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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好奇心

通过 DNA 就可以判断一个
人长什么样 ， 这到底可不可能 ？
据美联社近日报道， 凭借一种新
技术手段， 一桩 2016 年发生在美
国德克萨斯州的杀人案， 宣告破
案 。 在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 ，
一家名叫 “帕拉班纳米实验室 ”
的机构 ， 凭借犯罪现场留下的
DNA 信息， 绘制出犯罪嫌疑人的
模拟头像画。

报道称 ， 这项通过 DNA 绘
制犯罪嫌疑人画像的技术称为显
型技术。 通过这一技术， 工作人
员可根据犯罪现场采集的 DNA，
“预测” 出嫌疑人的年龄、 人种等
信息 ， 以及其脸形 、 眼睛颜色 、
发色、 肤色等特征。 “DNA 携带
着决定个人身体特征的遗传指令，
可翻译成一个人的外貌画像。” 帕
拉班纳米实验室工作人员解释道。

现有技术还没那么神
据了解， 显型技术也就是分

子表型刻画， 是近年来法医学的
新兴领域， 其目的是通过对检材
DNA 的深度挖掘， 刻画出犯罪嫌
疑人的外貌特征， 从而为侦查提
供线索， 缩小查找范围。

这种技术真的能推测出人的

相貌吗？ “目前， 我们已经可以
根据犯罪现场的 DNA， 来准确地
预测眼睛 、 头发和皮肤的颜色 ，
其准确率已经达到实际应用的标
准。 但是用来预测人的相貌， 现
在的技术还不可以。 显型技术通
过找到遗传因子和人类脸型特征
的关联性来实现 ‘预测’， 目前的
准确性还是较低的。” 中国科学院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刘凡介
绍道。

刘凡指出， 近年来在法医领
域， 分子表型刻画飞速发展， 通
过 DNA 来推断黄种人 、 白种人
和黑种人等不同种族， 现在已经
很成熟了。 显型技术能够把不同
种族人的平均脸型刻画出来， 进
而依据 DNA 变异信息进行脸型
的微调， 但 DNA 刻画的脸型和
真实脸型的相似度离严格意义的
法医学应用还有些距离。

关键在基因点位
与形态的对应

凭借 DNA 推测相貌的具体
实施过程并不复杂， 最关键的是
找到不同基因点位与不同形态的
对应关系。 首先， 专家们会收集
人脸三维照片里有关色素和形态

的所有信息 ； 接着通过 DNA 来
与这些信息建立关联， 也就是哪
个 DNA、 哪个位点或哪个突变对
应哪一个形态学上的改变。

做预测的时候， 先求出不同
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平均脸， 比
如 30 岁左右的男性长什么样； 建
立这种关联以后， 当有一个新的
样本需要进行预测时， 就可以先
推测出这个样本的平均脸， 然后
在平均脸上进行微调。 比如某个
基因点位和大鼻子相关 ， 同时 ，
样本 DNA 在该点位上正好是大
鼻子， 那就可以在平均脸上把鼻
子增大。

只是一种调查工具
美联社称， 对于执法官员来

说， 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调查工具。
刘凡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他

表示， 目前该技术还只能是辅助
手段， 上不了法庭， 当不了证据，
但可以帮助警方侦查时， 缩小范
围。 帕拉班纳米实验室生物信息
部门主任强调， 他们绘制的画像
“并非与 DNA 拥有者一模一样 ，
只是与执法部门合作， 为他们提
供嫌疑犯的大致外貌特征。”

陆成宽

DNA 到底能不能预测外貌 在现代社会， 脂肪常和肥胖以
及相关疾病联系在一起。 而美国学
术刊物 《免疫》 最近刊登的一项新
研究结果显示， 脂肪并非总是不好，
有时候也会帮助提高免疫力。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亚斯明·
贝勒卡伊德等人发表论文说， 对实
验鼠的研究发现， 一种名为 “记忆
T 细胞” 的免疫细胞会储存在脂肪
组织中。

与储存在其他器官中的 “记忆
T 细胞” 相比， 脂肪组织中的这种
细胞在面对病原体时反应更快、 抵
抗力更强。 研究人员认为， 这可能
是因为脂肪组织提供了更好的营养
环境， 让这些免疫细胞 “生活得更
好”。

得名 “记忆 T 细胞”， 是因为它
们能 “记住 ” 曾抵抗过的病原体 ，
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病原体时， 能很
快识别并发起攻击。

在实验中， 研究人员让一些实
验鼠接触特定病原体， 以此激活其
体内的 “记忆 T 细胞”， 然后从它们
体内取出脂肪组织， 移植到另一些
从未接触过相关病原体的实验鼠体
内。 结果发现， 后一批实验鼠如果
接触相关病原体， 移植过来的脂肪
中的 “记忆 T 细胞” 很快就发挥作
用， 帮助免疫系统攻击这些病原体。

研究人员因此认为， 将来也许
可以在试管中利用脂肪组织培育出
对某些病原体抵抗力较强的 “记忆
T 细胞”， 在有需要的时候移植到人
体内， 帮助提高免疫力。

新华

美国科学家用猴子做实验， 尝
试避开大脑受损区域传递信息并指
令身体做出反应， 研究结果或可应
用于中风后康复。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先
训练 2 只恒河猴根据灯光提示做不
同动作。 待猴子学会后， 在它们的
大脑前运动皮层放置 16 个电极。 当
猴子根据灯光提示做动作时， 会出
现不同模式的短暂微弱电流。 然后，
研究人员去掉灯光提示， 直接以电
流刺激大脑前运动皮层 ， “指挥 ”
猴子动作。 结果发现， 即使没有灯
光提示， 猴子仍可以正确做出相应
动作。 研究人员用这个方法训练猴
子做其他动作， 获得同样结果。

研究人员因此认为， 研究或有
助于中风患者恢复行动能力。 中风
后， 人脑部分接收信息区域可能受
损， 导致人脑接收外部信息后指挥
身体做出相应行动这一信息传递路
径中断。 恒河猴的实验则显示， 可
以避开大脑受损区域向正常区域传
递信息， 再传递给身体。 研究报告
发表于 《神经元》 月刊。

欧飒

■探索

脂肪有时可助免疫

科学家把信息
“注入”猴脑

《英国癌症杂志 》
刊登瑞典一项新研究
发现 ， 吸烟可能会降
低乳腺癌治疗的疗效。

瑞典隆德大学癌
症中心实验肿瘤学副
教授海伦娜·杰恩斯
特罗姆博士及其同事
于 2002 年~2012 年间
对 1065 名 乳 腺 癌 确
诊患者展开了跟踪调
查 。 乳腺癌手术前 ，
1/5 的患者吸烟 。 结
果发现 ， 在服用芳香
化酶抑制剂药物的 50 岁以上
乳腺癌患者中 ， 吸烟者癌症
复发风险是非吸烟者的 3 倍 。
虽然新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
吸烟与乳腺癌复发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 但是的确表明两
者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 吸烟
会对化疗 、 放疗及他莫昔芬
等乳腺癌治疗方法的疗效产
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美国癌症协会表示， 常用
芳香化酶抑制剂药物主要包括：
阿那曲唑 （瑞宁得）、 依西美坦
和来曲唑 （弗隆）。 此类药物能
够让绝经妇女停止产生雌激

素 ， 有效抑制激素受体阳性乳
腺癌细胞的生长。 此类乳腺癌
是最常见的乳腺癌， 约占乳腺
癌患者的 2/3。

杰恩斯特罗姆博士表示 ，
这项新研究结果仍需进一步确
认。 如果得到证实， 那么在癌
症治疗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吸
烟的影响。 吸烟削弱芳香化酶
抑制剂疗效的具体机理目前尚
不完全清楚 ， 但是一种可能
是， 香烟中的某些成份可能导
致乳腺癌细胞对此类药物产生
抗药性。

陈希

一项新研究显示， 精索静脉
曲张 （男性阴囊上的静脉曲张），
可能会增加他们患心脏病和糖尿
病的风险。

精索静脉曲张是一种较为常
见的男性病， 会影响 15%的男性
健康， 导致男性下体疼痛或不育。

精索静脉曲张与低睾酮相关，
而低睾酮反过来又会增加男性患
代谢疾病和心脏病风险 。 因此 ，
研究人员想了解精索静脉曲张是
否会增加男性患糖尿病与心脏病
的风险。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的研究人员对 4400 名患有精索静
脉曲张男性与数千名无该病男性
的医保记录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
现， 患有精索静脉曲张的男性罹
患心脏病的风险更高， 同时也更
容易患上代谢性疾病， 像糖尿病
和高脂血症。

研究人员指出 ， 在发布任
何建议之前 ， 仍需要进行更多
的研究来调查精索静脉曲张与
心脏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 目
前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 ， 精
索静脉曲张是否是男性健康的
一个标记 ， 或从长远来看 ， 治
疗精索静脉曲张是否真的可以
改善男性健康。

方留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