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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通过免疫抗体检测技

术的广泛应用，从田间地头

到畜禽圈舍再到蟹池鱼塘，

一条检测防线牢牢筑起，有

效地减少了农药、兽药的滥

用，并能阻止农残超标农产

品流向市场、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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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殷丽娅 本报记者 杨 仑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寇艳君）记者 3月 15日从中国水稻

研究所获悉，该所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稻—病原菌互作团队，揭

示了温度影响稻瘟病发生的机制，为科学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有效防控稻

瘟病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分子植物》。

植物病害的发生、发展到流行，取决于病原、寄主植物和环境因素三

要素的综合作用，其中温度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全球气温升高是

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可能改变病害的流行区域、发生时

间并导致新致病菌株和病原菌的流行。因此，研究温度调控植物免疫反

应的机理，对未来防控各种植物病害的发生尤为重要。

稻瘟病是由丝状子囊真菌侵染引起的，是水稻最严重的病害之一，位

居植物十大真菌病害之首。多年的田间调查发现，当温度在 26℃以下

时，稻瘟病容易流行，但当温度达到 28℃以上时，稻瘟病的发生显著减

少，至于为何如此，具体原因一直未知。

该研究利用水稻—稻瘟病菌系统，解析了温度调控植物抗病原真菌

的机制，结果显示，22℃时茉莉酸合成减少，导致水稻基础抗性降低，稻瘟

病菌侵染增强；而在 28℃条件下，稻瘟病菌诱导茉莉酸的合成，并激活茉

莉酸信号途径，提高了水稻对稻瘟病的基础抗性水平，抑制稻瘟病的发

生。进一步试验表明，施用茉莉酸甲酯是温暖环境下提高稻瘟病抗性的

有效策略。

研究揭示温度调控稻瘟病机制

科技日报记者 3 月 14 日从天津医科大学总

医院获悉，该院曹晓沧教授团队在国际期刊《炎

症性肠病》上发表最新研究称，他们通过 2 例对

修美乐过敏的克罗恩病患者在药物治疗中用药

的转化，发现那些对原研药辅料成分过敏的患

者，使用不含过敏成分辅料的生物类似药，不仅

能提高治疗效果，还能减轻经济负担。

某些生物药的化学辅料
会引起不良反应

据介绍，仿制药是与被仿制药具有相同的有

效成分和治疗效果的替代药品。对于像抗体药

物这样的生物药，他们的仿制药也被称为生物类

似药。

“近年来，生物类似药行业蓬勃发展，仅修美

乐这种药物的生物类似药就有十几种。”曹晓沧

介绍，生物类似药须具有原研药相似生物活性成

分，但对其中的化学辅料并没有严格的要求。

克罗恩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炎症性肠病，一

旦患上该病，患者基本上需要一辈子用药，因此

这种病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修美乐的出现，

成为克罗恩病患者的新希望。

修美乐，全称阿达木单抗注射液，是全人源

化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其可以与肿瘤坏死因子

（TNF）特异性结合，通过阻断 TNF 与细胞表面

TNF 受体的相互作用，从而消除 TNF 的生物学

功能。该原创生物药物对包括克罗恩病等在内

的 13 种疾病具有临床疗效，而且只需每两周皮

下注射一次，在医院、家中和外出时都可以使用，

非常方便，免去了患者此前需要频繁去医院输液

的麻烦。

但修美乐中的化学辅料甘露醇，会导致一些

患者出现过敏症状，引起患者的不良反应。

甄选辅料配方让患者用
上更安全的药

曹晓沧团队在治疗 2 例对修美乐过敏的克

罗恩病患者时发现，换用了不含甘露醇的生物类

似药之后，患者的治疗过程变得十分顺畅。

随后，曹晓沧对修美乐及其生物类似药进

行检索发现，这些药物在辅料成分上有很大的

区别，其中不少辅料成分可能会引起病人的不

良反应。

“在没有生物类似药的年代，患者遇到辅料

过敏往往只能忍耐或借助其他药物对抗过敏症

状。”曹晓沧表示，“通过这 2例病例使我们确信，

通过甄选生物类似药辅料的成分配方，可以为临

床用药过程提供指导，同时也可帮助制药行业改

进药物配方，尽量减少生物药中的易过敏成分，

为患者提供更多的可选择版本。”

比如吐温 80（聚山梨酯-80）作为一种在生

物药中广泛应用的化学辅料，是引发多起不良反

应事件的元凶。一些不含吐温 80的生物制剂也

已获批。而目前还没有不含吐温 80配方的修美

乐生物类似药。“推动不含诸如吐温 80等过敏成

分的生物类似药的生产，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

方向。”曹晓沧说。

当然，也有一些会引起不良反应的辅料被

逐渐从药物中去除。比如辅料中的柠檬酸会

引起疼痛，为了减少患者注射时的疼痛，其他

一些无柠檬酸盐版本的生物类似药已开始在

临床使用。

此外，除了修美乐外，这种情况对于临床上

应用的诸如 PD-1 生物靶向制剂等其他生物制

剂可能同样适用。曹晓沧表示：“随着生物类似

药的蓬勃发展，患者用上更廉价、更安全药物的

目标一定能实现。”

生物类似药：比“李逵”更好的“李鬼”

3 月份，是广大学生开学的日子，各地为确

保食品安全，纷纷宣布开展食品安全大检查，进

行食品安全检测。

因精确度高、检测时间短、速度快且检测

范围广，生物技术逐步在食品检验检测领域被

推广和应用。有资料显示，2019 年全球食品安

全检测市场规模达 150 亿美元，2014 年至 2019

年之间全球食品安全检测市场复合年增长率

为 7.3%。

那么，生物检测技术和传统检测技术相比有

哪些优势？我国在生物检测技术方面取得了哪

些成果和突破？科技日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

访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相关专家。

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食

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世界食品

工业的高速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加强食品质量

控制、卫生检验力度和应急处理突发性食品安全

事件的能力。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果蔬产品安全与健康创

新团队首席专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

研究员张存政告诉记者，众多的食品安全事件，

例如“英国疯牛病”“香港禽流感”“法国李斯特氏

菌病”等几乎都是由致病微生物引起的。

在过去，检测食品中的微生物多用琼脂平板

培养法，这种方法操作过程复杂、费时费力，一般

需 2—3天才能完成试验并给出结果。

随着生物相关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

准确、快速、特异的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已越

来越受到世界各地科学家们的关注。生物检

测不同于常规物化反应，它是利用生物反应的

一种检测方法，不仅方便快捷，而且精准性更

高、靶向性更强。

张存政介绍，生物检测技术是个大家族，目

前应用在食品领域的微生物快速检测方法有分

子生物学技术、免疫技术、代谢技术、生物传感

器、组学指纹图谱技术等，其中胶体金免疫试纸

是生物检测技术的典型代表。

生物检测精准性更高

走进张存政团队的实验室，摆放在醒目位

置的一种试纸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我们研发的胶体金免疫检测试纸，

其检测农药残留的工作原理与验孕试纸一样，

而且使用简单，蔬菜种植户买回家就可以快速

检测自己的蔬菜农药是否超标。”张存政说。

现代农业生产不可避免地会用到各类农

药，而蔬菜种植密度高、生长周期短，农药使用

后的残留量也相对较高。农残超标不仅有损

百姓健康，也会造成种植户销售受阻、遭受损

失甚至违法等严重后果。

从 2019 年起，张存政团队对近 5 年内江苏

省农药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统计与大数据分

析 ，筛 选 出 近 20 种 高 风 险 农 药 品 种 ，采 用 小

分 子 免 疫 抗 体 技 术 ，研 发 出 了 胶体金免疫检

测试纸监测农药残留。这是国内首次在生产

一张试纸快速测出农药残留

免疫检测技术不仅能测出农药残留，还能

测出兽药残留。比如，氯霉素是一种用来治疗

动物传染病的广谱抗生素，其在动物的肉、奶、

蛋等食品中的残留严重威胁着人体健康。

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李余动课题组，成功开发出一种能快速检测

氯霉素残留的免疫层析试纸条，该试纸条具

有灵敏度高、操作快捷、不需要附加设备等优

点，相比于其他最快 24 小时出结果的检测技

术 ，只 需 10 分 钟 就 会 给 出 检 测 结 果 ，且 费 用

更低，可用于饲料、水产类、牛奶等的氯霉素

的检测。

如今，种类繁多的保健品、减肥食品也成

为添加非法成分的重灾区。对非法成分中功

能相似的衍生物、结构类似物的检测，存在非

靶向检测的困难。

“我们根据广东省药品检验所的需求，研

发了一种广谱免疫抗体检测技术，用一种试纸

条能检测 37 种违禁成分。”张存政告诉记者，这

37 种违禁成分实际上都是那非类药物及其衍

生物，如俗称“伟哥”的西地那非。不法分子为

了逃避监管，将西地那非的化学分子式稍作修

改，但功效类似。张存政团队用一根胶体金试

纸就能让改头换面的“伟哥”露出原形。针对

减肥食品中非法添加药物“西布曲明”的问题，

他们还研发了迄今已知的生物检测方法中灵

敏度最好的免疫检测技术，提供了有效的监管

手段。

张存政表示，随着新型污染物增多，食品

安全领域的生物检测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或调

整方向，目前，对微生物、毒素、病毒、新型污染

物的检测，环境污染物的风险评估等技术的研

发都是科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预期在不远

的将来，更多的新型快速检测技术将会应用到

实际生产及生活中，更好地为人类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提供保障。

让食品、保健品中的违禁成分现原形

一线大规模应用胶体金免疫检测试纸检测农

药残留。

张存政介绍，免疫抗体技术是一种应用了

哺乳动物免疫系统的应答原理的检测技术，免

疫系统会对体内或体外的抗原物质产生免疫

应答和免疫记忆，使得含有这些抗原物质的病

原体都可以被免疫系统“记住”，当抗原和抗体

再次相遇还会结合，且这种结合是特异性的，

因此这种检测方法灵敏准确，也是相关测定手

段中应用最广的技术。

“根据我们的调研，一般农户常用的农药

不超过 10 种，而种植大户的农药使用更加单

一、可控，我们研发的一根试纸条就可以检测 4

种农药，蔬菜上市前，农民在家就可以自行检

测农残是否超标，并根据检测结果规范种植、

科学用药，农业、市场监督、卫生防疫部门也可

以用试纸进行快速监测。”张存政说。

胶体金免疫检测试纸在农业生产领域的

应用远不止检测蔬菜农残。早在 2000 年初，南

昌大学研发的胶体金免疫检测试纸检测瘦肉

精就获得成功并得到大规模推广使用。利用

免疫抗体技术，科学家还成功地建立起检测大

肠杆菌 O157 的一套方法。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已将免疫抗体技术应用在农兽药、环境污染

物、食源性致病微生物、违法添加药物、抗生素

等的检测中，并获得成功。通过免疫抗体检测

技术的广泛应用，从田间地头到畜禽圈舍再到

蟹池鱼塘，一条检测防线牢牢筑起，有效地减

少了农药、兽药的滥用，并阻止农残超标农产

品流向市场、餐桌。

大多数一年生植物的开花周期取决于每日日照时间的长短，而大豆

是对光周期极为敏感的典型短日照作物，一般只适宜种植于纬度跨度较

小的区域内，适宜种植范围狭窄。

大豆的这种特性，使得许多优良品种只能在小范围内推广，有“宝”不

能用，直接影响了我国大豆的产量。多年来，我国科研工作者始终致力于

解开这道难题，而今又有了最新进展。

2012年，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大豆分子设计育种

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首次在大豆中成功克隆了对光周期反应及生育

期（开花期及成熟期）贡献最大的基因 E1，随后这些年，课题组陆续完成

了 E2、E3、E4等主要生育期基因的克隆。

E1是编码豆科植物的特异性转录因子，是大豆光周期响应的核心调

控因子，阐明其介导开花途径的分子机制尤为重要。然而，目前有关 E1

所调控的下游信号通路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

近日，课题组在美国《植物生理学》上在线发表论文称，他们证实 E1

编码蛋白具有转录抑制活性。课题组基于 RNA-seq 这一转录组测序技

术，分析发现有 7个 GmMDE 基因的水平，在 E1过表达时显著下调，而在

用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敲除 E1的突变株中显著上调。这些 Gm-

MDE 基因表现出相似的组织特异性和表达模式，包括对光周期、E1表达

和 E1 基因型的响应。以 GmMDE05 和 GmMDE06 的启动子为代表进行

分析发现，E1 可直接与启动子结合以增加组蛋白 H3K27me3 水平，从而

在表观遗传上抑制 E1的表达，让 E1处于沉默状态。

随后课题组还发现，GmMDE06 的功能与 E1 相反，具有促进大豆

开花与成熟的作用。过量表达 GmMDE06 能抑制结荚习性核心基因

Dt1 的表达，引起大豆的茎顶提前开花，让生长终止，导致主茎节数减

少、植株变矮。

过表达 GmMDE06能使大豆中开花素基因 GmFT2a和 GmFT5a的表

达上调。此外，在 GmFT2a或 GmFT5a过表达植株中，GmMDE 的表达显

著增加，GmMDE 与 GmFT2a/GmFT5a 形成了一个促进大豆开花的正调

节反馈回路。这种反馈调节，可以放大来自光周期的信号。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提升大豆

产能工程，要坚持扩面积、提单产双轮驱动。如何提单产？育种是关键。

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揭示了大豆开花周期的调控机制，为育出高产优质大

豆新品种提供了新思路，助力大豆变“金豆”。

解开光周期密码

助力大豆变“金豆”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崔艳 陈茹梅）记者 3 月 14 日从中

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获悉，该所作物代谢调控与营养强化团队

发现了一个能编码 P 亚型 PPR 蛋白的基因 CNS1，并研究解析了该基因

的功能及作用机制，明晰了其与玉米籽粒发育的关系。相关研究结果近

日发表在《植物生理学》上。

玉米籽粒发育直接影响玉米产量，涉及复杂的遗传调控网络，包括线

粒体基因的表达。线粒体是能为籽粒发育提供能量的半自主细胞器，其

功能缺陷会导致籽粒生长缓慢和形态异常甚至停滞发育等问题。已有研

究发现，P亚型 PPR 蛋白是一种靶向线粒体的 RNA结合蛋白，具有 RNA

剪切、编辑和维持线粒体编码基因转录本 3’末端稳定性这 3种功能。

团队从一个玉米籽粒发育缺陷突变体中克隆出新基因 CNS1，新基

因编码过的 P 亚型 PPR 蛋白，能与线粒体复合体Ⅲ上的关键基因序列直

接结合，从而保护其编码基因转录本 5’末端的完整性。基因比较分析发

现，与野生型相比，突变体中编码基因转录本 5’末端发生严重缺失，进而

影响了复合体Ⅲ的装配和功能，导致线粒体形态、功能异常和能量供应不

足，产生籽粒发育缺陷的表型。该研究首次报道了 P 亚型 PPR 蛋白具有

维持线粒体编码基因转录本 5’末端稳定性的功能，拓展了人们对 P 型

PPR 蛋白及其调控线粒体功能的认知，有助于揭示玉米籽粒发育机理，

为玉米产量和品质性状的遗传改良提供了新思路。

科学家发现

能影响玉米籽粒发育的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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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