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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本报讯 国家级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4 月 20 日在长沙
举行投资说明会，现场签约 7 个项目，项目
总投资达 74.2亿元。

据悉，此次签约项目主要集中在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与城市配套建设三个方面。
7 个项目分别是蓝思科技新材料、肝炎药和
心血管药制剂生产基地、国家一类新药高
端原料药生产基地、生物制剂生产基地、医
疗特种气体生产基地、豫园广场项目以及
粤港城项目。

今年 3 月，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获
得国务院正式批复，晋级为国家级浏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将按照“依山就
势、安装工厂、保护生态”的原则完善和
新建四大主题园区：人口最密集、商贸最
繁华的电子信息东园；对接开元东路以物
流、健康食品、原料药为主的北园；参照
广州大学城、武汉光谷生物城规划建设的
能够展示园区崭新形象的高标准生物医
药南园；与中信公司合作建设包含高尔夫
球场与国际高端研发中心在内的“国际科
技孵化园 （东南园）”。该园区预计“十二
五”末实现“千亿园区”目标，即实现电
子信息产业 500 亿元、生物医药产业 300
亿元、食品环保新材料产业 200 亿元、税

收 50 亿元。
基地管委会主任张贺文表示，园区将

坚持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双轮驱动”战
略，在保持生物医药良好发展势头的前提
下，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抓住珠三角等
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大好机遇，将打造湖
南省集研发、生产、贸易于一体的电子信息
产业园。

据了解，去年该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252 亿元，同比增长 48%。该园区一季度“开
门红”，完成工业总产值 75.3 亿元，同比增
长 29%，财政税收 3.17 亿元，同比增长
40%。 （郭康）

姻实习生 谷浪屿
近日，“863”计划“鲤鱼等功能基因组

资源开发及其数据库与网站构建”和“鲤生
长等经济性状的主效基因发掘及育种潜力
评估”项目组对《中国科学报》透露，该课题
目前已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成功装配获
得鲤鱼基因组框架图谱、基因组物理图谱、
高密度连锁图谱，并获得鲤鱼—斑马鱼比
较基因组图谱和资源数据库。
该项目是“鲤鱼基因组计划”的阶段性

成果。2009年底，“鲤鱼基因组计划”由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水产生物应用基因组研究
中心、黑龙江水产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启动。

为基因组水平育种奠定基础

在采访中，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产

生物应用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水产生物
技术应用领域首席科学家孙效文表示，研
究人员从基因组资源挖掘的角度做了大量
工作。这些工作将为实现经济性状在基因
组上的精确定位、解开鲤鱼的经济性状（生
长速度、抗病能力等）和基因的复杂关系、
实现性状基因定位及杂种优势分析、利用
和育种研究提供了平台。

目前基因测序装配已经完成，研究成
果正在逐步应用到育种当中，相关开发软
件也已被同行认可和应用。

据孙效文介绍，该成果从群体遗传学
应用角度，实现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
结合，为实现基因组水平的水产育种产业
化奠定了基础。

将基因和性状关系的研究结果应用于
育种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基于
亲本间遗传关系，避免近亲交配为主要目
标的分子水平育种；二是基于经济性状和
基因之间相互关系，尤其是经济性状的数
量性状位点研究结果和功能基因组研究
结果进行分子育种；三是基于全基因组信
息的经济性状与基因相互关系的分子育
种，尤其是对重要经济性状如品质性状
（肌间刺、氨基酸代谢等）的关键基因及信
号通路的研究结果，以及进一步的群体基
因组学研究结果。

水产生物人才匮乏亟待重视

谈及中国水产行业未来的发展，孙效
文说：“项目进行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优
秀人才的流失和缺乏，这也是目前中国与

欧美发达国家研究领域的主要差别，尤其
是水产行业的基因组研究和生物信息学方
面的人才，目前国内仍处于极度缺乏的状
态。”
美国相关研究开展较早，从事基因组

研究的人才队伍庞大，且人员流动和交流
相对容易和频繁，只要有好的研究平台和
待遇，不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而我国基因
组研究人才整体匮乏，由于体制和待遇等
原因，能够分流到水产生物基因组研究领
域的人才则更加稀少。
孙效文表示，中国水产生物的基因组

研究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中国的鲤鱼养
殖有几千年的历史，长期的自然分化和人
工选育使得中国的鲤鱼种质资源丰富度为
世界之最。
中国水产业对基因组研究技术的需求

度极高，尤其是淡水主要养殖鱼类具有肌
间刺、肉质等品质方面的不足，这些性状的
改良十分依赖相关的基因组研究结果。
此外，中国水产养殖业产量世界第一，

占全世界的 70%，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也
是基因组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目前，该项目正在集中力量，从基因组

水平对优良品种和优良地理种群进行种质
评估，以期在群体基因组水平上提供下一
步分子育种所必需的实用性强的基因资源
和标记。
同时，研究人员也在对鲤品质性状（肌

间刺、脂肪发生、氨基酸代谢与合成）的关
键基因及信号通路进行解析与阐述，以期
在基因组水平上开展鲤的经济性状全面家
养化培育研究。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庆
“我们整个国家快速检测试剂产值加起来

甚至都比不上美国一个公司。”谈及此处，北京
热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长青显得有些
激动。
在快速检测试剂行业，高附加值产品几乎

被国外公司垄断，国内企业却只能在低端层面
挣扎。例如，1人份进口脑尿钠肽试剂价格与 75
人份国产早早孕试剂价格等值。
而让林长青略感高兴的是，利用稀土材料

采用“上转发光技术”生产出的新型免疫分析
仪，或可为本土快速检测提供新思路。

被抢占的高端市场

生物和临床应急现场快速检测仪器技术是
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
新近颁布的《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十二五”

专项规划》明确在应急救援领域，围绕灾难医学
救援、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战创伤救治和基层医
疗急救等不同需要研制相关产品，同时着重发
展现场快速检测仪器。
这一国家层面政策的背后，相对应的是本

土产业的薄弱。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现在都生产着

低附加值的快速检测试剂，销量占全世界的
70%~80%，但是高端试剂我们不能生产，因为
得配高端仪器。”林长青说。
实际上，高端检测试剂大有文章可做。
林长青对本报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美

国某家公司 2002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开始时只
是生产了一种检测心衰的小试剂，现在其净产
值就高达 14.7亿美元。
目前检测行业内流行做法是：试剂与相应

的检测仪器相配套，厂商在销售仪器之后，试剂
的消耗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
这种捆绑销售的背后往往需要仪器和试剂

优质的性能作为支撑。

稀土的高附加值利用

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试剂具有便携、快

速、多重、定量等特点而这正是国产检测仪器
欠缺之处。
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克服胶体金用

于免疫层析检测法时暴露的问题。
胶体金作为传统示踪物，其自身缺点导致

免疫层析技术的检测性能一直为人诟病。
例如，检测结果靠肉眼主观判断，因而检

测结果不能精确定量、敏感性较低。示踪物与
生物活性分子结合不稳定，易受待检标本中离
子浓度、pH 值、血红蛋白等干扰，因而影响了
其特异性。
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克服上述缺点的新

型示踪物。
军事医学科学院全军微生物检测与研究

中心主任杨瑞馥带领团队发现了稀土上转发
光纳米材料作为示踪物应用于免疫层析中的
一系列规律，解决了层析过程中颗粒与液体行
为统一性的问题，创建了基于稀土上转发光生

物应急检测技术平台，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该技术的产业化。
杨瑞馥对《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稀土上

转发光纳米材料是由稀土金属元素所构成的
一系列晶体合成材料，其特有的上转发光现
象：在低能量的红外光激发下，发射高能量的
可见光。这使得稀土上转发光纳米材料具有了
传统光学示踪物所无法比拟的无焠灭、无背
景、高敏感和高稳定等特点。
通过一系列表面改性，稀土上转发光纳米

材料可通过共价键与生物活性分子相连，从而
作为光学示踪物与精密仪器相结合，在“便
携”、“快速”的基础上赋予免疫层析“定量”能
力。
此外，稀土上转发光纳米材料稳定的光学

特性以及与生物活性分子基于共价键的交联
方式，使得其结合物能够适应更多更宽泛的反
应条件，为多个免疫反应的同步进行寻求最优

平衡点，从而实现“多重”。
中国的稀土矿石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43%，

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多年来始终以低端原材
料出口为主，从而造成了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
稀土元素独特的核外电子层排布使其可合

成各种具有特殊光谱特性的发光材料，稀土上
转发光纳米材料就是其中一种。
据团队关键成员周蕾博士介绍，稀土上转

发光纳米材料所特有的上转发光特性（低能红
外光激发，高能可见光发射），使其可解决生物
检测中一直令人困扰的示踪物与被检物光谱
重叠（即荧光干扰）问题。
作为通用生物示踪物具有与各类生物检

测技术结合并提高传统检测技术综合性能的
潜力，该发现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杨瑞馥表示，利用其团队的研究成果，生

产1万人份试剂只需消耗 160mg稀土上转发光
纳米材料，开拓了稀土资源高附加值利用的新
领域，是稀土资源产业化发展的新方向。

初步产业化

杨瑞馥团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和上海科炎光电公司合作 10年，整合
不同学科的科研力量，逐步解决了该技术平台
的一系列技术问题。
在产业化方面，他们曾尝试与多家公司沟

通合作事宜。机缘巧合，他们最终选择了北京热
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如今，基于稀土上转发光技术生产的上转

发光免疫分析仪等产品，已成功运用于科学研
究、生物事件处置、疾控应急、临床急诊等领域。
截至 2011年底，相关检测产品已经实现直

接经济效益 2488万元人民币，实现利税 144万
元，创汇 33万美元，并已列入中关村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库。
尽管已初尝硕果，但谈到竞争，林长青也不

无担忧：“国外厂家财力很大，有资本优势，正在
通过向医院‘免费赠送’仪器的方式占领市场。”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通过试剂的大量捆绑

销售，能给外企带来高额利润，给本土产业的发
展造成很大压力，希望政府能给本土企业更多
支持。

生物燃料扩张
对野生生物有害吗？

尽管生物燃料可能会为环境带来益处，但种植
生物燃料作物将有可能对野生生物造成伤害。莱比
锡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方
法，能够借此研究能源作物增加对农田鸟类种群的
影响。
“云雀是农业地区的一类指示物种，因为它分布于

全球大部分乡野之中，在田里繁殖，多以昆虫为食。”该
研究的主要成员 Jan Engel说，“改善云雀的生存环境，将
有助于加强对天然植被、昆虫和其他农田鸟类的保护。”

Engel和他的同事开发出了一种计算机模型，以此
来评估在种植不同生物燃料作物情况下云雀的栖息地
需求。近日发表于《全球变化生物学生物能源》杂志的
该项研究显示，在种植规模较小，多种作物同时存在，
且种植地域也包括多个小型自然区域（也称之为“生物
多样综合区”）的情况下，生物能源作物的扩张将不会
对云雀种群造成危害。
“在生态学当中，人们普遍认为某些特定物种的丰

富程度和出现频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所在生态
系统的状况。”Engel说。最近云雀数量的下降表明农田
生态系统的恶化。
“然而，我们也能证明如果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

生物能源作物种植与云雀保护可以兼而得之。”

藻类生物燃料：大势所趋

日前，弗吉尼亚生物信息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
经绘制出某种海藻的基因组图谱，以帮助美国科学家
找到生产生物柴油燃料的最佳藻类。这一成果已刊登
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为避免潜在的能源危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开发

可替代、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早已被广泛认可。人类为
此尝试了各种原料，比如从玉米中提取酒精、用大豆生
产生物柴油。但为了满足世界燃料需求，研究者必须想
办法利用最少的资源在最小的空间内生产出尽可能多
的燃料。

于是，藻类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不同于玉米、大豆
等其他作物，藻类能在废水、苦咸水等各种水源或者裸
露的土地上密集生长。虽然在燃烧的过程中藻类也会
产生二氧化碳，但它在生长过程中也同样会吸收二氧
化碳。这一点是化石燃料所无法比拟的。
弗吉尼亚生物信息学研究所数据分析中心的科学

家 Robert Settlage和Hongseok Tae参与绘制了一种名
为Nannochloropis gaditana的藻类基因图谱。这种海藻
能够产生出油脂。而这是作为可用燃料资源的必备条
件。
“现在，获取数据是这项研究中相对简单的一部

分。数据分析中心所做的就是帮助研究者克服汇集和
分析等信息学问题，从而使其重点重新集中在这项研
究的生物学意义上。”Settlage说。
进一步分析显示，如加以基因修饰，N. gaditana将

能够以工业化规模产出生物燃料，而这将有可能是燃
料研究和生产的大势所趋。

（以上由王庆编译自 Science Daily网站）

“上转发光技术”实现产业化

稀土助力本土快速检测

前沿

姻李惠钰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甘薯生产国，全国甘薯年
产量 1 亿吨，占世界总产
量的 75%以上，近年来种
植面积约 450 万 ~500 万
公顷，占世界甘薯种植面
积的 60%左右。
可是在这惊人的数字

背后，我国的甘薯产业却
并不乐观。以甘薯淀粉为
例，我国年产 200 万吨以
上，而精致淀粉仅有 10 万
吨生产规模。

4 月 20 日，在中国淀
粉工业协会甘薯淀粉专业
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首届
会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木
泰华表示，我国薯类加工
行业目前整体发展水平仍
然很低，还存在着设备工
艺落后、综合利用率低、卫
生条件差、标准不完善等
诸多问题。

产业规模未形成

目前，我国甘薯加工
产品较少，特别是精深加
工的产品很少，主要产品
以淀粉、粉丝和粉条为主，
也有部分薯条、薯片及薯
脯等产品。这些产品在我
国薯类主产区对当地经济
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
而在日本，甘薯已经

向着多样化、商品化的方
向发展。据日本食品包装协会理事长石谷孝
佑介绍，甘薯在他们国家有多种用途，比如
制造淀粉、酿酒、加工食品、葡萄糖色素原
料、榨汁等，现在正在朝着具有保健功能的
食品方向发展。
河南工业大学教授、郑州精化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彦波表示，利用甘薯淀粉可以
制取酒精、甲烷、乙烯、乙酸和乙醛等工业原
料，并进一步加工成地膜、塑料大棚、塑料袋
和包装用品，甚至还可作为新能源以替代石
油产品。
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甘薯淀粉加工生产

还存在很多问题。
对此，王彦波指出，我国甘薯淀粉产业链

短，国家缺少统一规划，也没有龙头企业带
动，很难形成产业规模。
另外，针对甘薯加工的工艺落后，含杂量

高、纯度低，产品的质量标准与食品安全要
求严重脱节，不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因此
很难进入国际市场。
此外，我国甘薯深、精加工程度极低，国

产设备亟待标准化、规范化和大型化。
针对我国甘薯淀粉加工行业标准比较混

乱，生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木泰华表
示，甘薯淀粉专业委员会将通过培训、学习等
方式规范行业的生产、加工与产品流通，并积
极申报制定甘薯淀粉及其食品的各项国家标
准。

前景可观

而对于我国甘薯产业未来的发展，业内
专家依然表示很有信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甘薯研究所加工研究室

主任钮福祥认为，未来可以开发更多甘薯功
能性食品。
本报获悉，自“十五”以来，中国农科院甘

薯研究所、作物研究所、湖南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徐州第一人民医院等多家单位通过对药
用甘薯的研究表明，药用甘薯深加工制品对
各种出血症的有效率达到 94.2%。
钮福祥表示，未来可采用更多先进的理

化、生物技术手段，研究甘薯糖蛋白、膳食纤
维、花青素、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芳香性物质
等功能成分的提取、分离以及构效关系。
利用食品科学原理、食品工程原理以及

中医药学相关技术，研究相应产品的工艺及
参数，为预防和治疗人类慢性、恶性疾病提供
理论依据及相应的产品。
另外，甘薯深度的开发也具有很大潜力。

钮福祥表示，利用甘薯淀粉研制可降解塑料，
解决环境污染；利用甘薯制取氢能使之成为
燃料电池和氢能车的燃料，以解决全球能源
危机。
“我国甘薯淀粉的水耗、电耗、煤耗等能

源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没有太大差距，但是
占全薯固形物 25%以上的薯渣和细胞液几乎
没有被开发利用。因此要亟须推行污染排放
的最小化，实现清洁生产的循环经济模式。”
王彦波建议，甘薯加工业要重视质量控制全
程化，并且要加快节能减排与综合利用的推
广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

戴小枫对甘薯行业未来的发展也很有信心，
他表示，甘薯淀粉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
国家对甘薯行业的重视，将有利于甘薯淀粉
加工企业的相互交流，促进淀粉科学技术研
究及甘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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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用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仪进行检测。

我国甘薯淀粉产业链短，国

家缺少统一规划，也没有龙头企
业带动，很难形成产业规模。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新签项目达 74亿元

鲤鱼基因组计划成果促进水产育种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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