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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养育人类万年，是当今世界过半
人口的主食。水稻种植凝聚着人类的心血
与智慧。国际水稻研究所等机构推动“第
一次绿色革命”，中国育种学家探索杂交育
种，都曾为水稻“高产、稳产、优质、高效”作
出巨大贡献，成果惠及亚非 17 个国家的几
千万稻农。

基因技术为水稻加速“升级换代”奠定
了基础。1998 年,多国科学家启动了国际
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2004 年绘制完成水
稻基因组序列全图，并相继在技术平台、重
测序、功能基因的克隆和调控网络解析方
面取得系列重要成果。近年来，随着高通
量、高精度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
可以一次并行对几十万到几百万条 DNA
分子进行序列测定，并从中筛选出有价值
的信息。水稻从传统“经验育种”向现代“精
确育种”跃升，设计“未来水稻”成为可能。

从常规育种到分子设计育种

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分子设计育
种，让水稻育种周期更短、更有针对
性，代表了水稻育种的发展方向

何为“未来水稻”？这得从水稻育种说
起。长期以来，水稻育种主要利用常规育
种技术，选用两个在遗传上有一定差异、性
状又能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杂交，在后续
世代连续选择符合育种目标的品系，或直
接选择具有明显优势的第一代杂交种用于
农业种植。

杂交品种常常比他们的亲株单产更
高、更耐寒、抗倒伏性更强。这种“杂种优
势”在农业中很普遍，在水稻种植中尤为明
显。过去几十年间，常规育种技术的进步
显著增加了水稻产量，彰显“杂种优势”的
应用价值。“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近
年来相继推出“Y 两优 900”“超优千号”等

“超级杂交稻”品种，不断刷新单产纪录，亩
产已经突破 1000公斤。

“杂种优势”由水稻的基因决定，一项
分析显示，与能量代谢和传输相关的基因
在高产杂交稻品种 LYP9 中特别活跃，说
明这些基因可能在“杂种优势”的研究中特
别重要。

水稻的基因有着丰富的多样性和复杂
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水肥条件和气候环
境种植同样品种的水稻，长出来的稻子从

外观到产量可能相去甚远。多年来，科学
家开展广泛国际合作，目的就是阐明水稻
基因组所有基因的功能及重要农业性状等
位基因的功能多样性,并将研究成果运用
到水稻遗传改良中。

用基因技术改变水稻育种方式，有更
多的现实考量。统计数据显示，受全球人
口增长和可耕地总面积减少的影响，未来
20 年，水稻产量必须成倍增长才能满足全
球需求。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分子设计育
种，让水稻育种周期更短、更有针对性，代
表了水稻育种的发展方向。

除丰产性之外，抗病性、优质性、广适
性等特性也是水稻育种学家们不懈追求的
目标。在分子育种时代，科学家可通过研
究、设计不同农艺性状的基因，来改善水稻
植株，培育出“超级稻”的升级版——“未来
水稻”。在“超级稻”的基础上，“未来水稻”
还将具备高营养、多功能等特点，稻米食用
者将有更多细分化、个性化的选择方案。

基因组数据平台免费开放

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基因组原
始测序数据的开放，为相关研究提供
了庞大的数据库，有助于突破相关技
术瓶颈，全面提升我国乃至全球水稻
基因组研究和分子育种水平

在 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与国际水稻研究所联合研讨会上，多名科
学家就分子设计育种技术、水稻种质基因
组测序数据的利用等主题作了报告。中国
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
徐建龙在交流中称，他们从 3000 份测序
的水稻核心种质中挖掘抗旱性和耐低氮能
力强的亲本，通过基因定位、基因聚合、标
记追踪等技术，初步筛选出抗旱性与耐低
氮聚合于一体的品种，为水稻抗逆育种创
制了中间材料。

这 3000 份已测序的水稻核心种质基
因组，来自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水稻研
究所和华大基因共同完成的“3000 份水稻
基因组”项目成果。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
最大的植物基因组测序项目，包括来源于

中国的 500 份代表性材料，以及国际水稻
研究所收集的来源于 89 个国家的 2500 份
材料，代表了全球 25 万份水稻种质基因的
多样性。这些材料的基因组序列等信息，
通过国际水稻信息学联盟和“云之稻”平台
免费向国内外研究者开放。

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稻分子育种专家
李家洋认为，“3000 份水稻核心种质基因
组原始测序数据的开放，为水稻基因组研
究提供了庞大的数据库，有助于突破水稻
复杂性状分子改良的技术瓶颈，全面提升
我国乃至全球水稻基因组研究和分子育种
水平”。

基因组测序数据库相当于为研发服务
的标准化公共基础设施。未来，更多领域、
更深入、更精细的基因重测序，将围绕具体
水稻科研项目持续展开。

人工智能为研发提速

定向设计水稻品种可又好又快地
实现新品种培育，还能为米饭在“主
食”之外增加“营养品”的身份⋯⋯高
新科技对整个农业产业的颠覆式改造
将指日可待

不久前，一项历时 16 年的科研深耕结
出硕果。李家洋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
业基因组研究所所长钱前带领的团队利用
基因技术对水稻进行分子标记设计育种，
培育出“既有南方籼稻产量，又有北方粳稻
品质”的籼粳稻杂交新品种。

分子设计育种已经让水稻实现高产与
优质得兼。钱前认为，定向设计水稻品种
可又好又快地实现新品种培育，能够大规
模增加水稻品种。“大米口感好不好主要取
决于两个基因。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
以对不同品种进行相应的置换和改造,得
到想要的口味。”

“去年底，我们找到了某个基因,用它
可以培育出高产高抗性淀粉的水稻,适合
糖尿病人食用。”李家洋说，“在不久的将
来，这个技术会有重大突破，我国 1 亿多位
糖尿病患者将因此受益”。

定向设计还将为米饭在“主食”之外增

加“营养品”的身份。未来，彩色米、富含特
定营养元素的“功能水稻”也将走出实验
室，摆上百姓餐桌，创造并引领人们对水稻
的颜色、形状、品质、营养等方面的个性化
需求，提高人们健康水平。

在长年累月的研究中，我国科学家已
经确认水稻大量农艺性状的功能基因及其
调控网络。有统计显示，近 5 年来，《细胞》

《自然》《科学》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的
水稻基因文章，有 40%来自于中国科学
家，反映了我国在水稻基因组学领域的大
幅进步。

在我国唯一专门从事农业基因组学研
究的国家级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深
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多个研究团队在植
株分蘖数调控网络、二代基因组测序的重
要算法等项目取得多项国际领先成果。这
个研究所配备了一个高性能计算中心作为
硬件支撑——可同时组装 10 个农业大基
因组，同时运行 500 个重测序计算，存储
5000 套基因组数据，实现超大规模农业生
物信息学计算。

不过，从实验室研究成果到商业化产
品，需要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
试验、安全证书申请等环节，这一过程至少
需要 10年以上。

在国际上，已有公司超前性地引入人
工智能技术，为“未来水稻”产品研发加
速。美国 Atomwise 公司开发的技术能够
通过强大的深度学习算法和超级计算机，
在数百万个潜在目标中分析、预测并找出
可能会对病虫害控制产生积极影响的分
子。该技术还通过识别分子间相互作用模
式进行深度自我学习，提高预测准确度。

高新科技对整个农业产业的颠覆式改
造将指日可待。农民将通过移动设备指挥
传感器、机器人、卫星和航空成像等设备，
通过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开发出最新技
术耕地种田；一线大都市将工业化、大规模
地推进立体农业，使城市空间成为未来食
物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农业与餐饮、休闲、
科研、教育等领域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将愈
发丰富，农民将通过提升服务获得超额回
报，农业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隔阂将
逐步消除⋯⋯

日前，百余位水稻研究专家聚首深圳——

用基因技术设计“未来水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喻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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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深圳举办。大会上，来自国内外

水稻研究领域的百余位高水平专家就

进一步挖掘更多产量、株型、抗性、肥

水利用、品质营养等高效等位基因，创

制适宜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新种质，

应对气候变化，开发可持续栽培模式

等多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2017“ 物 联 网 X”
ETC 智慧交通生态论坛
日前举行。论坛发布了全
国 首 款 4G 功 能 可 嵌 入
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
统）模块的 DVR 产品。不
同于传统 ETC 的单一功
能，这款 ETC+产品集结
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高
清行车记录仪、车载 WIFI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完 成 了
ETC 设备从“功能机”向

“智能机”的跨越。
“ 车 联 网 发 展 这 么

久，我们一直没有取得突
破 ，最 大 的 原 因 就 是 搞
ETC 的不懂车联网，搞车
联网的不懂 ETC。”中国
电信集团项目负责人李
杰 表 示 ，中 国 电 信 早 在
2012 年就开始针对汽车
后装研发终端设备，但相
关产品都无法很好地满
足用户具体需求。在车
联网与用户刚需之间，始
终缺少一个增强用户黏
性的终端设备。

近 年 来 发 展 势 头 迅
猛的 ETC 给车联网市场
带来新的转机。2015 年，
ETC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联网，截至今年 5 月底，主
线 ETC 车道覆盖率超过
98%，全网用户突破 5000
万。面对 ETC 巨大的市
场潜力，深圳智载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全国首款
4G 功能可嵌入 ETC 模块的 DVR 产品。该公司
副总经理罗伟介绍，这款 ETC+产品由车载智能
终端和相配套的 APP 两部分组成，车载智能终端
包含了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高清行车记录仪、车
载 WIFI 等功能，与之相配套的易安通 APP 能提
供 ETC充值、汽车加油等服务。

简单来说，智载科技云后台就相当于一个大
型数据库，汽车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能够在这个
数据库里各取所需，并基于这些数据为用户打造
个性化的汽车出行服务。“从汽车制造到汽车出
厂、再到汽车报废，智载科技帮助营造出一个完整
的车联网智能生态圈。”罗伟说。

据悉，目前这一模式已成功运用到了车险业
务。这种新的车险模式——车险联盟，通过车联
网云平台的大数据对驾驶员的驾驶行为进行画
像，通过对年龄、收入、驾驶行为等多维度分析来
计算客户保费，量身定制车险服务。

同时，这种模式还适用于汽车制造商以及所
有汽车后市场的服务。“通过对出行信息、行驶轨
迹等数据进行处理，汽车制造商能够了解汽车性
能，在后面的制造中改进技术；汽车后市场的相关
企业能够对车主在汽车保养维修、更换轮胎等方
面提出准确建议。”罗伟说，随着技术完善和产业
发展，未来车联网还可能与智慧家庭、智慧城市等
理念深度融合，在物联网的大版图下大有作为。

E
T

C
+

产品集结电子综合功能机问世

—
—

车联网再添

﹃
神器

﹄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通讯员张致远报道：近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杰教授课题组与美国阿
克伦大学彭振猛教授、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司锐
教授合作，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阴极催化剂研
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人员基于集团效应设
计出一种铑原子掺杂的铂超细纳米线催化剂，在
燃料电池阴极氧化还原反应中表现出高活性和高
稳定性，从而能够大幅节省贵金属铂的用量，推动
了该清洁能源转换技术的商业化应用进程。该成
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杂志上。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源是一种清洁、高效
的绿色环保电源，具有工作温度低、启动快、比功
率高、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等优点，被认为电动汽
车、固定发电站等的首选能源。该技术研发数十
年，一直未能大范围推广，除存在稳定性、耐久性
等问题，高昂成本也是商业化的瓶颈。

此前，许多已报道的铂基催化剂稳定性往往
并不可观，这主要是因为高的质量活性所依赖的
催化剂纳米结构的热力学稳定性通常存在问题，
因此很难同时兼具高质量活性和优良的稳定性。

针对这一难题，研究人员借助于原子级别精
细合成技术，一方面，通过提高铂基催化剂中的铂
原子的分散度来实现高的质量活性，另一方面，通
过调节铂基催化剂的维度以及引入铑原子来增强
铂基催化剂的稳定性，设计并合成出了一种铑原
子掺杂的铂超细纳米线催化剂。研究结果表明，
这种新型催化剂的质量活性和比活性分别达到了
商用铂碳催化剂的 7.8 倍和 5.4 倍；同时，该催化
剂在氧气气氛下循环使用 1 万次后，只损失了
9.2%的质量活性，远超目前商用铂碳催化剂在同
等情况下，质量活性性能损失达 72.3%的指标。

推动相关技术应用进程

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研究获突破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工作原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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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常会听到各种关于食物抗癌
的说法，如吃大蒜、蓝莓、红薯抗癌等。也
有很多人心存疑问：现在癌症发病率很高，
我平时该怎么吃呢？

抗癌食物真的存在吗？
其实，仅凭单一食物或食物成分不能

抗癌。验证某种食物是否抗癌，最直接的
实验就是用其所含的某种成分对癌细胞作
处理，观察癌细胞的反应，这就是“细胞
实验”。不少研究表明，很多所谓抗癌食
物的确含有一些成分有益健康。比如，蔬
菜及水果中的花青素、类黄酮等抗氧化成
分、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还发现一些成分
可以延缓甚至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不过，
这距离证实抗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毕
竟，这只是初级的细胞实验，与人体差距
很大。

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食物在人

体内发生的化学反应，比试管中的细胞实
验复杂得多。并且，我们摄入的食物并非
单一成分，而是含有多种成分的混合物。
在一种食物中，至少含有几十种成分，多则
上百种。在实验中，常使用经过提纯的单
一成分，比如，验证蓝莓中抗氧化成分的作
用，就会从蓝莓中提取抗氧化成分作细胞
实验。此外，实验剂量与人们日常饮食摄
入量也有很大差距。在实验中，科学家常
采用大量提纯的成分，但在日常饮食中，人
们很难摄入如此高的剂量。

因此，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提醒消费者，
市场上那些宣称抗癌的食物或者产品，并
没有确切科学依据。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单一食物或者成分并不能抗癌。

由于无法验证单一食物和成分的作
用，科学家们就尝试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一
类食物上，比如蔬菜、水果、肉类等。目前，

这方面的人群膳食调查研究非常多，科学
家们也取得了一些共识：健康、均衡的膳食
方式有利于减少癌症风险。

那么，何种膳食属于健康多样化
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在膳食与癌症的
关系中，蔬菜和水果对于降低癌症风险最
具说服力。因为，果蔬类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
物，譬如黄酮类化合物、有机硫化物等，
对于降低癌症风险具有较好作用。比如，
类胡萝卜素能降低口腔癌、咽喉癌和肺癌
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正常人群应每
天至少摄入 5 份蔬菜和水果（大约 400
克）。相反，红肉（加工肉制品）以及酒精饮
料，会增加一些癌症风险。比如，红肉会增
加结肠癌风险，酒精会增加口腔癌、食道癌
和乳腺癌风险。另外，膳食总脂肪、动物脂

肪、糖等也存在增加某些癌症的可能性。
目前，美国癌症研究所已总结出了若

干防癌的膳食及生活方式，其中有8点建
议与我们的膳食方式有关：

1、每日膳食控制能量摄入平衡，尽
量保持健康的体重；2、少喝或者不喝含
糖饮料，并减少高能量密度食物摄入，如
甜点、肉类等；3、摄入多样化的蔬菜、
水果、全谷类和豆类，最好每天 5 种以
上；4、减少红肉摄入，少吃加工肉类
（香肠、火腿等）；5、减少饮酒；6、饮食
尽量清淡，盐的摄入量每天不超过6克；
7、不要用膳食补充剂取代食物。比如，
不要因服用维生素片而停止果蔬类的摄
入；8、纯母乳喂养最好持续 6 个月以
上，随后再逐渐给婴儿添加辅食。

（作者系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

心科技部主任、北京营养师协会会员）

面对癌症发病率日渐升高——

人 们 应 该 吃 什 么 样 的 食 物
阮光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