蜂盯上了目标物，然后

不仅能精准送药还能“杀敌”
早在 195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

费曼就提出了纳米机器人的设想，这是药物靶向

递送纳米机器人概念的起源。20 世纪 90 年代，

纳米技术的兴起，不断推动纳米机器人的发展。

2017 年，美国科研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文，介

绍了一款具有分拣功能的 DNA 纳米机器人，它

可以抓住某些分子，并且将它们释放到指定的位

置上，这是 DNA 机器人的重要一步。2018 年，

我国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设计出一种 DNA纳米折

纸机器人，可携带药物准确寻找到癌细胞的藏身

之处。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 DNA纳米机器人

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李绍飞认为，虽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

和发展，DNA 纳米机器人作为新型药物靶向递

送系统，不断取得突破。然而，为了满足生物医

学应用的实际需求, 纳米机器人在生物安全性、

体内跟踪导航、递送效率、可持续地精确操控以

及其他方面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李绍飞表示，他们研究团队成员分别将肿瘤

细胞小分子和外泌体等作为靶标，成功对靶标实

现了追踪，初步验证了智能 DNA 分子纳米机器

人模型的应用性能。

尽管目前已经创新了方法原理，并且建立了

模型，但李绍飞坦言：“考虑到 DNA 分子运动的

复杂性和表征手段的局限性，以及生物样品的多

样性，对模型的应用性能探索空间还很大。”李绍

飞表示，下一步，团队将重点优化智能 DNA分子

纳米机器人模型云集组装效率，并进一步整合优

良的信号读出技术，挖掘其在 DNA纳米技术、生

化分析和生物医学中的应用潜能。

“特别是针对当前流行传染性疾病，团队正

着手探索利用智能 DNA分子纳米机器人模型进

行超灵敏诊断的可行性。”李绍飞表示，随着计算

机科学、材料学、机器人学和医学等学科的发展

和学科交叉的融合进步，智能 DNA 纳米机器人

在药物靶向递送中必然拥有广阔的前景和发展

空间。

补齐短板方可迎来广阔前景

可对生物靶标群起而攻之可对生物靶标群起而攻之
智能智能DNADNA分子纳米机器人模型来了分子纳米机器人模型来了

召唤其他蜜蜂不断围攻，形成容易被发现的聚

集群一样。

李绍飞介绍，智能 DNA 分子纳米机器人模

型以短的单链 DNA 为骨架，长度通常为 100 个

左右的核苷酸，通过自身折叠形成纳米尺度的结

构，其形状类似于一个发夹。

智能 DNA分子纳米机器人模型由多功能机

械臂和备选附件（药物、信号标签、靶标钳夹等）、

靶标验证器、智能云集路径控制器和自组装马达

等部件组成。每个部件都有各自的“使命”。例

如，多功能机械臂可以从混合物中抓取目标分

子，然后由靶标验证器检验抓取目标的正确性。

在抓取和识别到正确的目标分子后，机器人开始

在路径控制器的引导下，按照非线性的路径方式

云集，并依赖自组装马达驱动机器人完成云集组

装，最终形成大的组装体。当这些部件完成各自

“使命”时，目标分子充分“暴露”，只能乖乖“束手

就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