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过电影《火星救援》的人可能对这
个片段记忆犹新：主角马克孤身一人，在
火星上种出了庄稼，成功地让自己存活了
4年，并最终等到了救援并返回地球。

马克说过：“一旦你在哪种上了庄稼，
就意味着你对哪开始了殖民统治。所以，
严格地说，我已经统治了火星！”

可见，此次在月球“种菜”试验成功，
科学意义重大。今天，我们来看看这粒跨
越 40多万公里，来到月球的小种子，其背
后究竟有怎样的传奇经历？

棉种的身份

“ 中 棉 所 41”能 完 成 月 球
“第一绿”的壮举，与它在地球上
的“表现出众”很有关系——作
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它帮助我
国棉花生产实现了绝处逢生

1月15日，当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所
所长李付广看到嫦娥四号传回的棉种发
芽图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因为，那

“第一绿”所用的种子正是棉花所培育出
的王牌产品——“中棉所41”。

虽然，嫦娥四号搭载的生物科普试验
载荷已进入断电状态，但是在李付广看
来，此项试验意义十分重大——这表明棉
花基因即使在极端环境下，仍然能够正常
表达。更为重要的是，这将为人类今后建
立月球基地提供研究基础和经验。

其实，棉花种子之所以此次如此荣幸
地被选为“登月种”，与它在地球上就“表
现出众”很有关系。李付广说，棉花耐盐
碱、抗旱涝，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强大的
生命力。这也使得它最终能够在逆境下
脱颖而出，完成“第一绿”的壮举。

说到这，问题也来了，这么多棉花
品种为何不选别的，偏偏就选了“中棉
所41”？

李付广笑着说，“不要小看这粒种子，
它可是高新技术产物”。

高在哪？首先，它是我国第一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它的
出现打破了国外抗虫棉长期占据中国棉
花市场的局面；其次，它丰产性好，有极好
的遗传性，不少棉花品种都是从它延伸出

来的——以“中棉所41”为亲本，我国科研
人员育出的棉花品种在100个以上。

因为它的出现，我国棉花生产实现了
绝处逢生，棉种市场也发生了彻底逆转。
在我国棉花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以

“中棉所 41”为代表的转基因抗虫棉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棉花产业自主创新的缩影。

棉业的逆袭

到 1999 年，国外转基因抗
虫棉品种占据我国市场 90%以
上的份额。为此，我国科学家努
力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产双价转基因抗虫棉“中棉所
41”，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

表现如此出色的“中棉所 41”其实并
不是一个新品种，相反，它是一名经验十
足的“老兵”。

说 起 这 件 事 ，恐 怕 要 回 到 27 年 前
了。1992 年，我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
的虫灾——棉铃虫灾害。严重到什么程
度？一个县的棉田，一天下来捕捉的虫子
能以吨计……

据统计，那场虫灾致使部分棉田没有
收成，大部分棉田减产50%以上。仅仅两
三年间，我国的棉花种植面积就从 1亿亩
锐减到 6000 万亩，国家与棉农的经济损
失超过 400 亿元，导致纺织工业停顿、出
口创汇大幅缩水，全国棉花产业面临极大
困难。

就在此时，西方国家凭借成熟领先的
技术优势，成功培育出了 Bt基因抗虫棉，
并迅速侵占中国市场。到 1999 年，国外
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已经占据了我国市场
90%以上的份额。

面对内忧外患，我国科学家们明白：
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农业
发展才不会受制于人。在国家相关政策

的支持下，棉花所迅速开始了自主研发转
基因抗虫棉的任务。

1998 年，棉花所成功培育出第一个
国审转单价 Bt 基因抗虫棉新品种——

“中棉所29”。随后，棉花所又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生物所联合攻关。棉花转基因研
究项目负责人、国家“863”计划“棉花抗虫
基因工程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
农业科学院郭三堆研究员带领团队，经过
一年多的反复试验，取得了新的成果——
Bt+CpTI双价抗虫基因。

棉花所李付广课题组迅速完成基因
导入，负责将郭三堆团队构建的 Bt 杀虫
蛋白基因载体转入棉花中，向育种团队提
供了多达 114 份转入双价抗虫基因的种
质材料。

在抗虫棉研发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先
后独立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Bt杀
虫蛋白单价、双价和融合基因技术，子房
微注射等高效转化技术，预防害虫抗性产
生的“天然庇护所”技术，以及三系杂交棉
等先进技术，培育出一大批高产、优质、抗
虫性好、适应性强的品种。

最终，200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
学家们终于成功培育了我国第一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双价转基因抗虫棉
——“中棉所41”，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
抗虫棉自主创新之路也由此成为我国协
同创新的成功典范。

好种子，中国造

在“中棉所 23”和“中棉所
41”的带动下，国产抗虫棉市场
占有率由 1999 年的 5%上升至
2012年的98%，有力推动了我国
抗虫棉的产业化，这两个品种也
于2006年和2009年先后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棉所 41”是利用构建的 Bt+Cp-

TI双价抗虫基因，通过花粉管通道法导
入“中棉所 23”中，并经过多年选育而
成。在“中棉所 23”和“中棉所 41”的
带动下，国产抗虫棉市场占有率由 1999
年的 5%上升至 2012 年的 98%，有力推
动了我国抗虫棉的产业化，助力我国棉
花产业打赢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由
于“表现出众”，这两个抗虫棉品种也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抗虫棉的应用不仅使棉花棉铃虫得
到了有效控制，还大大减轻了棉铃虫对
玉米、大豆等作物的危害，杀虫剂使用
量降低了 70%至 80%。这不仅有效保护
了农业生态环境，减少了农民喷药中毒
事故，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增产增效，
为棉花生产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

“‘中棉所 41’作为具有特殊意义
的种子被送上太空，绝不是中国种子的
一枝独秀，由它研发而来的我国其他棉
花种子，也一样有着在太空发芽的基
因。”李付广说。

其中，以“中棉所 41”作为其他育
种团队的亲本材料，我国科学家又相继
跟进育成了棉花新品种 100 多个，使国
产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的竞争实力大大增
强，牢牢占据了国内市场。

近年来，在黄河流域棉区和长江流
域棉区，中棉所培育的转基因抗虫棉花
新品种一直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中，

“中棉所 60”和“中棉所 63”在实现
“ 千 斤 棉 ” 高 产 创 建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中棉所 63”是长江流域棉区的主
栽 品 种 ， 2010 年 至 2013 年 （连 续 4
年） 被原农业部推介为长江流域棉区主
导品种，表现出良好的丰产、稳产和适
应性。

“中棉所 41”作为人类在月球表面
播种的“第一绿”，已然载入人类航空
史册。而我国农业科学家不畏艰难、奋
发图强、锐意进取的探索精神，必将在
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实现中国
梦的道路上，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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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第一抹绿，种子花落谁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
研究院研究员潘巍峻及其研究团队首次
高清晰解析了体内造血干细胞归巢的完
整动态过程，研究成果已在国际顶级学术
期刊《自然》在线发表。这是由中国科学家
独立完成的原创性重大科学发现，标志着
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造血干细胞领域开
创了长时程、高分辨、在体研究的新时代。

造血干细胞可以通过增殖分化产生
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人体内所有类
型的血液细胞。而要实现自我更新和向
下游分化，从而建立整个血液系统的关键
前提是——造血干细胞向造血组织的归
巢。归巢通常指循环系统中的特定细胞
类群定向迁移至生物体组织或器官微环
境，维持或重塑其细胞命运的生命过程。

造血干细胞归巢的概念由来已久，基
于其归巢能力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已在临
床广泛应用于血液、免疫和肿瘤等重大疾
病的治疗。但由于该生命过程的时空跨
度非常大，观察手段十分有限，在过去几
十年中，科研人员虽然对归巢的细胞和分
子基础开展了一定解析，但归巢在体内究
竟如何发生？归巢的微环境究竟是何种
结构？对于这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人们

仍知之甚少。
为攻克这一科技难题，潘巍峻研究

员带领团队历时 6年，在优化活体成像技
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活体免疫荧光
标记、遗传调控和图形重构计算等方法，
首创了一套全新的可以完整解析体内造
血干细胞归巢全过程的研究体系。研究
中，他们建立了造血干细胞长时程活体
观察追踪方案，从宏观到微观，生动呈现
了造血干细胞从诞生到归巢的全过程，
并发现了造血干细胞归巢的时空规律及

“热点区域”，首次揭示了体内造血干细
胞归巢微环境的独特微血管结构。

他们还意外发现一种全新的微环境
细胞——“先导细胞”。这类细胞是一种此
前未被定义过的巨噬细胞新亚型，存在于
归巢“热点区域”附近，可以识别进入造血
组织的造血干细胞，并将其引入特定的血
管结构中，从而实现造血干细胞的归巢。

潘巍峻表示，造血组织中有着非常精
密的结构，使得“先导细胞”可以在此巡逻。
而当造血干细胞独自经过时，就会降速——

“过家门而不入”。一旦有了“先导细胞”，就
可以在自家门口迎候它（造血干细胞），并把
它带进去。但“先导细胞”不会跟着造血干细

胞一起回家，而是回到门口继续巡逻。
该研究不仅回答了“体内的造血干细

胞归巢如何发生”这一造血干细胞研究领
域的重大科学问题，还发现了对于造血干
细胞归巢起关键引导作用的“先导细胞”，
为提高造血干细胞移植效率的转化研究
提出了新理论，开创了新思路。

对此，多位业界专家对这一研究成果
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李林院士表示，“这一成果揭示了
一种体内微环境依赖的干细胞行为和命
运调控方式，对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具有广
泛的借鉴意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科主任
陈彤表示，“这一发现也预示着，我们在临
床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时，可以靶向地定
向诱导造血干细胞归巢，能够大大提高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成功率”。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卓越创新中心
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景
乃禾表示，“捐献骨髓，要收集约 1亿个细
胞，而真正有用的可能只有几十个到几百
个。如果我们真正掌握了归巢的机制，就
可以大大提高治病的效率”。

我科研团队首次揭秘新生造血干细胞在体内归巢全过程——

开 启 造 血 干 细 胞 研 究 新 时 代
本报记者 沈则瑾

造血干细胞归巢停留“热点区域”的三维

重构模型（红色代表造血干细胞，蓝色代表动

脉，绿色代表静脉）。

潘巍峻研究员（右）及其核心研究团队成

员在实验室工作。 （资料图片）

科学家们对于在地球以

外的星球种菜这件事，可谓

“情有独钟”和“蓄谋已久”。

近日，“星际种菜”这一

世界科学界的伟大愿景，在

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成为

了现实——中国人终于成功

把菜种到了月球

人类对能源的利用点燃
了璀璨的人类文明，也决定着
人类未来走向。

目前，人类所利用的能源
大部分仍然来自化石燃料。
2017 年《BP 世界能源统计年
鉴》显示，全球煤炭、石油、天
然气储存量分别为 1.14 万亿
吨、1.71 万亿桶和 187 万亿立
方米，分别仅能维持 153 年、
50.6 年和 52.5 年的全球生产
需要。同时，化石能源过度消
耗导致二氧化碳（CO2）等排放
过多，引发了包括全球变暖在
内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生物柴油升级换代

寻找可再生且对环境友
好的新型能源迫在眉睫。其
中，作为生物质能一员的生物
柴油，不仅可以消纳各种有机
废弃物，减轻环境压力，还可
替代化石燃料，缓解能源危
机。并且，由于生物质资源分
布广泛，生物柴油的开发几乎
不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因而
备受青睐。

生物柴油是指生物油脂
与醇通过酯交换反应生成的
一种生物燃料。与石化柴油
相比，它具有优良的环保性能
和再生性能、较好的燃烧性
能、良好的低温发动机启动性
能和润滑性能，以及较高的经
济性、可降解性和安全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物柴
油的发展已经经过三代更迭。

第一代生物柴油的原材料主要来自油菜、大豆、向
日葵等可食用性的油类作物。这类原材料生产成本高
昂，生产周期冗长，油脂产率偏低，对环境要求较为苛
刻，因此不适合规模化生产。第二代生物柴油的原材
料主要来自麻疯树、烟草种子等非粮油类植物，以及地
沟油、动物脂肪等，解决了原材料与人争粮的问题，但
仍存在诸多发展制约。第三代生物柴油以微藻作为生
产原料。微藻具有光合效率高、生长速率快、占地面积
小、油脂含量高等优点，成为第三代生物柴油当之无愧
的优质原料。

微藻：取之不尽的能量球

微藻，即微体藻类，大小从几微米到几百微米不
等，能高效生产脂类、蛋白质、多糖等有机物——其中，
脂质可通过酯交换反应转化为生物柴油。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能源部以发展可持续能
源为目的，对微藻开展了大规模搜集、筛选和鉴定工
作，最终获得了 300多种产油微藻——即脂质占细胞
干重比例超过 20%的微藻。其中，微拟球藻的脂质比
例高达68%。

微拟球藻作为一种单细胞藻类，除了脂质含量高
外，还具有环境适应能力强、个体小、繁殖速度快等优
点，跻身生产生物柴油的优良藻种行列。

微拟球藻为何能具有这么高的脂质比例呢？答案
在于它独特的固碳能力。光合作用是自然界生物固碳
的基础。地球上每分钟通过光合作用大约可以将300
万吨 CO2和 110 万吨水转化为 200 万吨有机物质，同
时释放出210万吨氧气。

与陆生高等植物不同，微拟球藻生长在海水中，由
于水体中溶解性无机碳存在多种形式，为应对复杂的
水体碳环境，微拟球藻具备了独特的 CO2 浓缩机制
——其含有的CCM在环境CO2小于大气CO2浓度时，
就会启动。该机制主要通过无机碳的转运,改变细胞
光合作用对无机碳的亲和力,从而提高固碳效率。因
此，微拟球藻强大的固碳能力不但可以生产更多的生
物柴油，还可能用于减少大气中的CO2。

最常用的微藻生物柴油生产工艺主要由3个步骤
组成：微藻生物质的生产、油脂的提取、酯交换反应。

首先，在开放塘中大规模培养微藻。在微藻细胞
内，光合作用合成的糖类物质经过一系列代谢反应转
化为油脂。当藻细胞密度达到最大时，可选用离心法、
超滤法、气浮法、絮凝法等方法进行收集。收集后的微
藻需进一步提取其中的油脂，过程繁琐，目前最常用的
油脂提取方法有机械压榨法、有机溶剂法、加速溶剂提
取法等。提取出来的藻油成分复杂，主要由游离脂肪
酸、三酰甘油酯、磷脂、糖脂和硫脂组成。最后，利用短
链醇和藻类油脂在催化剂、高温环境下进行酯交换反
应，会合成脂肪酸单脂——生物柴油。

据估计，每公顷养殖面积上，藻类年产油量可达
1.5 万至 8 万升。相比之下，玉米、大豆的年产油量分
别只有120升和440升。

不过，目前微藻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依然较高，这
是限制其商业化生产的瓶颈。除继续开发产油性能优
良的藻种以外，需要实现微藻生产的综合利用。例如，
从微藻中获得 DHA、类胡萝卜素、活性多糖等高附加
值产品，将废弃的藻渣作为水产业的饵料等。

根据历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作为化石能源
替代品的生物柴油已成为国际上发展最快、应用最广
的可再生能源。在这场能源革命中，微拟球藻扮演着
渺小却又伟大的角色。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本文授权转载自“科学大院”微信公众号：kexue-

dayuan，略有删改，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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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传回的照片显示，在随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中，棉花种子成功发芽。 （新华社发）

培养中的球藻。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