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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洞”与逆转衰老——海湾战争综合征的意外成果“脑洞”与逆转衰老——海湾战争综合征的意外成果
	| 译　庄凌

那是 1994 年，耶路撒冷一个寒冷
的深夜，考费尔和弗里德曼两个人蹲
在希伯来大学实验室的一池冷水旁仔
细盯着小鼠游泳。实验室里很冷，长
时间的弯腰让他们背部感到酸痛，而
且多个晚上的重复实验早已让他们疲
惫不堪。当然，小鼠的感觉和他们一样，
因为它们不喜欢游泳，尤其是在冷水
里游泳，但是考费尔和弗里德曼不得
不让它们承受这样的压力。他们和小
鼠每晚都聚在一起，是为了解开医学
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海湾战争综合征。

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越来
越多的报道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
队的士兵正在遭受慢性疲劳、肌肉疼
痛、睡眠障碍和认知能力下降的困扰，
而且这些士兵的住院率也要高于其他
士兵。一些医生怀疑，溴吡斯的明（一
种士兵会服用的药物）进入了大脑则
可能会引发这些疾病。

但是该理论存在一个问题 ：血液
中的溴吡斯的明不应该出现在大脑中。
大脑中的血管壁由特殊的细胞组成，
这些细胞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形成了
一道“城墙”，能够控制物质进出。这
道城墙被称为血脑屏障，它的存在使
得毒素、病原体（例如细菌）和大多
数药物都无法通过。

但是，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患病士
兵的血脑屏障并不是那么完整，失去
了控制药物进入的能力。人们想知道
战争给士兵带来的身心压力是否会在
某种程度上导致血脑屏障损伤，于是
考费尔和弗里德曼选择强迫小鼠游泳
这种方法来测试这种想法。

在小鼠结束游泳后，考费尔和弗
里德曼将小鼠从水池中取出，并向它
们的静脉内注入了一些蓝色染料。等
染料被运送到小鼠身体各个部位并将
它染为蓝色后，他们对小鼠实施了安
乐死，随后在解剖显微镜下观察它们
的大脑。如果小鼠的血脑屏障完好无
损，那么大脑应保持正常的粉红色或
者白色。连续几个晚上，考费尔和弗
里德曼尝试设定了多个游泳时长，但
都没有发现小鼠大脑的颜色有任何异
常。

然而就在某一天晚上，小鼠在稍
微凉一点的水中浸泡了两次之后，情
况看起来有些不同了，这些小鼠的大
脑呈现出明显的蓝色。那一刻，考费
尔和弗里德曼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兴奋得手舞足蹈。实验室的工作通常
是乏味的，但是成功往往就是这么微

妙。他们奇怪的实验成功了，它表明
压力大可能会使血脑屏障出现漏洞。
在他们的导师，神经科学家赫蒙娜·索
雷克的帮助下，考费尔和弗里德曼进
一步证明了血脑屏障的这种变化能让
溴吡斯的明进入大脑，并改变脑细胞
的活动。

在 2019 年 发 表 于《 科 学· 转 化
医学》的两篇论文中，他们证明了随
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血脑屏障会失去
其完整性并出现漏洞，从而使血液中
正常情况下无法进入大脑的蛋白质突
破防御，这些意外闯入的蛋白质会进
一步激活脑细胞间的一系列连锁事件，
从而产生一些与衰老和疾病相关的常
见显著变化，比如炎症、神经元活动
异常和认知障碍。

血脑屏障的漏洞和这些疾病之间
的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明显，因为至
少在小鼠中，设法阻止由这些漏洞引
起的反应可以逆转疾病症状。在年龄
较大的小鼠中，研究者可以通过遗传
修饰来阻止这些细胞释放出炎症因子，
或者也可以使用保护脑细胞免受血液
蛋白刺激的靶向药物来消除炎症反应。

此外，考费尔和弗里德曼利用成
像技术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与
健康人的大脑进行了比较。影像结果
显示，患有该疾病的人出现了过量的
和进行性的血脑屏障漏洞，以及与疾
病相关的其他级联反应特征。

目前尚不清楚血脑屏障的破坏是
否真正导致了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脑
部疾病。它有可能与其他因素一起在
疾病发生中起着作用，包括遗传因素
和大脑衰老中观察到的各种细胞问题。

城墙的漏洞

血脑屏障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围绕
在大脑周围的一堵墙，但实际上，它
更像是散布于大脑各处的过滤器。大
脑通过复杂的网状血管获取了心脏搏
出的富氧血量的 15%~20%。这些血
管看起来与人体其他部位的血管十分
不同，其管壁由紧密堆积的细胞组成，
具有特定的分子传输系统，可以形成
半透性的过滤器。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当考费尔和
弗里德曼完成关于海湾战争综合征的
初步工作时，他们就发现其他研究人员
已经注意到某些脑部疾病（包括阿尔
茨海默病）的患者存在血脑屏障损伤。
但是他们不知道血脑屏障的损伤是这
些脑部疾病的起因还是结果，以及血
脑屏障的漏洞是如何开始的，它又将
如何改变大脑功能。科研人员渴望找

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许多神经疾病患
者的血脑屏障存在缺陷，那么在受损
的血脑屏障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为了找到答案，考费尔和弗里德
曼用一种化学物质对大鼠进行了处理，
这种化学物质会让血脑屏障形成孔洞。
处理过后，会解剖大鼠大脑并进行切
片，将切片放入营养液中，让其保持
存活状态，并记录细胞之间相互联系
的电信号。

前几天的神经信号记录没有任何
异常，神经元都是断断续续地，以不
规则的方式向彼此发出电信号。到了
第 5 天，他们几乎打算放弃继续记录时，
电信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越来越多
的神经元开始同步发出信号。随后的
一周时间，我们用电极刺激了这些细
胞，模拟了大脑皮层中出现的简短的
电信号。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刺激使
大量细胞同时产生了电信号，类似于
在癫痫发作的人和动物中观察到的情
况。

事实上，当他们破坏血脑屏障时，
大脑中的神经元并没有立即发生混乱，
神经元大约花费一周时间重新建立起
了新的连接网络，此时只要给出一个
微小的刺激便能引发一场巨大的电信
号风暴。这种模式称为阵发性慢波事
件，类似于在阿尔茨海默病或者癫痫
患者大脑中所观察到的那样。

研究者只在模拟血脑屏障遭到破
坏的情况下观察到了这种电信号风暴，
那些正常的大脑切片不会受到电刺激
的影响。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假说：
血液中的某些成分穿透血脑屏障、到
达这些神经元后触发了这种反应。研
究者随后将血液直接注射到年轻健康
大鼠的大脑中（此举绕过了血脑屏障）
并监测其电信号活动。几天之后，他
们再一次看到了这种电信号风暴。

显然，这种电信号风暴的产生和
血液有关。但是血液是一种成分非常
复杂的液体，其中包含许多不同种类
的细胞和蛋白质。为了找出诱发这种
风暴的罪魁祸首，研究者进行了大量
的筛选测试。最终，他们发现了一种
会引起这种电信号紊乱现象的血液蛋
白 ：白蛋白。

造成麻烦的蛋白

当时，考费尔和弗里德曼并没有
对这一发现感到很激动。他们更希望
见到的是一种很稀有的成分，然而白
蛋白很普通，并且在许多身体功能中
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因此他们很难区
分白蛋白在电信号风暴中做了什么。

然而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开始了
对它的研究。

研究者首先从研究中得知的是，
白蛋白进入大脑后似乎会激活星形胶
质细胞，这是一种为神经元及它们的
连接提供结构和化学支持的关键脑细
胞。白蛋白接触星形胶质细胞后，会
与其上的转化生长因子 β（TGF-β）
受体结合。通常，TGF-β 能激活星
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从而引发
炎症反应。而局部炎症是大脑通过破
坏功能异常的细胞来限制损伤的一种
方法。

但是，如果白蛋白持续渗入，星
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就会受到过
度刺激，从而释放出过量的化学物质
并造成有害影响，其中也包括大量的
TGF-β。这一现象会使得许多脑细
胞受到损伤，关键的神经回路被改变，
引发大脑功能退化。

这种破坏性的级联反应也出现在
衰老小鼠的大脑中。因此选取了一批
小鼠让它们正常地生存直至衰老，在
各个时间点观察它们的大脑。结果发
现，年轻小鼠的大脑中找不到白蛋白，
白蛋白一般在中年小鼠大脑中开始出
现。起初这种现象不是很明显，但是
这时血脑屏障的完整性已经明显下降，
并且随着小鼠年龄的增长变得更糟。
同时发现，与正常小鼠相比，大脑中
出现白蛋白的小鼠的记忆力明显下降。

在过去的 5 年里，研究者已经获

得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过程也发生
在人类身上。他们利用示踪分子标记
了 20 多至 70 多岁的人群的血脑屏障
漏洞信号。通过磁共振成像，我们可
以看到，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血脑
屏障上的漏洞会逐渐增加。

大脑再生

接下来，考费尔和弗里德曼尝试
在小鼠实验中逆转这一结果。尽管人
们不能阻止白蛋白穿透血脑屏障，但
是可以阻止由白蛋白进入大脑引发的
TGF-β 级联反应。为此研究者构建
了特殊的小鼠模型，在它们的星形胶

质细胞中，TGF-β 受体的相关编码
基因被人为敲除了。这些小鼠和对照
组在年轻时大脑中都被植入一个注射
白蛋白的微型泵。

然后研究人员对两组小鼠进行了
水迷宫测试，结果显示，对照组的小
鼠很难完成水迷宫任务 ；但是 TGF-β

受体被敲除的小鼠却表现得与年轻、
健康的小鼠一样，它们可以快速和准
确地在迷宫中游动，而且当改变迷宫
的配置时，它们也能够学会新的路线。
通过观察它们的大脑，发现这些小鼠
的炎症水平和异常脑电活动水平都很
低。

这一结果确实令人鼓舞。但是对
于人类来说，敲除一个在大脑中具有
正常功能的基因现在仍然不太可行。
不过，或许有一种药物可以达到这一
效果。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新兴药
物公司 Innovation Pathways 的药物
化学家巴里·哈特（Barry Hart）设计
了一种抗癌药物，该药物可以特异性
地阻断 TGF-β 受体的活性。哈特与
考费尔和弗里德曼取得了联系，建议
在小鼠模型上尝试一种叫做 IPW 的药
物。

当研究人员给开始出现白蛋白渗
漏的中年小鼠服用这种药物时，它们

的大脑显得更加年轻了。这些小鼠大
脑中的 TGF-β 活性下降到了在年轻
小鼠中观察到的水平，炎症标志物水
平、异常的电活动和癫痫发作易感性
都降低了。

但是最大的惊喜来自行为和认知
测试。他们选择了一批老年小鼠，让

它们穿越一个全新的迷宫。其中部分
老年小鼠接受了 IPW 治疗，另外一部
分没有。研究人员事先没有预料到接
受 IPW 治疗会带来很多的改善，因为
他们认为老年小鼠大脑已经发生了不
可逆转的损害。

然而，在几天之内，经过治疗的
老年小鼠对迷宫的学习能力可以与年
龄只有它们一半的小鼠持平。未经处
理的小鼠在迷宫中的表现与往常一样
差劲。这一刻，炎症的阴霾仿佛消散
了一般，大脑再次恢复了青春。人类
的干预研究可能表明，在没有大量细
胞死亡的情况下，衰老的大脑具有从
损伤中恢复的能力。

世界人口正在面临老龄化，患痴
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数正在攀升。
遗憾的是，神经科学家对这种从年轻、
健康的大脑转变到功能失调的衰老大
脑的早期触发机制知之甚少。阿尔茨
海默病和其他神经系统衰老疾病很复
杂，可能有很多诱因。

现在我们知道，血脑屏障的漏洞
应该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理论提供了
一种非常直观的新模型，可以让我们
理解为什么大脑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下降。同时这个模型也给人们带
来更多的信心，因为最新的研究结果
强烈暗示，衰老的大脑保留了自我重
塑和自我恢复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
会由于血脑屏障漏洞和后续的级联反
应而受到抑制，但不会不可逆转地丧
失。

对科学家而言，下一步就是寻找
合适的方法来减少血脑屏障的漏洞。
如果研究人员能弄清楚这些事情，这
些成果就有机会为很多人作出意义非
凡的贡献。

德国宇航中心在乌尔姆基地设立新的量子技术研究所
	| 彩林

从安全通信到可靠的卫星导航，
许多空间应用都依赖于高精度仪器。
基于量子力学效应的技术可以实现以
前无法获得的安全性和准确性。为开
发此类技术，德国宇航中心（DLR) 于
5 月 27 日宣布，得益于联邦和州政府
的广泛支持，在乌尔姆基地正式成立
新的量子技术研究所，并将与业界开
展合作，致力于逐步提高技术原型机
成熟度并投入使用。

德国宇航中心表示，新成立的量
子技术研究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

环境，填补了基础研究和应用之间的
空白，将为新创新奠定基础，这些创
新将通过技术转让进入工业领域。量
子技术能够实现长期的安全通信，还
可通过卫星进行非常精确的导航等，
希望德国在未来几年成为这一领域的
全球领导者。

德国宇航中心成立的量子技术研
究所是研究和工业之间的重要桥梁。
通过基于量子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
可以为创造新的产业支柱作出重要贡
献。目前，已有 40 余位 DLR 研究者
致力于量子技术领域研究 ；未来几年，
还将有约 200 名人员加入。

德国宇航中心指出，量子技术将
改变人类的生活。未来，量子技术将
在地球观测、卫星通信和导航等领域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内卫星基
础设施的应用领域影响到重要的主权
安全利益，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运
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加速对卫星基
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将非常重要，
以确保在这一领域的技术主权，并避
免对其他领域的依赖。

德国宇航中心空间研究和技术执
行委员会成员 Hansjörg Dittus 表示，
量子技术将用于计量和大地测量以及
通信卫星的运行。在乌尔姆基地也进

行了支持性研究，通过 DLR 的技术转
让项目使量子技术能够用于工业。其
中的 COMPASSO 项目是 DLR 量子技
术研究所的一个关键研究领域。该项
目主要研究光学钟。新一代原子钟在
时间测量方面提供了更高的精度——
事实上至少是 100 倍。例如，这项技
术可用于卫星，并能够以一到两厘米
的精度导出位置信息，这使导航系统
更加有效和可靠。

德国宇航中心量子技术研究所团
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使这些技术
应用于太空飞行。因此，这些技术必须
尽可能紧凑、坚固且耐用。为此，研究

人员正在使用特殊的激光器和新材料，
包括高科技陶瓷 ；这些物质的变形率在
温度变化时最小。为了测试近地轨道
系统，德国宇航中心计划于 2024 年在
国际空间站（ISS）执行 COMPASSO
空间任务。项目合作伙伴包括空客公
司、Menlo 系统公司、SpaceTech 公
司和 Tesat-Spacecom 公司，计划在
一年内对 Bartolomeo 外部平台仪器
进行测试。光学元件领域的技术突破
及其微型化也使量子通信和量子密码
学领域取得了进展。这两个领域也是
量子技术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领域。

此外，量子计算机可以破解目前

使用的许多加密算法。量子密码学使
用量子物理来生成密钥，可以用于卫
星通信，但也适用于通过光纤电缆保
护通信。这些方法可以在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内确保数据安全，而不管量子
计算或数学领域的进展如何。长期可
靠的加密对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如
供应网络、政府机构、银行和医疗保
健系统至关重要。德国宇航中心正在
与工业公司开展密切合作，以开发必
要的技术并投入未来市场。

血脑屏障的老化 ：大脑扫描结果
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脑屏障中
的漏洞会越来越多。30 岁时血脑屏障
没有出现漏洞（1）。42 岁时，蓝色斑
点的出现表示血脑屏障出现了少量的
漏洞（2）。65 岁时，红色和黄色斑点
代表了更多漏洞的出现（3）。76 岁时，
血脑屏障的漏洞仍在继续增加（4）。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