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8日电 （记者

张梦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墨尔本大

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混合”

水凝胶，使临床医生能够安全地将干细

胞输送到小鼠脑损伤部位。研究成果

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通讯》上，其将

有利于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及多身体

部位的干细胞治疗。

在发生中风等损伤后，大脑中会有

一个死区，需要临时血液供应来支持细

胞，直到血液系统修复。新型水凝胶可

将物质输送到体内，并促进新细胞有效

生长，其不但可提供干细胞和氧气，还

能在注射过程中保持干细胞存活。此

突破性研究解决了干细胞科研人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面临的一个主要挑

战，即保持干细胞存活足够长的时间，

使它们在插入身体受损部位时，可以创

建新组织所需的细胞。

在这一历时5年的研究中，科学家发

现一种基于肌红蛋白的合成蛋白质——在

抹香鲸和马的心肌中高浓度存在的天然蛋

白，其添加到水凝胶中能提供持续的氧气

释放，确保干细胞在递送过程中存活，进一

步发育成脑组织修复所需的细胞。

鲸鱼和其它深潜动物被认为在肌

肉组织中进化出了高浓度肌红蛋白，因

此它们能在潜水时缓慢吸收尽可能多

的氧气；同样，马也被认为有同等进化，

因此它们才可进行远距离驰骋。

最新研究在受伤的小鼠脑组织中展

开，团队证实，结合了肌红蛋白和干细胞

的水凝胶，修复了受伤的脑组织。与不含

肌红蛋白的水凝胶相比，健康大脑功能所

需的新干细胞，存活和生长都显著增强。

该研究提高了未来在人体治疗中

生长新组织的可能性，这也是水凝胶中

实现氧气输送和干细胞移植长期存活

的第一个证据。

水凝胶干细胞疗法可修复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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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工智能（AI）创造的记录令人

印象深刻，但它的学习能力与人脑相比

依然相形见绌。现在，科学家们揭示了

一条革命性道路：类器官智能，即以实验

室培养的大脑类器官充当生物硬件。

AI 长期以来都受人脑的启发，这

种方法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让 AI 拥

有了从医疗诊断到诗歌创作的多方面

成就。但毫无疑问，原始模型——人脑

目前在许多方面仍然优于机器，那如果

不是试图让 AI 更像大脑，而是直接从

源头入手呢？

多领域科学家正在努力创造新一

代生物计算机，他们试图以脑细胞的三

维培养物（大脑类器官）作为生物硬件，

并在《科学前沿》杂志上描述了实现这

一愿景的路线图。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托马

斯·哈通教授说：“我们称这个新的跨学

科领域为‘类器官智能’（OI）。一群顶

尖科学家正聚集在一起开发这项技术，

其将开启一个快速、强大和高效的生物

计算新时代。”

大脑类器官为什么
是更好的计算机？

大脑类器官是一种诞生于实验室

的细胞培养物。它不是“迷你大脑”，但

它可“共享”大脑功能和结构的关键方

面，例如神经元和其他脑细胞。此外，

虽然大多数细胞培养物是扁平的，但类

器官却具有三维结构，这使培养物的细

胞密度增加了一倍，也意味着神经元可

形成更多的连接。

但人们依然会问：当前的计算机不

是比大脑更聪明、更快吗？

哈通解释说，虽然硅基计算机在数

字方面肯定更好，但大脑更擅长学习，

而且更节能。例如，训练著名 AI“阿尔

法狗”所花费的能量，超过维持一个活

跃的成年人 10年所需的能量。

“大脑还具有惊人的存储信息的能

力。”哈通补充道，“我们正在达到硅计

算机的物理极限，因为人类不能再将更

多的晶体管封装到一个微小的芯片中

了。但是大脑的连接完全不同，它有大

约 100 亿个神经元通过超千个点连接

起来。与目前的技术相比，这是一个巨

大的功率差异。”

OI生物计算机什么样？

根据哈通的说法，目前的大脑类器

官需要扩大规模。“它们太小了，每个包

含大约 50000个细胞。对于 OI，我们需

要将这个数字增加到 10万。”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开发与类

器官通信的技术。即向它们发送信息

并读出它们在“想什么”。这需要采用

生物工程和机器学习，以及设计新的刺

激和记录设备。

哈通团队还开发了一种脑机接口

设备，在去年 8 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这是一个柔性外壳，密密麻麻地覆盖着

微小的电极，既可从类器官中接收信

号，也可向其传输信号。

按科学家设想，最终 OI 将整合广

泛的刺激和记录工具。它们将类器官

网络连接、激活、协调，从而实现更复杂

的计算。

OI可助神经系统疾病防治

OI还将超越计算，进入医学领域。

由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戈登和山中

伸弥开发的突破性技术，大脑类器官可

从成人组织中产生。这意味着科学家可

从患有神经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的患

者的皮肤样本中开发个性化的大脑类器

官。以此进行多项测试，调查遗传因素、

药物和毒素如何影响这些条件。

哈通举例称，科学家从此可比较健

康人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类器官的

记忆形成，并尝试修复缺陷。

建立“嵌入式伦理”方法

创造能够学习、记忆并与环境互动

的人脑类器官的同时，必然面临复杂的

伦理问题。它们能否发展意识？它们

会经历痛苦吗？科学界对由细胞制成

的大脑类器官拥有怎样的权利？

研 究 人 员 敏 锐 地 意 识 到 这 些 问

题。哈通表示，要以合乎道德和对社会

负责的方式发展 OI，出于这个原因，从

一开始他们就与伦理学家合作，建立了

“嵌入式伦理”方法。随着研究的发展，

所有伦理问题都将由科学家、伦理学家

和公众组成的团队不断进行评估。

离第一个OI还有多远？

尽管 OI 仍处于起步阶段，但科学

家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已提供了概念

证明。研究显示，正常的、扁平的脑细

胞培养物可以学会玩电子乒乓游戏。

哈通对此总结道，研究团队已经在

用大脑类器官进行测试，用类器官复制

这个实验已经满足了 OI 的基本定义。

从现在开始，只需建立社区、工具和技

术，人类即可实现 OI的全部潜力。

未 来 计 算 机 在 人 脑 细 胞 上 运 行 ？

类器官智能，最前沿生物计算向我们走来

科技日报北京2月28日电（记者刘
霞）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27日报

道，美国军方正在测试一种新方法：在高

温高压下混合水和热空气，以破坏有毒的

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这项

测试将在两个空军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

受污染的地下水中开展。

PFAS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被广

泛使用的一种合成化学品，被用来制造

耐热、耐油和防水的涂层和泡沫材料。

人们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空气、土壤和水

中都发现了PFAS，鉴于其在非常低的浓

度下也对人体有毒，因此需对其进行清

理。但PFAS不易分解，也很难被破坏。

美国军事基地 PFAS 污染特别严

重，因为在这些地方，含有 PFAS的泡沫

被广泛用于灭火。美国国防部已投入

数十亿美元寻找 PFAS 泡沫的替代品，

以及开发更好的破坏 PFAS的方法。现

有的焚烧方法或许能破坏某些类型的

PFAS，但也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污染。

国防部计划测试由 374Water 公司

新开发的 PFAS破坏系统。据该公司介

绍称，在系统中，水和受污染物质的浆

液以及热空气会在高压反应室内混合，

在 374 摄氏度以上的温度下，浆料达到

“超临界”状态，呈现为液体和气体，这

种技术被称为超临界水氧化。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伊戈尔·诺沃塞

洛夫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水变成了游

离状态，它与空气混合，生成由单个氢

原子和氧原子组成的松散分子，这些分

子接着会裂解 PFAS 的碳-氟键，从而

摧毁它。

目前的系统可以安装在运输容器

内，以每天 5600 升的速度处理泥浆。

研究团队正在开发一个能处理 5 倍多

废料的大型装置，这种较大的系统可能

会通过回收分解废物时产生的热量，让

废料变成燃料。

美测试超热水破解氟烷基有毒物质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8日电 （记者

张梦然）英国《自然·医学》杂志 28 日发

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种常用的人工甜

味剂赤藓糖醇可能与心脏病事件相关。

人工甜味剂应用于食品和饮料中

以降低糖和热量摄入。人们常建议将

其作为代谢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脏病）

患者替代糖的选择。监管机构一般认

为这些甜味剂是安全的，但很少有研究

调查过其长期健康影响。赤藓糖醇是

一种常用的代糖，它是天然形成的，在

水果和蔬菜中含有低水平的赤藓糖醇，

但在加工产品中添加水平较高。

美国克里夫兰医学中心研究人员此

次在 1157 名经过心脏病风险评估、有 3

年结局数据的人群中进行了初步研究。

通过分析血液中的化学物质，团队观察

到多种人工甜味剂（尤其是赤藓糖醇）的

化合物水平在三年随访中与未来心脏病

和中风风险增加有关。这一相关性在独

立阵列研究中得到证实，该阵列研究在

美国和欧洲进行了选择性心脏评估。团

队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全血或血小板中

的赤藓糖醇导致了血栓形成加速，这在

动物模型研究中得到了确认。

研究人员还在8名健康志愿者中进

行了前瞻性干预研究。在志愿者摄入30

克赤藓糖醇饮料后，检验其血浆水平，发

现所有志愿者赤藓糖醇水平持续增加，在

2—3天里超过了凝血风险增加的阈值。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发现或可表明

赤藓糖醇水平提高与血栓风险升高相

关。但他们也指出，此次研究的阵列中

心血管风险因子发生率偏高，仍需确认

对明显健康的受试者进行更长期随访

中是否能观察到类似结果。

人工甜味剂或增患心脏病风险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8日电 （记

者刘霞）澳大利亚工程师开发了一种

微型柔性软体机器人手臂，可将生物

材料直接 3D 打印到人体器官上。未

来医生们有望通过小的皮肤切口或

天然小孔，将该设备送入人体内难以

触及的区域，以加速疾病的治愈。相

关研究刊发于最新一期《先进材料》

杂志。

3D 生物打印通常需要使用大型

3D 打印机，在活体外打印出细胞结

构。在最新研究中，新南威尔士大学

医学机器人实验室团队研制出一种微

型柔性 3D生物打印机，它能像内窥镜

一样插入人体内，并将多层生物材料

直接输送到内部器官和组织的表面。

该概念验证设备名为 F3DB，有

一个非常灵活的旋转头和与之相连

的一个长而灵活的蛇形机械臂，所有

这些都可以在外部控制。研究团队

在人造结肠内测试了这一设备，并在

猪肾脏表面 3D 打印出了各种不同形

状的材料。

研究人员表示，现有 3D 生物打

印技术需要在体外制作生物材料再

将其植入体内，这会增加感染风险，

而新柔性 3D 生物打印机可通过微创

方法将生物材料直接输送到目标组

织或器官中。

团队生产出的最小 F3DB 原型的

直径与内窥镜相当（约 11-13 微米），

足以插入人体胃肠道，而且这一设备

还能再缩小规模。该系统已获得专

利，下一阶段是在活体动物上进行测

试，以证明其实际用途。研究人员还

计划实施其他功能，例如集成摄像头

和实时扫描系统，以重建体内运动组

织的 3D断层扫描。

3D 生物打印，以计算机三维模型

为“图纸”，配以“生物墨水”，最终制造

出人造器官和生物医学产品。通常来

说，产品需要用相应机器“打印”定制，

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植入生物体内。本

文介绍了一种新思路，微型的柔性 3D

生物打印机可以将生物材料输送至目

标位置，直接将特定的结构打印在需

要的地方，降低了感染风险。目前，该

产品在人造结肠内进行了测试，之后，

它还需要继续爬坡过坎，看看在活体

动物体内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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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8日电 （记

者张佳欣）能够飞行的现代鸟类都有

一种特殊的翅膀结构，称为前膜，没有

它鸟就无法飞行。这种结构的进化起

源仍然是一个谜，但新研究表明，它可

能是从非鸟类恐龙身上进化出来的。

这一发现来自对化石中保存的关节的

统计分析，有助于填补有关鸟类飞行

起源的部分知识空白。相关论文发表

在最新的《动物学快报》杂志上。

“鸟类翅膀的前缘有一种叫做前

膜的结构，它帮助鸟类拍打翅膀，使鸟

类能够飞行。”东京大学平泽达也副教

授说，“在其它脊椎动物中没有发现这

种结构，在不会飞的鸟类中，它也消失

或失去了功能。要了解鸟类是如何进

化出飞行能力的，我们必须知道翅膀

是如何进化而来的，这就是促使我们

探索现代鸟类的遥远祖先，即兽脚类

恐龙的原因。”

在现代鸟类中，由于前膜的存在，

翅膀不能完全伸展，这限制了连接部

分的角度范围。如果能在恐龙标本中

找到一组类似的特定关节，就可确定

它们也有前膜。通过对鸟类和非鸟类

恐龙化石姿势的定量分析，研究人员

找到了所期望的关节角度范围。

根据这一线索，研究小组发现，前

膜很可能是从一群被称为手盗龙类的

兽脚类恐龙身上进化出来的。在保存

下来的软组织化石中识别出的前膜证

实了这一点，这些软组织化石包括有

羽毛的窃蛋龙类尾羽龙和有翅膀的驰

龙类小盗龙。他们发现的所有标本在

该谱系的飞行进化之前就已存在。

这项研究意味着，科学家现在已

经知道前膜的出现时间，下一步，他们

将解答它是如何进化而来的，以及为

什么这些特定的兽脚类物种需要这样

的结构来更好地适应环境。

鸟类翅膀可能进化自非鸟类恐龙

◎本报记者 张梦然



左图 类器官智能：生物计算的新前沿。 图片来源：《科学前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右图 实验室培养的大脑类器官的放大图像，具有针对不同细胞类型的荧光标记（粉红色——神经元；红色——少突胶质细

胞；绿色——星形胶质细胞；蓝色——所有细胞核）。 图片来源：托马斯·哈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3D微流体系统

脑组织

与注射不含肌红蛋白的水凝胶相
比，注射含肌红蛋白的水凝胶的小鼠脑
组织显示出更为健康的状态。

图片来源：墨尔本大学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8日电 （记

者张佳欣）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27 日

消息，该校研究人员制造了一种增强

现实（AR）耳机，可以让佩戴者获得 X

射线视觉。

该 耳 机 名 为 X-AR，结 合 了 计

算机视觉和无线感知，可以自动定

位隐藏在视线之外的特定物品，引

导用户将其取回。该系统利用了射

频（RF）信号，这种信号可以穿过纸

箱、塑料容器或木制隔板等常见材

料，找到已贴上射频识别（RFID）标

签的隐藏物品。当佩戴者穿过一个

房间时，耳机会引导他们走向物品

的 位 置 ，该 位 置 在 AR 界 面 中 显 示

为一个透明的球体。一旦物品在用

户手中，耳机就会验证他们是否拿

到了正确的物品。

当研究人员在类似仓库的环境中

测试X-AR时，该耳机平均可以将隐藏

物品定位精确到9.8厘米以内，耳机对用

户拿起正确物品的验证准确率为96%。

X-AR 可以帮助电子商务仓库工

人在杂乱的货架上或在盒子里的物品

中快速找到目标，或是通过识别订单

的确切物品来帮助工人找到目标。它

还可以用于制造工厂的技术人员快速

定位正确部件以组装产品。

研究人员表示，该项目旨在建立

一个增强现实系统，相当于“看到”看

不见的东西，再进行准确引导，真正

让人们以从前不可能的方式“看”物

理世界。

该研究结果意味着增强现实系统

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未来，研究人

员将计划探索如何使用不同的传感模

式，如 WiFi、毫米波技术或太赫兹波，

来增强其可视化和交互能力。

AR耳机让用户“看到”隐藏物体

增强现实耳机结合了计算机视觉
和无线感知，可以自动定位隐藏在视
线之外的特定物品。

图片来源：麻省理工学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