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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来，团队以“大数据—菌种基因—新靶标—控

制关键技术”为主线，构建起中国食品微生物安全科学大数

据库，有效解决了我国食品微生物安全的重要技术问题，显

著提升了防控效率，使微生物污染率下降90%以上。该成

果已推广至全国6000余家食品企业。

90%下降 以上“在影响食品安全的三大要素中，微生物是

最重要的因素，60%以上的食物中毒都是由致命

微生物引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一直潜心微生物

学科研究，他深知微生物危害是食品安全的首要

威胁。

面对潜在的安全风险，10 多年来，他带领

科研团队深入研究，以“大数据—菌种基因—

新靶标—控制关键技术”为主线，构建起中国

食 品 微 生 物 安 全 科 学 大 数 据 库 ，有 效 解 决

了 我 国 食 品 微 生 物 安 全 的 重 要 技 术 问 题 ，

显 著 提 升 了 防 控 效 率 ，使微生物污染率下降

90%以上。该成果已推广至全国 6000 余家食

品企业。

近日，“中国食品微生物安全科学大数据库

构建及其创新应用”项目获得 2021 年度广东省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核心种质和系统组学大数据缺乏、高毒力持

留基因型（HVPG）危害与传播规律不清、高通量

靶向 HVPG 检测和控制技术与装备亟须突破、

不同食品行业的 HVPG 精准防控技术体系尚未

建立……食品安全领域中，一系列尚未解决的关

键问题，制约了我国食品安全体系建设。

正是意识到微生物在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

性，吴清平和团队致力于构建中国食品微生物安

全科学大数据库，希望通过这一科学大数据库解

决食品卫生安全的问题，实现对整个国家食品安

全的风险识别。

“我们按照东北区、华北区、华南区、中南区、

西南区和西北区六大行政区，进行了全国范围内

的采样以及综合分析。其中华南区还包括了澳

门、香港。”据吴清平介绍，在此基础上，团队构建

起了 6 个数据库：风险识别数据库、菌种资源数

据库、分布数据库、全基因组数据库、条码指纹数

据库、溯源追踪数据库。

“通过数据库，可以呈现中国食品微生物安

全整体风险水平，以及发现主要污染的致病微生

物是什么。”他说，“原来我国是以菌种为识别单

位的，这次深入到了基因型的水平进行识别，使

得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知到我国面临的主要

食品微生物安全风险。”

在构建科学大数据库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可

以进一步研究食品危害是如何形成的，把危害机

理搞清楚，有助于未来对微生物的控制。“我们建

成的单库风险识别数据库是全球最大的，菌种量

是最多的，单库的测序量也是最大的。我们测序

了 2万多株实验性致病微生物，才找到它的基因

型。并因此挖掘出了接近 200个新的检测靶标，

顺利实现了对实验性致病菌检测全覆盖。”吴清

平介绍。

科学大数据库的建立为进一步开展微生物研

究与产业应用奠定了基础，团队开始推动从科学

大数据库构建到产业防控应用的系统性探索，研

发了食源性致病菌和病毒的高通量快速检测技术

及检测芯片，推动相关产业实现检测全覆盖。

建成全球最大的单库风险识别数据库

食品工业是我国第一大制造业，保障食品安

全是食品工业发展的根本。吴清平介绍：“我们

的系统探明了 HVPG 的主要型别，明确了我国

食品安全防控的关键；阐明了主要 HVPG 持留

和危害形成机制，实现了产业链中精准溯源。同

时，创制了系列靶向 HVPG 高效控制技术，提高

控制效率 1—2倍。”

科学大数据库构建后，针对不同的食品行业

加工技术，团队与全国食品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深

度合作研究，创建了不同行业的 HVPG 精准防

控关键技术和体系，开创了应用科学大数据解决

关键问题的新模式。“安全控制技术覆盖了我国

主要的食品产业链，使微生物污染率下降了 90%

以上，为食品安全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吴

清平说。

“企业分离出任何一个菌种，对照我们的数

据库，就可以知道它的危害性、分布情况和处理

分离方式等。”吴清平表示，食品企业可以在生产

微生物污染率下降了90%以上

据统计，此次获奖的“中国食品微生物安全

科学大数据库构建及其创新应用”项目，其成果

已推广至全国 6000余家食品企业。在广东，近 3

年 10 家应用该成果的单位新增销售额 109.09 亿

元，新增利润 15.70亿元。

“更重要的是，该项目全面提升了我国食品

产业微生物安全保障水平，引领了国家食品微生

物核心种质和科学大数据创制，领衔建立了国家

微生物种业战略创新联盟，并在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吴清平强调，“只有将

珍贵的资源库、核心关键数据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甩掉‘卡脖子’的手。”

“其实现在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吴

清平告诉记者，“不仅要识别微生物的过去、现

在，还要预测微生物未来的变化，在食品安全领

域，我们将继续往全基因组进行研究。”

吴清平透露，下一步，团队将继续完善食品

微生物安全科学大数据库，将数据库进一步延伸

到农业微生物、环境微生物、医药微生物、大气空

间微生物、水生微生物、海洋微生物等领域。计

划在未来 5年将菌种保有量提升至 20万株，10—

15年提升至 100万株，届时数据库菌种保有量将

占全球总菌种量的 30%左右。

“推进中国微生物菌种基因的大科学装置建

设，提升我国微生物科学研究和产业水平，立足

于国际前沿，并吸引高端人才。”在吴清平的规划

中，还将建立面向公众开放的微生物安全与健康

网络平台，以丰富的科普内容向公众普及微生物

安全健康知识。

“现在是我国科学家做科研、创新最好的时

期，国家将科技创新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

些年来，吴清平最大的感受是，国家的支持，使得

科研人员能够专心、潜心进行创新，推进成果产

业化。

成果已推广至全国6000余家食品企业

加工链条中设置关键控制点，并在该点建立数据

库。当企业数据库与中国食品微生物安全科学

大数据库进行链接时，在线监控系统就能自动识

别风险水平，为企业控制生产环节提供参考。

这样一个菌种保有量达 12 万株、单库体量

国际最大的食品微生物安全与健康菌种资源库，

真正构建起来又谈何容易。仅以采样为例，据吴

清平介绍，从 2007年开始组建超过 200人的团队

以来，团队成员采集的一手微生物样本接近 4.5

万余份，足迹遍布全国；随后的菌种分离鉴定工

作量同样巨大。“采样、分离鉴定，这些都是非常

基础的工作，需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正

是有了研究者的贡献和努力，我们才能建成。”吴

清平说。

该研究项目实现了我国多个首次：首次建成

我国最大、具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食品微生物

安全科学大数据库，明确我国大宗食品及产业链

中系统风险；首次建成具有代表性及组学信息特

征的标准菌种资源库，打破了发达国家对于核心

菌种的垄断。挖掘出特异性分子靶标 184个，摆

脱了对国外检测靶标的依赖，灵敏度提高 5—10

倍、检测时间缩短 70%以上……

如何能让机器像变形金刚一样自如地在各

种形态之间来回切换？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天津大学教授戴建生从人类进化和细胞分裂重

组过程中获得灵感，领衔完成的“机构演变与变

胞机理发现及其几何形态变构理论与分岔调控

机制”项目（以下简称变胞理论），让机器机构变

构有了理论体系支撑，也让机器变形变构设计

减少了实践试错，变得更加容易。近日，该项目

在天津市科学技术奖中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

灵感源自细胞分裂重组过程

就像人们同时做很多项工作会感到“手忙

脚乱”一样，传统结构的机器往往也只能完成单

一的工作，面对复杂甚至需要改变自己结构形

态才能完成的工作时往往就会无能为力了。

比 如 轮 式 机 器 人 在 野 外 作 业 时 ，面 对 平

缓的路面可以快速滚过去，但如果遇到台阶，

轮式机器人就“力不从心”了。如果此时车轮

变形成轮腿式构型，机器人则可以轻松跨越

障碍物。

2000 年前，戴建生在设计与开发机器人自

动包装生产线时就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他发

现，传统机械多指手手掌都是一整块钢板固定

的结构，至多分为两块或三块。如果能模仿人

手手掌结构，灵活运动，机械多指手就能进行更

多的操作了。于是经过设计改造，戴建生制作

了可以自由活动的仿人灵巧手。遇到孔洞的时

候，灵巧手可以模仿人手攥拳，伸到孔洞里，而

后再伸展开进行各种操作。

在不同场景中，机械构型改变是必须的也

是千变万化的。而每次这些具有不同自由度的

新构型都要重新进行设计，这就涉及到结构、

轴、关节等诸多方面的技术参数的协调统一。

特别是复杂构形的改变，涉及到的东西更多。

因此每一次实践，就会经历大量试错，浪费人力

物力，导致效率低下。

“是否可以有一套理论，来支撑机器与机械

根据实际需求‘变身重构’，‘动态演变’，灵活地

适应变化的工作环境与功能需求？”团队成员、

天津大学现代机构学与机器人学中心执行主任

康荣杰教授解释戴建生的理论，就像蝴蝶从毛

毛虫破茧成蝶这一过程背后蕴藏着精妙的生物

演化机理一样，机器构型的设计综合与演变分

析也需要一套创新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戴建生

于 1998 年提出该理论，并于 1999 年与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启先共同命名该理论为变胞机构。戴

建生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深耕中，逐步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变胞理论。

让机器变构设计变得更容易

把灵感付诸实践需要严谨的科研，面对传

统机器拓扑与活动度一成不变，难以满足多工

况多需求的难题，项目团队在戴建生的带领下，

经过 20 年深耕，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的

支持下，在国内数个院校众多学者共同协助下，

团队建立了机器机构演化理论体系，开展了机

器机构演变机理研究，完成了大量原创且国际

领先的工作，创立了变胞机构和可重构机构新

研究领域。

变胞理论开创了可重构机构与可重构机器

人大领域，变胞机构子领域，首次提出了不同于

传统设计且具有变活动度、变构态、变拓扑的变

胞机构/可重构机构理念。

团队还创立了融合旋量理论、李群理论、微

分流形三大理论的变胞理论体系，揭示了变胞

机构/可重构机构的演变机理。“就是把数学工具

融会贯通，找到本质相通的地方，构建一套起源

本质的变胞机构/可重构机构创新与综合设计体

系。”戴建生解释说。

此外，团队还攻克了变胞机构与可重构机

器人驱动选择、变构调控等关键科学问题，建立

了变胞机构/可重构机构的构态调控机制与控制

策略。

“也就是说，有了变胞理论，在设计变形

机器的时候，只需要按照需求约束好各种条

件，输入参数，按照变胞理论提供的‘公式’，

就可以设计出轴、关节等如何布置了。”康荣

杰说。

应用变胞理论，团队开发了绝缘子劣化诊

断与维护、输电线路巡检、断股补修等多款变胞

电力机器人以及可变各种形态各种爬行姿势的

变胞足式机器人。

团队成员，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沈阳

自动化所研究员王洪光介绍说，南方很多输电

线路架设在崇山峻岭中，电路巡检主要靠人工，

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传统的巡检机器人在

翻越线路杆塔的时候难以完成。利用变胞机构

“一机多能、一机多用”的特点，提升了线路巡检

机器人的行走与越障能力以及环境适应性，进

而提升了“输—变—配”电力设备的智能化运维

水平。

此外，团队研发的变胞多指灵巧手应用于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特种防护服测试装

备，服务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他们研发的变

胞灵巧手与变胞足式机器人项目被孵化成天津

大然机器人和深圳大寰机器人两个学生创办的

高科技创业公司。同时，该理论指导了数个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研究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研究，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

“变形金刚”走进现实
变胞理论让机器人学会变形技巧
◎本报记者 陈 曦 通讯员 刘晓艳

菌种风险一查便知菌种风险一查便知
科学大数据库守护食品安全科学大数据库守护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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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何赪珂 记者陈瑜）记者 5 月 30 日从中国华电获悉，华

电龙游公司 1号燃气机组及配套汽轮机组近日顺利完成控制系统国产化

改造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华电在国内首次实现了燃气—蒸汽联合循环

发电机组全站控制系统 100%国产化。

华电龙游公司建有 2×20万千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

组，配置 2台 9E级燃气轮发电机组、2台余热锅炉、1台抽凝式汽轮发电机

组、1 台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原燃机控制系统（TCS）、分散控制系统

（DCS）、数字电液调节系统（DEH）等机组核心控制系统均为进口系统。

中国华电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龙游电厂为示范，推动实施燃气机组

核心控制系统全站国产化改造。项目坚持“分步实施，稳妥推进”原则，

2021 年上半年完成 2 号燃气机组 TCS 国产化改造，实现了国内首台套应

用。今年以来全面加快全站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进一步将该厂 1 号机

组燃机 TCS 以及两台汽轮机 DEH、两台余热锅炉 DCS、调压站 PLC 等进

口系统统一改造为“华电睿蓝”自主可控系统，实现了全站控制国产化和

一体化，取得了系统调试运维的自主权，突破了不同系统间的通讯壁垒，

为进一步开展优化控制，提升机组性能创造了有利条件。

项目改造期间，中国华电统筹疫情防控和项目实施，仅用 42 天就完

成了全部系统的安装调试等工作，确保了机组按期并网。目前，机组运行

稳定，TCS、DCS 等核心控制系统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家及行业标准，部

分指标优于原进口系统。

目前中国华电已成功对系统内龙游公司、戚墅堰公司的三台燃机

TCS进行了国产化改造，覆盖 E 级、F 级等进口主力机组，具备了将“华电

睿蓝”自主可控系统应用于各品牌各等级各机型燃机的技术能力，下一步

将继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东方电气强强联合，高质量实施好我国

首套自主 G50燃机示范项目，共同推进燃气轮机国产化发展，推动我国高

端制造产业再升级。

燃气机组全站控制系统

首次实现100%国产化

科技日报讯 （记者矫阳）5 月 27 日，随着北京地铁 17 号线太阳宫站

至望京西站盾构区间右线顺利贯通，该地铁建设已完成多个重难点工程。

北京地铁 17号线全长 49.97公里，南起亦庄新城前区，北至未来科技

城北区，共设 21座车站，换乘车站 10座，是北京城区东北部最大的交通网

络干线，建设面临多项技术难关。

望京西站为三线换乘车站（13号线、15号线、在建 17号线），主体为地

下四层岛式车站。该车站是北京最复杂的地铁车站之一，围护结构地连

墙深度达 43米，为全线施工深度之最，另外，换乘通道需两次下穿越京承

高速公路和既有 13 号线地铁。中铁二十二局项目部技术小组通过优化

地连墙钢筋笼工字钢接头措施，有效减少了地连墙接头渗漏现象，同时，

他们采用超声波探测仪等先进手段，保证了地连墙施工质量，提前 3个月

完成车站施工。

太阳宫站至望京西站的区间隧道穿越北四环与京承高速南北两侧匝

道，盾构穿越长度分别为 73米、91.3米，布满 9类市政管线，是全线重难点

工程之一。施工中，中铁二十二局项目部技术小组紧盯盾构参数的变化，

通过不断分析总结各项掘进参数，进行精准掘进，实现了盾构左、右线顺

利穿越施工。

中铁二十二局项目部技术小组还创造性地开办安全积分超市，构建

双重预防机制，研发“智管云”App，配备视频监控中心，对整个项目实现

“可视化管理、无死角扫描”。

北京地铁17号线

完成多个重难点工程

科技日报讯（记者何亮 通讯员程林）5月 30日 10时 15分，白鹤滩水

电站 5 号机组顺利通过 72 小时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这是白鹤滩水电

站投产发电的第 8 台机组，标志着白鹤滩水电站 16 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

机组已投产过半。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

干流河道，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共安装

16 台我国自主研制、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

装机容量 1600万千瓦。

白鹤滩水电站主体工程于 2017 年 7 月全面开工建设，去年 6 月 28 日

安全准点实现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目标，今年 5 月 20 日机组总装工作全部

完成。截至目前，已投运机组累计生产清洁电能超过 265亿千瓦时，后续

机组调试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白鹤滩水电站的电能将分别通过“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两

座±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外送，为江苏、浙江两省提供强劲的电

力支撑，有效提高该区域的清洁能源比重，促进能源结构转型，为长三角

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绿色动力。白鹤滩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后，将成为

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可达 624.43 亿千

瓦时，能够满足约 7500 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目前，三峡集团在长

江干流建成的水电机组已达到 110台，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基本建成，

为“西电东送”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全面助力我国实现“双

碳”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白鹤滩水电站

百万千瓦机组投产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