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穗数、每穗粒数和粒重，是决定水稻产量的

三个核心要素。如果这三大要素能够“齐心协

力”，水稻增产便不是问题。然而，它们之间的关

系有点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一株水稻如果穗数长的特别多，穗子就会

变小，粒重也会变轻；穗子大了，穗数就会变少。

它们之间往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

把一个增大，另外一个就变小了。”4 月 25 日，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余泓解释说。

近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李家洋院士团队揭示了水稻产量核心要素穗重

和穗数之间相互制约的分子机制，为打破这种制

约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法，为突破水稻产量瓶

颈提供了新的遗传资源与研究思路。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

“不同农艺性状之间存在的这种此消彼长现

象，被生物学家称为权衡效应，这一效应使得一

些优异性状往往不能兼得。这种权衡效应可能

由连锁累赘或基因多效性引起。”余泓说。

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连锁累赘，是指传

统育种中，在有利基因的导入时带入了与之连

锁的不良基因，造成育种后代表型与预期结果

不一致；而基因多效性则是一个基因控制着多

种表型。

“目前，连锁累赘可以通过基因的精细定位

和交换重组来解决，然而基因多效性引起的权衡

效应仍然没有有效方法进行解除。”余泓说，如何

解决基因多效性造成的表型间的权衡效应，对于

突破现有育种瓶颈有重要科学意义。

此前李家洋团队鉴定到的一个水稻株型调

控的主效基因 IPA1，可用于调控水稻多方面生

长发育过程，对抗病性和环境适应性也有重要调

控作用，已广泛应用于优良水稻品种的培育。但

IPA1 是一个典型的多效性基因，在增大穗部的

同时会使分蘖数降低，限制了其增加水稻产量的

潜力。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科研人员创制出大量

IPA1 顺式调控区平铺删除的基因编辑材料，并

从中发掘出了可以同时提高穗重和穗数的编辑

材料 IPA1-Pro10，该编辑材料还同时具有株高

变高、茎秆和根系粗壮的表型。经田间小区测产

鉴定，IPA1-Pro10 与对照品种中花 11 号相比能

够增产 15.9%，大大提高了水稻产量。该研究还

进一步阐明了 IPA1顺式调控区调控穗部表型的

分子机制。

余泓表示，这项研究通过平铺删除策略，通

过编辑筛选水稻关键基因的顺式调控区成功实

现了水稻产量关键要素间负相关性的解除，打破

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魔咒，为通过创制全新遗

传资源打破水稻产量瓶颈提供了有效策略。

“未来对作物核心基因顺式调控区的系统功

能挖掘，有望为突破现有作物育种瓶颈提供新的

分子机制与遗传资源。”余泓强调。

突破水稻产量瓶颈
解除穗重、穗数此消彼长“魔咒”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小微藻大用途①

6 责任编辑 郭 科 生 物
2022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三

B I O T E C H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研究进展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科研

人员创制出大量IPA1顺式调

控区平铺删除的基因编辑材

料，并从中发掘出了可以同时

提高穗重和穗数的编辑材料

IPA1-Pro10，该编辑材料还

同时具有株高变高、茎秆和根

系粗壮的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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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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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欧阳灿彬）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草地虫鼠害监测与防控创新团队，通过比较不同鼠种的

抗药相关基因的分子进化特征，揭示了抗药靶基因 Vkorc1（维生素 K 环

氧化物还原酶亚单位 1 基因）的快速进化是干旱区鼠类对抗凝血类灭鼠

剂产生天然高耐药性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农业害虫防治

科学》上。

抗凝血类灭鼠剂是目前鼠害防控中最常用的一类化学灭鼠剂，但鼠

类容易对其产生抗药性。已有研究发现干旱区部分鼠种天生对抗凝血类

灭鼠剂具有高耐药性，而且耐药基因还可以通过种间杂交传递到敏感鼠

类种群中，从而影响抗凝血类灭鼠剂的应用。

研究表明 Vkorc1、γ-谷氨酰胺羧化酶基因和醌氧化还原酶 1基因与

鼠类的抗药性相关。该团队对比分析了这 3个基因在 46种啮齿动物间的

分子进化特征，发现干旱区鼠类肥沙鼠、以色列盲鼹鼠和已知高耐药性鼠

种地中海小家鼠的 Vkorc1 均发生了快速进化。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该

基因编码蛋白的 3D模型，发现该蛋白呈“口袋状”。干旱区鼠种该蛋白口

袋内侧和顶端区域的氨基酸突变可能影响药物与蛋白的结合，导致高耐

药性的形成。该研究从进化的角度解析了干旱区鼠类高耐药性的分子机

制，为荒漠区和半荒漠区鼠害防治提供了理论参考。

该研究得到了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农

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等项目的资助。

解析鼠类高耐药性分子机制

助力荒漠区鼠害防治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

到，该校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施蕴渝院士、张亮副研究员日前在《生物学杂

志》发表的综述文章，详细阐述了线粒体的生理功能及其在多种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文章指出，线粒体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器，它在真核生物的能量产生和

代谢中起重要作用，也通过参与脂代谢、铁代谢、氨基酸合成、血红素合

成、钙离子平衡、天然免疫响应等多种途径影响细胞的稳态。

文章认为，作为真核生物中特有的细胞器，线粒体具有其独立的

RNA 聚合酶体系和特殊的线粒体核糖体用以完成线粒体基因的转录

和翻译。与细胞质的转录翻译工具不同，研究发现线粒体 rRNA 及

tRNA 上存在很多的修饰，这些修饰对于线粒体核糖体大小亚基的生

成与组装、基因转录、翻译等都起着关键作用，进而影响线粒体基因表

达稳态的维持等。

文章分析了在神经系统中线粒体调度的关键机制。作为细胞的能量

工厂，线粒体不仅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生长、功能发挥和再生提供三磷酸

腺苷（ATP），还肩负着维持钙离子稳态等重任。而神经元细胞具有很长

的轴突和复杂的树突，因此需要将线粒体运输及锚定到轴突和树突，以保

证给这些代谢活跃区域提供 ATP。

文章认为，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是人体对病原体以及环境中各

种危险因素的防卫系统，而功能障碍的线粒体会被人体免疫系统识

别，诱发炎症反应。持续的线粒体受损会引起慢性炎症，在中枢神经

系统中，慢性炎症引起的神经元细胞死亡可能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

主要原因。

这一研究成果全面概述了线粒体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关系，为疾病

的诊治奠定了基础。

线粒体功能障碍

或诱发神经退行性疾病

编者按 微藻是一类个体微

小、结构简单的植物。随着生

物技术的发展，我们在食品、生

物医药、材料、环保、能源，乃至

航空航天等领域都能看见它的

身影。小小的微藻究竟有着怎

样 的 本 领 让 它 能 在 各 领 域 表

现出色？围绕这个问题，生物版

今日起特推出“小微藻大用途”

系 列 报 道 ，带 您 看 看 微 藻 的

“十八般武艺”。

结构简单、种类繁多的微藻，广泛分布于海

洋、淡水和土壤等生态系统。在这个“大家族”

中，个别藻类凭借特殊结构，有望在医用领域一

展所长。

近日，浙江大学周民教授团队联合哈佛大学

医学院陶伟教授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发

表研究论文介绍，联合团队将钝顶螺旋藻经简单

的脱水—复水化处理，装载上辐射防护药物氨磷

汀，制备出了可口服的螺旋藻—氨磷汀递送系统。

动物试验结果显示，这一递送系统在整个小

肠内表现出全面的防护作用，优于游离药物和肠

溶性胶囊，能在不影响肿瘤治疗效果的情况下防

止放疗导致的肠道损伤，延长生存期，还可避免

氨磷汀的长期毒性，对肠道微生物群稳态起保护

作用。

“微藻种类庞大，约有 3 万多种记录在册，

目前只有超过 15 种微藻被用于医学界。考虑

到培养成本和应用价值等条件，医学中常用的

微藻种类较多，包括蓝藻门、绿藻门、红藻门

等。”周民告诉记者，由于微藻易获取、易培养

且具有独特的表面结构及丰富的活性物质，在

生物成像、药物递送、乏氧肿瘤治疗、伤口愈合

等方面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传统药物递送系统具有药物作用时间短、

生物利用度差、合成困难等缺点。而微藻来源广

泛、培养成本低，活性表面大且可有效吸附功能

分子、金属元素等，近几年已作为载体被广泛用

于药物递送系统的构建。”周民说。

比如 2020年 4月，周民团队在期刊《微尺度》

发表成果，利用螺旋藻的特性，将小分子化疗药

物阿霉素加载至螺旋藻上，合成载药系统。研究

显示，螺旋藻带有负电荷的表面可通过静电吸附

装载带正电荷的小分子药物，其细胞膜上的水通

道和连接孔也允许小分子通过并进入膜内，显示

出了对药物的较高负载效率。

肿瘤细胞在快速增殖中会消耗大量的氧气，

导致肿瘤组织内部存在缺氧微环境，这是众多肿

瘤治疗方法出现耐受现象的原因之一。靶向供

氧到肿瘤部位，是提升放疗和光动力治疗效果的

突破点之一。

含有丰富叶绿素的微藻，具备一定的生物传

感能力。近年来，许多科研人员着眼于利用微藻

光合作用原位产氧，改善肿瘤组织内部的乏氧情

况，增强肿瘤治疗效果。

“同时，微藻表面积较大，磁化硅藻可装载大

量药物，并在磁场控制下实现靶向运输和药物缓

释。”周民介绍，团队 2年前曾研制出一款微纳机

器人，以微藻作为活体支架，附着磁性涂层，在外

部磁场控制下，使其定向运动至肿瘤组织，再通

过体外光照，让微藻原位产生氧气来减轻肿瘤乏

氧微环境，提高放疗效率。

利用活性表面 进行药物递送

在伤口处涂些特制药膏，再用激光照射处

理，药膏含有的微藻成分即可产生活性氧，会对

使伤口感染的厌氧菌进行“阻击”……这类方式

如今已不鲜见。

伤口愈合可以分为炎性期、增生期和重塑

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氧气的参与，其中

细胞增殖、新生血管生成、胶原合成等修复活

动尤其离不开氧气。但伤口中普遍存在的血

光合作用产氧 促进伤口愈合

据了解，由于微藻中富含叶绿素等光合色

素，具有荧光特性，因此无需任何额外荧光标记

即可实现体内的无创追踪，是其作为药物递送载

体的“加分项”。

“微藻具有‘诊疗一体化’的性能，可用于医

学影像引导下的诊断和治疗，既能增强治疗效

果，又能持续监测病灶发展。”张东晓举例道，硅

藻便是优秀的生物成像材料，其外壳是由二氧化

硅组成的六边形微孔网状结构。2018 年，国外

研究人员利用硅藻精密的纳米多孔结构及光子

晶体特征开发出用于超灵敏荧光免疫分析的生

物传感器，与具有同样功效的非硅藻生物传感器

相比，光谱信号大大增强。经动物实验验证，相

较于传统的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免疫分析，这一传

感器对小鼠免疫球蛋白 G 的检测精度提高了

10—100倍。

自带荧光特性 辅助医学成像

周民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微藻的不

同给药方式，包括口服、注射或外用等均具有良

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安全性，还可通过泌尿系统代

谢排出体外。但目前微藻的医用研究多局限于

小鼠等小动物模型，距离真正临床应用还需更多

数据支持。

此外，微藻的开发、培养和规模化生产也

阻碍着微藻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据了解，微

藻产业化生产受限于脱水和收获两个过程，藻

类细胞颗粒尺寸不均、细胞膜表面较强的电负

性以及生长频率过快是这两个过程主要面临

的挑战。

周民表示，为解决以上问题，科学家们通常

将浮选法应用于微藻生产，该方法收获效率高于

88.8%，且易于实现微藻富集，具有操作性强、成

本低等优点。因此，正被尝试运用于微藻的规模

化生产。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微藻的

相关研究，为促进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距离临床应用 尚有一段距离

管破裂或收缩会妨碍供氧，导致组织缺氧，不

利于伤口愈合。

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张东

晓表示，增加伤口局部的氧气浓度能有效加快伤

口愈合，以往临床上采用的高压氧疗或局部气体

氧疗等方法，对皮肤穿透性一般。微藻是天然的

光合生物，在加快伤口愈合方面有用武之地。

目前，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众多。但鲜为人

知的是，其中约 25%的糖尿病患者终生面临慢性

伤口不愈的风险。糖尿病患者往往会由于伤口

缺氧，导致新生血管生成障碍，慢性伤口难以愈

合，引发糖尿病足溃疡，严重的甚至会迫使患者

截肢。

2020 年 5 月，南京大学胡一桥、吴锦慧团队

在国际期刊《先进科学》发表研究成果。团队设

计出一种由活性微藻水凝胶制成的产氧贴片，可

以原位产生穿透皮肤的溶解氧，穿透效率较传统

局部气态氧治疗高近 100倍。

经实验表明，该贴片递送的溶解氧可以有效

促进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角质层细胞的迁移以及

内皮细胞的血管分化，并促进糖尿病小鼠的慢性

伤口愈合和皮瓣移植的存活。

张东晓介绍，国外已有科学家创造性地将

基因修饰的莱茵衣藻植入外科缝线中，由此制

造出的具有光合作用的缝线，能持续释放氧气

及重组人源生长因子，有效地促进伤口愈合。

近年来，对微藻制造缝线或贴片等的相关研究

逐渐增多，经由微藻制造的缝线或贴片成本低

廉、合成简单，具有较高的临床转化及商业化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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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送药能送药、、能治伤能治伤、、能抗肿瘤能抗肿瘤、、能成像能成像

微藻微藻：：有望成为医疗领域的有望成为医疗领域的““万金油万金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