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英国 《营养学杂志》 刊登日本一项
大规模新研究发现， 每天吃 1 个橙子可
使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降低近 1/4。

日本东北大学科学家对日本大崎市
1.3 万名中老年男女参试者展开了为期 7
年的跟踪调查。 这些参试者为老年痴呆
症高危人群。 研究人员重点调查了参试
者对橙子、 柚子、 橘子等柑橘属水果的
摄入情况。 参试者被分为 3 组： 甲组每
周吃柑橘属水果 2 次以下， 乙组每周吃
柑橘属水果 3 至 4 次， 丙组几乎天天吃
柑橘属水果。 结果显示， 与甲组参试者
相比， 每天都吃柑橘属水果的丙组参试
者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几率降低了 23%。

研究人员分析指出， 大量研究业已
证实， 经常吃柑橘属水果对大脑具有
保护作用， 可防止大脑受损， 进而降
低老年痴呆症风险。 新研究则首次证
明， 经常吃橙子等柑橘属水果可以降
低老年痴呆症风险。

陈希

■发现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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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内植入无生命的人工
材料， 就能诱导生命组织器官再
生， 调动人体自身修复功能。 这
种看似只能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
场景， 因为有了组织诱导性生物
材料， 并非遥不可及。 不久前，
在长春举行的中国科协年会先进
材料展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四
川大学教授张兴栋展示了一种骨
诱导性人工骨生物材料， 将它植
入人体后， 就能调动人体自身的
康复功能， 形成新的组织， 既无
异物反应， 又可实现人体的永久
性康复。

生物陶瓷
可诱导骨组织生成
据介绍， 这种人工骨生物材

料就是多孔磷酸钙生物陶瓷， 是
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的一种。 经
过多年研究， 张兴栋发现， 多孔
磷酸钙生物陶瓷不仅具有良好的
生物相容性， 在一定条件下还表
现出骨诱导性， 即不用外加生长
因子或活体细胞就可以诱导骨组
织生成， 在治疗骨缺损方面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 “植入人体内过
一段时间 ， 陶瓷中会形成新骨
头， 陶瓷本身会慢慢消失， 最终
转变为人骨。”

传统观念认为， 无生命的生
物材料不可能诱导组织器官再生
或形成， 因此治疗骨缺损时， 医
生通常向断骨处植入金属、 高分
子等材料， 这些材料的腐蚀、 排
异特性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张兴栋和他的团队上世纪 80
年代在国内率先研发出生物活性

陶瓷及涂层等。 上世纪 90 年代，
他又首创迄今国际唯一的骨诱导
人工骨并应用于临床。 在此基础
上， 他提出了 “组织诱导性生物
材料” 这一颠覆性概念。 这一概
念赋予材料诱导组织形成或再生
的生物功能， 开拓了生物材料发
展的新途径。

体外培养组织技术由于缺乏
人体神经和体液系统的控制， 应
用中可能出现风险。 可诱导组织
再生的材料的优势在于， 调动人
体自身力量， 在机体环境下再生，
并降解转化成为身体一部分， 不
会留下异物， 修复效果更好。

目前以骨诱导人工骨为代表
的一批产品已获得医疗器械注册
证 ， 第二代可承力骨诱导人工
骨、 胶原水凝胶软骨诱导材料等
多个产品已完成实验室研发。

可再生人工韧带
除了治疗骨缺损， 可诱导组

织再生的理论还成功应用于再生
韧带和中枢神经等软组织上。 材
料展上， 上海松力生物技术公司
展出了由他们研发、 世界上首个
有组织诱导功能的生物人工韧
带， 部分性能超越了国际上最先
进的人工韧带。

跑步等日常活动都有可能造
成韧带损伤， 尤其是膝关节的前
交叉韧带， 一旦损伤就需要手术
进行修复。 “我们研发的人工韧
带是一种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
料。” 松力生物董事长何红兵说，
该材料植入机体后， 在逐层降解
的同时进行组织再生， 诱导机体

自身组织长入韧带中， 逐渐演变
成自身韧带组织。 目前， 该公司
的人工韧带已经在大动物山羊的
身上实验并成功， 这对未来应用
到人体很有参考价值。

“韧带重建存在的一大问题
是缺乏合适的人工韧带， 因此临
床上主要采用自体韧带。 但取自
体是拆东墙补西墙， 会造成新的
创伤， 因此可再生的人工韧带在
临床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运动
医学科主任赵金忠说。

作为一种平台型技术， 该软
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除了可制成
韧带外， 还可以制成各种软组织
替代物 ， 以及系列组织修复材
料， 包括心脏补片、 腹膜补片、
膀胱补片、 脑膜补片、 人工血管
等。 未来， 更多患者可能受惠于
可诱导组织再生材料的发展。

可诱导组织再生材料
研究方兴未艾

以可诱导组织再生材料为核
心的新一代生物材料， 已成为生
物材料发展的方向和前沿。 生物
材料应用市场也很广阔， 涵盖了
齿科、 血管支架、 骨科、 创伤修
复等多领域。 何红兵说， 传统组
织工程材料不可降解， 基本会以
异物存在于体内， 且存在活性欠
佳， 可能与人体有排斥反应， 有
时甚至在治好一种疾病的同时又
产生了新的疾患， “所以， 可诱
导组织再生材料是未来生物材料
发展的重要方向。”

喻思娈

骨折不怕，植入陶瓷吧

英国爱丁堡大学发表的一项新研究
显示， 人体皮肤受阳光照射后会产生一
种化合物， 通过一系列激活过程， 能缓
解湿疹症状。 研究人员有望在未来开发
出低副作用的湿疹疗法。

湿疹是一种会导致皮肤起红斑甚
至糜烂的常见皮肤病。 刊登在美国 《变
应和临床免疫学杂志》 上的报告介绍，
研究团队对一组健康志愿者进行测试
后发现， 皮肤经紫外线灯照射后， 会
激发皮肤释放一氧化氮进入血液， 进
而激活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调节
性 T 细胞， 这种细胞能对炎症产生抑
制作用。 研究显示， 对湿疹病患来说，
经这种紫外线光照疗法后， 血液中的这
种细胞数量多少与疾病的改善程度有直
接关系。

研究人员表示， 目前如果使用紫外
线灯照射皮肤来治疗湿疹， 尽管有助缓
解症状， 但也可能会带来皮肤烧伤、 增
加皮肤癌风险等副作用， 未来基于一氧
化氮的作用机制来研发新型药物或许能
带来一个低副作用的治疗方案。

张家伟

■探索

英国 《自然·通讯》 杂志发表的一
项微生物学研究称 ， 小鼠模型显示 ，
生命早期施用低剂量青霉素， 对肠道
菌群、 脑生理和社会行为都有持续的
影响。 这项研究还表明， 联合施用一
种益生菌 （可能有某些特定健康益处
的细菌） 可以预防这些改变。

抗生素本质上是微生物 （包括细
菌、 真菌、 放线菌属） 或高等动植物
在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类次级代谢
产物， 具有抗病原体或其他活性的作
用， 会干扰其他细胞的发育功能。 迄
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在生命早期
施用抗生素可能会产生有害的长期影
响。 一些动物研究表明， 高剂量的抗
生素会对行为和脑神经化学造成长期
影响。

为了确定这一影响， 加拿大麦克
马斯特大学脑-体研究所科学家约翰·
比嫩斯托克以及苏菲·勒克莱尔团队，
在小鼠的围产期 （出生前 1 周） 到断
奶期 （出生后 3 周） 之间， 向小鼠施
用了低剂量青霉素， 以检验小鼠是否
会出现类似现象。 他们发现， 施用青
霉素会导致小鼠肠道菌群组成改变 、
血脑屏障完整性增强和脑细胞因子
（一种调节免疫反应的分子） 增加。

研究人员在 6 周大的小鼠中也观
察到了同样的改变。 此外， 施用青霉
素还会导致成年小鼠的社会行为减少，
并减少了成年雄性小鼠的类焦虑行为，
增加了其攻击性。 但与益生菌鼠李糖
乳杆菌 JB-1 一同施用， 能在一定程度
上预防上述改变。

研究人员指出， 这一发现的重要
之处在于， 它提醒学界有必要进一步
研究在生命早期使用抗生素对神经功
能发展的潜在影响， 以及通过益生菌
减弱这些影响的可能性。

张梦然

生命早期用抗生素
有长期危害

一项新研究显示， 儿童
期有哮喘病史的人， 成年后
更易发生心脏衰竭。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
系统疾病， 常会导致左心室
肥大， 而左心室肥大又会引
起心脏肌肉丧失弹性， 最终
导致泵血功能丧失。

发表在 《美国心脏病学
会》 期刊上的这项研究称，
这是首个关于儿童期哮喘与
成年期患上心脏病之间关
系的研究 ， 这种心脏病就
是左心室肥大 （LVH）。 美
国杜兰大学肥胖研究中心的
研究人员对 1118 名患者进
行了调查， 他们需要在一张
调查问卷上回答他们的哮喘
病史。

在进行了 10 年跟踪调
查后发现， 那些患哮喘的人
左心室肥大率要比那些没有

患哮喘的人高， 并且在高血
压患者身上， 这些关联更加
明显。 研究还发现， 同时有
高血压和左心室肥大的患
者， 发生心脏病的风险要比
那些有高血压但心室正常的
患者高 4 倍。 同样， 与正常
人相比， 左心室肥大的患者
发生中风的几率高了 12 倍，
同时也更易患上心律不齐。

该研究表明， 为了降低
心血管疾病风险， 对那些有
哮喘病史的， 尤其是还伴有
高血压的人， 必须要改变生
活方式， 甚至有时候需要药
物介入治疗。 不过， 研究人
员也表示， 该研究仍具有局
限性， 需要更准确地进一步
探究。

方留民

日照有助缓解湿疹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