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大脑

神经元的物理学吧！美国得克萨斯大

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生物物理学教授

Jose R izo- R ey 一直对这个话题感

兴趣。

人的大脑有数十亿个神经细胞

或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

之间有数千个连接。无论是遥远记忆

的浮现，还是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意

识，这些神经元之间经过校准的相互

作用构成了思想。

“大脑是一个惊人的通信网络。”

R izo- R ey 说，“当一个细胞被电信号

刺激时，突触囊泡融合发生得非常

快。神经递质从细胞中出来，与突触

侧的受体结合。这就是信号，这个过

程非常快。”

这些信号传递过程不到 60微秒

或百万分之一秒，它们为何如此之

快？这是大量研究的焦点。实际上，神

经元中这一过程的失调会导致阿尔

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一系列神经系

统疾病。

通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对大

脑的主要蛋白质结构和突触传递膜

融合的大致轮廓有了深入了解。1970

年，B ernard K atz被授予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

化学突触传递由一个充满神经递质

的突触囊泡与神经末梢的质膜融合，

并将其内容物释放到相反的突触后

细胞中。

R izo- R ey 的目标是更详细地了

解思维激活过程发生的具体物理过

程。“如果我能理解这一点，获得诺贝

尔奖只是一个小小的奖励。”他说。

最近，他一直在利用全球最强大

的系统之一 ———得克萨斯州高级计

算中心（T A C C）的 Frontera 超级计

算机探索这个过程，创建了一个包含

数百万个蛋白质、膜及其环境的原子

模型，并让其运动，以观察发生了什

么，这一过程被称为分子动力学。

他和合作者在近日发表于

的研究中展示了突触囊泡融合的全

原子分子动力学模拟，提供了对启动

状态的一瞥。这项研究展示了一个系

统，其中几种特殊的蛋白质被“加

载”，只等钙离子的输送来触发融合。

“它已经准备好了，但却没有发

生融合。”R izo- R ey 解释说，“为什么

没有呢？它在等待钙信号。神经传递

是关于控制融合的。系统做好融合的

准备，当钙离子进来时，很快就会发

生融合。”

据悉，该研究由韦尔奇基金会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它们将

R izo- R ey 选为首批获得 R 35研究计

划奖（R PA）的 30名神经科学家之一。

R PA 是一个旨在通过提高资金稳定

性鼓励创造性研究的试点项目。

对 R izo- R ey 来说，这项研究代

表了计算方法的回归，他回忆起 20世

纪 90年代初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

校使用原始克雷超级计算机的情景。过

去 30年，他主要使用核磁共振波谱等

实验方法研究大脑的生物物理学。

“超级计算机还不够强大，无法

解决传输在大脑中发生的问题。所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使用其他

方法。”他说，“然而，有了 Frontera，

我可以一次模拟 600万个原子，真正

了解这个系统发生了什么。”

R izo- R ey 的模拟只覆盖了融合

过程的前几微秒，但他假设这一行为

在这段时间内发生。“如果我看到它

是如何开始的，即脂质开始混合，那

么我会要求在 Frontera 上使用 500

万小时（可使用的最大时间），以捕捉

蛋白质加载的瞬间，以及融合和传递

发生的详细过程。”他说。

他表示，如今能利用的计算量之

大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得克萨斯

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有一个超级计算

机系统，我最多可以使用 16 个节

点。”他说，“在那里，我在 Frontera

上所做的不是几个月，而是 10年。”

R izo- R ey 说，投资基础研究以及支

持这类研究的计算系统至关重要。

（晋楠）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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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分之一秒！

科学家解析大脑如何准备思考
“臭味相投”
有了科学依据

本报讯 几项实验表明，体味相似的人

更容易即刻成为朋友。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

《科学进展》。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 Inbal

R avreby 说，当我们第一次与他人见面时，

有时会“立即产生强烈的共鸣，这让我们觉

得彼此已是多年的好友了”。

她想知道这是否与体味有关，因为之前

的研究发现，人们见面时会下意识地嗅一嗅

气味，例如，握手后把手放到鼻子旁。

R avreby 和同事招募了 20对同性、非恋

爱关系的朋友，一半是女性，一半是男性。他

们说第一次见面就与对方“一见钟情”。

电子鼻是一种感知气味化学成分的装置，

研究人员用它来嗅每位参与者穿过的 T 恤，

发现朋友之间的气味比随机组的人更接近。

电子鼻闻了由 25 名独立成年人组成的

对照组的 T 恤后，也得出结论———朋友组的

气味与随机组相比更接近。

接下来，R avreby 和同事招募了 17名素

未谋面的人，并使用电子鼻分析他们的体

味。然后，每个人轮流与其他同性参与者进

行非语言游戏。

实验结果与之前一致：气味相似的两组

人更有可能在游戏中相互产生好感。

R avreby 说，这些发现很有意义，因为研

究表明，人们倾向于同年龄、种族、教育、宗

教、外貌、性格和价值观等和自己相似的人

成为朋友。

她说，其他哺乳动物也会借助嗅觉判断

敌友，比如两只狗在公园相遇时就会嗅对方

的臀部。

相反，异性恋的人似乎会被气味不同的

异性所吸引。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女性更容

易被具有不同免疫基因的男性气味所吸引，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配对会产生免疫系统

更强的后代。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 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

人员利用分子分析确定儿科实体癌

的靶向治疗机会。相关论文近日在

线发表于《自然—医学》。

为了评估用靶向测序测试进行

的肿瘤分子分析（M T P）的临床影

响，12 家机构的颅外实体瘤儿科患

者被纳入了一项前瞻性的观察队列

研究。在 345名患者的分析人群中，

诊断时的中位年龄为 12岁（范围 0~

27.5）；298 名患者（86%）有 1 个或

更多的改变，可能对护理产生影响。

具有诊断、预后或治疗意义的基因

组改变分别存在于 61%、16%和 65%

的患者中。得出结果后，对护理的影

响包括 17 名患者的诊断分类得到

澄清，240 名患者的 M T P 结果可用

于选择与确定的改变相匹配的分子

靶向治疗（M T T）。

在接受 M T T 的 29 名患者中，

24% 有客观反应或经历了持久的临

床获益；这些患者中除 1 人外都接

受了与基因融合相匹配的靶向治

疗。在 209 名患者中发现的诊断性

变异中，77%是基因融合。包括融合

检测在内的靶向小组测试的 M T P

对年轻的实体瘤患者有很大的临床

影响。 （柯讯）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分子分析确定儿科实体癌靶向治疗机会

用于研究突触囊泡启动状态性

质的分子动力学模拟初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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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交朋友是因为我们的气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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