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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本报记者 王延斌

虽面临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展品种推广的竞争压

力，我国玉米自育品种的种植面积仍达 90%以上。

“十三五”期间，“中单 123”“中单 685”“中玉 303”

“中单 111”等 10个高产抗逆宜机收新品种相继育

成。结合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绿色技术体系，2020

年我国玉米再创亩产1663.25公斤新纪录。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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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玉米的

自给率可达 95%以上。我国农业主管部门主要

负责人不止一次地表示，玉米基本自给是中国粮

食安全的底线。“玉米之所以能做到粮仓里装中

国粮、耕地里种中国种，依赖的是科技进步与创

新。”玉米育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以下简称农科所）研究员黎亮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常规育种技术周期长、优良亲本自交系选择

率低，很难在短时间内选育出所需要的品种。近

年来，单倍体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基因编辑

育种等生物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玉米育种的效

率，开辟了玉米育种的新途径。

“目前我国所有生态区的玉米品种推广都面

临着国际竞争，主要的跨国公司都在我国开展了

品种选育或市场推广。但我国玉米自育品种的种

植面积仍达 90%以上，实现这个比例是很不容易

的，是国内广大育种者共同努力的结果。”黎亮说。

多年前，我国玉米品种普遍存在单产水平

低、耐密性差、抗病抗虫能力弱等缺点，严重限制

了我国玉米的产能。同时我国玉米种质资源相

对匮乏，极大地限制了对高产耐密抗病虫能力强

的玉米品种的选育。

为了解决这个“硬骨头”，农科所黄长玲研究员

团队广泛搜集国内外优良玉米种质资源，潜心钻

研，充分利用分子标记技术辅助玉米种质资源创

新，历经23年，先后育成耐密性好、产量高、适宜种

植范围广的玉米新品种“中单808”和“中单909”。

黎亮介绍，“中单 808”在西南地区推广后，该

地区玉米种植密度提升30%（每亩增加1000株），产

量增幅高达 39.3%，成为西南地区主导玉米品种。

“中单909”在我国黄淮海玉米区试种期间，平均亩

产比黄淮海主推品种“郑单958”增产5.1%，在全国

高产潜力研究实验中，更是创造出亩产1376公斤

的高产纪录。

继“中单 808”和“中单 909”之后，农科所玉

米研究团队并没有止步。他们继续朝着新的育

种目标尤其是当前的高优质绿色目标开展研发

攻关，整合各项育种技术，进行材料创制和品种

选育，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他们还构建了以密植增穗增产、高质量群体

构建、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粒收与全程机械化

作业、秸秆还田为主的玉米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

绿色技术体系，2020 年创亩产 1663.25 公斤新纪

录，再次刷新我国玉米高产纪录。

此外，“十三五”期间，农科所团队还育成了

“中单 123”“中单 685”“中玉 303”“中单 111”等 10

个高产抗逆宜机收新品种，为提高我国玉米产量

作出了贡献。

我国种植玉米九成是自育品种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生物育种的第一

步就是需要有育种材料，并且需要知道这些材料里

是否含有符合品种需求的优良基因。“由于我国并

非玉米的起源地，玉米种质资源无论丰富程度还是

水平高低，都与一些国家存在一定差距。”黎亮说。

黎亮介绍，农科所建立了我国玉米种质资源的

安全保护体系，安全保存了3万余份种质资源。并

且牵头完成了对主产区2000份玉米种质资源的关

键性状（如抗旱、抗病、氮利用效率、抗倒、籽粒脱水

速率等）评价，阐明了我国玉米种质资源遗传多样

性特性，为种质资源的高效利用打下了基础。

生物育种离不开基础领域的研究与突破，尤

其是基因组学的发展以及关键基因的挖掘与鉴

定。这些基础研究能从根本上提高育种效率。

“在不清楚目标性状受哪些基因控制或调控

之前，育种专家只能依赖于田间表现对品种进行

选择或淘汰，而无法做到针对基因型的直接选

择。参考基因组的构建大大加速了基因挖掘的

速度。”黎亮说。

为 此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完 成 了 玉 米 自 交 系

Mo17 的高质量参考基因组；北京农科院也构建

了中国玉米骨干自交系“黄早四”的高质量基因

组图谱；中国农业科学院公布了基于 1218 个玉

米自交系的第三代多态性数据。

“在此基础上，科学家们克隆了多个重要农

艺性状的基因，比如克隆了玉米生育期、株型建

成、耐密、抗病相关的基因并阐明了遗传机制，揭

示了现代玉米育种过程中基因组选择与遗传改

良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分子标记辅

助育种向前发展。”黎亮说。

让育种者告别“无米之炊”

“传统玉米育种中，如果想把某个优良的基

因融合到某个自交系中，需要将携带这个基因的

材料和这个自交系进行杂交，然后通过不断自交

或者回交的方式获得新的自交系。在不清楚哪

个基因控制某种目标性状之前只能通过每个世

代的田间表现进行选择，如果能清楚哪个基因控

制某种目标性状，则可以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

择。”黎亮说，尽管如此，这种传统模式仍然耗时

费力，周期很长。

而单倍体育种技术的出现革命性地打破了

这一传统育种模式。近年来，以生物诱导为基础

的玉米单倍体育种技术，成为可与基因编辑技

术、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相媲美的现代玉米育

种三大核心技术之一。单倍体植株只含有一个

染色体组，含有多个染色体组的是多倍体，包括

玉米在内的很多物种都是多倍体。单倍体育种，

是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在多倍体植株花粉期获得

单倍体，然后再对单倍体进行染色体组加倍，从

而形成纯合自交系品种。

黎亮表示，工程育种技术为提高育种效率提

供了保障，其中的单倍体育种技术，最快可一年

甚至 7—8个月获得纯系，显著提升了育种效率，

被誉为玉米育种的“高铁技术”。

记者获悉，中国农业大学陈绍江教授团队围

绕单倍体育种技术攻关 20 余年，在单倍体的高

频诱导、高效鉴别和高通量加倍 3个核心技术环

节均有了技术突破，从而使这项技术在我国玉米

育种中得以推广应用。在单倍体的诱导机理方

面，团队克隆了控制单倍体诱导的两个基因，并

实现了单倍体技术向小麦、拟南芥等其他物种的

发展，使得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

构建玉米育种的“高铁技术”

玉米育种快速精准玉米育种快速精准
守住中国粮食安全底线守住中国粮食安全底线

编者按 2020 年我国粮食总

产量比上年增加 113 亿斤，实现

“十七连丰”。据中国农科院公布

的数据，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

下，我国粮食产量仍实现年年增

产，这一减一增背后是科技的力

量，其中良种培育是至为关键的

一环。本报将分门别类地介绍各

种作物的育种情况，带你了解它

们背后的生物育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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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为改变某些目标性状

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策略。

基因编辑技术是近 10年来新兴的颠覆性生

物技术，具有变异明确、稳定遗传、研发效率高与

适用范围广等特点。该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

玉米育种所遇到的瓶颈难题，极大地推动了现代

玉米育种的发展。

“经过多年不懈改进，基于细菌适应性免疫

机制原理，我国科学家研发出了以 RNA 为指导

识别单元、以核酸修饰酶为定点突变活性工具酶

的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体系。该技术体系能够

对目标基因实行精准突变或修饰，从而使育种专

家获得所需的生物育种性状。”黎亮说。

农科所谢传晓研究员团队就在这一研究领

域做了大量创新性的工作，使得我国在玉米基因

编辑育种的技术储备和国际水平保持同步。

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玉米育性基因的功

能结构域进行了定点定向删除，从而创制了核不育

系，并巧妙地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使之与保持系技术

兼容，从而创制出操控型核不育保持系品种。

“用这种技术育成新品种后，在进行制种时

不再需要人工或机械去雄，可以实现‘一步法’制

种，降低了生产成本。”黎亮说。

他表示，未来多项育种技术的有机融合将

大大提高玉米育种的效率，形成新的工程化育

种模式。

玉米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与国际同步

不久前，国家卫健委发布正式公告，批准由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生

物）申报的透明质酸钠（即透明质酸，俗称玻尿

酸）为新食品原料，使用范围为乳及乳制品、饮料

类、酒类、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包括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制品）以及糖果、冷冻饮品，不

包括婴幼儿食品。

“公司从 2004 年开始申报，现在获得批准，

虽说不容易，但结果令人满意。”在 3 月 1 日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华熙生物首席科学家郭学

平感慨万千。

玻尿酸领域的种子选手

1934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眼科教授梅耶

等人首先从牛眼玻璃体中分离出玻尿酸。后来

科学家相继发现，其具有独特的分子结构和理化

性质；在机体内显示出润滑关节、调节蛋白质、促

进创伤愈合等重要功能；2%的玻尿酸能锁住人

体 98%的水分，但在 25岁之后，它会流失。

上世纪 70 年代，科学家们开始从鸡冠中提

取玻尿酸。作为国内最早一批玻尿酸领域的研

究者，郭学平立志于攻克玻尿酸微生物发酵法生

产技术。

百年间，玻尿酸生产经历了从动物组织中提

取、以微生物发酵法制备到酶切法精准控制生产

三次产业革命。而华熙生物研发团队引领了后

两次产业革命。

据了解，华熙生物是国内率先实现以微生物

发酵法大规模生产透明质酸的企业。他们利用

20 年时间，使透明质酸发酵产率从不足 3 克/升

发展到目前的 12—14 克/升，使得玻尿酸的成本

大幅降低。数据显示，2019 年，华熙生物玻尿酸

原料占据全球 39%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首位。

拉开千亿级市场大幕

如今这个全球最大的玻尿酸研发、生产、销

售企业再次打开了成长的天花板——生产食品

级玻尿酸。

郭学平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在日本推出的玻

尿酸口服液。他表示：“口服透明质酸具有改善

人体皮肤水分、改善关节功能、修复胃黏膜损伤

等作用。”

在美容方面，涂抹或注射玻尿酸与口服玻

尿酸有何不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

医师吴艳教授提供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添加

了玻尿酸的食品进入人体，玻尿酸被分解吸收

后，皮肤中还会合成新的玻尿酸。她认为，玻

尿酸获准入食，让其在大健康方面拥有了更大

的发展前途。

1 月 22 日，知名咨询机构艾瑞发布《透明

质酸应用场景白皮书》指出，2016—2024 年全

球食品级透明质酸终端产品市场年复合增长

率为 7%。

在国外，玻尿酸早已进入食品领域，作为食

品原料和保健食品原料。郭学平向记者介绍，日

本、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均已有多款含透明质酸

的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上市。

国家卫健委正式公告批准玻尿酸入食；华

熙 生 物 推 出 国 内 首 个 玻 尿 酸 食 品 品 牌“ 黑

零”，宣告了玻尿酸食品国产化时代的到来。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将推动市场上“玻尿酸食

品潮流”的涌现，千亿级的玻尿酸食品市场大

幕已经开启。

玻尿酸获准“入食”，用生物技术做大“美丽生意”

据美国媒体 2月 25日报道，麦当劳宣布与美国人造肉龙头企业“超越

肉类”公司（Beyond Meat）达成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超越肉类”公司将

成为麦当劳一款人造肉品类汉堡的首选肉饼供应商，这种使用植物性肉

类替代品的汉堡目前正在部分市场销售进行测试。此外，双方还将合作

研发新的猪肉、鸡肉和鸡蛋的替代品。

“超越肉类”表示，公司还将通过盒马鲜生在中国大陆销售人造肉汉

堡肉饼，人造肉离我们越来越近。

各国纷纷加紧人造肉研究步伐

人造肉主要包括植物蛋白肉、细胞培养肉和其他肉类替代品。

2013 年 8 月，荷兰科学家宣布利用干细胞技术成功培育出全球首块实

验室牛肉汉堡。此后，人造肉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科技界和产业界的高

度重视，并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为 2019 年十大突破性技术之

一。我国也加紧步伐，于 2019 年 11 月培养出国内首块源于动物干细胞

的人造肉。

美国、欧盟、以色列、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启动相关战略部署，大

力推动人造肉领域的发展。美国成立非盈利组织和新肉食动物基金，

启动系列竞争性研究资助计划，以推动植物蛋白肉、细胞培养肉等领域

的研究。欧盟重视对人造肉的投资和创新，出台了《欧盟蛋白质计划》

《从农场到餐桌战略》等多项促进相关领域发展的战略计划。以色列通

过创新局、现代农业基金会为人造肉的发展提供各种资金支持。日本

在《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中提出支持人造肉开发，以确保粮食稳

定供应。我国人造肉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但近两年开始大力推动相

关技术的研发。

“形神”与真实肉类越来越接近

植物蛋白素肉是最早的人造肉。素肉主要由大豆蛋白、小麦蛋白等

原料制作而成，在质地、色泽、风味和口感等方面并不具备传统肉类的特

征。为了缩小与传统肉类的差距，研究人员对人造肉的特性进行了系列

优化。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美国化学家发现大豆残渣在缠绕成股后的形

状与肉类相似，开启了全球对植物蛋白肉的特性优化研究。2000 年前

后，肌肉形成机理的阐明为细胞培养肉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2011

年，荷兰科学家利用动物干细胞制造出人造肉片，实现了细胞培养肉生

产零的突破。2018 年，美国加州的一家创新公司 Impossible Foods 对酵

母进行基因改造，用来规模化生产植物中的大豆血红素蛋白，在改善人

造肉色泽和风味的同时，也降低了成本。以色列 Aleph Farms 公司是世

界上第一个在实验室培育出牛排原型的人造肉公司，2020 年，以色列总

理访问该公司时亲自品尝其研发的细胞培养牛排，认为其与真实的牛

排没有任何差别。

产业面临挑战但未来前景广阔

人造肉产业在过去几年间受到众多资本的青睐，比尔·盖茨、嘉吉、泰

森等投资者向相关企业投资数千万美元，推动市场快速发展。其中，众多

初创企业快速崛起，推出全球首款素肉饼、人造肉汉堡、细胞培养牛排、细

胞培养鸡肉等产品。肯德基、星巴克、汉堡王、雀巢等传统食品巨头也纷

纷宣布进军该产业，以合作或独立研发的方式推出人造肉三明治、植物蛋

白素鸡块等产品。

我国人造肉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星期零、未食达、珍肉

等国内人造肉初创企业不断兴起，推出人造肉相关的披萨、月饼、肉排和

肉酱等产品。国外食品巨头也开始抢占我国人造肉产业市场。在我国，

肯德基联合嘉吉推出人造肉鸡肉块，星巴克携手 Beyond Meat 等推出 5

款人造肉新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人造肉企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激

励作用。据权威机构预测，全球肉类替代品在 2023 年规模可达 64 亿美

元，市场前景广阔。

尽管人造肉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但仍有诸多问题与挑战亟待解

决。例如，与传统肉相比，植物蛋白肉在感官性能与营养价值等方面仍有

待改善，细胞培养肉在高纯度干细胞的来源提取、培养基改良、规模化生

产工艺和快速细胞培养等方面也存在不少瓶颈。

价格也是人造肉产业化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虽然植物蛋

白肉和细胞培养肉的价格不断下降，但仍然高于传统肉的价格。此外，新

型食品的监管也是公众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人造肉的产品标识、监管机

构、监管原则等面临不确定性，需要各国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2023年市场规模或达 64亿美元

人造肉，下一个风口？

新华社讯（记者罗江 田睿）3月 2日下午，海南省启动南海生物多样

性、生物种质资源库和信息数据库建设项目。该项目旨在获取南海海洋

生物资源基础数据资料，为南海生物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必要的科

学依据。

当天，在项目启动仪式后，近海生物多样性调查小组和红树林河口区

生物多样性调查一组、二组的专家们乘船出海开展资源调查，远海生物多

样性调查小组将择期派出。三组专家将对该省近海到内陆的生物进行全

方位了解，并制作标本形成种质资源库，为未来的研究提供资料。该项目

总投资 2200万元，将于 2023年建成。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罗东介绍说，该项目是加快谋划建设国家

南海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的重要基础。该项目的建设，将加强南海生物

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有助于加快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应用研发，促进水产

南繁育种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提升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突破

水产种源“卡脖子”技术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南启动

南海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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