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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破了可以修补， 人体器
官出了问题也需要打 “补丁 ” 。
我国每年需骨钉骨板 “补丁” 近
1000 万枚 ， 因心血管疾病使用
近 100 万只支架 “补丁 ”。 钛合
金和不锈钢等骨钉骨板需要二次
手术取出， 而血管支架术后再狭
窄率高达 20%-30% ， 即使是药
物支架再狭窄率也高达 5-10%，
而且一旦发生再狭窄危及生命 ，
将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以及心
理负担。

东北大学材料各向异性与织
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发的可降
解金属基生物材料和抗菌金属材
料， 完全解决了这一难题。

可自行降解的“补丁”
新研发的可降解镁合金和锌

合金骨钉骨板 “补丁” 无需二次
手术， 力学性能与骨组织非常接
近 ， 而且具有良好的骨相容性 ；
可降解镁合金和锌合金的心脏
“补丁” 更安全， 减少了患者感染
及其他并发症的可能， 更可在身
体里 “任期” 满后自行 “退休”。

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秦高梧教授作为团队负责
人， 很早就意识到了目前可植入
材料的弊端 ， “传统冠脉支架 ，
都是金属材料制作的， 这种支架
一旦植入， 就要和患者的身体终

身相伴， 而且有可能导致支架再
狭窄和血栓等严重后果。 如果能
把支架在实现其固有功能的同时
还可以慢慢被人体消化掉， 那才
是真正的人体好 ‘补丁’！”

靠巧力， 自然修复血管
据研究团队成员张二林教授

介绍， 在研发过程中， 要找到既
具备金属般强度， 又要实现可控
降解的材料是最大的难题。 团队
成员逆向思考， 从易被腐蚀的材
料出发 ， 结合人体所需的元素 ，
找到了天生的 “补丁战士” ———
生物镁合金和锌合金。

它可以悄然进入， 再功成即
退 。 有别于传统金属药物支架 ，
此支架被植入后的一段时间内 ，
狭窄血管将得到机械性支撑， 同
时释放出药物， 防止再狭窄； 之
后支架即缓慢降解， 并完全被人
体吸收， 血管结构以及舒缩功能
完全恢复至自然状态。 经过最近
3 年的努力， 该团队已经开发出
力学性能国际领先、 生物相容性
良好的减元化生物可降解镁合金
和锌合金。 特别是， 团队成员任
玉平副教授研制的生物可降解锌
合金还表现出独特的抗菌性能。

研制“装甲兵”， 防范“超级
细菌”

在研发过程中， 该团队也致

力于抗菌金属材料的攻关。 “在
应用于临床的生物材料中， 钛和
钛合金作为绝对的优势金属得到
广泛应用。 然而， 随着技术发展、
高规格设备的广泛应用， 医疗水
平的提升也遇到了瓶颈， 无论技
术和材料如何改进更替， 外科手
术中植入的人工假体和植入体术
后感染率居高不下， 所以若能使
植入体本身具有抗菌性， 在炎症
发生的初始阶段即能发挥效用 ，
对炎症感染的控制和有效预防将
更具重要意义。” 研究团队成员张
二林教授介绍道。

为此， 团队研制抗菌钛合金，
打造抗菌 “装甲兵”， 钛合金植入
器械和手术器械， 减少带入细菌，
保障手术安全。 “目前我们团队
已经成功开发出抗菌钛各种规格
抗菌钛合金棒材和板材， 正在进
行抗菌产品的开发中， 相信抗菌
产品的开发将会惠及广大民生”，
秦教授最后说。

东北大学金属基生物材料研
发团队融合了材料学院、 机械学
院、 理学院、 生命健康学院等多
单位跨学科的研发人员， 并在大
型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中有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齿科医
院的多名大夫参与。

徐志强 段亚巍

美国 《科学》 杂志刊载的报告
显示， 一向被视为大脑 “后勤部队”
的神经胶质细胞也参与指挥神经元
发育， 精确控制着神经元的生长位
置和分化方向等。

神经元是生物感知外界信号 、
做出行动乃至产生思想的基础， 神
经胶质细胞则是神经元之间的填充
物， 在大脑中占据大部分空间。 长
久以来， 人们认为神经胶质细胞是
大脑的 “后勤部队”， 为神经元提供
物理支撑， 并清理垃圾、 修补损伤
等。 但新发现表明， 神经胶质细胞
远不止这些功能。

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科学》
杂志上报告说， 他们观察果蝇视觉
系统时发现， 有一批神经胶质细胞
负责协调视网膜神经元与大脑视觉
中枢神经元的发育。

视网膜上特定位置的感光细胞，
在大脑视觉中枢特定位置有对应的
神经元， 两者形成神经回路。 由于
感光细胞和神经元相距较远， 发育
过程必须经过精确协调， 才能正确
建立神经回路， 形成健全的视觉系
统。 研究发现， 感光细胞会分泌特
定的生长因子， 经过神经胶质细胞
的 “中继”， 使大脑目标区域里的细
胞分化和发育成相应神经元。

研究人员说， 这个意外发现意
味着研究大脑发育时必须改变以神
经元为中心的固有观念。 如果不考
虑神经胶质细胞， 就无法理解与神
经元生长有关的一些根本问题。

新华

大脑“后勤”细胞
参与指挥神经元发育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
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
为减肥付出的努力能得到回报， 甚
至是金钱回报， 因为减肥能帮你省
钱。

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模型分析
肥胖、 体重超标和健康体重者从 20
岁至 80 岁的医疗支出和生产力损失。
结果显示， 美国一名 20 岁成年人如
果从肥胖减成超重， 那么一生能节
省 1.77 万美元 （约合 11.75 万元人民
币） 医疗支出和生产力损失； 如果
从肥胖减至健康体重， 一生所能节
省的医疗支出和生产力损失可达 2.8
万美元 （18.59 万元人民币）。 一名
40 岁成人如果能从肥胖减至体重超
标， 能节省 1.83 万美元 （12.15 万元
人民币）； 减至健康体重能节省 3.14
万美元 （20.84 万元人民币）。

研究结果刊载于 《肥胖》 杂志。
有媒体援引研究牵头人布鲁斯·李的
话报道， 体重超标或肥胖与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和部分癌症存在关联 ，
最终造成医疗支出和生产力损失。

黄敏

减肥能帮你省钱

东北大学研发

“功成即退”的人体“补丁”

日本大阪大学村松里衣子准教授的
一个研究小组发现， 胰腺分泌的激素类
物质具有修复脊髓神经回路作用。

罹患各种脑脊髓疾病后， 受损的脑
和脊髓往往会自然修复。 脑脊髓血管结
构较为特殊， 血管中的物质难以浸入脑
脊髓细胞， 因此， 在脑脊髓神经回路修
复研究中， 大多关注脑脊髓内部存在的
物质。 而在各种脑脊髓疾病中会出现脑
脊髓血管结构异常， 血液向脑脊髓中渗
漏现象。 渗漏血液中含有的物质对脑脊
髓神经回路起到何种作用一直没被阐明。

研究小组在美国 《临床调查杂志》
上发表论文称， 他们利用小鼠实验， 发
现血液中含有促进髓鞘修复的物质， 进
而发现被称为 FGF21 的激素类物质具
有修复脑脊 髓 功 能 。 小 组 还 发 现 ，
FGF21 激素由胰腺分泌而来。

实验中 ， 研究小组把不能制造
FGF21 激素的小鼠 （FGF21 缺损小鼠）
与正常小鼠进行了比较。 他们对髓鞘损
伤小鼠注射 FGF21 激素后， 发现症状
被抑制， 髓鞘明显恢复。

研究小组表示 ， 今后将对 FGF21
激素对脑脊髓其他细胞和机能的作用进
行深入研究， 期待开发出多发性硬化症
等髓鞘相关疾病的治疗药物。

陈超

胰腺激素
可修复脑脊髓神经功能

美国 《流行学杂志 》 刊
登一项由中英科学家联 合
完成的新研究发现 ， 睡得
晚和缺觉的孩子 更容易成
为小胖墩。

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 、
中国中山大学和广州疾控中
心的研究人员对广州市 2795
名 9 岁-12 岁的孩子的睡眠
习惯展开了研究。 结果发现，
儿童睡眠时间与体内脂肪含
量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与睡
眠时间较短的儿童相比， 睡
眠时间较长的儿童身体质量
指数 （BMI） 明显更小 。 另
外， 儿童上床睡觉的时间每
推迟 1 小时， 其 BMI 都会有
所增大。 尽管 BMI 的差异似

乎微不足道， 但研究证据表
明， 即使 BMI 指数发生微小
的变化， 其在临床上也具有
重要意义， 并与健康结果存
在显著变化密切相关。

新研究成员之一的伯明
翰大学研究员裴马妮·阿戴布
博士表示， 新研究进一步证
明睡眠时间是儿童肥胖的一
大风险因素， 无论睡眠时间
长短， 晚睡都是儿童肥胖的
另一大风险因素。 阿戴布博
士分析指出， 晚睡更容易导
致孩子看电视和吃零食。 另
外， 缺觉和晚睡都会导致儿
童 “睡眠-清醒” 模式发生异
常， 进而增加体重超标和肥
胖风险。

新研究提醒广大家
长，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
康， 务必保证孩子正常

作息时间， 每
晚至少要有 8
小时左右的高
质量睡眠。

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