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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专题 

 

英美烟草公司利用快速生长的新型烟草植物技术开发 COVID-19 疫

苗 

 

 

英美烟草公司在美国的生物技术子公司——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利用一种快速生

长的新型烟草植物生长技术参与到 COVID-19 疫苗研发的竞争中，目前相关研究处于临

床前试验阶段。英美烟草公司和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美国生物

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以及英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保持密切合作。 

英美烟草公司首席营销官金斯利·惠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对潜在疫苗的研究

是在非营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已经克隆了部分能够产生特异抗原的

COVID-19 基因序列，并将含有该抗原的载体转入烟草植株中进行繁殖和纯化。目前该

抗原处于临床前试验阶段。 

该潜在疫苗使用了英美烟草公司特有的、快速生长的烟草生产技术，与传统疫苗生

产技术相比有以下几个优势：1）更安全，引起人类疾病的病原体在烟草植物中无法寄

生；2）更快捷，疫苗中的成分在烟草植株中积累需要 6 周，而使用传统方法则需要几



个月；3）更稳定，正在开发的疫苗制剂在室温下即可保持稳定，而传统疫苗通常需要冷

藏；4）这款疫苗有可能在单一剂量下产生有效的免疫反应。 

更多详情请浏览新闻稿：news release from BAT。 

 

世界各国领导人应采取行动：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阻止全球粮食安

全危机发生 

 

 

2020 年 4 月 9 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可能引发地区乃至

全球范围内粮食安全危机的问题，60 位来自主要企业、农业团体、产业界、非政府组织

和学术界的专家联名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建立 COVID-19 疫情应对措施，尽快开放各自

国家过剩农产品的贸易，努力维持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特别需要支持弱势人群，并

为可持续、有弹性的粮食系统提供资金支持，以在未来几个月内最大限度地降低引发全

球粮食安全危机的风险。相关行动措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 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粮食供应的流通——保持贸易开放； 

2. 扩大对最弱势人群的支持——保障所有人获得有营养且廉价的食物； 

3. 对可持续且有弹性的粮食体系进行投资——为地球和人类社会秩序重建打下基

础。 

https://www.bat.com/group/sites/UK__9D9KCY.nsf/vwPagesWebLive/DOBN8QNL


声明指出，建立健全良好的粮食体系是世界各地恢复活力的核心问题，这将创造数

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减少饥饿，保障粮食安全，并改善对土壤、水、森林和海洋等关

键自然资源的管理。 

更多相关详情请浏览： CIMMYT website，Call to Action，signatories。 

 

全球要闻 

 

基因叠加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持续增加 

 

 

基因叠加的生物技术应用给人类世界带来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型产品，例如：黄

金大米、蓝色玫瑰以及 SmartStax™转基因玉米。什么是基因叠加技术？为什么叠加技

术会广泛应用于农作物生物技术领域？基因叠加技术未来的前景如何？ 

基因叠加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基因联合转入一株植物的过程，也称为“基因聚合”

或者“多基因转移”等。这种融合效应产生的生物新性状被称为堆叠性状，具有堆叠性

状的农作物生物技术品种被称为基因叠加技术作物。 

https://www.cimmyt.org/news/concerned-experts-ask-world-leaders-to-head-off-a-global-food-security-crisis-from-covid-19/
https://www.foodandlandusecoalition.org/a-call-to-action-for-world-leaders/
https://www.foodandlandusecoalition.org/a-call-to-action-for-world-leaders/


据估计，2018 年全球共种植了 8050 万公顷生物叠加技术作物，超过全球生物技术

农作物总面积（1.917 亿公顷）的 42%。据美国农业部估计，2019 年 89%的棉花种植区

和 80%的玉米种植区采用了含有基因叠加技术的种子。 

更多相关详情请浏览： ISAAA Pocket K No. 42，Bt Insect Resistance Technology，

Herbicide Tolerance Technology，Delayed Ripening Technology。 

 

美巴等五国家生产全球 90%以上的生物技术农作物 

 

 

生物技术农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增加。截至 2018 年，全球 26 个国家农作物种植总面

积为 1.917 亿公顷，比前一年增加 1%（增加约 190 万公顷）。在排列前五位的国家中，

生物技术农作物的平均种植率均接近饱和水平，其中美国为 93.3%（大豆、玉米和油菜

的平均种植率），巴西为 93%，阿根廷约为 100%，加拿大为 92.5%，印度为 95%。 

前五个生物技术农作物种植大国的种植总面积为 1.745 亿公顷，超过全球生物技术

农作物种植总面积的 90%。自 1996 年以来，美国在生物技术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方面

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并在 2018年达到 7500万公顷的种植规模。巴西位列全球第二位，

也是生物技术农作物种植面积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种植面积为 5130 万公顷。阿根廷保

持全球第三大生物技术农作物生产国的地位，种植面积为 2390 万公顷。加拿大紧随其

http://www.isaa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ocketk/42/default.asp
http://www.isaa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ocketk/6/default.asp
http://www.isaa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ocketk/10/default.asp
http://www.isaa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ocketk/12/default.asp


后，种植面积为 1275 万公顷。第五名是印度，其 600 万农民种植了 1160 万公顷抗虫棉

花。 

更多详情请浏览： Biotech Country Facts and Trends。 

  

研究进展 

 

美中研究人员发现小麦镰刀菌枯萎病抗性相关基因 

 

 

左图：感染镰刀菌枯萎病（又称赤霉病）的小麦植株；右图：健康的小麦植株 

图片来源：Guihua Bai/ARS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USDA ARS）和山东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能提

高小麦镰刀菌枯萎病（FHB）抗性的基因。镰刀菌枯萎病使谷物枯萎，导致小麦和大麦

的产量明显下降，是全球小麦作物的主要病害。 

在《科学》杂志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并克隆了一个名为“Fhb7”

的基因。Fhb7 基因来自小麦的近亲植物长穗偃麦草，能通过干预病原体霉菌毒素的分

泌，有效减少镰刀菌枯萎病的发生。同时，Fhb7 基因也被认为能增强小麦对茎腐病的抗

性。 

http://www.isaa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biotech_country_facts_and_trends/default.asp


研究人员将克隆的 Fhb7 基因转入到七种具有不同基因型的小麦品种中，在田间条

件下观察这些转入基因对植物生长情况的影响。结果显示，Fhb7 基因不仅能使植物产

生抗赤霉病的能力，而且对植物的产量和其他显著性状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更多详情请浏览： USDA ARS 和 Science。 

 

 

中国科学家研发抗极端高温且增产 20%的基因工程水稻 

 

 

当植物暴露在光照环境下，光合系统 II 蛋白复合体通过激发电子为光合作用提供能

量。然而，在高温或者强光环境下，蛋白复合体中的 D1 亚基会遭到破坏，导致蛋白复

合体丧失功能，直到植物在复合体中重新合成或者插入一个新的 D1 亚基，功能才会恢

复。植物叶绿体中含有一些细胞核外的 DNA，其中包括指导 D1 亚基合成的 DNA，因

此很多生物学家推测这种蛋白亚基是在叶绿体中合成的。 

中国科学院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郭房庆团队认为，由细胞核基因在核基质中表达的 

D1 亚基比通过叶绿体制造的 D1 亚基更有效，并且不会受到光合作用反应副产物的影

响。研究团队在模式植物拟南芥中对此进行了验证，将叶绿体提取的 D1 基因和一段热

应激启动的 DNA 连接，并将其转入细胞核基因组中。 

https://www.ars.usda.gov/news-events/news/research-news/2020/usda-ars-scientists-and-colleagues-find-a-new-tool-to-combat-fusarium-head-blight-in-wheat/?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govdelivery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4/how-gene-grass-living-fungus-could-save-wheat-crops-worldwide


研究团队发现，在实验室中经过改造的拟南芥幼苗能在 41℃的高温条件下存活 8.5

小时，而作为实验对照的普通幼苗则不能成活。将同样的拟南芥基因转入烟草和水稻

后也能产生抗高温的效果。上述三种基因改造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力均得到提升，其

中，与未改造的普通植株相比，转基因烟草的光合速率提高 48%，大田条件下的转基

因水稻可增产 20%，转基因拟南芥的生物量可提高 80%。 

更多详情请浏览： Science。 

 

荷兰研究人员在植物中发现长寿基因 

 

左图：枯萎的野生拟南芥即将死亡；右图：过量表达的植物可以持续生长 

图片来源：Omid Karami |莱顿大学 

荷兰莱顿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可使一年生植物开花后继续生长的基因。研究人

员在模式植物拟南芥中对 AHL15 基因进行过量表达，以研究该基因是如何在植物中发

挥作用的。 

研究发现，一些过量表达 AHL15 基因的拟南芥植株仍停留在营养生长期，并且这

些植株开花后仍能继续生长和开花数次；当 AHL15 基因表达被关闭后，拟南芥的寿命

缩短。研究结果表明，AHL15 基因可以调节植物的生长周期。 

该项研究工作的负责人 Offringa 教授表示，AHL15 基因的发现有助于了解植物的

生命史和衰老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可以回答为什么某些物种是一年生植物而某些物种是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4/rice-genetically-engineered-resist-heat-waves-can-also-produce-20-more-grain


多年生植物的问题。此外，该项研究有望在农业中得到应用，如将其应用在一年生的水

稻和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中，能够通过多次收获提高单株产量。 

更多详情请浏览： University of Leiden 等。 

 

新育种技术 

 

美中科学家完善水稻和小麦基因编辑系统 

哈佛大学 David R. Liu 教授研究团队在哺乳动物中开发了全新的基因组引导编辑系

统。该系统由 nCas9（H840A）融合逆转录酶和 pegRNA 两部分组成。近日，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彩霞研究组与 David R. Liu 研究团队合作建立并优化了适

用于植物的引导编辑系统（PPE），并在水稻和小麦两种主要谷类作物的基因组中实现

精确的碱基替换、增添或删除。 

研究人员通过PPE系统在水稻和小麦原生质体中实现了16个内源位点的精准编辑，

包括 12 种类型的单碱基替换、多碱基替换、小片段的精准插入和删除，编辑效率最高

可达 19.2%。引物结合位点和/或 RT 模板长度对 PPE 系统的编辑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高彩霞团队通过对 PPE 系统进行一系列的优化，发现 37℃条件下培养可以显著提升该

系统的编辑效率，通过引入核酶对 pegRNA 进行自加工，也可以在部分位点提高编辑效

率。此外，来源于植物花椰菜花叶病毒和大肠杆菌 retron 系统的逆转录酶可以与 nCas9

融合，在植物中实现精准引导编辑。 

高彩霞和合作者通过 PPE 系统成功获得了 G 到 T 单碱基突变、多碱基突变及高达

6 个碱基精准删除的水稻突变体植株，效率最高可达 22%，这些突变均难以通过现有的

基因编辑系统实现。 

更多详情请浏览：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news/2020/04/longevity-gene-discovered-in-plants
http://english.cas.cn/newsroom/research_news/life/202003/t20200313_231336.shtml


德国科学家改造 BnITPK 基因减少油菜种子植酸含量 

 

 

植酸是植物中的主要含磷成分，会对人体必需矿物质的吸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也

被认为是包括人在内的许多单胃动物的抗营养化合物。此外，未被消化的植酸还会导致

水体藻类富集，威胁着水生生物的生长。为了减少油菜种子中的植酸含量，德国基尔大

学研究人员和合作伙伴通过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敲除掉油菜中 BnITPK 的三个

参与植酸生物合成过程的基因拷贝，从而获得低植酸含量的油菜突变体，同时植株中游

离磷含量也得到显著增高。研究结果表明，该技术可在不影响油菜含油量的前提下，提

高油菜籽的蛋白质利用率。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植物生物技术》杂志上。 

更多详情请浏览： Plant Biotechnology。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111/pbi.13380


 

阿根廷颁布基因编辑技术管理新法规 

 
 

在许多国家仍在考虑如何对新育种技术产品进行规范化管理的时候，阿根廷已经积

累了四年相关经验，并对此提出一项新的管理法规。《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前沿》杂志

刊登文章，分析了相关管理法规对经济创新的影响。 

阿根廷对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管理制度是公认的最有经验的制度之一。2015 年，

阿根廷颁布了新型育种技术产品的管理法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合作伙

伴对比了阿根廷新型育种技术产品和转基因产品的案例。结果显示，由于更多中小型企

业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参与，新型育种技术产品能更快地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同

时在规模上也将拥有更多的生物品种和性状类型。 

更多详情请浏览： Frontiers。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bioe.2020.00303/fu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