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摩尔定律逐渐接近极限时，寻找新的存储

介质就显得迫在眉睫。12月 5日，记者从东南大

学获悉，该校师生将“止于至善”的校训翻译成英

文后进行四进制编码，并以 DNA（脱氧核糖核

酸）分子形式存储在电极表面，再最终读取出来，

这引发了未来对高通量自动化 DNA存储的无限

想象。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

学·进展》上。

由于生物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高通量 DNA

测序和合成技术的进步，以前只出现在科幻小说

中的 DNA 数据存储技术正在兴起。DNA 是大

多数生物的最核心遗传物质，它记录着一个生命

所有的遗传密码。在这串密码中，有 4种关键的

碱基，即脱氧核苷酸 A（腺嘌呤脱氧核苷酸)、T

（胸腺嘧啶脱氧核苷酸)、C（胞嘧啶脱氧核苷酸)、

G（鸟嘌呤脱氧核苷酸)。

“DNA 本来就是活体生物用来存储生物基

因数据的，以 DNA分子为基础的数据存储系统，

近年来被认为是解决未来‘数据危机’的一个可

行方案。”论文通讯作者、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

学工程学院教授刘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目前的信息都存储在芯片等磁性材料上，

缺点是存储密度不高，很难突破纳米级别。而

DNA 的分子尺度在纳米级以下，如果能实现存

储，那么存储密度将比现在大 1000倍，存储时间

长、耗能小。”刘宏介绍，现有 DNA存储系统大多

基于“编码—合成—储存—测序—解码”的操作

流程，需要大型仪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

为了实现 DNA 存储的微型化、集成化和自

动化，刘宏带领团队研发了一种新的技术路

径。“通俗地说，DNA 的 4 种碱基 A、T、C、G，就

相当于二进制的 0 和 1，通过它们的不同组合，

就可以编码不同的信息。”刘宏解释，在论文提

及的实验中，他们将东南大学“止于至善”的校

训翻译成英文“Rest in the highest excellence”，

而每个字母都可以进行二进制编码，研究团队

把二进制数据转化为四进制数据，存储在电极

上合成的一个个 DNA 分子中。读取信息时，团

队通过算法再将四进制数据转化为二进制数

据，最终获取结果。

如何让 A、T、C、G 按照给定的信息排列组

合，从而实现信息的传递？刘宏说，他们通过

电化学脱保护技术改进了传统亚磷酰胺化学合

成方法，将 A、T、C、G 放在一种特殊的溶液中，

通过其与溶液的化学反应，让它们按照特定规

则串联起来，再基于电荷振荡现象对电极表面

的 DNA 分子进行测序，以读取存储在 DNA 中

的信息。

“这项技术的核心是将信息的读、写集成在

一起。由于分子信号很微弱，所以如何在电极上

稳定地读取微弱信号，就比较有挑战。”刘宏说。

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实验室阶段。刘宏坦

言，DNA存储想进入商用，还亟须改进溶液的化

学合成方法。

“A、T、C、G 产生化学反应要在溶液里完

成，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化学反应，速度就比

较慢，这导致信息转化效率低，即存储时间比

较长，如果要商用，还需要解决信息转化效率

的问题。”刘宏认为，但这并不影响 DNA 存储的

未来前景，“DNA 存储将有望成为下一代信息

存储技术。”

将四字校训变成将四字校训变成DNADNA序列进行存储读取序列进行存储读取
东南大学新研究为解决“数据危机”提供可行性方案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蒋朝常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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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刘

涛团队与华东师范大学叶海

峰团队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

开发出了一种新细胞，植入这

种工程细胞的糖尿病小鼠，只

要吃下特定的氨基酸饼干，就

能提高胰岛素水平，进而降低

血糖。

◎本报记者 张佳星

研究进展

近 日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作 物 遗 传 改 良 国 家

重点实验室暨湖北洪山实验室谢卡斌教授课

题 组 ，在《分 子 植 物》发 表 的 研 究 论 文 ，报 道

了一种大规模、高通量编辑植物基因的方法，

并利用该方法编辑了水稻中全部受体激酶基

因，为快速鉴定抗病、抗逆相关的基因提供了

新资源。

基因编辑技术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作物

遗传改良方面蕴含巨大潜力，因此成为近几年生

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科研竞争制高点。作

为一种将生物 DNA 序列进行精准修改的技术，

CRISPR/Cas9 自 2013 年被用于基因编辑以来，

一直处于火速发展中。

伴随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植物研

究中日益成熟，利用 CRISPR文库进行高通量的

遗传筛选成为可能。目前有两种 CRISPR 文库

构建策略，即混合型文库和阵列式文库。其中，

混合型 CRISPR文库已被多个实验室用于水稻、

玉米、番茄等作物突变体库的构建，但尚未有阵

列式 CRISPR文库在植物中应用的报道。

植物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农业领

域应用越来越广泛。水稻等作物编码了数万个

基因，仅几千个基因的功能得到研究。如何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快速分离和鉴定调

控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是植物基因编辑技术领

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谢卡斌是最早开展植物 CRISPR/Cas9基因

编辑工具研发的科研人员之一，他所在的课题组

在该领域积累了多项新技术成果。

在前期工具基础上，谢卡斌课题组创建了靶

向敲除 1072 个水稻类受体激酶的基因编辑材

料，为快速鉴定抗病、抗逆相关基因提供了新资

源。他们还开发出一套名为“FLASH”的基因编

辑“流水线”，高效优化了整个基因编辑流程，可

以通过常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和凝胶电泳

读取每个载体和转化植株的靶基因信息。

谢卡斌介绍，该“流水线”包含设计编辑位

点计算机程序、高效率 CRISPR/Cas9 基因编辑

载体、高通量构建基因编辑载体克隆方法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流水线’中设计了一种

新方法，向基因编辑载体中引入了不同长度的

DNA 序列作为标签，用来快速鉴别基因编辑材

料的‘身份’。”他说。

基因编辑流程得以高效优化

谢卡斌说，载入标签后，通过简单 PCR 就可

快速、实时地读取 CRISPR/Cas9载体、基因编辑

植物材料的信息。利用该基因编辑“流水线”，可

以迅速地构建包含数十乃至上万个基因材料信

息的基因编辑文库。

得益于基因编辑文库，研究人员可以对所有

基因的功能进行“地毯式”搜索，找出其中与抗

病、抗逆、产量等重要农艺性状相关的基因。

开发了高通量基因编辑“流水线”，谢卡斌课

题组便将此技术用于水稻抗病研究。植物病害

一直是农业生产重大威胁之一，利用现代生物技

术来提高作物抗病能力是应对作物病害的关键

“地毯式”搜索农作物中特定基因

手段。

课题组在试验中发现，一类被称为受体激酶

的基因，是植物识别病原物必不可少的组分。利

用 FLASH 基因编辑“流水线”，课题组博士研究

生陈凯园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完成了所有 1000余

个水稻类受体激酶的基因编辑，目标基因的编辑

效率在 90%以上。

对受体激酶相关基因展开初步测试后，谢卡

斌课题组选择了 15个基因材料进行稻瘟病接种

试验，鉴定到了 9个抗稻瘟病相关基因。对受体

激酶基因的编辑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们希望利用

所构建的高通量基因编辑“流水线”，对水稻等主

要农作物基因开展“地毯式”功能搜索，为作物遗

传改良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谢卡斌表示，基因编辑是 CRISPR/Cas9 系

统最重要的一个应用。除了基因编辑，CRIS-

PR/Cas9 系统还可改造成不同工具用于农业

生产。

谢卡斌认为，这些 CRISPR/Cas系统改造而

来的工具会大大加速我们对作物病害的基础研

究，也会带来用于作物病害绿色防控的新技术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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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基因编辑““流水线流水线””
助力作物病害防控助力作物病害防控

华中农业大学谢卡斌课题组开发出一套名为“FLASH”

的基因编辑“流水线”，不仅优化了整个基因编辑流程，还可

用来快速鉴别基因编辑材料的“身份”，帮助找出农作物中

与抗病、抗逆、产量等重要农艺性状相关的基因。

吃块饼干治糖尿病？这个很多“糖友”梦寐

以求的情景出现在近日的国际顶级期刊《自

然·化学生物学》上——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刘

涛团队与华东师范大学叶海峰团队利用合成生

物学技术开发出了一种新细胞。在他们的研究

中，植入这种工程细胞的糖尿病小鼠，只要吃

下特定的氨基酸饼干，就能提高胰岛素水平，

进而降低血糖。

“这是首次将基因密码扩展技术用于细胞治

疗。”论文通讯作者之一的刘涛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吃下饼干的小鼠只需要 90分钟就能降糖，和

注射胰岛素起效时间相当。

吃饼干吹响胰岛素生产
开工号

在“糖友”体内产生胰岛素，光靠吃“饼干”就

可以吗？其实不是，饼干只是一把钥匙。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学院

研究员叶海峰解释，生物体内有 3个不编码氨基

酸的密码子（也叫终止子，其功能是终止蛋白质

翻译），通过人为改造可以让其中一个只听“饼

干”的命令。

于是，改造过的密码子就有了双重身份——

饼干里特殊的人工氨基酸一来，密码子配对，开

启胰岛素的翻译过程，特殊的人工氨基酸一走，

密码子还是“终止子”，整个流水线关闭。这才有

了吃饼干合成胰岛素的完整治疗过程。

给人工氨基酸开条“专
线快递”

但是问题又来了，饼干里的氨基酸在自然界

里找不到，那自然也找不到匹配的运送系统。“原

来负责转运氨基酸的信使 RNA 都有自己的密

码子，就像京东物流负责运送京东的货物、顺丰

快递负责运送顺丰的货物、圆通快递负责运送圆

通的货物一样，现在多出来一个非天然的‘快递

单’怎么办呢？”刘涛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合成生物学又出手了。

“我们给人工氨基酸开通了一个‘专线快递’。”

刘涛说，一种人工的合成酶能够把非天然的氨基

酸送到“快递员”手上，即通过氨酰化反应，把非

天然氨基酸与特定的转运 RNA 连接起来，将它

直送到胰岛素的“装配生产线”上。

经过一系列“神操作”，饼干里的非天然氨基

酸有如神助地直接成为生物体内胰岛素的重要

组成部分。

这种“专线快递”的正规名称叫“生物正交”，

是指人造反应不会被机体内源的“元件”识别，也

不干扰内源的生物化学过程。也就是说，胰岛素

的整个制造过程不会干扰到其他生命活动。

未来控制血糖或变得轻
松简单
“利用我们的技术，只需要浓度为每升纳摩

尔级别的非天然氨基酸，给药 1分钟就足以激活

系统，表达释放胰岛素。”刘涛说，这种非天然氨

基酸与很多功能饮料中添加的成分类似，对人体

非常友好。

动物试验研究显示，将改造过的工程细胞经

材料包裹后植入小鼠皮下，给小鼠喂食含有非天

然氨基酸的饼干，可以在一个月内稳定且有效地

降低小鼠血糖。一系列动物安全性实验也表明，

服用一个月有效剂量的非天然氨基酸后，小鼠并

未出现明显的体重减低或其他生化指标的改变。

“或许某一天，只需要每天饭前服用一粒非

天然氨基酸药物，或食用含有非天然氨基酸成

分、适合糖尿病患者的食物，就可以控制血糖

了。”刘涛说。

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顾臻教授在论文同期刊

发的评论中认为，通过合成生物学方法创建工程细

胞进而产生治疗性蛋白质，是解决包括胰岛素在内

的蛋白质分子稳定性差、生物半衰期短及其不受控

释放等挑战的、极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法。

合成生物学让“吃饼干治糖尿病”成为可能

家畜干细胞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细胞培养人造肉生产和优良品种

培育等方面具有巨大应用前景。自 1981 年小鼠胚胎干细胞（mESCs）培

育成功以来，国内外科学家一直试图建立稳定的、可长期传代的大型家畜

胚胎多能干细胞系，但始终未获得成功。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韩建永教授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在该领域获

得重大突破，他们成功建立了目前世界家畜干细胞传代次数最多（传代

260 次以上）、可进行多次基因编辑操作的猪胚胎干细胞系，攻克了猪胚

胎上胚层多能干细胞建系的国际难题。该研究成果 11 月 30 日在线发表

于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细胞研究》上。

绘出猪胚胎第0—14天高质量单细胞转
录组图谱

猪既是重要的家畜，也是重要的实验动物，在基础研究、人类疾病模

型、异种器官移植等领域用途广泛。针对家畜胚胎上胚层多能干细胞建

系困难、传代次数短、难以承受多次基因编辑操作等国际难题，韩建永团

队联合四川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研究

所、东北农业大学等单位，以猪为模式生物，开展了联合科技攻关，取得家

畜胚胎干细胞领域的重大突破。

研究人员从早期胚胎多能性发育调控分子机制入手，攻克猪早期胚

胎单细胞分离技术, 首次绘制了猪胚胎第 0—14 天高质量单细胞转录组

图谱, 解析了猪上胚层多能性状态（初始态、中间态和激发态）变化及调

控的分子机制。

“基于单细胞数据, 我们创制了猪原肠化前上胚层多能干细胞

（pgEpiSCs）培养体系, 成功建立了 15 株细胞系, 细胞能维持上胚层多能

性状态，具有典型干细胞特征，最长传代次数超过 260 代，是目前世界上

已报道的传代次数最多的大动物干细胞系。”韩建永说，他们还通过多组

学联合分析，鉴定了 75个在 pgEpiSCs中具有重要功能的转录因子。

“我们通过对 pgEpiSCs 进行 3 次不同方式基因编辑，获得来源于

pgEpiSCs、出生后存活的基因编辑克隆猪，解决了家畜干细胞难以承受长

周期、多次基因编辑的国际难题。”韩建永说。

将在细胞培养肉、干细胞育种和模式动
物研究等领域广泛应用

专家指出，该成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

作为一种全新的、稳定的猪胚胎多能干细胞系，pgEpiSCs成功建系开创了

家畜多能干细胞研究的新方向。与小鼠相比，猪的胚胎发育和人类更加

相似，猪的胚胎干细胞是研究人类胚胎发育更为理想的细胞模型，可为异

种器官移植等再生医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在细胞培养肉领域，pgEpiSCs可作为未来细胞培养等基于细胞的功

能性产品的种子细胞。目前细胞培养肉研制的种子细胞多为肌肉和脂肪

细胞的祖细胞，并不具有长期传代增殖能力，这也成为了体外大规模生产

细胞培养肉的技术瓶颈。pgEpiSCs能够在体外长期稳定传代，通过体外

大规模培养可获得大量初始细胞，再通过定向诱导分化获得肌肉细胞和

脂肪细胞，能解决种子细胞传代时间短等细胞培养肉面临的技术难题。”

韩建永说。

在模式动物研究领域，pgEpiSCs 与基因编辑结合，可用于构建人类

疾病模型或抗病猪模型。传统的基于体细胞基因编辑和克隆的技术囿

于体细胞难以耐受多次基因编辑，多基因编辑克隆家畜往往难以获得，

通常需要采用重复性克隆和重新分离成纤维细胞，达到多基因编辑的

目的，周期短、效率低。而实验证实，pgEpiSCs 对基因编辑有很好的耐

受性，至少可以耐受 3 次连续的基因编辑，这将大大缩短获得多基因编

辑克隆猪的时间。

韩建永表示：“在家畜优良品种培育领域，pgEpiSCs通过定向诱导分

化为精子和卵母细胞可以实现干细胞育种，实现重要经济性状的快速遗

传改良。”

破解家畜干细胞不能承受

长周期、多次基因编辑难题

近日，来自 19个国家的 21位协作组理事和多位表型组学领域的科学

家，出席了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协作组（IHPC）在线召开的第三次理事

会，就下一步加快推进“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重要事项展开了

深入探讨。

据悉，表型是生命体的生物特征，由基因与环境（含环境暴露和生活方

式）共同决定；表型组是指生物体从微观（即分子）组成到宏观、从胚胎发育

到衰老死亡全过程中所有表型的集合。国际科学界已充分认识到，人类表

型组是继基因组之后生命科学的又一个战略制高点和原始创新源。

会议透露，我国科学家已初步绘制全球首张人类表型组导航图。据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院长金力介

绍，人类表型组导航图就是几万种甚至十万种不同人类表型之间的关联

图。2020 年，中国科学家开始在上海进行“上海自然人群健康表型核心

队列研究”，至今年 11月 19日，已有超过 730位常住上海的 20—60岁志愿

者完成了在张江平台 2 天 1 夜、每人测量超 3 万个指标的全景表型测量。

这使得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得了自然人群样本贯通宏观至微观尺度 20 余

个领域类别的海量表型基线大数据，数据总量超过了 3PB。目前，面向科

研用户的导航图数据库网站已经上线公测，多支科学团队正在从现有 1.0

版的导航图中，筛选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强关联，开展进一步

科研攻关。

根据构想，“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最终将在全球各大洲代表

性人群中进行 5万人、每人 10万个以上表型指标的全景测量和超过 50万

人的特定表型应用示范测量。

我国科学家初步绘就

全球首张人类表型组导航图

◎沈 涵 本报记者 王 春

◎本报记者 金 凤 通讯员 唐 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