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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法伊莎 本报记者 颉满斌

乳酸菌作为一种益生菌与人们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是人类最早

利用的微生物之一。我国青藏高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孕育

了独特的生物物种资源。具有上千年制作历史的传统发酵牦牛酸奶中蕴

藏着丰富且具有特殊生物学功能的乡土乳酸菌菌种，是全球极端环境条

件下宝贵而特有的微生物种质资源，同时也是我国藏族地区人民的重要

饮食和经济来源。已有研究表明，传统发酵牦牛乳中的乳酸菌和酵母菌

数量高于其他传统发酵乳。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郭旭生教授团队经过近 10年研究，厘清了青

藏高原不同生态区传统发酵牦牛酸奶中的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多样性特

征，该成果于近日在《LWT-食品科学与技术》上发表。这是青藏高原范

围内首次大范围报道传统发酵牦牛酸奶中乳酸菌的多样性。

郭旭生团队在西藏、青海、四川和甘肃等 4 省份的青藏高原 5 个主要

生态区大范围开展了传统发酵牦牛酸奶样品的采集、乳酸菌的分离和鉴

定工作，保存鉴定乳酸菌菌株 3200余株。发现传统发酵牦牛乳微生物组

成复杂，共鉴定出 47种乳酸菌或亚种以及 9种酵母。

研究团队通过微生物高通量测序研究，发现传统发酵牦牛酸奶中乳

酸菌的多样性与低海拔环境条件下传统发酵食品中的乳酸菌多样性存在

明显的差别。其乳酸菌优势菌株为德氏乳杆菌、唾液链球菌和嗜热链球

菌、瑞士乳杆菌以及杆菌属和链球菌属的未知种；酿酒酵母、库德毕赤酵

母和汉斯德巴氏酵母为优势真菌，其中酿酒酵母是最主要的真菌种类。

同时，研究发现与低海拔乳酸菌相比，青藏高原传统发酵牦牛酸奶源乳酸

菌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

在 5 个生态区中，位于青藏高原西部（气候环境最恶劣，海拔 4591—

4977 米）生态区的样品德氏乳杆菌相对丰度最低，但唾液链球菌和嗜热

链球菌相对丰度最高。温和气候生态区的样品细菌多样性较低，但真菌

多样性较高。

本研究提供了青藏高原传统发酵牦牛乳中微生物资源概况的重要信

息，发现生态区域对传统发酵牦牛乳的微生物组成有显著影响，从而建立

起青藏高原传统发酵牦牛酸奶源乡土乳酸菌种质资源库，为自主知识产

权乳酸菌菌种的研发提供了宝贵的乳酸菌菌种资源。

据悉，研究团队已发掘出具有多种特殊生物学功能的乳酸菌菌种，在

生物保健、生物医药、功能性乳制品与饮品发酵以及生物美容等方面具有

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郭旭生介绍，研究团队已与哈尔滨美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了全面合作开发协议，共同建立了益生菌与生命健康校企联合研究中心，

旨在通过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掘利用我国青藏高原所孕育的这一特有乡

土乳酸菌种质资源，为大健康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青藏高原牦牛酸奶

蕴藏丰富乡土乳酸菌菌种

◎洪恒飞 张若娴 本报记者 江 耘

◎本报记者 张 晔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金云翔 艾超）近日，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植物营养团队研究提出土壤微生物群落定

量研究策略。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协青年托举计划等

项目资助。相关成果发表在《土壤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上。

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功能在人类健康、全球元素循环、作物生长和植

物抗病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高通量测序等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极大

地增加了我们对微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和物种组成的认识。然而，测序

数据仅提供微生物群落的相对丰度变化，忽略了微生物绝对数量的变化

规律。针对高通量测序数据的这一缺陷，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多种微生

物绝对丰度定量方法，例如内参法、荧光定量法与高通量测序结合法、流

式细胞仪与高通量测序结合法等。然而，这些定量方法的普遍适用性和

精确度尚不清楚。

研究团队利用采自黑龙江海伦和海南三亚的两类差异较大的土壤样

品，评估了土壤微生物研究中最常用的两种绝对丰度定量方法——内参

法和荧光定量法与高通量测序结合法。结果表明：内参法在准确性、稳定

性和工作量等方面没有显示出任何优势。相比之下，更常用的荧光定量

法与高通量测序结合法对探究环境扰动对土壤微生物动力学的影响提供

了有价值的见解。考虑其稳定性和技术可行性，荧光定量法与高通量测

序结合法可广泛应用于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定量研究。

我研究人员提出

土壤微生物群落定量研究策略

谁说棉花只有白色？近日，记者从浙江理工

大学获悉，该校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孙玉强教授

团队通过基因工程，创制了一个棉花紫化突变体，

解析了该突变体 GhOMT1基因的功能缺失调控

花青素累积的内在机理。由此，团队通过杂交育

种技术提高纤维中原花青素（一种色素成分，在酸

性介质中加热后可产生花青素）含量，开辟出培育

多种颜色的彩色棉新途径。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在

线发表于国际期刊《植物生物技术杂志》。

从植株紫化“顺藤摸瓜”

棉花是世界性的重要经济作物，是纺织工业

的主导原料。此前，天然彩色棉品种资源多为棕

色和绿色系列，颜色单调、色牢度及色饱和度不

足成为限制彩色棉产业发展的瓶颈。

“用传统的遗传育种手段无法解决目前彩色棉

颜色单调的问题。”孙玉强解释道，挖掘彩色棉纤维

色素物质合成和调控的关键基因，阐明纤维色泽形

成的机理，通过基因工程获得多种颜色的彩色纤

维，是棉花纤维色泽改良的新方向和突破点。

从 2010 年起，孙玉强团队就利用农杆菌介

导的棉花转基因技术，创制棉花突变体，其中一

个紫化突变株系 HS2 从种子萌发到植株衰亡，

整个生育期茎、叶、蕾等组织器官都呈紫色，并稳

定遗传。

通过分析花青素含量和成分发现，导致植株

紫化突变的主要原因是 HS2 中积累了大量游离

态无色花青素、有色花青素及中间产物，并且花

青素的组成也发生了改变。

“紫化突变体 HS2 中的花青素种类主要有

矢车菊素、飞燕草素和天竺葵色素 3种羟基化花

青素单体，其含量显著增加，而另外 3 种植物中

常见的花青素单体——芍药素、矮牵牛素、锦葵

素，几乎检测不到。”孙玉强说。

研究结果表明，在紫化突变体 HS2 中，类黄

酮代谢通路中游核心——花青素途径的关键酶

基因表达量大幅上调，导致大量游离态花青素累

积，呈现紫化性状。

天然彩色棉新增亮眼色系

在之前的研究中，孙玉强团队发现 HS2 突

变体从茎、叶到花、铃等器官都呈现紫色，唯独纤

维颜色没有改变。

对此，他分析道，这可能与突变体中原花青

素合成的 GhANR 和 GhLAR 两组通路表达水平

比较低有关，导致纤维中原花青素累积不够，所

以棉花纤维仍然呈现白色。

那么 HS2 突变体能否用于棉花彩色纤维的

遗传改良从而使纤维颜色加深甚至出现新的颜

色呢？从 2012 年开始，孙玉强团队利用紫化突

变体 HS2 分别与 9 个棕色棉和绿色棉的品种进

行正反交，并利用紫化性状、纤维颜色结合分子

标记选择稳定的杂交后代株系。

经过连续多代的选育，团队已经获得纤维色

泽稳定、颜色显著改变的多个杂交组合，包括深

棕色至咖啡色，绿色、军绿色和深绿色，橙色，还

有深浅不一的蓝色。

在此研究基础上，该团队提出彩色棉纤维颜

色分子改良的新策略：在 HS2 紫化突变体提供

大量花青素合成的基础上，通过遗传操纵不同基

因，改变花青素种类、含量，或进一步提高原花青

素的聚合度等，从而培育更多颜色的彩色棉。

通过上述步骤培育出的彩色棉天然具有颜

色，可以无需印染直接纺纱成布，避免了纺织品

化学印染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们健康的危害，

是纺织产业绿色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彩色棉

纤维因其花青素类物质含量较高，还具有较高的

抗氧化性、抗菌性等优点。

“团队在培育彩色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创

制了大量的彩色棉种质资源和新品系。”孙玉强

表示，团队正持续开展彩色棉纤维改良实验，推

动彩色棉应用于婴幼儿衣物、玩具和医用纱布等

领域。

用基因工程为棉花“涂”上五颜六色

对兔产业来说，兔出血症是头号杀手。其自

1984 年出现后就席卷全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

极高，一旦染病，兔子会在数天内死亡，因此人们

又把它称为“兔瘟”。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江苏省农科院兔重大

疫病防控创新团队一直在向兔瘟宣战。“今年 5

月，我们向农业农村部申报应急评价疫苗，有望

用最快的速度阻断兔病毒性出血症 2 型病毒

（RHDV2）在国内的传播。”江苏省农科院兔重

大疫病防控创新团队王芳研究员告诉记者。此

外，该团队还分离发现了多个菌毒种，在国际上

率先研发出兔瘟基因工程疫苗，实现家兔主要疾

病的诊断、免疫、监测技术全覆盖，为我国家兔产

业问鼎世界第一作出重大贡献。

兔瘟灭活疫苗面临三大
问题

养兔是我国的传统特色产业，同时我国也是

养兔大国，年出栏量约 6—7亿只，占全球总出栏

量的 60%以上。

近年来，家兔养殖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产

业，新疆、甘肃、四川等西部地区，建设了很多大

型家兔养殖场，在助力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方面

起到重要作用。

“家养三只兔，不愁油盐醋；家养十只兔，不

愁棉和布；家养百只兔，走上致富路。”这首“致富

经”已在养兔人之间广为流传。

然而，兔瘟一直是笼罩在兔农头顶的一朵乌

云，让兔农谈病色变。

为了在短时间内抑制病毒的扩散，人们用最

传统的灭活技术生产疫苗。兽药厂家将病毒注

射到健康兔子体内，兔子染病死亡后，将其肝脏、

肾脏等组织取出，研磨成粉末，将粉末灭活后制

成疫苗。

然而，这样制作灭活疫苗面临三大问题，第

一需要大量的活兔，仅我国每年就需要 60 万只

兔子；第二，在内脏研磨粉碎的过程中，带有病毒

的气溶胶会在空气中扩散，生物安全性较差；第

三，这种方法不能规模化生产。

研发全球首个兔瘟基因
工程亚单位疫苗

家兔与人类都属于哺乳动物，同样具有免

疫应答功能。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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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每个

病原体都可以通过特征性的抗原表位而被免

疫系统“记住”。

为了解决灭活疫苗的问题，江苏省农科院兔

重大疫病防控创新团队设计构建了一个重组病

毒，在这个新的病毒里，让兔瘟病毒保护性抗原

得以表达。

“这个病毒名叫重组杆状病毒，它有个特点

就是不感染哺乳动物等脊椎动物，因此，对人类

是非常安全的。”王芳说。

病毒生存必须要依赖于活体，用病毒制作疫

苗首先要让它在细胞里不断复制。记者看到，科

研人员在发酵罐里装满一种黄色的液体作为培

养基，培养大量的细胞，然后把重组后的杆状病

毒注入罐内，让病毒在细胞中大规模复制，最后

将这些培养物灭活并制成疫苗。

2017 年，江苏省农科院研发的世界首个兔

瘟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获得国家一类新兽药注

册证书，终结了用兔感染组织制造疫苗的历史。

新型疫苗与兔出血症病
毒赛跑

一波将平，一波又起。2010 年，RHDV2 首

先在法国暴发，很快遍及欧洲，随后在世界范围

内流行。与人类感染的新冠病毒不同，RHDV2

的毒力与时俱增，致死率已达 90%。

2020年 4月，国内某养殖场兔子突然大量死

亡，江苏省农科院兔重大疫病防控创新团队收到

送检的样本后，通过基因测序比对分析，确认这

是在国内首次发现的 RHDV2。

RHDV2 不仅毒性强，还能跨物种感染其他

啮齿类动物，对生态安全有极大的危害，目前还

缺少有效的预防控制手段。

但是，早在国内出现 RHDV2 前，王芳团队

就紧跟国外兔疫病变化，进行了前期的技术研

究，创建了 2 型兔瘟特异性诊断方法，获得 RH-

DV2 病毒抗原蛋白，在拿到国内染病兔样本后，

他们迅速启动新型疫苗研制，并成为国内首批向

农业农村部提交疫苗应急评价的单位之一。

同时，为了减少兔农养殖成本，他们还创制

成功一系列兔用疫苗，比如预防兔瘟、多杀性巴

氏杆菌病和 A型产气荚膜梭菌病的二联、三联疫

苗，实现大病全保护和一针防多病。

目前，江苏省农科院正在研制新型兔出血症

2 价疫苗、新型消化道疫病疫苗、新型呼吸道疫

病疫苗，并计划组建全国兔病监测、诊断和防控

服务中心，持续监测兔病流行情况，对兔类疾病

进行快速精确诊断。

有了新型疫苗，家兔业不再谈瘟色变

近日，《植物学报》英文版（JIPB）在线发表了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吴忠义研究

员课题组题为《利用纳米磁珠介导的花粉转染法

建立不依赖基因型的玉米高效转化体系》的研究

论文。

论文详细介绍了基于纳米磁珠介导的、不依

赖基因型的高效玉米遗传转化全新方法。该方

法借助纳米磁珠将外源基因通过花粉萌发孔（指

花粉外壁上的薄壁区域所形成的开口）导入玉米

花粉，然后经过人工授粉和自然结实过程，将外

源基因转入多种玉米自交系中，成功解决了玉米

遗传转化过程中“依赖组培体系，严重受基因型

限制”的瓶颈问题。该方法的成功将为其他植物

开发花粉转化体系提供有力借鉴。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博士后王作平和副研究员张中保为该论

文的第一作者，研究员吴忠义和魏建华为通讯作

者。该研究得到了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和北京市博士后

基金的资助。

“此转化体系将外源基因转入玉米中，从而

实现玉米的遗传转化。这是课题组借鉴了中国

农业科学院发明的棉花纳米磁珠转化方法，并结

合玉米花粉本身的特点而创立的新型高效的玉

米遗传转化方法，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一

种新的遗传转化方法。”吴忠义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打破基因型限制

“目前全球玉米遗传工程育种的主流方法是

基于植物组织培养体系，通过农杆菌介导的方法

进行育种；然后进行回交转育，创制优良玉米品

种。但是该方法还存在一些缺陷，即依赖植物组

培体系、受基因型限制、可用于高效转化的玉米

材料少，并且转化成本高，严重限制了玉米品种

的精准改良，特别是育种的效率。”魏建华介绍。

因此急需一种不依赖组培体系、不受基因型

限制的玉米新型高效 DNA导入方法。虽然过去

也有关于利用纳米磁珠介导的花粉转化方法的

报道，但众多实验室利用的方法，成功率都不高。

“我们的新型玉米转化方法则不同，其借助

纳米磁珠将外源基因导入玉米花粉，再通过人工

授粉和自然结实过程，不需要经过‘植物组织培

养’就可以将外源优异基因通过花粉转入玉米

中，操作简便、省时省力、成本低，由于品种之间

花粉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打破了基因型限制。”

吴忠义说。

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该方法借助了作物自然开花结实的过程

进行遗传转化。大部分禾本科作物如玉米、水

稻、小麦、高粱、谷子等，其花粉都有一个萌发

孔，正常条件下萌发孔有一个孔盖结构。“我们

通过低温条件维持玉米花粉活力，并通过转化

液预处理方法使玉米花粉萌发孔盖打开，从而

使外源基因通过纳米磁珠的介导在磁场作用

下高效地导入玉米花粉中。”吴忠义说，“其他

植物可在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鉴转化方法

中两个共性条件——维持花粉活力和打开萌

发孔，依据目标植物生长条件和花粉特性，探

索维持花粉活力和花粉萌发孔打开的最佳条

件，突破遗传转化的瓶颈，特别是针对不好建

立组培体系的一些园艺植物，建立高效的生物

育种体系。”经过多年不断探索，课题组建立了

纳米磁珠介导的不依赖基因型的玉米遗传转

化方法，并成功解决了该遗传转化方法的两个

关键问题。

“玉米花粉离体后，在室温条件下特别容

易萌发而失去活性，并在普通溶液中极易破

裂，且玉米花粉萌发孔的孔盖中细胞壁结构会

阻挡外源基因的进入。我们通过低温和配方

适宜的溶液，减缓玉米花粉的萌发过程并阻止

花粉破裂，最大限度地维持玉米花粉的活力，

为授粉后玉米的结实率提供了保障；同时通过

转化液预处理的诱导使玉米花粉萌发孔打开，

为外源基因高效进入花粉提供了保障。通过

以上这两方面优化，使该转化方法实现稳定和

高效。”吴忠义表示。

有望在不同植物中得到推广

该研究还发现，温室中种植的玉米材料，花

粉的萌发孔很难被打开，使用该方法难以完成玉

米的遗传转化。这又意味着什么？

吴忠义解释，研究人员在田间种植材料中收

集玉米花粉，发现有约 1%的花粉萌发孔是自然

打开的；而他们对冬季温室中种植玉米材料的上

万粒花粉进行观测，却未能发现这种萌发孔自然

打开的花粉，这样的花粉即使用转化液进行预处

理，萌发孔也很难被诱导打开，因此外源基因难

以有效导入。

“这意味着，田间材料和温室材料花粉萌发

孔打开的条件是不同的，目前使用温室种植的玉

米材料的花粉，很难利用纳米磁珠介导的方法完

成玉米的遗传转化。不过我们正在进行技术攻

关，目标是找到合适的方法诱导这些花粉的萌发

孔打开，如解决此问题，同样可以高效地完成温

室种植玉米材料的遗传转化。”魏建华说。

魏建华表示，在不远的将来，该方法有望在

不同的植物中得到推广，并形成一种各科研院所

和育种单位均能普遍采用的低成本的轻简化遗

传转化方法。同时，该方法将极大提高品种精准

定向改良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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