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技术

■好奇心

日本东北大学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最新发明了一种简便的胰岛
素化学合成法， 有望在此基础上
研发新的生产胰岛素制剂的方法，
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所需的胰岛素。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英国 《通讯化
学》 杂志网络版上。

胰岛素是胰脏内的胰岛 β 细
胞分泌的一种物质， 能够控制血
糖， 现在许多糖尿病患者都需要注

射胰岛素。 这些胰岛素通常是通过
生物工程的方式生产， 而不是以化
学方法合成。 这是因为胰岛素分子
由 2 条多肽链组成， 它们被称作 A
链和 B 链， 要将它们用化学方法
组装起来面临一些困难。

日本东北大学 、 东海大学 、
大阪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和德国
同行合作发现， 在满足特定条件
的低温、 碱性溶液中， A 链和 B

链可自行组装到一起。 研究人员
先是用这种技术合成了牛胰岛素，
随后又合成了人胰岛素。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说， 这种合
成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 不需要像
生物工程方法那样使用基因技术，
也不需要大规模的设备， 接下来希
望能让这种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
际应用， 进一步研发出新的生产
胰岛素制剂的方法。 华义

经常运动的人都有这样的
体会， 刚刚运动完往往没什么
食欲。 一项新研究发现， 这种
现象的奥秘在人下丘脑的弓状
核里， 运动能够 “加热” 下丘
脑， 从而有助降低食欲。

下丘脑是人脑皮层下调
节内脏活动的高级中枢， 参
与调节体温、 摄食和内分泌
腺活动等重要生理功能。

先前研究发现， 下丘脑
弓状核中有一类能够抑制食
欲的神经元 POMC。 科学家
还发现， 人体有些神经元存
在一种受体， 能让人对辣椒
带来的火辣感和体温的升高
产生反应， 故名辣椒素受体。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研
究人员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一
个假说， POMC 神经元可能
也存在类似受体， 能感受运
动带来的体温升高， 继而向
人脑发出 “别吃了” 的信息。
该研究小组在美国 《科学公
共图书馆·生物学》 上发表论
文说， 他们将含有 POMC 神
经元的实验鼠下丘脑组织暴
露在辣椒素或是高温环境下，

发现约 2/3 的 POMC 神经元
被激活。 这说明部分 POMC
神经元存在类似辣椒素受体
的受体， 能感受体温升高。

接下来， 爱因斯坦医学
院的研究人员给实验鼠下丘
脑弓状核注入辣椒素， 能抑
制实验鼠的食欲长达 12 小
时。 当研究人员阻断 POMC
神经元的功能， 实验鼠即便
被注射辣椒素也未表现出食
欲减退。 研究还显示， 当实
验鼠持续奔跑 40 分钟， 它们
的体温及下丘脑弓状核温度
都迅速升高时， 进食量比没
运动时下降了 50%。

这一研究表明 ， 体温也
是一种能调节食欲的生理信
号， 下丘脑弓状核中的一些
神经元能像感受激素水平 、
某些营养物质水平变化一样，
通过感受体温抑制人的食欲。

周舟

■探索

■发现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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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自然·通讯 》 杂志近
日在线发表的一项基因学研究
显示 ， 暴露于阳光下的皮肤会
晒伤而不是晒黑 ， 正是皮肤癌
的主要风险因素 ， 而新近一项
约 17.6 万人参与的全基因组关
联研究 ， 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 ，
鉴定出了可能与晒黑反应相关
的额外基因位点。

晒黑是皮肤在紫外线的作用
下生成黑色素， 造成皮肤颜色变
深变暗的现象； 而晒伤则是正常
皮肤经暴晒后产生的一种急性炎
症反应， 表现为红斑、 水肿、 水
疱和色素沉着、 脱屑。 此前研究
已发现， 是否易晒黑与遗传因素
关系很大。 而一个人暴露在阳光
下后， 皮肤会晒伤还是晒黑， 至
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基因

位点的变异。
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的遗

传组成如何决定其对日晒的反应，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人员马里
奥·法尔奇及同事， 此次分析了数
量庞大的一批被试者的遗传变异。
部分被试者自我报告称， 从未晒
黑或只是偶尔晒黑和晒伤 （人数
46768 名）， 另一部分称会晒黑而
不会晒伤 （人数 74528 名）。

这之后， 研究人员又针对约
5.5 万名个体做了重复研究， 结果
在之前未与晒黑反应关联起来的
10 个遗传位点发现了遗传变异。
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 与晒黑可
能性较低相关的 AGR3/AHR 位
点的部分变异， 可能会增加皮肤
癌风险。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该研究

团队指出， 以上发现基于有关晒
黑和皮肤癌的自我报告 （即问卷
回答）， 可能存在报告偏差， 因此
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此次鉴定出来的遗传变异在晒黑
和皮肤癌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点评】
初夏已至， 阳光日益火热，

一年当中最晒的季节即将来临。
有的人任风吹日晒就是不黑， 有
的人被阳光亲吻一下就黑里透红。
这些身体表面的反应， 其实是基
因在调控。 根据最新研究， 晒不
黑的人可别有恃无恐， 还是做好
防晒工作以减少患皮肤癌的风险。
容易晒黑的人反而可以开心一下，
因为这是一种有益“天赋”。

张梦然

晒黑还是晒伤 基因的“话语权”不小
鱼肉中富含 ω-3 和 ω-6 脂肪

酸， 经常吃鱼具有多种保健功效。
美国 《科学报告》 杂志刊登瑞典一
项新研究发现， 常吃鱼还有益神经
系统健康， 可降低帕金森病等神经
系统疾病发病风险。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研究员
帕尼拉·威图恩格·斯塔夫谢德博士
及其研究小组发现， 经常吃鱼与长
期神经健康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研
究业已证实， 大多数鱼中都存在的
蛋白质小清蛋白 （小白蛋白） 有助
于阻止某些与帕金森病密切相关的
蛋白质结构的形成。 帕金森病的一
大特征是淀粉样蛋白的形成， 称为
α 突触核蛋白 （也称 “帕金森蛋
白”）。 新研究发现， 小清蛋白可以
有效 “清除” α 突触核蛋白。

斯塔夫谢德博士表示， 新研究
结果表明， 增加鱼肉摄入量是战胜
帕金森病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
小清蛋白含量较高的鱼类包括： 鲱
鱼、 鳕鱼、 鲤鱼、 红鲑鱼和红鲷鱼
等。 其他鱼类也含有一定的小清蛋
白。 鱼类小清蛋白水平具有一定的
季节性差异。 夏季日照时间长， 新
陈代谢活跃， 因而夏季结束时以及
秋季的鱼肉营养更丰富。 此时多吃
鱼可以获得更多的小清蛋白。

金也

一项新研究显示， 更年期可能
会使类风湿性关节炎女性患者的体
质快速下降。

女性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几率
比男性高 3 倍， 而且女性患者体质
下降、 肢体残疾的情况更为严重。
类风湿性关节炎存在的男女差异令
科学家们十分费解。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自体免
疫性疾病。 已经有研究发现， 类风
湿性关节炎女性患者会受到分娩和
其他生殖变化、 激素变化的影响。
比如， 早停经女性比正常或者晚停
经更容易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护理学院对约 8200 名、 患有类风
湿性关节炎女性的数据进行分析后
发现， 未绝经的女性与绝经后女性
相比， 体质下降的速度较慢。

发表在 《风湿病学》 期刊上的
这项研究称， 尽管只观察到这一层关
联性， 但该研究结果表明， 更年期对
类风湿性关节炎女性患者体质下降
的程度和速度都有影响。 更年期与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恶化有关。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表示， 未来
需要更深入地探索类风湿性关节炎
女性患者在绝经后身体机能大幅下
降的原因。

方留民

你睡觉时打鼾吗？ 患有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的人经常打鼾。 美国一项最新
研究显示， 这种病症患者的打鼾声音大
会让头骨变薄， 进而提高致死风险。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人员招募
114 名 40 岁至 60 岁的志愿者， 其中 56
人有中度至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 研究人员比对志愿者年龄、 体重、
血液样本等， 并扫描他们的头骨后发
现， 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头骨
明显薄于其他人， 最多的薄 1.23 毫米。
印第安纳大学耳鼻喉外科医生里克·纳
尔逊说， 这一发现极具临床意义， 因为
头骨薄 1 毫米即可引发自发性脑脊液
漏， 患者可能出现痴呆、 昏迷、 中风现
象， 最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 这
是首个研究证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
头骨变薄存在关联。

打鼾虽然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的症状之一， 但并非所有打鼾的人都
患有这种病。 纳尔逊说， 目前尚不清
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让人头骨变薄
的真正原因以及诱发自发性脑脊液漏
的几率， 但睡觉经常打鼾的人更应关
注自己的健康。

乔颖

为何刚运动完没食欲？

新技术可简便地化学合成胰岛素

打鼾声音大？
小心头骨变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