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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联盟就生物技术监管框架提供建议 

 

近日，美国多个谷物和油料组织联盟，包括北美磨坊主协会、美

国冷冻食品协会、玉米加工协会、起酥油和食用油协会、全国谷物和

饲料协会、全国杂货商协会、全国油籽加工商协会和北美谷物出口协

会，向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递交建议书，呼吁美国政府机构

在开发和推广生物技术产品时提高透明度、改善沟通并加强问责制。 

联盟建议对《生物技术监管协调框架》（2017 年更新版）进行修

订。他们重申对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的支持，并对机构管辖范围的透明

度和模糊性表示担忧，因为这会使人们难以预测生物技术产品批准的

大体时间。同时，联盟还建议其他机构参与监管过程，例如美国农业

部农业市场服务处、海外农业服务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Food Business News。 

 

https://www.foodbusinessnews.net/articles/23246-ag-groups-submit-comments-on-biotechnology-framework


泰国更新转基因食品法规 

 

近期，泰国更新了有关转基因生物的法规。根据美国农业部对外

农业服务局 GAIN 报告，泰国发布的公共卫生部 （MOPH）第 431 

B.E. 2565（2022）号通知（转基因生物食品）和第 432 号部长通知（转

基因食品的标签）于 2022 年 12 月 4 日生效。这些法规的更新和实施

情况也发布在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上。 

公共卫生部第 431 号和第 432 号部长级通知将转基因食品分为

三类： 

• 第 1 类：经过编辑、修剪、修饰或改变遗传物质或利用现在生

物技术整合新遗传物质并作为食物消费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 第 2 类：使用第 1 类作为食品原料或由第 1 类制造的食品。 

• 第 3 类：由第 1 类生产的，用作食品配料、食品添加剂或营养

素。 

第 432 号通知要求，转基因成分（可检测的转基因生物和通过生

物技术产生的重组蛋白）等于或大于总重量 5%的装食品，必须贴上



“含有转基因生物”的标签。而特定转基因植物或动物不足 5%的包

装食品也必须贴上标签。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GAIN ReportC。 

波兰专家强调农业生物技术在实现欧洲粮食安全目标中的

作用 

 

波兰科学家在《生物技术趋势》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欧洲需

要通过转基因（GM）和基因组编辑等现代生物技术工具，以确保该地

区的粮食安全，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冲突的持续威胁下。 

这篇文章与旨在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的《欧洲绿色协议》和联合

国 2015 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相一致。SDG 的目标之一是减少

粮食损失和浪费。专家们提议突破传统的四大安全框架，即可用性、使

用权、利用率和稳定性，建立包含机构和可持续性在内的的六维框架。

这样可以为农业带来全新的解决方案，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食物浪费，

而基因组编辑是提议的解决方案之一。 

转基因和基因组编辑作物有望减少杀虫剂使用、土壤破坏以及温室

https://www.ucdavis.edu/news/rice-breeding-breakthrough-feed-billions


气体的排放，还表现出抗病、抗除草剂和抗逆特性，并且营养质量较高。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工具能够在不扩大农场占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作物

产量。这些好处都得到了大量科学研究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转基因

作物很可能对粮食安全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现代生物技术代

表了有益于社会的独特科学应用，其优势大于劣势，机遇大于威胁。 

然而专家们强调，这些好处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帮助建立最新的

监管框架），才能发挥作用。他们建议制定政策，支持粮食安全的各个方

面，以提高粮食系统的韧性，因为如果欧盟委员会决定建立禁止这项技

术的监管框架的话，将无法实现基因组编辑的全部潜力。 

现代生物技术产品可能有助于可持续的农业食品体系，这与《欧洲

绿色协议》和《农场到餐桌战略》的目标一致。专家们敦促当局采取相

应行动，通过支持促进长期粮食安全项目，应对紧迫的粮食安全挑战，

否则将面临跨越国界的破坏性后果。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欧洲学者阐述植物肉类替代品的潜力和影响 

 

近日，来自意大利和荷兰的研究人员强调了与植物肉类替代品

https://doi.org/10.1016/j.tibtech.2022.12.013


（PBMA）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机遇、挑战和研究缺口，相关见解可能为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铺平道路，同时有助于从传统饮食过渡到可持续

的植物性饮食。 

在过去几年中，PBMA 已被开发并在全球市场上推出，并作为一种

帮助降低肉类消费水平的手段，助力减轻食品体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同时改善了人类和动物福利，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PBMA 也提

供了打破消费者壁垒的机会，有望成为减少肉类消费的首选方法。开发

PBMA 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利用创新技术和新型成分，制作具有感

官属性的产品，吸引非素食消费者。 

不过该研究也指出，在成分/配方方面，许多 PBMA 是高度复杂的

产品，需要技术性投资。PBMA 开发最常被提及的挑战之一是在克服高

破碎风险的同时如何保持食物的形状。另外，PBMA 含有很多用于模仿

肉类感官属性的其他成分，使得其营养价值与实际肉类有很大差异。因

此，PBMA 不能被视为动物肉类的营养替代品。同时，标签也是 PBMA 

面临的另一个挑战，这个问题在一些国家仍备受争议。 

就未来前景而言，研究人员建议调查感官吸引力是否以及如何成为

消费者购买第二代 PBMA 的障碍，并进一步研究监测市场上新推出的

植物性肉类产品的质量及其替代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在消费者关系方面，适当的营养教育计划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他

们提高对动物性和植物性产品之间差异的认知。根据以往的经验，标签

争论的结果也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偏好，即纯素食标签会对消费者的

味道、健康和购买植物性肉丸的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Nutrients。 

https://doi.org/10.3390/nu15020452


研究表明 SCiFi 食品公司的植物肉汉堡更环保 

 
SCiFi 食品公司将很快推出一款更环保的植物性人造肉汉堡。图片来源：SCiFi Foods 

SCiFi 食品公司是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食品科技初创公

司，它将细胞培养肉与植物性原料相结合，制作出味道接近传统牛肉的

汉堡，从而开创出变革性的肉类产品。SCiFi 汉堡是真正用人工培养的

牛肉细胞并混合植物性原料制成的，这些细胞是在未养殖动物的情况下

生长的。 

2022 年 7 月，SCiFi 食品公司宣布了一项重大突破——成为世界上

第一家在单细胞悬浮液中培养出可食用牛肉细胞系的公司。单细胞悬浮

液允许细胞在标准的大型生物反应器中生长，在既有硬件中实现规模经

济，使公司将规模化培养牛肉细胞的生产成本降低至少一千倍——这是

细胞培养肉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 

由俄亥俄州立大学 William G. Lowrie 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

研究，他们采用四个指标评估了这种新型汉堡的生命周期影响：温室气

体排放、能源使用、土地使用和水资源使用。在《可持续发展》杂志上

的刊登的结果表明，与同类牛肉饼相比，SCiFi 细胞培养肉汉堡可减少



87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 39 %的能源消耗，减少 90 %的土地使用，

以及减少 96 %的水使用。据 SCiFi 报道，他们预计在 2024 年底推出这

款混合型汉堡。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SCiFi Foods website 或 Sustainability。 

美国科研人员利用其他物种基因控制害虫 

 

图片来源: 博伊斯汤普森研究所 

控制害虫的一种有效方法是靶向于对昆虫生存至关重要的基因。然

而，要找到只会杀死害虫而不会杀死益虫的靶向基因是一项挑战。康奈

尔大学博伊斯汤普森研究所（BTI）Georg Jander 研究团队的研究表明，

在昆虫基因组中发现的水平转移基因（HTGs），或从一个物种传递到另

一个物种的基因，是选择性杀死绿桃蚜虫、粉虱和其它可能对全球粮食

作物造成重大危害的害虫的有效靶标。 

在 2016 年的一项研究中，BTI 教授 Zhangjun Fei 的团队从粉虱亚

种中鉴定出 142 个 HTGs 候选基因。在这项研究中，Jander 团队对某个

株系的绿桃蚜虫基因组进行测序，确定了大约 30 个 HTGs，其中大部分



也存在于其他种类的蚜虫中，但并不存在于粉虱中。研究小组利用 RNA

干扰（RNAi）沉默蚜虫和粉虱中的 HTGs。他们以病毒为载体，将 RNAi

分子递送到害虫赖以生存的野生烟草品种 Nicotiana benthamiana（本氏

烟）中。 

对于蚜虫，研究小组对细菌、真菌、病毒或植物来源的 11 种不同

的 HTG 进行沉默处理，发现蚜虫的存活率有所降低。当七星瓢虫的幼

虫和成年粉虱瓢虫以处理过的植物中的蚜虫为食时，RNAi 分子被传递

到瓢虫体内。但由于瓢虫的基因组缺乏靶向基因，并不会对其造成不利

影响。而对于粉虱，选择五种不同的 HTGs 进行沉默，发现对粉虱的存

活率有不利影响，从而表明将这种方法扩展到防治蚜虫以外的其它害虫

的潜力。 研究人员认为，虽然沉默单个 HTG 会导致害虫存活率显著下

降，但这些的影响规模并不大，在大多数情况下的下降幅度为 40 %或更

少，通常在 20 %左右。接下来，研究小组计划通过同时沉默害虫体内的

多个 HTGs 来“堆叠”靶标，以了解联合防治是否比沉默单个 HTGs 具

有更大的杀伤力。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BTI News。 

美国科学家发现高粱抗炭疽基因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和普渡大学的科学家们在高粱中发现了一

种基因，有望增强作物对炭疽病（可使产量减少 50%）的防御能力。这

一发现可能促进对杀菌剂依赖性较低的抗病高粱品种的培育。 

除作为粮食作物外，高粱还被用作牲畜饲料和生物能源材料。但是

炭疽病会侵袭易感高粱品种的所有部位，抗性品种培育是对抗炭疽病最

有效和最可持续的方法。根据美国农业研究局作物生产和病虫害防治研

究中心的分子生物学家 Matthew Helm 称，人们对这种抗性基因在高粱

中是如何起作用的知之甚少，这种知识差距会令人担忧，因为不同类型

的炭疽真菌之间存在遗传变异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有可能克服

https://btiscience.org/explore-bti/news/post/controlling-insect-pests-by-targeting-genes-acquired-from-other-species/


品种的抗病基因。抗炭疽的特性也可能与温度有关，因为作物在高温下

更容易感染。  

 

Helm和普渡大学的Demeke Mewa科学家团队已经开始弥补这一

缺口。他们发现了一种称为“炭疽病抗性基因 2”（ARG2）的抗病基

因，该基因负责协调一系列对早期炭疽病感染的防御反应，防止其传播

到植株的其余部分和籽粒上。即使温室温度升高到 100°F（38°C），

携带 ARG2 的高粱也能成功抵抗这种真菌。该团队还确定了 ARG2 在

抗性高粱细胞质膜中编码一种蛋白质，其作用机制类似于炭疽病真菌用

来感染植物的某些毒力因子触发的警戒蛋白。ARG2 并不能保护高粱免

受所有类型的炭疽病侵害，但如果与其他类似基因结合，有望通过传统

或生物技术育种方法扩大保护范围。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ARS website。 



中国研究人员构建出大豆的泛三维基因组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田志喜团队构建出大豆的泛

三维基因组，揭示了大豆基因组、三维基因组和基因表达之间的内在联

系。 

研究成果发表在 Genome Biology 上。团队根据前期基因组重头

组装的 27 份大豆种质材料，利用高通量染色质构象捕获技术，获得

高质量的三维基因组数据。 

研究团队还从作物驯化和改良的角度，探索了野生种、地方种和

栽培品种中三维基因组的选择历程，并发现三维基因组的选择主要发

生在驯化阶段而非改良阶段。这种选择可重塑基因调控，导致大豆基

因表达发生变化。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CAS Newsroom。 

 

 

 

https://english.cas.cn/newsroom/research_news/life/202302/t20230207_326712.shtml


罗非鱼全参考基因组提升全球粮食安全性 

 

近日，厄勒姆研究所、罗斯林研究所和世界渔业中心合作制作出首

个完整的罗非鱼高质量参考基因组图谱，将有望培育出更大、生长更快、

对全球变暖带来的环境挑战更具适应能力的新品系。 

世界渔业中心牵头的基因改良罗非鱼（GIFT）养殖计划，通过在没

有完整参考基因组的情况下进行选择性育种，培育出了一种在世界各地

大量养殖的优秀罗非鱼品系。为通过基因组选择加速改进 GIFT 品系的

培育，厄勒姆和罗斯林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世界渔业中心提供的罗非鱼

组织中提取出近乎完整的高质量参考基因组。然后，利用厄勒姆研究所

Swarbreck 研究小组开发的前沿方法对该基因组进行注释。 

GIFT 品系最初是由商业和野生尼罗河罗非鱼品种以及与其他物种

杂交而成。通过利用近缘物种的基因组，包括莫桑比克罗非鱼

（Oreochromis mossambicus）和奥利亚罗非鱼（O. aureus）基因组，揭

示了过去遗传物质在物种之间传递的程度，并识别出 GIFT 基因组中的

特定区域。研究人员在 GIFT 基因组中发现了超过 1100 万个莫桑比克

罗非鱼基因组物质的碱基，包括与免疫和生长速度相关的基因。上述研

究发现将有助于未来鱼类的育种计划。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Earlham Institute。  

美国研究人员利用表观遗传编辑技术对抗木薯细菌性枯萎

病 

 

唐纳德•丹佛植物科学中心的 Rebecca Bart 及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和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合作者的研究表明，表观基因组编辑可

以减少木薯细菌性枯萎病（CBB）症状，并维持正常的生长发育。 

CBB 是一种会导致全球作物损失的毁灭性疾病。上述新发现不

仅会提高木薯对 CBB 的抗性，而且有望提高产量，为利用表观基因

组编辑改良其他作物奠定基础。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科学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 上。 

Bart 实验室进一步研究了 CBB，包括确定导致病害爆发的环境

因素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病害的影响。该研究小组正在研究这种新的

CBB 抗性性状的遗传性，并在夏威夷开展相关跨代遗传实验。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Donald Danforth Plant Science Center。 

https://www.earlham.ac.uk/news/key-tilapia-genome-offers-boost-global-food-security
https://www.danforthcenter.org/news/researchers-publish-new-epigenetic-editing-technique-to-improve-cro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