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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DNA宏条形码技术结合了DNA条形码技术和高通量测

序技术，具有高通量、高精度、速度快等特点，为同时检测食

物基质中的多个物种提供了理想的方法，包括产品中非预期

的物种，因而该技术在肉类及其制品的掺假检测方面具有明

显的优势，已成为肉类成分鉴定的新方法。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 付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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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付松川）近日，中国农业科学

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优质功能畜产品科技创新团队开发出用于畜

禽肉新鲜度快速检测的新型小分子荧光探针，为高通量快速检测畜

禽肉产品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食品化学》上。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军民介绍，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类畜禽肉产品走上人们的餐桌，人们的观念也逐渐

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安全转变。pH 值是反应肉品质的重要参数，通

过 pH 值变化可以判断肉的新鲜度，但目前常用的 pH 计和 pH 试纸较难

实现高通量快速检测，因此开发高通量的畜禽肉新鲜度检测方法具有重

要意义。

该研究团队基于有机合成和荧光分析法，以萘酰亚胺为荧光母体、

4-（2-氨基乙基）吗啉作为 pH 响应基团，开发出用于新鲜度快速检测的

小分子荧光探针。该探针可对 pH 值进行实时响应，pH 值检测范围为

4.5—8.0，满足市售畜禽肉产品新鲜度的检测需求。相较于目前常用的

pH计和 pH试纸，基于荧光探针的新鲜度检测方法具有高通量优点，为畜

禽肉品质快速判定提供了新方法。该研究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

工程等项目的资助。

用小分子荧光探针

快速判断畜禽肉新鲜度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充分利用野生近缘种中丰富的遗传变异

是扩宽亚洲栽培稻遗传基础的重要途径。近期，在水稻野生近缘种质资

源创新方面，云南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陆稻野生稻研究团队再次

获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植物科学前沿》上发表。

由于生殖隔离等因素的存在，人们很难将野生近缘种中的遗传多

样性直接应用到水稻生产实践中，构建渗入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途径。稻属 AA 基因组材料是水稻种质资源的天然基因库，在漫长的

独立进化过程中，不同材料独有的特性及生态适应性，形成了极其丰

富的遗传多样性，拥有亚洲栽培稻所不具有的或已消失的许多优良遗

传基因，但全面系统地构建稻属 AA 基因组 8 个种的农艺性状渗入系文

库还未见报道。

此前，研究团队以 1 份长雄野生稻、13 份巴蒂野生稻、6 份展颖野生

稻、8 份南方野生稻、19 份普通野生稻、20 份印度野生稻、103 份非洲栽培

稻、160份陆稻为供体，3个表现优良的亚洲栽培稻为供体，克服了严重的

生殖隔离障碍、花期不育、工作量大等重重难题，在海南三亚进行一年三

季的反复表型选择和杂交。经过近十年努力，培育了 26763份遗传材料，

其中具有稳定的散穗、直立穗、密穗、稀穗、芒、匍匐生长、株高、壳色、种皮

颜色、光壳、粒长、粒宽、粒重、抗旱性、陆生适应性、抗稻瘟病表型的渗入

系材料 6372 份，育成了全世界供体类型最丰富的种间、亚种间农艺性状

渗入系文库。

“如果说新品种是大楼，这些材料就是砖块。”团队负责人陶大云

研究员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他们利用这批宝贵的材料，已发掘了

22 个分别控制粒长和粒宽的新的等位变异，基于多供体渗入系文库

的优势，他们发现不同供体的同一座位，可以控制相同的表型，也可

以控制完全相反的表型，并选育出“云陆 142”等数个新品种。该文

库不仅有助于培育具有可持续高产潜能、多样化品质需求、多抗、环

境友好的水稻品种，还为人类认识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遗传和分子

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水稻野生近缘种质资源创新

再获重要进展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园园）记者近期从西湖大学获悉，西湖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陶亮团队与施一公团队合作，在《细胞》期刊在线发表

最新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超毒力分支艰难梭菌毒素 B 的肠道上皮

受体——TFPI 蛋白。这意味着，他们发现了艰难梭菌毒素 B 入侵人体

的“新大门”。

“艰难梭菌是一种厌氧的革兰氏阳性细菌，因为分离培养比较困难，

所以得名‘艰难’。”陶亮说，艰难梭菌是一种造成医院和社区感染腹泻及

肠炎的重要病原体，近年来在全球各地造成了一系列爆发性感染，被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列为最高级别威胁的耐药病菌。

陶亮介绍，过往研究表明，艰难梭菌有 5个主要的进化分支，包括Ⅰ、

Ⅱ、Ⅲ、Ⅳ、Ⅴ型，其中Ⅱ型分支由于其强致病性，又被称为“超毒力分

支”。艰难梭菌会产生 3种毒素 ：毒素 A、毒素 B和二元毒素。其中，毒素

B（TcdB）是艰难梭菌致病的关键“武器”，而不同分支产生的毒素 B，则又

分属不同的亚型，如 TcdB1、TcdB2等。

此前，陶亮团队已经发现 TcdB1、TcdB3、TcdB5 重要的宿主细胞受

体——FZD 蛋白。但艰难梭菌超毒力分支毒素 B 的两种亚型 TcdB2 和

TcdB4，均不识别 FZD 蛋白。他们猜测，一定存在“另一扇门”，即某种未

知受体介导变体的毒素 B入侵细胞。

通过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排查分析，研究团队锁定了

一个名为组织因子途径抑制因子（TFPI）的蛋白，认为它很可能是这两种

毒素 B亚型进入细胞的“另一扇门”。

陶亮介绍，为了验证这一猜想，研究团队设计并进行了各种不同类型

的实验。包括敲除 TFPI这扇“大门”，看 TcdB4 能否闯入细胞；利用冷冻

电镜单颗粒三维重构技术，从分子水平直接观察毒素和受体的结合；构建

“TFPI诱饵”诱捕毒素，看能否保护细胞和实验动物不受伤害。

这些实验结果不仅证实 TFPI是艰难梭菌超毒力分支的 TcdB在肠道

上皮中的受体，更预示了 TFPI作为中和蛋白在防治超毒力艰难梭菌感染

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我科学家发现

艰难梭菌毒素入侵人体“新大门”
很多人都爱吃肉，常吃的肉有猪肉、牛肉、羊

肉、鸡肉、鸭肉、鱼肉等，其中牛肉成了“造假”的

重灾区。近日，一对江苏夫妻因把猪肉上色当牛

肉卖被管理部门发现后受罚的新闻也引起了网

友的关注和热议。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用猪肉、鸭肉

伪造牛羊肉，用低价肉冒充高价肉，动物源性食

品中肉类掺假一直是影响食品质量与安全的主

要问题之一。那么应该如何快速、准确和高效地

进行肉类掺假检测，从而更好地保护好老百姓的

“肉篮子”呢？

卖肉作假古已有之。虽然我国已制定相关法

规对肉类和肉制品的质量和安全进行监督，但是

近年来随着牛肉、羊肉市场需求量增大，以次充好

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让肉类掺假现象屡见不鲜。

如何辨别真假牛肉？有人在网上支招：用眼

睛去看，观察和辨别；用鼻子去闻肉的气味；用手

去感觉肉的弹性……

但是，消费者仅凭自己的眼睛鉴别肉的真假

还是太难。因此，加强检测技术攻关，不断提高

检测能力，成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任务。

“快速、有效、准确和可靠的检测技术是有效

监管肉类掺假的关键手段。”广西壮族自治区食

品药品检验所微生物室副主任、副主任药师甘永

琦表示，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方法特异性

强、灵敏度高，结果不易受到食品加工方式的影

响，是检测肉类和肉制品掺假最常用的技术。

甘永琦介绍，DNA条形码是 DNA中的特殊

片段，通常由用于区分目标物种的中心可变区和

两侧保守区组成，可以作为生物体的遗传标记。

利用 DNA 条形码技术，研究人员对特定区域

DNA片段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和测

序，然后于在线数据库中搜索比对，可以识别出

掺假的肉类物种。

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DNA 宏

条形码技术应运而生。

“DNA 宏条形码技术结合了 DNA 条形码技

术和高通量测序技术，比传统的DNA条形码技术

功能更强大，具有高通量、高精度、速度快等特点，

为同时检测食物基质中的多个物种提供了理想的

方法，包括产品中非预期的物种，因而该技术在肉

类及其制品的掺假检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已

成为肉类成分鉴定的新方法。”甘永琦说。

该怎样具体应用 DNA宏条形码技术进行肉

类及其制品检测呢？

甘永琦介绍，为了鉴定样品中的物种，首先

要建立一个可靠的数据库，包含目标物种的

DNA 条形码。使用特定引物对物种 DNA 的条

形码序列进行 PCR 扩增并获得扩增子，然后合

并来自不同样品的扩增子，在一次程序运行中对

不同扩增子同时进行测序，将测序得到的物种基

因序列与条形码数据库进行匹配，最后通过生物

信息学软件分析得到鉴定结果。

“该方法可以在 6小时内同时进行至少 96个

样品的成分及组分测序分析，提高了检测的效

率，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甘永琦说。

最近，甘永琦所在的实验室就从市场上购买

了香肠、火腿肠、培根、腊肉、火锅肉片、肉干、肉

松、肉丸、烤肉串、肉罐头、肉脯等 11种不同类型

的肉制品共 70多份，使用 DNA 宏条形码技术进

行动物源性成分检测。

“各样品测序分析结果均符合预期。比如在

1 份鱼籽包里检测出 5 种不同动物成分，分别是

鸡、猪、鸭、鳙鱼和鲹鱼，与产品标签标示一致。”

甘永琦说。

近年来，该实验室从国内肉制品市场、自然

环境中常见的动物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中遴选硬骨鱼纲、软骨鱼纲、哺乳纲、鸟纲、爬

行纲等物种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 1500 多

个属、2700多个种的动物分类数据库。

他表示，实验室目前正在扩大测试样本的范

围，深入开展肉类掺假检测方法的特异性、灵敏

度和准确性研究。

DNA宏条形码技术成肉类鉴定新方法

目前，DNA 宏条形码技术在肉类掺杂检测

中还面临哪些挑战？

有研究表明，目前用于动植物分类鉴定的标

准DNA条形码并不完全适用于环境样本的应用。

甘永琦介绍，首先，标准 DNA条形码倾向于

那些能够识别相似物种的特殊片段，通常具有较

长的基因序列。然而，环境中的 DNA 容易降解

成较短的基因片段，从而阻碍条形码的扩增。

其次，DNA 宏条形码技术需要同时扩增一

个样本中所有物种的 DNA，那么就必须限制某

些物种 DNA 的过度扩增。因此，需要筛选比较

几个非标准的候选条形码，确定新的 DNA区域，

以达到该方法的限制要求。

另外，在物种多样性定量分析中，由于高通量

测序过程中部分因素可能会导致结果存在偏差，

进而影响原始样品中物种定量估算的准确性。

作为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之一，肉类及其制

品的掺假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但 DNA 宏条形码技术可以

对未知物种进行快速、准确地识别，无疑为肉类

掺假检测提供了优异的技术手段。

除了用于肉类掺假检测，DNA 宏条形码技

术目前还可以应用在哪些领域？

“在理论上几乎任何一个样本都可以通过

DNA 条形码技术进行物种识别。近年来，该技

术已应用于多个领域，如生态学、法医学、生物

在全球范围内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检测肉类食品中掺假现象，还可以使用哪些

生物技术？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微生物室副

主任、副主任药师甘永琦表示，目前常见的肉制品

真伪鉴别方法包括基于形态学、代谢组学、蛋白质

组学和基因组学这四大类的真伪鉴别方法。

甘永琦介绍说，形态学方法发展较早，已经

发展出将电镜和数据图像分析相结合的新型鉴

定方法，但是受到组织形态结构的影响，无法区

分动物种类，只可以区分哺乳动物、禽类和鱼类；

代谢组学的常用技术主要是光谱学技术，该技术

样品制备简单，分析速度快，但常需要大量已知

样品建立模型且模型通用性不强；基于蛋白质组

学的免疫技术操作简单，通量高，成本低，但是准

确度不高，常用作快速筛查手段。

他表示，基于基因组学的核酸检测方法特异

性、灵敏度高，结果不易受到食品加工方式的影响，

还可以检测经过热处理的肉制品，稳定性、准确度

更高，因此成为动物源性成分鉴定的主流方法。常

用技术有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

性、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DNA测序等，可分辨动物

的种类甚至可用于动物的品种鉴别和个体身份识

别，在肉类的溯源体系中已获得广泛应用。

“此外，实时荧光 PCR 技术也是目前用于动

物源性成分鉴别及定量检测的常用方法。”甘永

琦说。

这些方法也能查出肉类食品是否掺假

有了这项生物检测技术有了这项生物检测技术
想想““挂羊头卖狗肉挂羊头卖狗肉”？”？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相关链接

技术、食品工业、动物饮食、食品质量等。”甘永

琦说。

目前，DNA 宏条形码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

内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由于该技术在

国内外未形成完善的检测标准，因此还处于研究

阶段。

甘永琦表示，基于该技术的研究，他们团队

已申请 2项国家发明专利和 1项检测方法的团体

标准，未来将搭建一个免费共享的数据分析网络

平台，为该技术的应用推广扫清障碍。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优质功能畜产品创新团队研究发现，在蛋鸡日粮

中添加天然虾青素，可以提高 DHA 鸡蛋的储存

稳定性，并揭示了虾青素对 DHA 氧化的抑制作

用及机制，为开发高品质 DHA 强化鸡蛋，以及

DHA、虾青素双重富集鸡蛋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团队还通过系列研究揭示了天然虾青素在

鸡蛋中的富集规律、存在形态、生物学功能及作

用机制等，为天然虾青素强化食品的开发提供了

有效的技术支撑。相关研究成果相继发表于《食

品化学》《植物生物技术》等期刊上。

饲料中加入天然虾青素
能抑制鸡蛋中DHA氧化

据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军民介绍，DHA 俗称

脑黄金，属于ω-3 不饱和脂肪酸家族中的重要

成员，对神经细胞生长、脑部发育具有重要作

用。我国居民膳食中 DHA 摄入普遍不足，仅

占推荐摄入量的 10%左右。食用 DHA 强化鸡

蛋可以有效补充 DHA，但随着储存时间的推

移，鸡蛋中的 DHA 非常容易发生氧化而变质，

难以达到通过膳食补充 DHA 的目的，限制了

DHA 强化产品的推广应用。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团队筛选了系列天然抗

氧化物质，并逐一验证了对 DHA 强化鸡蛋的保

护效果。研究发现，在蛋鸡饲料中添加天然虾青

素可以显著抑制鸡蛋中 DHA的氧化，使 DHA在

鸡蛋储存 42 天时的损失率由 14%降至 3%，大幅

提高了 DHA保留率。研究人员结合脂质组及质

谱靶向分析等技术，进一步揭示了虾青素对

DHA 氧化抑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鸡蛋中虾

青素主要以非酯化形态存在，利用自身的结构特

点，以持续自氧化方式竞争性抑制游离 DHA 的

氧化，并减少脂质氧化产物的产生，进而显著提

升 DHA强化鸡蛋的储存稳定性。

虾青素可增加蛋鸡卵巢
中卵泡数目

据团队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

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汤超华介绍，虾青素属于含

氧类非维生素 A 源的类胡萝卜素，不同来源的

虾青素由于其构象不同，导致生物学作用差异

显著。而来源于雨生红球藻的天然虾青素不

仅具有很强的着色能力和抗氧化性，同时也具

有抗衰老、抗肿瘤、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功能。

除 虾 青 素 的 精 准 应 用 和 高 效 转 化 ，团 队

还系统评价了虾青素对蛋鸡、鸡蛋和鸡卵巢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源添加虾青素饲

喂产蛋后期蛋鸡可以提高平均蛋重、蛋黄虾

青素含量、蛋黄颜色等。蛋黄虾青素含量、蛋

黄颜色及红度值均随饲粮中虾青素水平的升

高而升高。

“饲粮添加虾青素可以通过增强蛋鸡机体

抗氧化能力，减少其卵巢组织细胞凋亡，促进

生殖激素释放，提高卵巢中的卵泡数目、降低

次级卵泡闭锁率，改善卵巢衰退的系列表征。

60 毫克/千克虾青素添加量对于增强抗氧化功

能和改善卵泡数量效果最好。”汤超华指出。

新技术使虾青素 10 天
内在鸡蛋中实现稳定富集

此前，该团队研发的高虾青素营养强化鸡蛋

生产技术在不影响蛋鸡体况和生产性能的前提

下，可使虾青素 10天内在鸡蛋中实现稳定富集，

并用于长期生产（连续生产期可达 24 周），富集

于鸡蛋中的虾青素均是具有生物活性的左旋型

虾青素，包含反式、顺-9 和顺-13 三种同分异构

体，其中反式虾青素含量大于 50%。

“ 该 技 术 实 现 了 鸡 蛋 中 总 虾 青 素 含 量 从

0—2.16 毫克/枚的调控。鸡蛋的蛋黄颜色可在

5—13 之间调控。研究发现，富含虾青素的鸡

蛋有利于增加储存期蛋品质的稳定性，减缓蛋

清水化。饲粮中天然虾青素含量提高至 210 毫

克/千克时，对蛋鸡生产性能、鸡蛋品质指标均

无不利影响。虾青素在蛋黄中不仅更加稳定，

也更易于消化吸收，发挥其生物学功能。”张军

民表示。

上述研究得到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中

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等项目资助。

饲料加点虾青素，储存期鸡蛋品质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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