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培育出首例和第二例健康成活的体细胞克隆牛“康康”和

“双双”；用基因编辑技术繁育出第一批拥有双肌臀的鲁西黄

牛……这些成果为中国肉奶牛新品种培育和产业化打下了基

础。但作为奶肉牛消费大国，这些点上的突破还远远不够，还

需在新一轮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中，集中力量开展种源关键

技术联合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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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奶牛种源总体有保障，但性能与世界

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应该坚定信念走畜

禽种业自主创新之路。”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

时建忠的这句话，透露出中国奶牛育种产业研发

的现状。时建忠是在近日举办的全国奶牛遗传

改良计划培训班上说这番话的。

来自全国畜牧总站、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

院的专家以及近 20家国家奶牛核心育种场负责

人、国家奶牛遗传改良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等近

20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科技日报记者8月初从会

议组织方获悉，这次高规格会议是新一轮畜禽遗传

改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确保奶牛种质资源

自主可控、打好种业翻身仗的一个重要行动。

荷斯坦奶牛，原产地荷兰，世界最好的乳用

牛之一。目前世界饲养的奶牛中，八九成是其后

代。前不久，记者参加“奶牛种质与高效扩繁技

术创新”研讨会，澳亚牧场（中国）繁殖育种技术

总监梅承分享的一则消息让人振奋。

他向记者表示：“我们牧场52头试管牛刚刚完

成了基因评价测定，这是我国自主培育的中国荷斯

坦奶牛。从测定数据来看，在遗传改良后，体形、健

康、产奶量等重点性状的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山东省肉牛存栏位列全国第四位，牛肉产

量位列全国首位。”山东省农科院肉牛专家宋恩

亮研究员向记者强调，在肉牛品种上，产自山东

的鲁西黄牛、渤海黑牛、蒙山牛在国内都是响当

当的优势品种和资源，甚至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

响力。

在肉牛领域浸润了 21年的山东科龙畜牧产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青云告诉记者：“日本和牛、

德国黄牛、韩国黄牛等都有鲁西黄牛的血统。这

3 个国家都曾调运我们的鲁西黄牛遗传资源去

改良他们的牛种。”

对养牛人来说，育种不易。

“育种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无论风霜雨

雪、寒冬酷暑，我们在牛圈里，一‘泡’就是十几

年。受孕母牛和所产小牛的状况，都要收集、观

察、记录。吃不了苦，这个活就干不了。”说这话

的是中国畜牧业协会肉牛分会会长董雅娟教授。

她是我国首例和第二例健康成活的体细胞

克隆牛“康康”和“双双”的培育者，用近20年的努

力为中国黑牛新品种培育和产业化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上述这些在上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

划中完成的育种成果，基本解决了我国畜禽良种

“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那么在时建忠看来，

新一轮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则将致力于解决

我国畜禽良种“好不好”“强不强”的问题。

从解决数量问题走向解决质量问题

在亮闪闪的成绩面前，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

大觉，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作为资深从业者，张青云进行过一个调查：20

年前，山东省鲁西黄牛多达100万头；而现在，全省

上下不足2000头。这意味着鲁西黄牛种质资源面

临极度匮乏的境地，这让他非常惋惜。“鲁西黄牛肉

质好、耐粗饲、抗逆性强，这么好的遗传资源，这么

好的基因却断崖式锐减，太可惜了！”他说。

作为专家，董雅娟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市

场好了，牛却没了，这是万万不行的。牛杀没了，

育种就跟不上了，那就只能依赖进口了。”

受访专家认为，一方面，肉牛育种仍存在着

企业过于分散、品种简单重复、育种规模较小等

问题，急需建立一体化的国家肉牛基因育种中

心；另一方面，种源匮乏，形不成种群，重引进、轻

培育，“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怪圈尚

未打破。

目前我国肉牛育种企业仍面临散、乱、小的

现状。在 2019 年牛业科学学术研讨会——遗传

育种专场会议上，北京联育肉牛育种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汪聪勇曾表示，我国肉牛养殖的品种多

元，单个品种核心群规模小，品种内各核心场规

“重引进、轻培育”的怪圈需要打破

面对奶肉牛育种的各种问题，各方已经行动

起来。

双肌臀的鲁西黄牛是张青云团队的最新成

果，其生长速度和产肉量表现突出。十年磨一

剑，育种过程的种种艰辛浮上心头。张青云说，

他们团队于 2008年开始钻研鲁西黄牛基因编辑

育种的应用技术。在此过程中，他们对鲁西黄牛

的每个碱基对进行了研究，研究出哪个碱基对控

制哪个基因，将来会表达什么性状、功能等。利

用基因编辑技术，他们“剪掉”了抑制鲁西黄牛后

躯发展的基因。到 2015 年，团队终于繁育出第

一批双肌臀的鲁西黄牛。

在中国养牛第一县的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

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振刚已经跟

肉牛育种打了几十年交道。去年，他往 900公里

之外的内蒙古跑了 32趟，只为育得好种。

杨振刚告诉记者，他们进口新西兰带有系谱

的安格斯牛作为可繁母牛，让安格斯牛与鲁西黄

牛、渤海黑牛进行杂交，再引入日本和牛的基因，

经过一代代选育，最终形成具有自主产权的高端

肉牛品牌鲁蒙黑牛。

不过，对奶肉牛大国来说，点上的突破还远

远不够，在政府主导下的产学研一体化还需要

“扭成一股绳”。正如董雅娟所言：“我们国家的

肉牛育种还没有形成产业，没有形成一体化的系

统，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董雅娟的呼吁，国家已有回应。比如在

奶牛育种方面，《全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2021—

2035 年）》要求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肉牛

育种方面，《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年）》要求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现代肉牛种业创新体系。

今年 4月底，一个新型研发平台——山东奶

牛种业（产业）创新研究院诞生。该研究院集中

资源力量，开展种源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激活各

方优势资源，将政产学研“攥成一个拳头”，以新

模式破解产业之痛。在“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国

家号召下，像山东奶牛种业（产业）创新研究院这

样有着政产学研背景的新平台正在不断涌现。

“我们要像抓粮食安全一样地抓好肉奶牛育

种。”杨振刚相信，在国家、科研院所、企业、养牛

户的不断努力下，提升肉奶牛核心种源自主培育

能力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努力提升核心种源自主培育能力

奶牛肉牛育种创新要由奶牛肉牛育种创新要由““点点””到到““面面””

模更小且群体较为分散；我国目前仍然没有健全

的全国层面的肉牛联合育种机制，各核心场各自

为政、单打独斗，商业化育种进程滞后。

而我国奶牛产业育种整体水平与奶业发达

国家也有差距。山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所长黄金明指出，我国奶牛核心种源自主培育能

力不强，大部分优质种牛精液和胚胎从国外引

进，“国家相关部门要求我国国产种质不低于

70%，国外种质不超过 30%；而实际现状恰恰相

反，进口种质占据了 70%。”他说。

对整个行业来说，核心奶牛种源自主培育和

奶牛良种快速扩繁技术依然是短板。此外，奶牛

胚胎移植技术、活体采卵体外受精胚胎生产技术

的研发力度也还不够。

打赢畜禽育种翻身仗②

在自然界的各种生态系统中，微生物以群落即微生物组的形式广泛

存在并相互作用，从而深刻地塑造着地球生物圈的功能。记者 8月 8日从

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获悉，该所单细胞中心提出了一种基于大数据搜

索的理论模型，通过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微生物组相互转化网络，从多个尺

度探索不同生态系统之间菌群的内在关联与演化规律。相关成果近日发

表于《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刊》上。

人类和哺乳动物的演化历程，可通过各种地质年代遗留下来的化石

及其中蕴含的古 DNA来揭示。但是在漫长的时光旅程中，各种生态系统

中菌群演化与互作的痕迹往往已湮灭殆尽。

为从全球尺度上重现与理解微生物组间的演化途径和互作过程，中

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荆功超和青岛大学张玉凤等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一

个理论模型：微生物组可通过改变其内诸多物种的组合和数量比例等方

式相互转化，以适应各种生存环境与选择压力。因此，微生物组的演化与

互作等关系，能基于其结构相似性进行推测。

基于这个模型，研究人员运用前期开发的微生物组搜索引擎（MSE），

基于微生物组结构的相似性高低，构建了首个全球性“微生物组相互转化

网络（MTN）”。该全局性网络的节点包含 177022 例菌群样本、113 亿条

16SrRNA序列，来自于从人体各个部位到各种生境的 20大类生态系统。

有趣的是，与现实中社会人际网络等相似，MTN 也是一种无标度网

络。此类网络的典型特征是，大部分节点只和很少节点连接，而有极少的

节点却与非常多的节点连接。这种“枢纽”节点的存在，使得此类网络对

意外故障有强大的承受能力，但面对协同性攻击时则显得脆弱。因此，

MTN 的无标度网络特性，为目前地球上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成因与意义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与原理诠释。

令人意外的是，在 MTN 中，虽然微生物组的结构与其各自迥异的生

态系统有着显著的关联性，但每个菌群与任一其他菌群之间平均只相距

“七”步，也就是，通过 6个“亲戚”，便可实现相互转化。因此，微生物组在

全球范围上具有其内在的同源性。这一发现，对于重构历史上曾经存在

过的微生物组或设计全新的菌群，具有指导意义。

研究人员还基于 MTN 绘制出了全球尺度、单个菌群精度的“微生物

组相互转化路线图”，从而刻画了在不同生态系统内部与之间，每个微生

物组最可能的演化途径和互作过程。例如，该路线图表明，海洋最有可能

与靠近海岸的鱼类等非哺乳动物交换菌群成分，而沙土和淡水则是植物

和人体与自然界进行菌群交换的“门户”。因此，这一路线图将成为研究

微生态系统间互作机制的新工具。

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文明的进程，每天有无数菌群从地球上

消失，同时也有无数的菌群浮现出来。得益于其长期的菌群数据积累和

高效的计算比对能力，MSE 能够于数小时内、在一台个人计算机上，针对

新出现的菌群数据点进行 MTN 的全局更新。因此，运用 MSE，研究人员

将持续拓展与更新 MTN，并开发多尺度全方位的可视化系统，从而为微

生物组的起源、演化与互作研究提供基于大数据的理论模型和计算工具。

基于大数据搜索引擎

绘制全球微生物组转化网络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讯员 刘 佳

全球微生物组转化网络 刘阳供图

“生物科学领域的进步增进了人类福祉，但

亦可能被滥用，特别是被用于发展和扩散生物武

器。为弘扬负责任的文化，我们鼓励所有科学

家、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将《科学家生物安全行

为准则天津指南》（以下简称《天津指南》）的内容

纳入其相关实践、章程和法规中。”日前，国际科

学院组织发布声明，核可中国天津大学和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牵头、多国科学家共同研讨

达成的《天津指南》。

科技日报记者8月7日采访相关专家获悉，来

自21个国家的科学家参与了《天津指南》的制定过

程，作为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内容以中国倡议

为主的生物安全国际倡议，《天津指南》的发布将对

未来生物科学研究和生物产业开发产生重要影响。

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贡
献中国方案

据介绍，生物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包括新

发突发传染病、新型生物技术误用和谬用、实验

室生物安全、国家重要遗传资源和基因数据流

失、生物武器与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等，涉及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当今社会，随着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

智能等现代技术不断融合发展，生物技术误用、

谬用导致出现灾难性后果已成为可能。生物安

全无国界——加强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支

持参与生物安全事件国际救援、共同提升全球生

物安全治理水平，已经刻不容缓。

此次《天津指南》全文分为道德基准、法律规

范、科研责任、研究对象、风险管理、教育培训、成

果传播、公众参与、监管责任和国际合作十大部

分，为其他国家和机构层面的生物安全治理提供

了良好的工作范本。

参与此次《天津指南》编写工作的天津大学

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王蕾凡研究员告诉记者：

“《天津指南》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家应尊重人

的生命和相关社会伦理。他们肩负着特殊的责

任，要通过和平利用生物科学以造福人类，要弘

扬负责任的生物科学文化，要防止滥用生物科

学，包括避免生物科研破坏环境。”

《天津指南》要求科学家肩负“应认识到生物

科学有多种潜在的滥用风险，包括可能被用于发

展生物武器。应采取措施，防止生物制品、数据、

专业知识或设备被滥用并产生消极影响”的科研

责任。科学家在追求生物研究效益时，应识别并

管控潜在风险，“考虑潜在生物安全关切……建

立预防、减缓和应对风险的监督机制和操作规

程，并致力于构建生物安全文化。”

同时，《天津指南》鼓励科学家及研究机构开

展国际合作，加强学习交流，共同致力于生物科

学的和平创新和应用，分享生物安全最佳实践。

把脉生物产业的“未病
之病”

随着前沿生物技术与互联网、人工智能和自

动化等学科深度融合，各种新兴生物产业相继衍

生，这些产业引发的生物安全风险也日益加剧。

如果对相关企业的门槛、资质等不加管束，全人

类将面临安全威胁。

“生物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即使在

科学层面上具有可行性的原创技术，在商业化和

推广过程中，也会因监管机构、大众和科学家存

在认知差距，导致新产品的批复和广泛接受有所

拖延。”王蕾凡介绍，《天津指南》强调科学家群体

应加强成果传播和公众参与，促进公众对生物科

技的理解和关心，以兼顾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

化，这种模式在科技创新初期就充分考虑风险和

社会影响，能最大程度减少由于伦理、安全等问

题的疏忽导致的科技创新失败，从而推动相关成

果快速转化应用，推动社会进步。

“精准医疗、细胞治疗和基因编辑等技术极

大促进了生物产业飞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大量

包含人类遗传资源的生物制品或数据，它们不仅

蕴含了关乎人民健康的隐私性信息，更是国家重

要战略资源。”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张卫文教授指出，《天津指南》提倡科研责任

感，强调产生的相关材料有被用于发展生物武器

的可能性，同时鼓励科学家采取措施，防止在研

发及产业发展中产生的生物制品、数据等被滥

用，在保障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进行创新。

21世纪以来，合成生物学已逐渐成为推动全

世界生物产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动力，而其中DNA

合成技术是合成生物学的核心支撑技术。小病毒

的全基因组合成已被认为是当前最紧迫的生物安

全风险，DNA合成产业对国家安全甚至世界安全

具有重要影响。因此，2020 年年初，世界经济论

坛呼吁建立全球通用的 DNA 合成筛选机制，以

最大化减少 DNA合成的潜在生物安全风险。今

后，科学家们遵循《天津指南》，必将让 DNA合成

产业在确保生物安全的范畴下健康发展。

“我们相信，《天津指南》能够加快推动建立

由各国广泛参与的全球性生物技术领域新规

则。”张卫文说。

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内容以中国倡议为主的生物安全国际倡议发布

《天津指南》为世界生物产业安全“把脉”
◎本报记者 陈 曦 通讯员 焦德芳

精准医疗、细胞治疗和基

因编辑等技术极大促进了生物

产业飞速发展。《天津指南》鼓

励科学家采取措施，防止在研

发及产业发展中产生的生物制

品、数据等被滥用，在保障安全

底线的前提下进行创新。

张卫文
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时值水稻中稻病虫害防治关键时期，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及时组织
各乡镇进行夏季田间管护，开展病虫害防治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工作，
为今年秋粮丰产丰收夯实基础。图为在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洋泉镇土桥
村，农技员给植保无人机加装生物农药。

新华社发（周秀鱼春摄）

用生物农药防治稻田病虫害

微生物组
转化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