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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人体试验，仅仅验证

了基因编辑猪克服异种器官移

植的超急性排斥反应，还需解

决延迟性排斥反应、消耗性血

栓等问题。但通过这次试验，

能更好地推动国内外异种器官

移植的临床转化。

潘登科
四川内江医用小型猪产学研繁育基
地科学家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蒋朝常

◎李 迪 陈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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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近日，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科学家

首次将基因编辑后的猪肾脏移植给人类，结果发

现，移植到人体内的猪肾功能正常且短时间内未

发生免疫排斥。这项研究是猪异种器官移植长

久以来探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用基因改造猪肾避免排
斥反应

猪在生理、解剖、器官大小等方面的表现与

人类很相似，而且猪的生长周期较短、繁殖率高，

被科学界公认为异种器官移植的理想供体。

去年 6月，我国首个医用小型猪产学研繁育

基地在四川内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内落户，致力于

国内医用猪和器官移植供体基因编辑小型猪繁

育、研究和应用转化。

“异种移植一直有两大问题要解决，一是免

疫排斥问题，二是生物安全的问题。”该基地牵

头单位、成都中科奥格生物首席科学家潘登科

谈及此次首例猪肾脏移植时认为，供体猪经过

多年基因改造，在非人灵长类临床前试验结果

表明，免疫排斥已经基本上得到克服。但非人

灵长类与人有很大的不同，基因修饰是针对人

体免疫系统设计的，理论上还需移植到人体进

行临床试验。

“异种肾脏移植不能总停留在临床前试验，

需要在人体开展临床试验，此次首先在脑死亡病

人身上开展技术验证，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潘

登科说。

在此次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中，受试者是一名

女性脑死亡患者，手术前出现肾功能不全迹象。

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医生将一个猪肾连接至患

者的一根大血管，在 3 天时间里，猪肾留在患者

体外，用于观察手术效果。

由于移植的猪肾经过基因改造，手术没有立

即引起排斥反应。对此，潘登科表示，美国的这

次试验很巧妙，也算是试水性的：此次移植的猪

肾通过基因编辑敲除了猪细胞表面表达的α-

半乳糖，猪肾联通患者血管并保持在体外，肌酐

（衡量肾功能是否健全的指标）逐渐下降，说明猪

肾功能良好。

据介绍，在异种器官移植中，α-半乳糖是

导致超急性免疫排斥的主要原因。

“此次人体试验，仅仅验证了基因编辑猪克

服异种器官移植的超急性排斥反应，接下来还

会有一些延迟性排斥反应、消耗性血栓等问题

需要解决，要想‘异种器官移植梦’成真，还需

要更多地探索研究。”潘登科说，“但通过这次

试验，能更好地推动国内外异种器官移植的临

床转化。”

我国正努力培育优质供
体猪

一直以来，全球都面临人体器官移植短缺

现状。据了解，全球每年约有 200 万人需要器

官移植；我国每年有 30 万名患者需要器官移

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 1.8 万例左右。

“解决供体器官短缺的策略有器官捐献、人造器

官、异种器官移植。目前，器官捐献情况已经好转很

多，但远远不够。体外培养一个器官，也是非常难的

事情。”潘登科说，异种器官移植是解决供体短缺的

潜在途径。近20多年，异种器官移植研究取得巨大

进展，猪—猴肾脏移植存活时间超过一年以上，用基

因改造后的猪器官，基本克服了异种器官移植面临

的超急性排斥、急性排斥、凝血紊乱等问题。

多年来，美国开展多项异种器官移植临床前

试验，猪肾脏临床前试验结果一直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德国投入巨资用于基因改造猪培育以及

胰岛、心脏和肾脏的异种移植研究。美国和德国

在异种器官移植方面长期合作并处于领先地位。

潘登科团队在2010年就已获得我国首例敲除α

1、3GT等基因、克服超急性排斥的供体猪。“我们一直

致力于敲除供体猪的GGTA1、B4GalNT2和CMAH

这3个基因并敲入人源免疫抑制基因，于2020年培育

出了敲除这三个主要抗原、同时高表达人补体抑制因

子的高质量供体猪。当前，我们已培育了10余种基因

修饰的人源化供体猪，为猪—猴异种器官移植临床前

试验提供供体。基因修饰猪组织器官（肝脏、肾脏、胰

岛）移植到非人灵长类猕猴试验取得了重大进展，正

在优化和筛选理想的基因型组合，以便更好地降低免

疫排斥，在临床可接受的免疫抑制方案下，争取3年内

正式进入人体临床试验。”潘登科说。

世界首例猪肾脏移植人体手术完成

基因编辑发力，培育高质量人源化供体猪

记者 10 月 25 日从华中农业大学获悉，该校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吴洪

洪教授课题组在《纳米生物技术杂志》发表论文称，他们找到纳米颗粒

提升油菜耐盐能力的机理。这是该团队继研究氧化铈纳米颗粒提高棉

花抗盐能力的机理之后，再次证明纳米生物技术能给作物“强身健体”，

提升农作物抗逆能力。

干旱、盐碱、高温等逆境胁迫是制约农作物高产的主要因素。传统的

遗传育种、水肥运筹及田间管理等措施均有不足之处，为此，植物纳米生物

技术应运而生。作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它源自纳米技术与农业科学的深

度融合。

吴洪洪说，植物纳米生物技术领域涵盖作物纳米抗逆生物学（包括

纳米材料种子引发技术）、纳米智能作物构建、作物纳米仿生学和作物纳

米毒理学等。该技术可用来提高作物抗盐、抗旱、抗高低温、抗病虫害等

能力。

“在提高作物抗逆能力中，纳米生物技术有多种作用方式。”吴洪洪介

绍，其中以纳米材料自身特性提高作物抗逆能力是研究较多的方向，涉及

机理也多，清除逆境下作物体内过量累积的活性氧，是其中较普遍的一个

机理。

活性氧过量累积是作物遭受逆境胁迫的重要特征之一。过量累积

的活性氧不仅会攻击作物细胞膜造成氧化损伤，也能导致蛋白质、核酸

等生物大分子结构和功能破坏。因此，利用可清除活性氧的纳米材料

来改造作物，理论上可以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

吴洪洪告诉记者，纳米材料种子引发技术是在可控条件下，使种子

缓慢吸胀提前进入萌发状态的技术。其目的是促进种子萌发、齐苗壮

苗和增强抗逆性。目前，氧化铁纳米颗粒、氧化锌纳米颗粒、银纳米颗

粒、氧化铈纳米颗粒、金纳米颗粒等纳米材料均可用于种子引发，并已

在小麦、水稻、高粱、油菜、棉花、洋葱、蚕豆、黄瓜、花生、西瓜等作物上

成功应用。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李召虎介绍，与叶面喷施纳

米材料相比，纳米材料种子引发技术不仅能显著减少纳米材料使用量，

从而降低投入，还可降低环境残留风险。

吴洪洪坦言，纳米生物技术在提高作物抗逆能力上有很大的应用

潜力，但不可控风险依然存在。为此，科研人员正在开发环境友好型的

农业纳米材料、靶向性纳米材料、纳米材料种子引发等，以降低或规避

纳米材料在植物和环境中的残留风险。他们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表明，

氧化铈纳米颗粒不仅能提高盐胁迫下水稻产量，且其不在水稻籽粒中

累积，对籽粒品质也无明显影响。

吴洪洪认为，在提高作物抗逆能力以及未来农业高效生产中，纳米

生物技术应用潜力巨大，值得进一步加大对这一领域的支持力度。

提升抗逆能力

纳米生物技术给作物“强身健体”

科技日报讯 （岑盼 记者王春）记者 10 月 26 日获悉，中国科学院分

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王二涛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首次绘制了水稻—丛枝菌根共生的转录调控网络，

该网络能同时调控植物直接磷营养吸收途径和共生磷营养吸收途径。

磷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是植物体重要的组

成成分，广泛参与植物体内众多酶促反应及细胞信号转导过程。

“植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获取营养。第一种是植物根系直接从土

壤吸收营养，即直接营养吸收途径。植物在感知土壤中的氮、磷等营养

元素浓度后，通过根的外表皮层和根毛细胞直接从土壤中吸收营养元

素。第二种是植物通过与菌根真菌共生从外界环境中获取营养，即间

接营养吸收途径。”王二涛向记者介绍，在农业生产中，目前主要依靠大

量施加氮肥和磷肥来实现增产，但这些肥料的使用也造成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让植物获取充分的磷元素，又能减少磷

肥的使用呢？之前的研究发现，PHR 因子是调控植物根途径磷元素吸收

的核心转录因子。在低磷条件下，PHR 能够结合在低磷响应基因启动子

的 P1BS元件上，激活低磷响应基因的表达，增加植物磷元素的吸收。

在此次研究中，王二涛团队以水稻菌根共生相关基因的转录调控

区域为诱饵，筛选水稻转录因子文库，首次绘制出丛枝菌根共生的转录

调控网络，鉴定到多个参与调控丛枝菌根共生的转录因子，其中转录因

子 PHR 处于该调控网络的核心。

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PHR 通过 P1BS 元件直接调控菌根共生相关

基因的表达，从而正向调控水稻—丛枝菌根共生。“我们的研究成果表

明，通过提高 PHR 基因的表达，有望达到增加水稻直接吸收磷营养和

通过丛枝菌根共生间接吸收磷营养的目的，降低农业磷肥的施用，为农

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方案。”王二涛说。

绘制“菌根共生”调控网络

为减少磷肥施用提供新方案

绿色生物制造①

如果将现在的纸张与过去进行对比，不难发

现这些年来纸质变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白。

然而，光鲜亮丽的纸张背后，却隐藏着造纸

工业难以摆脱的高污染、高能耗的“原罪”。

与此同时，我国人多树少，木质原料纸浆极

度短缺，造纸原料长期依靠进口原生纸浆和废

纸。根据生态环境部和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公

告要求，我国已于 2020 年底基本实现固体废物

零进口，依靠进口废纸造纸已行不通。

近年来，在环保和成本的双重压力之下，秸秆

等非木质原料，以生物酶辅助处理的高得率机械浆

正在使造纸行业的原料结构发生微妙变化，为该产

业尤其是包装纸产业带来一场变革。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中国造纸行业

常年产销量均位居全球首位，约占全球总量的四

分之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阅读大

行其道。但在短时间内，纸张在许多领域依然不可

替代，比如教材、广告印刷、生活用纸等。

不论什么类型的纸张，都要从一根木质纤维

做起。“造纸原料主要是用植物材料中的木质纤

维。”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戴红旗介绍说，为了获得

木质纤维，需要先将植物原料削片或切短；经碱水

高温蒸煮或机械研磨，分离出纤维得到纸浆；纸浆

经机械磨浆，并以一定浓度在造纸机上脱水形成

湿纸页，再通过压榨进一步脱水，烘干成纸。

人类为了获取制造纸浆的木质纤维，必须投入

大量的水、电、碱等要素，同时会产生大量黑、臭、毒

的废水，以至于许多造纸企业屡屡登上环保黑榜。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森林资源十分匮乏，

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 1/7，为了减

少国内木材资源消耗、减轻废水排放带来的环保

压力，近年来我国大量进口国外木浆和废纸，以

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进口木浆可以直接用于造纸，生产白卡纸、

生活用纸、特种纸等；而进口废纸主要用于生产

纸板、包装纸和新闻纸等，比如电商快递行业大

量使用的包装盒、瓦楞纸、牛皮纸等。”戴红旗说。

目前，我国造纸用浆进口比例高达 40%。为

了缓解造纸纤维原料不足，降低生产成本，造纸

企业开始转向合理应用性价比高的非木质原料。

“制浆的原料分为木质和非木质两大类，除

了林木以外，秸秆、竹子、芦苇、芒秆、棉秆都属于

非木质原材料。”戴红旗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过去

受技术和工艺限制，非木质原料生产化学浆黑液

提取率和碱回收率低，纸浆使用元素氯漂白，产

生的废水不仅难处理，而且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AOX）含量极高，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对

人体健康也有威胁。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及污

染控制力度增强，1990 年以后，几乎所有的非木

材纤维制浆造纸企业都被关停。到目前为止，仅

有四川等少数地区竹浆造纸企业还在运行。

纸张背后的行业之痛

尽管非木质原料制浆生产已完全禁止，但非

木质纤维利用技术的研究没有因此而止步。近

年来，生物质精炼技术、高得率化学机械浆技术

等成为热点，并受到业界的重视，让非木质浆重

回造纸行业舞台。

“生物精炼可以将非木质纤维原料的各种组

非木质纤维制浆迎来新机遇

实际上，在成本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造纸

业亦渴求能从污染大户转型为节能减排典范。

在使高污染、高耗能的造纸业“改邪归正”方

面，生物酶制剂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戴红旗表示，生物酶具有专一、高效的特

点。目前，生物酶应用在造纸行业的技术研究主

要集中在磨浆、脱墨、漂白以及去除造纸过程胶

黏物等方面。

比如，可以利用生物酶对浆料纤维的细胞壁

进行改性处理，使纤维加速润涨、松软，促进磨浆

的作用效果，降低磨浆能耗、提高成纸强度等。

研究表明，生物酶可使磨得每吨纸浆的能耗降低

41.4%。

此外，造纸工业大量回收利用废纸时，需要

对其进行脱墨处理。

传统的脱墨方法是使用化学品，在适当的温

度及机械作用下，将油墨粒子从纤维上分离下

来，然后采用浮选、洗涤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将

剥离下来的油墨粒子从纸浆中去除。生物酶法

脱墨则是利用酶处理废纸，并辅助以浮选或洗

涤，以及两者并用的工艺，从而除去油墨。

漂白也是造纸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利用酶

制剂，可起到“生物助漂”的效果，减少含氯漂白

化学品用量，从而减少漂白废水中可吸附有机卤

化物的排放量，降低环境污染。

然而，生物酶在造纸工业中的应用也并非一

帆风顺。

戴红旗表示，关于生物酶技术的研发已经取

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应用仍存在瓶颈。到目前为

止，全世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制浆厂。原

因是，生物酶应用于复杂且大规模的制浆生产还

存在一系列技术难题。

“此外，生物酶对原料进行预处理所消耗的

时间较长，而厂家需要效率保证连续生产，所以

更倾向于采用效率更高的物理或者化学预处理

方式。”戴红旗说，某些酶制剂本身也存在成本较

高、种类有限、受温度和酸碱性环境影响较大、效

果不明显等问题。因此，现阶段生物酶技术的应

用还是辅助性的，起不到主导作用。

同时，他对生物酶在造纸行业的应用前景表

示乐观：“总体而言，生物酶专一性较强、效率较

高，尤其对高污染、高能耗的造纸工业而言，环保

效果明显，和化学品相比具有独特优势。随着技

术进步，未来必将在造纸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生物酶或将促进造纸业绿色转型

编者按 为 实 现 我 国

“双碳”目标，需大力促进纺

织、造纸、制药等重点行业

的节能减排，而生物技术的

应用，无疑会加快这些行业

绿色转型的脚步。为此，本

报推出“绿色生物制造”系

列报道，聚焦生物技术如何

助力传统产业走出高能耗、

高污染之困。

分分别资源化利用，特别是对半纤维素、木质素

的高值化利用。”戴红旗告诉记者。

木质素大约占到非木质纤维原料组成的

20%—40%，传统制浆就是脱除木质素，获得用作

造纸原料的纸浆纤维。木质素是苯丙烷单元通

过醚键、碳—碳键连接的具有三维网状结构的高

分子聚合物，视植物纤维原料类型，木质素基本

构成的芳香族单体有得失电子功能，能吸收紫外

线，也是有应用潜力的储能材料。

过去，木质素的价值一直没有被很好开发与

利用，制浆厂传统做法是把它通过燃烧回收热能

利用。戴红旗介绍说，近年来，基于木质素酚羟

基芳香族单体特殊功能，科研人员将木质素替代

苯酚作为绿色胶黏剂、储能电解质/储能电极材

料、抗紫外膜材料等。

另一个目前被看好的技术方向，是高得率化

学机械浆技术。该技术不仅可以缓解我国造纸

纤维原料短缺的瓶颈，而且具有在废水处理方面

难度小、成本低等优点。

“这项技术抛弃了过去提取纤维素剩下半纤

维素、木质素的思路，而是将木质纤维组分全利

用，共同作为纸浆用于造纸。”戴红旗介绍说，高

得率化学机械浆以机械方法为主，辅以少量生物

酶、化学添加剂，这样一来，使制浆废水处理的工

艺大大简化、成本降低，不仅可以大量替代进口

商品木浆和废纸原料，而且将消除农作物秸秆焚

烧所产生的巨大空气污染问题。

戴红旗透露，造纸行业已经实施了许多科研

项目，并在个别企业进行试点，用麦草生物制浆

做生活用纸、包装纸等。

降低磨浆能耗降低磨浆能耗、、减少环境污染减少环境污染

生物酶或洗刷造纸业生物酶或洗刷造纸业““原罪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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