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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包晓凤
5月 1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植

物种质创新与特色农业重点实验
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第一届学
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国科学
院武汉植物园召开。武汉植物园党
委书记罗志强致欢迎词，中科院生
物局农业项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段子渊、处长娄治平受邀出席并讲
话。
会议由华中农业大学校长，学

术委员会主任邓秀新院士主持，中
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主任李绍华首
先对实验室 2010 年度工作进行了
汇报，他指出，2010年实验室在研科
研课题共 96 项，其中新增项目 29
项，在特色植物资源种质创新的研
究中，抗逆草坪草、高产高油油桐等
新品种选育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
2~3个已形成规模产业化；在水生植
物研究及利用中，莲新品种选育及
产业化、湿地植被恢复等方面也取
得了显著成绩，成功建成了世界水
生植物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高

磊、傅金民、章焰生、王瑛四位实验
室研究骨干分别就“蕨类植物的叶
绿体基因组学研究：全序列测定和
进化动态”、“草坪草种质资源评价
与利用”、“异源微生物与植物合成
青蒿素前体”、“武汉植物园药用植
物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了专

题报告，并同与会专家交流了实验
室最新科研动态和发展思路。
委员们认真听取汇报后，针对

每一个报告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
实验室的发展与建设提出了切实中
肯的指导性意见。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张本刚

认为，要开展草坪草的地理适应性
试验，进行不同生态型在不同生境
的多点试验，这样才能有利于广泛
的推广应用；中科院研究生院生命
科学学院执行院长丁文军建议，实
验室硬件设施上应加强仪器设备的
添置和平台建设，完善科研条件，及
时跟进设备和场地，为各项科研工
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委员们还建议实验室发挥资源

优势，建立植物种质资源信息库，加
强资源的信息化建设，同时还要加
强与国内相关单位的合作，使资源
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引领国内的
研究，与国际前沿接轨。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副主任

张全发认为，本次会议紧密契合了
中国科学院的“创新 2020”。他表示，
实验室应进一步凝练科学问题，明
确自身定位，争取形成 3~5个重大
的科研成果，同时他还建议要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招聘及考核机
制，要按需引进人才，形成创新群
体。
李绍华表示，实验室将根据各

位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近期组

织实验室成员进行专题研讨，进一
步明确自身定位。
据了解，植物种质创新与特色

农业重点实验室是由中国科学院批
准设立，致力于植物资源与功能基
因发掘、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功
能化合物开发与产业化研究及技术
创新，以特色农业资源植物保育原
理、特色农业资源植物优质和抗性
性状的生物学基础、特色农业资源
植物的种质创新和可持续利用为主
要研究方向，为我国特色农业的快
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
撑。
学委会名誉主任、华中农业大

学傅廷栋院士及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彭良才、匡汉晖，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戴思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何光源，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
究员李来庚，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
究员吴国江，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
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凡，中科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何舜平，中国
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彭俊华、
王艇等 16 位学术委员会成员参加
了本次会议。

阴本报记者 张虹
众所周知，煤炭、石油是不可

再生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作为
重要的替代能源，生物质取之不
尽，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再
生，与风能、太阳能等同属可再生
能源，资源丰富，可保证能源的持
续利用。据估算，全世界每年通过
光合作用生成的生物质能约为 50
亿吨，潜力巨大。
即将于 6月在深圳举行的第五

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下设先进生
物制造产业论坛，清华大学生物化
工研究所所长邢新会将在论坛上
作有关生物化工的主题报告。

近日，《科学时报》记者在清华
大学采访了邢新会。当他谈及生物
化工的发展前景时表示，生物化工
的应用已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包括农业生产、医药、食品、
环境保护、资源和能源开发等各领
域，作用极其重要。特别是考虑到
可持续发展，生物化工将是未来很
多产业的基石，将为人类作出巨大
贡献。

从概念上说，生物化工是指通
过生物技术生产大宗化学品、精细
化学品和能源化学品的过程及其
产业化技术，是生物技术与化学工
程相互融合的新型学科。生物化工
技术的核心是生物催化和转化，即
工业生物技术。

要了解生物化工技术，首先要
了解生物反应。据邢新会介绍，生
物反应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
是原料预处理，即底物（酶催化反
应中的作用物）或培养基(发酵过程
中的底物及营养物，也称营养基质)
的制备过程，包括原料的物理、化
学加工和预处理过程；二是构建高
效生物催化剂和生物反应器；三是
做出产品，即生物化工产品的分
离、精制和制剂化。

当前，人类面临资源、能源、环
境三大危机挑战。邢新会说，世界
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提出，生
物化工技术是工业可持续发展最
有希望的技术。生物化工技术取代
传统的化工技术，将会使原料减
少、能耗减少、水耗减少以及污染
减少。因此，未来应对三大危机挑
战，生物化工技术将发挥重要作
用。特别是环境问题，未来要从源
头上解决污染问题，实现节能减
排，生物化工技术最具发展潜力。

邢新会以农村污水处理为例，
介绍了生物化工技术在其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他告诉记者，当前，随
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民
生活改善了，农村环境却越来越
差。大多数农村地区没有污水收集
和处理设施，直接排放造成了面源
污染，同时也造成我国饮用水源地
普遍受到污染，已成为我国的主要
污染问题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必须在农村地区建立污水处理
系统。
然而，由于我国大部分农村居

住分散，如果像城市一样采用管道
集中的方式建设大规模污水处理
系统，建设管道成本极高。因此，必
须针对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开发
适宜的农村污水处理技术。
邢新会的研究团队系统分析了

我国村镇水污染特点、规律，提出
了适合我国农村特点的“低投入、
低成本、易管理、易回用”的新理念，
研发了多孔微生物载体污水处理技
术，通过微生物种群的控制和反应
器设计，实现了源头污泥减量化，降
低了污水处理成本。污水经过处理
后，可以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或一级 B标准。
据邢新会介绍，该技术的创新

特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减少
了污泥量。对于污水处理来说，剩
余污泥是一个关键难题。由于剩余
污泥自身的特点，其处理和处置都
比较困难，主要的处理方式是焚烧
和填埋，不但费用较高，还极易造
成二次污染。该团队开发的多孔微
生物载体污水处理技术实现了污
水污泥的同步处理，没有剩余污泥
排放，降低了能耗及处理费用。二
是投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农村地

区来说，只需要根据农户的集中情
况，建设小型的污水处理反应器。
三是占地面积小、运行费用低、管
理简单。该反应器是可以埋在地下
的，农民还可以在其上种菜，且实
现了“傻瓜式”管理。

目前，该研究团队与企业合作，
利用该技术在青岛和上海等地建
设了一系列农村污水处理一体化
装置，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能够
规模化制造，适于不同规模的污水
处理，工艺灵活性高，适于各种分
散和集中式处理；运行效果稳定，
能耗低，不产剩余污泥，管理操作
简便，建设和运行成本低，取得了
积极的应用效果。

在采访中，邢新会特别指出，当
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并无标准，
是参照城市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
事实上，对于我国农村地区来说，
由于水资源紧张，经过处理的污水

是完全可以回用，进行农田浇灌
的。污水含有氮、磷，作为农用的
话，从理论上来说，无须与城镇污
水排放标准相同。他建议，国家有
关部门应关注农村污水处理排放
标准的科学的制定，尽快制定出适
合农村的污水排放标准。
除了污水处理方面的研究，邢

新会的团队还对新型酶催化剂技
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获得突破。
邢新会带领的研究小组根据酶催
化的工业需求，在我国首次提出了
智能多功能酶的概念，并根据此概
念率先研制成功了智能多功能肝
素酶的生产及其应用技术。
邢新会介绍，低分子量肝素是

一种被用做防治血栓的生化药物。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肝素生产国，占
全球 80%的市场份额。然而，由于
缺乏相关技术研究，长期以来，我
国出口肝素，而低分子量肝素主要

依赖进口，价格居高不下。2008年，
“肝素事件”更是导致中国生产的
肝素质量受到国际质疑，肝素生产
和出口遭受了极大的影响。
自 2004年开始，邢新会带领课

题组进行了肝素酶的相关研究。谈
起开展这一研究的初衷，邢新会介
绍，最初是缘于兴趣，选择肝素酶
作为智能多功能酶研究的模式体
系，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一研究具
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其后，该项目
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
项目的支持。
今年 5 月 17 日，“融合肝素酶

及肝素酶生产低分子量肝素工艺”
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利用该技
术，清华大学与行业内的多家企业
进行了合作，不但降低了肝素酶制
剂成本，在国内主要肝素厂家得到
广泛应用，为肝素产品的质量控制
提供了保障。
在微生物基因组快速突变技术

与装置研究方面，邢新会的课题组
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人员
合作，研发出了一种微生物育种新
方法和设备，能够用于生物催化剂
的改造。
在邢新会的实验室里，记者见

到了这一仪器。邢新会说，利用该
设备进行微生物育种，具有操作简
单、安全、无污染，设备和实验成本
低等特点，将在工业微生物育种领
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采访结束时，邢新会表示，对

科研人员来说，要做到基础扎实、
方法创新，深入研究机理和方法，
并解决应用过程中的问题，也就是
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解决国家应用需求。

生物化工：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本报讯 4 月 27 日，一种名为

“蓝晶液”的新型燃料继在广东东
莞投产后，顺利在广西南宁建成投
产。
污水变能源，这对于绝大多数

人来说，只是一个梦想。如今，一名
广东的农民企业家用自己的发明
实践，证明污水变能源不是梦，而
是活生生的现实。
这种被命名为“蓝晶液”的新型

燃料，是广东东莞市康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树平发明的最
新科技成果。
据刘树平介绍，“蓝晶液”燃料

主要以污水为原料，利用生活和工
业排放的废水，经过植物发酵、净
化、沉淀、去渣等工艺，将净化的水
添加“植物助燃剂”及酵类材料合
成提取。
这种新型燃料具有热值高、二

氧化碳排放低等优点，且环保指数
优于其他燃料。该燃料广泛适用于
酒店、工厂、企事业单位等用户，还
适用于工业、取暖、发电等各种锅
炉。
刘树平说，“蓝晶液”的原理是

将蓖麻、木薯、玉米等有机的秸秆
作物在污水中浸泡 16 小时后，所
产生的植物菌，在酶的作用下将其
复杂的有机物质中的糖类、脂肪、
蛋白质降解成简单的物质，经过发
酵作用，又将它们转化为含有脂肪
酸、醇类及一定量的氢、二氧化碳、
氨基酸、甲烷等元素的有机污水，
再加入“植物净化剂”使其迅速净
化；然后与植物“助燃剂”、“稳定
剂”、生物酒精进行充分搅拌，即生
产出“蓝晶液”燃料。
记者在现场目睹了该流体燃料生产及灶具点

火燃烧的全过程。根据康源公司提供的技术数据
显示，与液化气、柴油炉相比，以烧开 5 公斤水作
基准指标，使用“蓝晶液”的炉头火苗无烟且集中，
火速正常，内胆无积碳，更无堵塞油管现象，仅用
3分钟即可将水烧开。数据显示，用时分别比液化
气和柴油少 3分钟和近 2分钟。
据了解，“蓝晶液”燃料的成本优势十分明显，

与其他两种燃料（液化气、柴油）的比较优势差距
很大。“蓝晶液”每公斤售价为 3.8元，而液化气为
7.3 元；柴油则是 7.8元。它的保管与运输也有着
先天优势，安全、卫生、无环境污染、无易燃、无压
力、防爆等特点，也是其他石化燃料和有机燃料不
可比拟的。
截至目前，“蓝晶液”生产基地已在广东省阳

江、江门、东莞厚街、虎门、惠州、广州增城、
广西南宁相继建成并投产。其中，江门基地日产达
200吨以上。据悉，“蓝晶液”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了多项技术专利，其中，“一种用废弃污水提
取液体燃料的方法”和“一种污水处理剂及其制备
方法”分别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此外，为“蓝晶
液”配套的专业炉具“助燃器”已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
刘树平表示：“‘蓝晶液’就是一种新燃料，能

够变废为宝，让更多的人关注污水，从经济效益
方面吸引大家积极从事污水治理，形成一种新兴
产业，从而利国利民。这是我的最大愿望。”

（朱汉斌）

本报讯 5 月 17 日，“融合肝素
酶及肝素酶生产低分子量肝素工
艺”成果鉴定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
在融合酶的制备和应用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突破了国
外对肝素酶制剂的长期垄断，证明
了融合酶制备低分子量肝素清洁
工艺的应用潜力。该项目技术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整体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同时，鉴定委员会专家建
议发挥该项目的技术优势，加快推
广应用，尽快实现产业化。

据清华大学生物化工研究所
所长邢新会介绍，课题组将智能多
功能酶的研究方向首先锁定在肝
素酶，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用做防
治血栓的生化药物———低分子量
肝素主要依靠进口，价格居高不
下，因此该项研究意义重大。
在该项目中，邢新会带领课题

组利用生物化工技术，通过融合蛋
白策略的设计，制备出了热稳定性
好的高活性多功能化肝素酶，可
以便捷地实现肝素酶的分离纯化、
检测以及生产应用的过程集成；

在系统研究融合肝素酶分子设计、
催化特性和热稳定性以及冻干条
件和保藏过程的基础上，成功地
将该酶制剂应用于肝素产品质量
控制中，验证了融合酶的良好性
能；同时，课题组还开发了一种基
于融合肝素酶制备低分子量肝素
的新工艺，产品质量达到欧洲药典
要求。
邢新会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在清华大学提出智能多功能酶的
概念、并研制出这种用于降解高分
子肝素的融合肝素酶之前，我国在

这一领域的研发方面还是空白。此
项成果的问世对于酶催化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际上对
医药原料的清洁性和安全性需求
的日益增高，开发智能多功能肝素
酶及其清洁高效生产低分子量肝
素技术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和重
要的科学意义。
目前，该项目已申请多项专

利，获批 3 项。该项目获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的
支持。 （张虹）

“融合肝素酶及肝素酶生产低分子量肝素工艺”通过验收

本报讯 疫苗接种是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随
着安全有效的联合疫苗在疾病预防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联合疫苗已经成为未来疫苗发展的主要
方向。5月 11日，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赛诺菲
巴斯德协办的联合疫苗新纪元高峰论坛暨四方论
坛在北京举行，赛诺菲—安万特集团首席执行官
魏巴赫在论坛上宣布，首个儿童五联疫苗潘太欣
正式在中国上市。
魏巴赫说：“在路易·巴斯德发明世界上第一

个狂犬病疫苗的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始终
秉承巴斯德先生的愿景，那就是让人类不会因罹
患疫苗可预防之疾病而遭受其痛苦甚至死亡。”
为了更科学地使用联合疫苗，中华预防医学

会已组织专家撰写了五联疫苗应用技术指南。
据介绍，潘太欣研发历时长达 50 多年，作为

第一种能同时预防白喉、破伤风、百日咳、脊髓灰
质炎和 b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等 5 种严重威胁婴
幼儿生命健康疾病的五联疫苗，它不仅能够将此
前预防这五大疾病所需的接种次数由 12 针降至 4
针，同时也为婴幼儿提供了与单抗原疫苗同等的
免疫保护。
联合疫苗的应用在国际上已经非常广泛，它

可减少注射针次，提高接种率，而且操作方便、成
本效益更高，已广泛应用于预防儿童疾病。目前，
潘太欣已在 100 多个国家为 2500 万名儿童提供
免疫保护，23 个国家将其纳入计划免疫疫苗使
用。

200 多名国内外专家出席本次论坛。北京儿童
医院著名儿科专家沈叙庄表示，国内首个五联疫
苗的上市给中国的孩子、父母和医务工作者带来
了福音，家长应该了解必要的预防免疫和疾病知
识，从而具备为宝宝作出正确选择的能力。通过接
种疫苗，给宝宝有效、全面的防护，做到早接种、早
受益。
在谈到未来疫苗的研发趋势时，与会中外专

家认为，最理想的疫苗应该在儿童一出生时立即
进行免疫接种，仅需一次接种即可预防所有重要
疾病。未来儿童疫苗应具备以下六大特点：它应该
仅需一次接种；出生后立即接种；用最新技术将多
种疫苗联合；热稳定；有效对抗更多的疾病；价格
合理。联合疫苗代表了未来疫苗的发展方向。通过
对联合疫苗的生产技术、临床评价以及使用时的
接种程序等方面问题的不断探索，相信越来越多
的集便捷、舒适、安全、有效于一体的联合疫苗将
用于免疫预防。 （李惠钰 潘锋）

联合疫苗是未来
疫苗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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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月，安永事务所评论中
国为“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最有吸引
力的国家”，今年以来，已有新西兰
等多个国家的投资公司和生物燃料
公司在中国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发
展，最近的几个重要投资项目分别
是：

2011年 5月，TMO先进生物燃
料公司宣布与中粮集团和中海油集
团展开合作，在两份合作协议中，
TMO公司与两家公司合作开发，共
同测试公司的以木薯渣和木薯秸秆
为原料的商业化 2G木薯酒精厂。
中粮集团和中海油的先期项目

均落户广西。中粮集团的生物乙醇

项目位于广西北海，其生产所用的
生物质原料来自于中粮北海木薯乙
醇厂所产生的工业废弃物———木薯
渣。目前，北海木薯乙醇厂产能为 20
万吨木薯乙醇，该厂所产生的富含
纤维素以及半纤维素的木薯渣将可
满足 3 万吨的纤维素乙醇设计产
能。中海油的生物乙醇项目位于广
西南宁，中海油在该地区建设了木
薯种植基地，积极筹建以木薯为原
料的燃料乙醇项目。

2011年 4月，新西兰 LanzaTech
公司与中国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LCY）合作建设生物燃料和
化学品工厂。LCY公司将投资建设

以生物塑料和生物燃料为产品的工
厂，计划以 C2—C5生物质为原料
生产生物能源替代石油生产 TPE、
PP、溶剂等化学品，采用 LanzaTech
公司的技术。

2011年 3月，LanzaTech公司与
宝钢集团合作蒸汽乙醇项目。

2011年 2月，美国 Jianye绿色
科技公司在中国广西建设固态废弃
物产生物燃料项目。

2011年 1月，Cleanese公司与惠
生（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合成
气产乙醇项目。项目中，惠生公司为
Cleanese公司合成气供应商，提供生
产合成气乙醇的原料。

2011年 1月，Chempolis公司与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公司在河南漯河
投资兴建年产量 16万吨的生物精炼
工厂，项目总投资为 4000万元，其中
Chempolis公司投资占 25%，产品为
非木材造纸纤维和生物化学品。

2011年 1月，中国香港的生物
工程公司（CBEL）完成了在 Phyco
生物科技公司藻类生物燃料股份投
资的最后一部分，占 Phyco公司股
份的 18%。CBEL在中国的项目采用
Phyco公司的藻类生产和收获平台，
2011年将在中国投资两个藻类能源
项目，共计 500万元。

（苏郁洁编译）

中国先进生物燃料行业外资进入增速

发挥种质资源优势 推动特色农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植物种质创新与特色农业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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