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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王静）山东农业大学农

学院李平华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钟思林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基因组多样性研究所合作，利

用高通量研究玉米转录因子调控位点技术、借助大规模转录因

子数据重构玉米叶片基因表达调控网络，使玉米基因编辑不再

“大海捞针”。相关成果于 10 月 9 日刊发在国际学术期刊《自

然·通讯》上。

玉米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农作物，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

量最多的粮食作物，玉米叶片则是保证玉米产量的重要器官。

李平华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转录因子在动植物生长发育及

其对外界环境的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调控基因表达的最关键

因子之一，也是生物学研究领域的焦点和热点。

该研究成果首次在玉米中全面解析了叶片表达转录因子的结

合位点，构建了玉米叶片转录调控网络，分析了转录因子结合位点

对叶片形态、吐丝开花等农艺性状的影响，解析了其在物种进化中

的保守性和变化，提出了转录因子共结合是影响植物转录调控特

异性的关键因素的新观点。

该研究推动了植物界对植物基因转录起始调控的认识，同时

为世界玉米基础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玉米种质资源创新

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有利于实现智能、高效、定向培育新品种，

促进作物育种学科向更高层面发展。

构建叶片转录调控网

让玉米基因编辑不再“大海捞针”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记者 10月 12日从云南省德宏州林

业和草原局了解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

机构与该局合作，近日在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铜壁关片区

发现并鉴定了一个天南星科海芋属新种，将其命名为运气海芋

（Alocasia yunqiana）。

天南星科海芋属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也是大型观叶植物，茎粗

壮，高可达 3米，具有调节湿度、吸收粉尘、净化空气等功能。它的

根茎富含淀粉，可入药，但通常不能食用。

据了解，海芋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亚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其分布范围向北延伸到泛喜马拉雅地区，南至美拉尼西亚群岛

和澳大利亚。然而，该类群在泛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仍然十分

匮乏。

“运气海芋主要分布于热带季雨林林下与路边等生境，其形态

特征与海芋接近，但主要有三点不同。”研究团队成员刀保辉详细

解释说，运气海芋的佛焰苞远轴面基本无被白粉，几近光滑，且檐

部强烈脱帽状下垂；同时，运气海芋肉穗花序的中性花区与附属器

细小，呈收缩状，而雄花区显著增粗；此外，基部中性花呈绿色不规

则状。

目前，海芋属在全球范围内已知 78 种，近 20 年来不断有新类

群被发现。迄今为止，我国已报道 8种海芋属植物，且大多分布在

西南地区。

此项发现，为我国海芋属—芋属植物分类学修订工作提供

了新的重要实例，相关成果已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植物分类

群》上。

天南星科海芋属植物“添丁”

新华社讯（记者华义）在一年四季分明的地区，树木会有年轮

等周期性明显的特征，那么在没有明显季节变化的赤道附近地区，

热带雨林树木的生长也会有周期性变化吗？日本研究人员在追踪

观察马来西亚热带雨林后给出了肯定结果。

日本京都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生态学杂志》

上报告说，他们对马来西亚基纳巴卢山的热带雨林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持续观测，发现当地树木生长有明显的周期性，周期为

12 个月。

研究小组使用独特方法分析了长期观测数据，发现随着

热带辐合带的移动，当地日平均气温微妙的年间变动引起了

树木生长的周期变化。热带辐合带是南北两半球信风气流形

成 的 辐 合 地 带 ，其 强 弱 、移 动 和 变 化 会 对 热 带 地 区 天 气 产 生

影响。

这项研究表明，热带地区树木可以感受微小的气温变化，周期

性地实现叶子的生长和凋落。这会进一步影响当地生态系统，如

影响依赖于新叶的植食性昆虫和分解落叶的土壤微生物。

热带雨林树木生长也有周期变化

商店里卖的草莓味牛奶，当然不是让奶牛天

天吃草莓才产出来的，而是通过在牛奶中加入草

莓浓缩果料或者草莓味香精制作而成。草莓浓缩

果料是草莓经过深加工的产品，而草莓味的香精

则是通过多种香料组合模拟出草莓味道。

所以草莓牛奶只是在牛奶加工过程中加了草

莓味的物质。但如果真的给奶牛喂草莓吃，它产

的奶会有草莓味吗？

决定牛奶味道的有3种因素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饮食会影响包括人类

在内的哺乳动物的乳汁味道。2008 年，哥本哈

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让哺乳期女

性分别服用含香芹酮、薄荷醇、乙酸异戊酯和茴

香脑的化合物胶囊，再测定其乳汁中相应物质

的含量。

当然，这些物质都是天然存在于植物中的，包

括看起来像是化学合成物质的乙酸异戊酯，其实

也存在于香蕉、苹果、梨等水果当中。此外，所有

物质的服用剂量都是 100 毫克，属于安全剂量范

围，实验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之后研究人员在不同时间段内采集乳汁进

行分析，发现这些物质最快在 5 分钟内就会出

现在乳汁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物质的风

味能够被品尝到，因为这些物质必须达到一定

的量，才能被人的味觉感受器感受到。实验结

果显示，采集的所有时段的乳汁中，乙酸异戊酯含

量一直比较低，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香芹酮和茴香

脑浓度在 2 个小时采集的乳汁中达到峰值，之后

会逐渐降低；薄荷醇的浓度开始会随时间逐渐上

升，到 2个小时后浓度值就会稳定下来。

不过，这个实验只是说明人的乳汁会受到饮

食的影响，那牛呢？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人们就开始对牛奶的风

味进行研究。那时人们就知道，一款牛奶的味道，

主要有以下 3 种来源：一种是牛奶本身的酯类物

质；一种是饲料的成分；还有一种是农舍中的环境

味道和加工过程中的化学变化。

奶牛能否产出水果味牛奶

国内有一项研究曾用果香味剂来饲喂奶牛，

研究它对奶牛产奶的影响。果香味剂取材于各种

天然香味物质，主要成分是酯类、醛类、酮类、酸

类、醇类和挥发性酸类物质等，它们以一定的浓度

和比例构成了果香味。所以实验中喂果香味剂和

喂真实的水果没太大差别，因为真实的水果也是

靠这些化合物才有了独特的果香。

这项实验中用的果香味剂共有 44 种果香物

质，最终进入牛奶中且被检测到的果香物质有 14

种，包括乙酸异丁酯、乙酸异戊酯、丙酸异戊酯等

物质。研究人员通过检测发现，牛奶中部分果味

物质的比例升高、部分果味物质数量减少、部分果

味物质则完全消失。

奶牛的胃由瘤胃、网胃、瓣胃、皱胃 4 个胃组

成，经过胃消化吸收后的食物还要进入肝脏代

谢，因此一些风味物质进入体内后进行合成或者

分解，最后部分物质可能会消失或重新组合生成

新的物质。即便经过这些过程后，风味物质还存

在于体内，最终也还是会被代谢出体外，但奶牛

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产奶，才可能产出有果香味

的牛奶。

那么喂奶牛吃草莓，产出来的奶到底会不会

有草莓味呢？

草莓中的果香物质主要有乙酸异戊酯，根据

实验的结果，给奶牛饲喂果香物质后，产的奶里依

旧会留有这一物质，而且还是主要风味来源之

一。换言之，如果给奶牛吃的草莓足够多，牛奶的

乙酸异戊酯浓度足够高，奶也足够鲜，说不定真的

会有一丝丝草莓味。 （来源：科普中国）

如果喂奶牛吃草莓，能挤出草莓味牛奶吗
苏澄宇

在上个月举办的第 77 届威尼斯电影节“聚

焦中国”特别市场展映活动中，国产纪录片《喜马

拉雅的种子》一经亮相，就赢得了各方点赞。

该影片以纪实的方式，介绍了青藏高原珍

稀的野生植物资源，尤其是像塔黄、绿绒蒿等

因独特性而著称的植物，它们在严酷的高原环

境中为生存繁衍所焕发出的顽强生命力，十分

令人惊叹。

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的青藏

高原总面积约 250 万平方千米，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是中国三大自然阶梯中最高一级。在

数千万年的隆起和复杂的地质、气候变化过程

中，生长在这里的植物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并

拥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智慧”。

“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的植物正是凭借自己的

独特本领，在高原顽强地生存和繁衍着。”曾在中

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任职，并多次参加青藏

高原科考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党

委书记、副主任杨永平研究员说，温度和水分是

影响植物生长的两个最重要的环境因子。以藏

北为例，年平均气温为 0—3℃，最热月平均气温

也只有 8—l0℃。

“在青藏高原西部的广袤地区，年降水量不

足 100 毫米，如何有效地抗旱保水，也是高原植

物能否成功适应环境的关键所在。”杨永平说。

为了应对高原的低温、干旱和强风的恶劣环

境，一些植物会通过紧密的植株排列和贴地的生

长高度来保持小环境下的适宜温度，类似于“抱

团取暖”。这种矮化的植物不仅能够避免较低的

气温对植物的冻害，同时还能避免强风引起的强

烈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以及土壤和岩层反复

融化冻结引起的植物细胞缺水。

高山流石滩上的“垫状植物”就是一种典型

的矮化植物。垫状植物是对具有球形或半球形

表面的植物的总称，有极端缩短的茎、密集的叶

或者小枝，是植物经过多年辐射性生长而形成的

紧密簇生结构。在喜马拉雅地区，常见的垫状植

物有垫状点地梅、雪灵芝、钻叶风毛菊等，通常分

布在山地高寒草甸带和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带

之间，呈斑块状或者条带状分布。

这些植物堪称高寒环境中的“工程师”，它们

不但自己适应了高寒、强旱等极端环境，还会改

善生长位置及周边生境的土壤的物理和化学性

质、营养成分和水热条件，为其自身及其他物种

创造并维持一个条件更加优越的、特殊的微环

境。这种在垫状植物内部形成的微环境，还能够

显著提高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在群落物

种组成和结构方面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抱团取暖来抵御严寒

雪域草滩地、盐湖或流石滩上，菊科风毛菊

花属有众多植物明星。如弱小火绒草全身披着

白色或灰白色的绒毛；还有高山雪莲，全株长

满白色长绒毛；近年由于一些植物科普纪录片

的传播，拥有绒毛“大衣”的雪兔子也格外引人

注目。

“多功能外套”成防护神器

对于植物来说，开花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

传粉产生种子，进而完成繁衍。植物的传粉方

式主要分为自花传粉和异花传粉，其中自花传

粉不需要依赖于传粉媒介，一棵植物自身就能

产生种子；而异花传粉则需要媒介的帮助在不

同植物间完成传粉。在环境恶劣的高海拔地

区，能够为植物传粉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都要远

远少于内陆。因此，高原植物为博昆虫一顾都

使出了浑身解数。

植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吸引昆虫，其中最

主要的一种就是增强花的展示度以增加对昆虫

的吸引能力。用大而鲜艳、形状特异的花朵“招

蜂引蝶”，马先蒿当属个中翘楚。杨永平说，列当

科的马先蒿有 600 至 800 个种，许多特有种分布

在青藏高原地区。马先蒿最大特点之一是其花

冠形态多样，几乎每个种的花朵都不相同，变化

之多让人眼花缭乱。

已有的研究表明，马先蒿缤纷多样的花冠类

型是与其传粉机制相适应而长期演化的结果。

颜色鲜艳、形状各异的花朵，可以增强其对传粉

蜂虫的吸引力。

而塔黄则开辟了与昆虫“你为我传粉，我替

你养娃”的合作模式。常见于海拔 4000—6000

米区域的蓼科大黄属植物塔黄，在经过 5—7 年

的风雪考验后，性成熟的塔黄便会长出高达

1.5—2 米的花序，由下向上逐渐变细；花序外面

一层一层包裹着大型半透明的奶黄色苞片。

在一片片低调的苞叶下，藏着一串串等待发

育的花序。层层叠叠的苞叶，为花朵和各种各样

的昆虫搭起天然的暖房。花序由下而上次第绽

开，昆虫在花序上爬来爬去，就会把别处带来的

花粉不经意间抹到塔黄雌蕊的柱头上，于是在不

经意间就帮助塔黄完成了授粉。

为了将来能继续与这些昆虫保持合作，塔黄

还不惜贡献出自己大约三分之一的种子给这些

昆虫的幼虫作为食物。

各出奇招博昆虫一顾

青藏高原植物于苦寒处绽芳华青藏高原植物于苦寒处绽芳华
来了解一下它们的生存之道来了解一下它们的生存之道

本报记者 赵汉斌 据了解，雪兔子是多年生、一次结实，根呈黑

褐色，有纺缍状分枝。它的茎直立，高达 30 厘

米，全身披着稠密的白色、黄褐色或浅紫色的厚

棉毛，这些棉毛的御寒保暖效果一点都不逊于科

考人员身上的羽绒服，可避免冻伤。

可别小看了这件“外套”，它的作用可不止保

暖这么简单。杨永平解释说，雪兔子能在高寒恶

劣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全靠这件“秘密武器”。

记者了解到，雪兔子的绒毛可以起到三重防

护作用：第一，高原山地受到的太阳辐射远远高

于其他地区，长长的绒毛有利于雪兔子更好地抵

御太阳辐射；第二，由于石缝的储水能力较差，很

难供植物生长所需，而雪兔子的大量绒毛可以更

好地保留水分为己所用；第三，厚厚的绒毛也可

以尽量保存花粉，作为繁衍后代的重要工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能拥有厚厚的绒

毛，那些“衣着单薄”的植物也会找到其他办法来

防止自身水分散失，增加叶片表面的蜡质层就不

失为一个好主意。

针茅属是多年生密丛草本植物，全世界约

100 种，主要分布于亚洲和欧洲的温带和暖温带

地区。昆明植物所的研究人员此前在考察中发

现，藏北高原上相对干旱的高寒草原地区生长着

一种特殊的紫花针茅。

杨永平带领团队利用三代测序平台和技术

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紫花针茅在基因表达中优

化了紫花针茅合成蜡酯的功能。“叶片表面的

蜡酯形成了一个蜡质保护层，可减少水分蒸

发，增强紫花针茅对干旱环境的适应能力。”杨

永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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