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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 “3D
编织” 技术， 能把不同剂次的疫
苗封装整合在一起， 一次性注射
进人体后多次释放， 相当于多次
接种的效果。

许多疫苗需要按特定日程多
次接种才能发挥作用， 容易因为
生活习惯、 医疗条件等原因发生
漏种。 麻省理工学院发布的新闻
公报说， 新技术可精确控制不同
剂次的疫苗在人体内的释放时
间， 用一次注射取代多次接种，
对发展中国家的免疫工作特别有
意义。

研究人员在美国 《科学》 杂
志上报告说， 他们用 PLGA （聚
乳酸－羟基乙酸） 聚合物制成大
量微小容器， 装入疫苗后封装组

合 ， 注入人体后通过精确控制
PLGA 降解时间来实现疫苗的多
次释放。

PLGA 是一种医学上常用的
高分子材料， 生物相容性良好，
在生物体内可安全降解， 降解时
间能通过聚合物分子量和结构来
精确控制。

研究人员用光蚀刻技术在一
个玻璃板上制造出包含约 2000
个单元的模具阵列 。 模具内的
PLGA “杯子” 可以像堆积木一
样被层层堆积融合， 形成不同尺
寸的 3D 疫苗微粒。 研究人员解
释说， 这种 “3D 编织” 新技术
可以制造复杂 、 精密的微型装
置， 相比之下， 传统 3D 打印技
术不适用于这类材料， 也难以加

工微小器件。
实验表明， 用这种技术制作

的疫苗微粒能在生物体内长期保
持稳定， 不会预先发生泄漏， 到
既定时间才把疫苗药剂释放出
来 。 研究人员设计出注射后 9
天 、 20 天和 41 天降解的微粒 ，
装载卵清蛋白后注射到实验鼠体
内， 发现蛋白如期释放， 触发了
强烈的免疫应答， 效果与多次注
射的传统方法相当。

目前的微粒尺寸偏大， 只适
合皮下注射 ， 不能用于肌肉注
射。 研究人员正在寻求缩小微粒
尺寸、 进一步延长释放时间的方
法， 希望最终能通过一次注射实
现对多种疾病的免疫。

新华

“一次注射，多次接种”的疫苗

■好奇心

通过扫描健康志愿者的大脑， 美国
科研人员发现， 人脑通过淋巴管排泄代
谢废物， 这些淋巴管还可以充当大脑和
免疫系统之间的运输管道。

意大利解剖学家曾在 1816 年报告
在大脑表面发现淋巴管， 但 2 个世纪后
的研究人员并没有找到大脑中存在淋巴
管的证据。 因此医学界一度认为， 大脑
中是不存在淋巴系统的。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美国 《电子生命》
期刊上报告说， 他们通过钆布醇造影
剂， 成功在 5 名健康志愿者的大脑内观
察到， 这种磁性造影剂从血管渗出后，
经过硬脑膜流进了相邻的淋巴管中。

研究人员随后在解剖人脑组织时，
也在脑膜中发现了相邻的血管和淋巴
管。 研究人员对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大脑
扫描和解剖均验证了淋巴管的存在。

淋巴系统是人体循环系统的一部
分。 淋巴管运送无色的、 含有免疫细胞
和代谢废物的淋巴液到淋巴结。 而淋巴
系统还可以使白细胞在人体中循环。 这
个过程会帮助免疫系统发现某个器官是
否受到细菌或病毒攻击及是否受损。

研究报告作者、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
院下属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与脑溢血研
究所的丹尼尔·赖克表示， 希望这个研究
结果可以为治疗各种神经系统疾病提供
新思路。 他们将进一步研究在多发性硬
化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大脑中，
淋巴系统的工作机制是否会发生变化。

胡丹丹

瑞士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证明，
媒体对人的审美观影响巨大， 大到
15 分钟就能改变人的眼光。 该研
究报告发表于英国 《新科学家》 周
刊网站。

很多人相信， 当今媒体大量使
用纤瘦身材模特的影像是很多人对
自己身材不满意、 努力瘦身的原
因。 不过， 没有看到这些影像就不
会以瘦为美吗？ 鉴于纤瘦身材的影
像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 人们以瘦
为美是不是因为看了太多这些影像
难以证明。

瑞士纳沙泰尔大学研究人员找
到了证明方法。 他们前往尼加拉
瓜， 找到 80 名住在没有通电的偏
远村庄、 没看过电视、 没有受到现
代社会审美影响的村民参与一项实
验。 这些村民男女都有 ， 年龄在
16-78 岁之间。

研究人员先让村民们利用电脑
软件在屏幕上生成他们各自心目中
身材理想的女性形象， 然后给他们
看选自一家西方服装商店的女装目
录册中的照片。 一半村民看的是穿
着小尺码衣服的纤瘦女模特照片，
另一半看的是穿着大尺码的较胖女
模特照片。 研究人员让每组村民看
72 张照片。

在耗时大约 15 分钟看完照片
后， 村民们被要求重新在电脑上合
成身材理想的女性形象。 结果， 看
过瘦模特照片的村民合成的形象比
第一次合成的变瘦了， 看过胖模特
照片的村民合成的形象则变胖了。

研究人员说， 不知道影像对村
民的影响会持续多久。 而对于大多
数现代人来说， 即便每次看到媒体
影像的时间很短， 但由于会持续不
停地看到， 所以会长期受到影响。

欧飒

15分钟就能改变
人的眼光

人脑通过
脑内淋巴管“排污”

近期 ， 一项发表在 《细胞代谢 》
杂志上的新研究发现， 在体育锻炼的
过程中， 人类骨骼会产生骨钙素激素，
进而增加肌肉的性能。 机体骨钙素的
产出会随着年龄而下降， 这种现象自
女性 30 岁和男性 50 岁起开始出现。

在人类和动物的运动过程中， 骨
钙素在血液中的水平会增加。 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生理学研究团队的研究人
员对不同年龄组的小鼠进行了试验 ，
当小鼠们进行 40 分钟跑步运动后， 3
个月小鼠体内的骨钙素激素水平是 12
个月小鼠的 4 倍。 此外， 年轻的小鼠
可以跑近 1200 米， 而年老的小鼠在跑
到一半的距离时就已经筋疲力尽。

为了进一步验证肌肉耐力的关键
是骨钙素， 研究人员在转基因小鼠身
上进行实验， 它们的机体不会产生必
要的激素。 结果发现， 这些转基因小
鼠只能跑到年轻小鼠 20-30%的距离。
接着， 科学家又给 12-15 个月年老的
小鼠注射骨钙素， 它们的肌肉能力达
到了 3 个月小鼠的水平。

研究人员指出， 人类血液中的骨钙
素水平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女
性体内的激素数量变化出现得比男性早。

姚景江

骨钙素：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
一项新研究表明， 长期饮用碳
酸饮料， 可能是导致痴呆症的
危险因素之一。

发表在 《老年痴呆症和痴
呆症》 杂志上的这项研究称，
研究人员对 5000 名受试者进
行了长期跟踪研究， 实验分为
2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98 年
至 2001 年， 第二阶段从 2008
年至 2011 年。 研究通过问卷
调查的方式， 记录受试者日常
饮食及碳酸饮料消费等情况。

医学生物统计学研究发
现， 日常含糖类碳酸饮料摄入
量越高， 老年痴呆症前期临床
表现越明显， 其临床表现大都
为脑容量萎缩和发生记忆、 语
言障碍。 不过该研究尚未证实

碳酸饮料与痴呆症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 美国老年痴呆症学会
称， 导致老年痴呆症的危险因
素包括高龄、 老年痴呆症家族
史、 糖尿病、 抑郁症等。 研究
人员表示， 尽管其中没有包括
含糖类碳酸饮料， 但长期饮用
这类饮料， 可能增加患糖尿病
的危险， 或许是原因之一。

杨光平

一项新研究显示， 关节炎
患者患致命性肺病的风险较大。

类风湿关节炎的特征包括
患者手、 足小关节的多关节、
对称性、 侵袭性关节炎症， 表
现为关节疼痛、 肿胀以及僵硬。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的研究人员对近 2.5万名关节
炎患者进行了长达 10 多年的跟
踪研究。 结果显示， 男性类风湿
关节炎患者出现慢性阻塞性肺
疾的风险为 47%， 而女性患者患
慢性阻塞性肺疾风险达到 61%。
新研究发现， 关节炎症会引发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
特征的慢性支气管炎和 （或）
肺气肿， 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

和呼吸衰竭的常见慢性疾病。
发表在 《关节炎治疗与研

究》 期刊上的这项研究称， 该
研究结果具有一定新奇性， 因
为最近才认为关节炎症对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的发展起到一定
作用， 而目前临床医师尚未意
识到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出现肺
病的风险很大。

研究人员指出， 该项研究
提醒关节炎患者， 应警惕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出现的首个迹
象。 同时， 生活中也要注意防
范一些致病因素， 如吸烟。 因
此 ， 对关节炎的治疗时间越
早， 预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
效果就会越好。

方留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