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进展

联合团队利用包含纤

维素降解酶和淀粉合成酶

的体外多酶分子体系，与酿

酒酵母进行生物转化，可以

把玉米秸秆中的纤维素高

效酶水解合成人造淀粉，同

时在有氧条件下低成本发

酵生产微生物蛋白。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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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禾

在清澈的河水中，繁茂的沉水植物随波

摇曳，宛如一片“水下森林”，小鱼小虾穿梭其

间来回觅食……“以前河水发黄，河面上都是

杂草和垃圾，现在水变得越来越干净了，生活

在这里的感觉也越来越好。”近日，浙江省嘉

兴市秀洲区王店镇花园浜附近的居民马雪丽

望着这条从小看到大的小河很是感慨。

花园浜的华丽转身只是碧水嘉兴 5 年

行动方案的成果之一。该行动方案以提升

水体透明度、建设水下森林为抓手，系统推

进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

等。而嘉兴市提出的建设水下森林，采用

的就是水体生物治理技术。

温州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

郑向勇教授介绍，水体生物治理技术通常

是指在江、河、湖、库、海湾等水体治理过程

中，采用特定的水生植物、微生物、水生动

物等生物物种，与其他工程措施相结合，实

现净化水体、修复水生态的水体治理技术。

常用的水体生物治理技术包含水生植

物净化技术、微生物技术等。水生植物净

化技术是通过种植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沉

水植物等水生植物，利用水生植物在生长

过程中需要吸收大量氮、磷等营养元素的

生长特征，达到水质净化效果。

微生物技术主要通过向受污染水体中

投加微生物菌剂，调控水体中微生物菌群

组成和数量，优化群落结构，从而提高水体

中有自净能力的微生物对污染物的去除效

率。常见的微生物菌剂包括以光合细菌、

乳酸杆菌、硝化细菌等为主的微生物群

体。这些微生物能分解水体中来自外界污

染排入、底泥释放、水中生长的藻类等有机

物，用于自身生长繁殖，进而减少藻类滋

生，提高水质。

“ 水 体 生 物 治 理 技 术 通 常 与 曝 气 增

氧、生态浮床、人工湿地、造流等工程措施

结合使用，在水体中构建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的复杂生态系统，通过各物种和工程

措施的协同作用，实现对水体的治理。”郑

向勇说。

“区别于传统水体治理的物理、化学方

法，水体生物治理技术具有长效治理、生态

友好、综合效益突出等优点。”北京正和恒

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正和生态）生态环境技术总监曹喆说，

水体生物治理技术充分遵循生态规律，发

挥自然生物作用机制，对周围的生态环境

不会产生较大干扰，总体操作简单、费用相

对较低、景观效果好、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水生植物净化技术和微生物技术常常联合

运用，在目前河道水生态修复治理案例中

应用最为广泛，与之相关联的微生物菌剂

制备与投放、水生植物的培育和养护等配

套技术，均有成熟的产业链。

依靠植物或微生物净化水体

郑向勇介绍，在我国，水体生物治理技

术已有大量的市场化应用。比如嘉兴市实

施的“九水连心”项目，治理工程金额达 14

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工程采用了水体生

物治理技术。

“实施水体生物治理技术可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水体及周边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曹喆说。

比如在“九水连心”项目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范围的“碧水行动”项目中，正和生

态采用了水生植物净化技术和微生物技术

联合运用方式，构建河道水下森林系统。

在调研场地水域生态本底状况基础上，因

地制宜采取地形改造、人工补植等措施，在

水体生物治理技术已有大量市场化应用

郑向勇认为，推广水体生物治理技术

的意义在于能够采用低碳、环保、生态的方

法实现对水体的治理。“但大面积推广该技

术的难点在于，需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水质

等自然环境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当

地的水生生物，进行组合搭配，以合理的模

式进行应用，同时需要有合理的运行维护

及资源化利用方案，以确保能实现长效运

行。”郑向勇说。

水体生物治理技术应用范围广，但在

实际应用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

水生植物的选择上应选择本土净化植物，

加强乡土水生动植物的保护，严格控制外

来入侵物种；在水生植物种植过程中，防止

鱼类对幼苗期沉水植物存活的影响仍是重

要的研究课题，需合理调控鱼类种群结构、

及时清除大规格鱼类以保证沉水植物群落

的恢复和稳定。

“水体生物治理技术在建设初期和实

施后，需要一定的维护措施，尤其是对水生

植物，必须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才能更好

地发挥其生态价值。”曹喆说，目前很多水

体治理项目，重施工却轻运维，前期效果

好，但缺乏后期维护，水质容易出现再恶化

的现象。因此，建立一套良好的水生态系

统运维管理机制十分重要。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才能巩固胜利果实

水体生物治理技术充分遵循生态规律，发挥自然生物作用

机制，对周围的生态环境不会产生较大干扰，总体操作简单、费

用相对较低、景观效果好、不会产生二次污染。水生植物净化技

术和微生物技术常常联合运用，在目前河道水生态修复治理案

例中应用最为广泛。

水深 0—0.5 米的区域种植挺水植物，水深

0.5—2 米的区域种植沉水植物，修复形成

23 万平方米生态结构稳定、景观类型丰富

的本地水生植物群落。挺水植物根系发

达、植株高大，可有效阻截外源污染、提升

滨水水源涵养及水土保持能力，并为生物

提供适宜的栖息条件；沉水植物植株生长

可有效增加对水体营养盐吸收能力，减少

底泥扰动带来的污染物释放，并通过光合

增氧能力改善水体厌氧、缺氧环境条件；对

水生动物、微生物群落组成及结构进行优

化，强化水生态食物网，促进健康稳定的水

生态系统恢复，丰富生物多样性。

通过水体生物治理技术的运用实施，

在嘉兴实施“碧水行动”项目的河道，水体

中氨氮、总磷等含量明显降低，水环境质量

得到明显提升，各河道将逐步达到地表Ⅲ

类水标准，并有效提升水体透明度达 0.8米

以上。

“云南大理洱海湖滨带生态修复项目

同样是水体生物治理技术的优秀落地案

例。”曹喆说，正和生态逐一测算 200多条入

湖沟渠、18条主要河道的水量和污染负荷，

利用水生植物排布形成净化湿地模块等。

采用生物治理技术打造的示范区域生态廊

道，不仅让洱海“颜值”再提升，还逐步形成

了良好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型人湖共

生系统。

“在洱海治理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等

采用了当地的沉水植物海菜花用于修复水

体，海菜花可以食用，网购海菜花一斤价格

在十几元左右。该项技术既实现了水质净

化，又能给当地居民带来收益，具有良好的

经济和生态效益。”郑向勇说。

操作简单操作简单、、生态友好生态友好、、综合效益突出综合效益突出

生物治理技术生物治理技术：：用自然之法对付污染用自然之法对付污染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崔艳）近日，中国农业科学

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作物生物技术育种创新团队联合国内其他科研

单位，共同绘制完成了首个豆科植物百脉根的根尖单细胞表达图

谱，鉴定出根尖的主要细胞类型，发现了新的细胞类型特异基因，

并分析了各个细胞类型的潜在功能，对研究豆科植物根系发育、结

瘤固氮以及生物育种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植物

学报》上。

豆科植物的根系不仅具有吸收运输养分、支持及贮存有机物

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具有根瘤固氮的生态意义。近年来，单细胞技

术解析了模式植物拟南芥和作物水稻等的根系单细胞基因表达图

谱，但豆科植物根系的细胞类型及其功能尚未解析。

该研究首先对百脉根基因组进行了组装和注释的提升。在此

基础上，该团队对根尖解离出的 22688 个原生质体进行了转录组

测序，得到了高质量的测序结果，并通过新发现的细胞类型特异表

达基因鉴定出了根尖的 7 种主要细胞类型，在国际上首次绘制了

豆科植物百脉根的根尖单细胞表达图谱。此外，该团队还进一步

分析了不同细胞类型的功能，发现 9 种激素和固氮相关基因在不

同细胞类型的表达规律。

我国科研人员首次绘制

豆科植物根尖单细胞表达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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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牧医所）培育的中畜五指山小

型猪近交系通过了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资源鉴定与评价工

作委员会鉴定，被认定为中国实验动物资源，入驻国家实验动物模

型资源信息平台。

实验动物是开展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重要素材。我国实验

动物资源仍然比较匮乏，开发实验动物新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需

求。小型猪在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等方面与人类具有较高的相

似性，是理想的大动物模型和异种移植器官供体之一。

牧医所研究员冯书堂、李奎、牟玉莲等几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关

32 年，采用专利技术、近亲交配和笼架饲养等综合措施，以当时濒

临灭绝的一对五指山猪为系祖，逐步克服了近交繁育后代畸形率

高、弱仔率高和死亡率高的世界性难题，建立了第 20—29 代小型

猪近交系群体和完整的系谱、品种鉴定方法。

中畜五指山小型猪近交系群体是国内外首个符合近交系动物

概念的小型猪群体，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应用于新药鉴定、食品

安全、医用生物敷料产品和异种组织移植等多个领域，为人类疾病

模型建立、药物研发等提供了新的高标准实验动物。

中畜五指山小型猪近交系

获中国实验动物资源认定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韩荣）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山西农

业大学获悉，依托山西省右玉县黄土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国家定

位观测研究站长期实验平台，该校草业学院王常慧教授团队研

究发现盐渍化草地植物群落变化可通过根际效应调控甲烷吸收

对氮输入的响应。此项研究分析了晋北盐渍化草地甲烷通量对

不同水平氮添加的响应模式及机制，揭示了根际效应是植物群

落变化影响土壤甲烷氧化菌活动的媒介，在盐渍化土壤甲烷氧

化的生物学机制方面取得了突破。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

《国际土壤科学杂志》。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土壤中的甲烷氧

化菌消耗甲烷是降低大气甲烷浓度的重要途径。大量研究发现，

土壤中的无机氮是影响土壤甲烷氧化菌活动的重要因素，但有关

盐渍化草地甲烷通量对外源氮输入响应机理的研究还很缺乏，这

导致盐渍化土壤甲烷通量对氮输入的响应模式与机制尚不明确。

王常慧团队从 2017 年开始在山西右玉农牧交错带盐渍化草

地进行长期的野外控制实验研究，建立了多个全球变化试验平

台。此次研究依托不同水平氮添加试验，对 8个氮添加水平下 3个

生长季盐渍化草地甲烷通量及其潜在影响因子进行监测。该团队

发现盐渍化草地是弱的大气甲烷汇，生长季甲烷吸收速率为每平

方米 3.30—16.27 微克/小时，且随着氮添加量的增加，草地甲烷吸

收速率呈现单峰型响应模式。由于甲烷氧化菌多数为自养型细

菌，其与植物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忽视。但该项研究发现植物

群落特征和根系动态参与调控盐渍化草地甲烷吸收，即盐渍化草

地甲烷吸收在低氮输入下，受地上生产力变化的调控；而在高氮输

入下则由植物群落多样性变化调控。

根据以上结果，王常慧团队推断植物群落变化调控草地甲烷

吸收对氮输入的响应的关键点在于根际效应，因此采集了根际和

非根际土壤样品进行分析。该团队发现根际土壤酸碱度（pH 值）

显著低于非根际土壤，而可利用氮的含量显著高于非根际土壤；低

水平氮添加处理下根际土壤甲烷氧化菌的量显著高于非根际土

壤，而在高水平氮添加处理下根际与非根际土壤的甲烷氧化菌无

显著差异，表明植物参与调控甲烷吸收的机制源于根际效应对土

壤微环境及甲烷氧化菌的影响。

盐渍化草地甲烷吸收

与植物根际效应密切相关

中畜五指山小型猪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供图

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气候变化将使

人类面临粮食安全的巨大挑战。利用合成

生物技术将农业废弃物资源高效转化为人

造粮食则是缓解粮食危机，实现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日，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

所，开发了一种利用玉米秸秆高效生物合

成人造淀粉和单细胞蛋白的新技术，进一

步降低了人造淀粉的生产成本，为粮食生

产提供了新的途径。相关研究论文在线发

表于《科学通报》（英文版）。

用木质纤维素生产淀粉
有望缓解粮食危机

全球每年会产生约 2000 亿吨木质纤

维素，由于每吨木质纤维素含有约 40%的

纤维素，因此每年约有 800 亿吨的纤维素

产生。

“人类可以消化α-1，4-糖苷键连接

而成的葡聚糖，即淀粉，但由于人体缺乏纤

维素水解酶，因此无法从木质纤维素中消

化由β-1，4-糖苷键连接而成的葡聚糖如

纤维素。如果能将β-1，4-糖苷键连接组

成的葡聚糖通过酶促反应转化为α-1，4-

糖苷键连接组成的葡聚糖，即利用非食品

生物质生产淀粉有望缓解粮食危机，对于

人类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利好。”论文通讯作

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马延和说。

开发体外多酶分子体系
提高人造粮食生产效率

该研究利用包含纤维素降解酶和淀粉

合成酶的体外多酶分子体系，与酿酒酵母

进行生物转化，可以把玉米秸秆中的纤维

素高效酶水解合成人造淀粉，同时在有氧

条件下低成本发酵生产微生物蛋白。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首次创建了低成

本的从商业化纤维素酶中去除β-葡萄糖

苷酶的高效纤维素降解及纤维二糖生成技

术，有效地从纤维素酶混合物中去除了

β-葡萄糖苷酶，使用纤维素—酶—酵母

复合物减轻了纤维素水解产物的反馈抑

制，提高纤维素酶水解能力。”论文通讯作

者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张伟说。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天津

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以恒说：“传

统生物制造需依赖活的生物体如微生物、

植物和动物等，但大量能量和糖资源却用

于与生物制造无关的生物自我繁殖、复制

以及生命维持，制约了制造效率的提升。

体外多酶分子体系是一种合成生物学新工

具，完全避免了上述不必要的浪费，极大地

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就如农业生产中的机

械代替耕牛，使得人造粮食的高生产效率

成为可能。”

“该研究重要的技术突破之一是低成本

制备胞内重组酶，团队改造了重组酶表达菌

株，使用廉价无机氮源和葡萄糖培养基，以

超高密度进行微生物培养，将关键重组酶生

产成本降低到接近最低理论值，实现每公斤

重组酶（干重）生产成本仅 250元，相对于实

验室摇瓶发酵和常规酶纯化技术，降低酶成

本 100万倍左右；突破之二是在利用现有低

成本纤维素酶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去除

β-葡萄糖苷酶后即可高效、稳定可控地水

解纤维素，其成本相较昂贵的纯化纤维素酶

降低近100万倍。”张以恒说。

这种新技术为生产人造粮食开辟了新

途径，做到了以前沿新技术端牢中国饭碗，

实现“藏粮于技、藏粮于山、藏粮于林”，有

望解决粮食储存的经济困局，夯实中国粮

食安全根基。

变废为粮！将玉米秸秆高效合成淀粉和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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