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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美国科学家日前发现，一种蛋白可
使乳腺癌细胞在体内移动时存活下来，并形成
新的肿瘤，这一过程称为转移。他们的结论源
于实验室实验以及小鼠模型，从而解释了最常
见的乳腺癌类型，即浸润性导管癌中的转移机
制。这种被称为“E- 钙粘蛋白”的蛋白质似乎
限制了癌细胞内的分子应力，使它们足以存活
至形成新的肿瘤。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 9 月 4 日出版的《自
然》杂志，可能为预防乳腺癌的复发带来新的
方法。

“研究人员之前认为，癌细胞必须失去 E-
钙粘蛋白才能转移。”细胞生物学教授、约翰
斯·霍普金斯金梅尔癌症中心癌症侵袭和转移
项目的联合总监、研究负责人 Andrew Ewald
说，“这很难解释为何患者的乳腺肿瘤通常仍
会继续表达 E- 钙粘蛋白。我们的研究旨在测
试这种蛋白在最常见的乳腺癌亚型，即浸润性
导管癌转移过程中的作用。”

Ewald 指出，绝大多数乳腺癌和其他癌症
所致死亡都是由转移引起的，因此，预防转移
是癌症研究的关键目标。

从科学角度而言，转移分为许多不同的

阶段，包括癌细胞侵入健康的乳腺组织、逃逸
原发肿瘤、进入血管并在其中存活、进入新的
器官，以及在肺部等远处器官中生存并播种
新肿瘤。

癌细胞会在转移早期从原发肿瘤中脱离，
已有大量研究重点探讨了癌细胞如何通过 E-
钙粘蛋白在分子层级相互黏附。在一些癌症
中，例如被称为浸润性小叶癌(ILC)的乳腺癌类
型，清除 E- 钙粘蛋白的基因突变似乎是发生
转移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一些其他类型的癌症中，例如在
浸润性导管癌（IDC，最常见的乳腺癌类型，占
所有乳腺癌诊断的 80%以上）中，这种蛋白质得
以保留甚至过度表达，这是科学家至今无法解
释的矛盾之处。

为研究这一问题，Ewald 和他的同事测试
了 E- 钙粘蛋白在浸润性导管癌的 3 种实验性
模型中的作用，这些模型代表了人类乳腺癌的
常见亚型：管腔型乳腺癌、基底细胞样乳腺癌
和三阴性乳腺癌。这些不同的亚型具有不同的
基因表达模式和不同的平均患者预后。

研究人员首先测试了 E- 钙粘蛋白在癌
症入侵期间的作用。在所有 3 种模型中，E-

钙粘蛋白基因的缺失显著提高了癌细胞入侵
健康组织的能力。例如，在小鼠模型中，产生
E- 钙粘蛋白的肿瘤入侵其肿瘤边缘的 6%，
而不产生 E- 钙粘蛋白的肿瘤则入侵其边缘
的 82%。

在实验室实验和动物模型中，E- 钙粘蛋
白缺失妨碍了 3 种乳腺癌模型中的所有其他
生物学转移阶段。无 E- 钙粘蛋白的细胞在迁
移时会丢失，并且在脱离原发肿瘤后的每一步
中都会发生大量死亡。Ewald 称，极少数成功迁
移并存活下来的细胞并没有在新器官中增殖，
并且极少会形成新的肿瘤。

Ewald 说：“好消息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即
使在理想的实验室环境中，转移过程的效率也
似乎非常低。”研究表明，大约 99%脱离原发肿
瘤的细胞会死亡并且从未形成新的肿瘤。

研究结果表明，乳腺癌细胞需要黏附连接
才能存活并最终扩散和导致患者死亡。“我们
未来的研究着眼于探索如何靶向与 E- 钙粘蛋
白相关的存活信号，防止发生转移，从而挽救
患者的生命。”Ewald 说。 （赵熙熙）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及子刊综览

《自然—医学》

可提供感觉反馈的新型义肢

根据《自然—医学》本周发表的一项针对
两名患者展开的案例研究，一种能恢复感觉反
馈信号的新型假腿可以提高他们在使用时的
行走表现，并减少幻肢痛。

神经型义肢可以让神经系统与外部装置
直接交互，这种技术也被称为脑机接口，有望
提高脑损伤或脊髓损伤、退行性疾病或截肢患
者的生活质量。虽然该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进
展，但脑机接口离实际应用仍有一段距离，主
要障碍在于这种义肢不能提供“感觉”反馈，而
感觉反馈能帮助微调动作指令，恢复与外部世
界的交互。

瑞 士 苏 黎 世 联 邦 理 工 学 院 的 Stansia
Raspopovic 和同事描述了一种经过改良的假腿
装置，这种装置配有数个外部传感器，可以感
知足部接触和压力，以及膝关节的角度。这些
传感器通过一组植入胫神经的刺激电极将感
觉信号传回神经系统。研究人员发现，在实验
室和现实环境中，两名下肢截肢者在使用这种

假腿后的行走表现和行走耐力都有所提高。此
外，使用该假肢还能减少患者的幻肢痛。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原理验证的研究结果
表明，感觉反馈型义肢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广阔
的前景。不过，将来仍需开展更大规模的长期
研究。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生物技术》

超低温保存可延长人体肝脏存活时间

《自然—生物技术》本周发表的一篇论文
描述了一种经过改进的超低温技术，可以将人
体肝脏保存在 -4℃，并将肝脏的体外存活时间
延长 27 小时。

造成供体器官短缺危机的一大根本原因
在于，现有技术很难将器官保存时间延长至几
小时以上。目前的低温保存标准只能让肝脏在
4℃下存活 12 小时以内。美国马萨诸塞州麻省
总医院与哈佛医学院的 Korkut Uygun 和同事
此前曾用 -6℃的超低温非冷冻方法延长了大

鼠肝脏的保存时间。然而，将这种超低温方法
拓展用于人体器官一直存在诸多限制。

研究人员描述了一种经过改进的超低温
技术，可以防止人体肝脏结冰。研究人员通过
超低温技术将人体肝脏维持在零下 4℃；与现
有保存方法相比，该技术可将供体器官的存活
时间延长 27 小时。他们使用的亚低温机械灌
注技术可以在 20℃左右持续向肝脏泵入氧气
和营养物质，对超低温的肝脏进行复温。肝脏
的活力在超低温处理前后并未发生改变，并且
在模拟移植中承受住了压力。

研究人员最后表示，研究结果支持在临床
上采用低于 0℃的器官保存技术。不过，有必要
先在大型动物模型中测试超低温肝脏在移植
后的长期存活率。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通讯》

现代人类最后共同祖先的虚拟头骨

本周《自然—通讯》发表的一篇论文介绍

了可能为所有现代人类最后共同祖先的虚拟
头骨模型。这项研究或能为认识智人复杂的演
化提供一定见解。

法 国 国 家 科 学 研 究 中 心 的 Aur佴lien
Mounier 和 Marta Miraz佼n Lahr 研究了 263 块
头骨———代表 21 个当前人类种群和 5 个化石
古人类种群，他们采用系统发生模型方法重建
了所有现代人类最后共同祖先的虚拟头骨，之
后将虚拟“化石”和来自中更新世晚期（大约 35
万—13 万年前）的 5 块非洲古人类化石做比
较，以评估这些化石所属的种群在智人的起源
中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谱系对智人起源的贡
献并不均等。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观
点：智人可能联合起源于非洲南部以及东部，
而不太可能起源于非洲北部，因为他们研究的
其中一块化石———Irhoud 1 在形态上更接近尼
安德特人。

相关论文信息：

（唐一尘编译/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
naturechina.com/st）

《美国医学会杂志》

研究分析物理治疗对老年人髋部
骨折后步行能力影响

美国马里兰大学、阿卡迪亚大学等机构研究人
员在最新研究中，分析了多元居家物理治疗干预对
老年人髋部骨折后步行能力的影响。9 月 10 日出版
的《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这项成果。

2013 年 9 月 16 日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美国的
3 个临床中心招募了 210 名参与者，平均年龄为 80.8
岁，76.7%为女性，均为非病理性微创性髋部骨折。随
机分为两组，其中干预组 105 例，进行主动治疗，包
括有氧、力量、平衡和功能训练；对照组 105 例，接受
经皮神经电刺激和活动范围锻炼，两组患者均同时
进行基础护理。

最终有 197 名患者（93.8%）完成了试验，干预
组 96 名，对照组 101 名。16 周时，干预组中有 22 名

（22.9％）患者可在 6 分钟内行走 300 米及以上，对照
组中有 18 名（17.8％），差异不显著。在此过程中，干
预组中有 17 名（16.2%）患者发生一起或多起不良事
件，对照组有 15 名（14.3%）。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报道
是跌倒（干预组 6 例，对照组 4 例）、股骨 / 髋部骨折

（每组 2 例）、肺炎（干预组 2 例）、尿路感染（干预组 2
例）、脱水（对照组 2 例）和呼吸困难（对照组 2 例）。

相关论文信息：

专家探讨透析机构所有权
与肾移植机会之间关系

美国凯撒医疗集团、埃默里大学等机构的医
学专家探讨了透析机构所有权与肾移植机会之间
的关系。9 月 10 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这一
成果。

营利性透析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相比，其肾移
植率一直较低，目前尚不清楚活体供肾和死者供肾
移植的机会是否因机构所有权不同而有所不同。

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了美国肾脏数据系统
2000—2016 年间的数据，包括在 6511 家美国透析机
构进行治疗的 1478564 名患者，他们的中位年龄为
66 岁，男性占 55.3％，28.1％为非西班牙裔黑人。

共有 87%的患者在营利性透析机构接受治
疗。其中 109030 名患者（7.4%）在 435 家非营利性
小型连锁机构接受治疗，78287 名（5.3%）在 324 家
非营利性独立机构接受治疗，483988 名（32.7%）在
2239 家大型营利性连锁机构进行治疗，482689 名

（32.6%）在 2082 家大型营利性连锁机构 2 进行治
疗，225890 名（15.3%）在 997 家营利性小型连锁机
构接受治疗，98680 名（6.7%）在 434 家营利性独立
机构接受治疗。

在研究期间，121680 名患者（8.2％）进入已故
捐献者等候名单，23762 名患者（1.6％）接受了活体捐
献肾脏移植，49290 名患者（3.3％）接受了已故捐献者
肾脏移植。营利性透析机构 5 年中进入已故捐赠者名
单、接受活体供肾移植和接受死者供肾移植的患者所
占比率均显著低于非营利性机构。

相关论文信息：

《英国医学杂志》

两种治疗子宫脱垂的手术效果比较

近日，荷兰伊萨拉医院妇产科教授 Hugo W F
van Eijndhoven 及其研究团队，研究比较了骶棘韧带
悬吊术与阴式子宫切除子宫骶韧带悬吊术治疗子宫
脱垂 2 期及以上的临床效果。该项研究成果 9 月 10
日在线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

子宫脱垂是一种常见的健康问题，由于人口老
龄化和肥胖率上升，发病率持续增加。女性进行脱垂
手术的终身风险为 11％~20％，全世界治疗子宫脱垂
最常见的当属阴式子宫切除术。

2009—2012 年，荷兰的四所非教学医院招募了
208 名健康女性，其中 204 名为子宫脱垂 2 期及以
上患者，需要手术。所有参与者均没有盆底手术
史，她们随机分组接受保留子宫的骶棘韧带悬吊
术或阴式子宫切除子宫骶韧带悬吊术。术后每年
进行随访，共随访五年。综合成功定义为没有处女
膜外脱垂、阴道无膨出症状、无需重复手术或复发
性脱垂治疗。

手术 5 年后，骶棘韧带悬吊术组中有 1 名
（1%）女性手术失败，阴道有烦人的块状物膨出且
需要再次手术，阴式子宫切除子宫骶韧带悬吊术
组中有 8 例（7.8%）女性手术失败且有同样症状，
差异为 -6.7%。骶棘韧带悬吊术组的综合成功率
为 87%，显著高于阴式子宫切除子宫骶韧带悬吊
术组（76%）。五年的时间—事件分析显示干预措施
没有差异。

相关论文信息：

体力活动和久坐时间与全因死亡率
之间关系分析

挪威体育学院运动医学系 Ulf Ekelund 团队，近
日分析了加速度计测量的体力活动和久坐时间与全
因死亡率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8 月 22 日，《英国
医学杂志》在线发表了这项成果。

缺乏体力活动与许多慢性病、过早死亡和巨大
经济负担有关。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久坐不动可
能会增加患慢性病和死亡的风险。

该研究组从各大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献，对加
速度计测量的总体力活动、不同强度的体力活动、久
坐时间和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进行系
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研究人员总结，无论强度如何，总体力活动水
平越高，久坐时间越短，早死的风险就越低。

相关论文信息：

癌细胞从乳腺肿瘤中逃逸。
图片来源：Brittany C. Bennett 2019

科学家揭示乳腺癌细胞转移机制
有望为预防癌症复发提供新法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健康习惯让你远离痴呆

本报讯 在一些幸运的人群中，运动和合理
饮食有助于避免因衰老而导致的认知症状。

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降低痴呆的风险，
但对于高遗传易感性人群来说却并不能这样。

尽管导致痴呆的确切因素仍不清楚，科学
家认为遗传和生活方式都在其中扮演着一定
角色。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的
Silvan Licher 和 Kamran Ikram 及同事对 6352
名年龄在 55 岁及以上的荷兰人进行了一项长
期研究，调查了他们患痴呆症的情况。研究人
员根据增加痴呆症风险的基因变异将参与者
分组。

在 15 年内，14.4%的参与者患上了痴呆症。
在遗传易感性较低或中等的个体中，那些饮食
健康、不吸烟、身体活跃、没有抑郁症或糖尿
病、没有社交孤立的人患这种疾病的风险较
低。但对那些具有高遗传易感性的人来说，这
样做并未使痴呆症风险降低。

在近日发表于《自然—医学》的研究中，研
究人员说，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改进预防痴呆
症试验的设计。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拉斯克奖揭晓

据新华社电 国际医学界著名大奖拉斯克
奖的 2019 年获奖名单 10 日揭晓，2 名科学家
因免疫细胞研究获得基础医学研究奖项，3 名
科学家因单克隆抗体药物研究获得临床医学
研究奖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作为机构获得公
共服务奖项。

美国拉斯克基金会当天宣布，今年的基础医
学研究奖项授予美国埃默里大学的马克斯·库珀
和澳大利亚“沃尔特与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
的雅克·米勒，理由是他们发现了免疫 B 细胞和 T
细胞的功能，以此揭示了适应性免疫系统的组织
原理，开启了现代免疫学研究进程。

今年的临床医学研究奖项授予美国癌症专
家迈克尔·谢泼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的丹尼斯·斯莱蒙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
学研究所的阿克塞尔·乌尔里希，理由是他们开发
的单克隆抗体“赫赛汀”阻断了一种致癌蛋白质，
对女性乳腺癌患者是一种“救命的疗法”。

此外，今年的公共服务奖项授予全球疫苗免
疫联盟，理由是该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帮助儿童获
得疫苗接种，从而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该机
构还宣传了疫苗在抵御疾病方面的巨大作用。

拉斯克奖在世界医学界具有很高声誉，许
多获得者后来获得诺贝尔奖。2011 年，拉斯克
奖临床医学研究奖项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
4 年后她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周舟）

科学此刻姻 姻

白色羽毛
震慑猎物

满月时，仓鸮的白色羽毛会让猎物发呆更长
时间，从而更易将其捕获。

月光会改变动物的活动节律，因为月光能改
变个体发现食物或保持隐蔽的能力。月亮还会让
夜间活动暴露在不同的光照之下，这或能促使夜
行性动物的毛色演化。

瑞士洛桑大学生态与演化系的 Alexandre
Roulin、Luis San Jos佴 和同事使用 GPS 追踪器，监
测了红仓鸮和白仓鸮在不同月相下的狩猎成功
率。他们发现，相比伪装能力更强的红仓鸮，白仓
鸮更易在月明之夜被猎物发现，但它们捕获啮齿
动物的成功率却更高。

为了找出白仓鸮成功率高的原因，作者将制

成标本的仓鸮从绳索上划过，借此观测其主要猎
物田鼠的惊恐反应。作者发现，白仓鸮羽毛反射
的光利用了田鼠厌恶亮光的天性，从而使其保持
不动，最终更易被仓鸮捕获。

在近日发表于《自然—生态与演化》的文章
中，作者认为，这种现象或能解释仓鸮这两种羽

毛保留至今的原因。白仓鸮只在特定条件下处于
有利地位，比如月圆之夜。除此之外，白仓鸮的白
色羽毛会让它们较易被骚扰型竞争者察觉，如小
嘴乌鸦。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白仓鸮在月明之夜捕获啮齿动物的成功率更高。 图片来源：Alexandre Roulin

根据希腊神话，女神赫拉（右）和兄弟宙斯
（中）生了孩子，这是神话中近亲繁殖的例子。

图片来源：Kunsthistorisches 博物馆, Vi-
enna/Bridgeman Images

本报讯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的
Loic Yengo 及同事使用英国生物样本库中
456414 名个体的匿名数据，估算了极端近亲
繁殖的普遍性。极端近亲繁殖指一级亲属和
二级亲属之间的繁殖，比如父母和子女或其
半同胞之间的繁殖。作者以连续性纯合片段

（即遗传自父母的相同的基因组片段）为基础
展开研究，检测近亲繁殖是否与很多负面健
康后果相关。

在发表于《自然—通讯》的论文中，作者发
现在所有被研究者中，有 125 人的遗传数据表
明他们是一级亲属或二级亲属近亲繁殖的后

代。不仅如此，作者还发现在这些人中，极端近
亲繁殖与负面健康后果相关，如肺部功能、视敏
度或认知功能下降，这证实了之前的研究发现。
此外，作者表示，近亲繁殖的后代整体具有更高
的疾病风险。

作者指出应该谨慎解读数据，因为样本量
较小，而且英国生物样本库可能存在招募偏
差（按比例计算，英国生物样本库收录的对象
倾向于比其他人口更加健康、具有更高的教
育水平）。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近亲繁殖后代患病风险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