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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香味浓郁的发酵乳和乳酸菌饮品
具有独特的营养健康功能，是近年来国
内乳制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品类。然而，
庞大的消费市场背后，很少有人知道，长
期以来，我国各乳品企业生产发酵乳制
品所采用的菌种、制剂与关键技术主要
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支以科技推动我国乳品产业发
展为己任的研究团队通过多年努力和
坚持，正在改变这一局面——他们建成
了亚洲最大的乳酸菌菌种资源库；完成
了我国第一株乳酸菌菌株的全基因组
测序，填补了国内的研究空白；依托自
主创立的基于肠道菌群的益生菌精准
筛选技术和评价体系，筛选出多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益生菌菌株，一举打破
国外技术和产品的垄断⋯⋯

他们，就是我国乳制品专家张和平
教授带领的来自内蒙古乳品生物技术
与工程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
的乳品生物技术创新团队。以“解决我
国乳酸菌和发酵乳产业发展的重大技
术需求”为目标，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突
破性成果，实现了乳品发酵剂、益生乳
酸菌制剂、动物微生态制剂和青贮发酵
剂的产业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抢救正在消失的菌种
建成亚洲最大乳酸菌种资源库

酸奶、乳酸菌饮料中，都含有关键
成分——乳酸菌。乳酸菌是一类能利
用可发酵碳水化合物产生大量乳酸的
细菌，广泛存在于人体的肠道中，具有

调节肠道菌群，增强机体免疫等功效。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肠道微生物被誉
为人类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器官”，肠道
菌群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炙手可热的研
究热点。

“种质资源是极其珍贵的农业遗产
与自然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
代种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张和平教授
深知，未来国际种业的竞争，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对种质资源的挖掘和有效利
用，谁占有数量大、种类多的种质资源，
谁就有希望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做出更
多贡献，并占有主导权。

一方面，乳业要想快速发展，摆脱国
外制约，客观上需要更多更好的益生菌
种质资源，而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
加快，传统制作发酵乳的习俗日渐式微，
使得许多宝贵的乳酸菌正在逐渐消失。

“购买不是长远之计，应该建立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乳酸菌菌种库。既
然总得有人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就由我
们来做吧！”张和平教授的话掷地有声。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

从 2001 年起至今，张和平教授带
领团队成员与时间赛跑，以收集、鉴定和
保藏乳酸菌资源为己任，克服了巨大的
困难，从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等不同
国家采集传统发酵牛乳、马乳、驼乳、羊
乳、牦牛乳、奶酪等制品以及酸粥、泡菜、
米酒、酸面团、橄榄汁等自然发酵食品和
母乳、婴儿粪便、蜂蜜、树皮等样品 3310
份，从中分离、鉴定乳酸菌 20201 株，建
成了亚洲最大的乳酸菌菌种资源库，抢
救性保藏了“舌尖上的宝贵遗产”。

依托自主创立的益生菌筛选技术
和评价体系，团队先后筛选出干酪乳杆
菌 Zhang、乳双歧杆菌 V9、植物乳杆菌

P-8、瑞士乳杆菌 H9 等 68 株具有优良
特性的益生菌，一举打破发达国家在这
一领域的技术垄断。

任何一株菌种的研究，都不是一蹴
而就的，需要许多年的沉淀累积。实验
室代表性益生菌菌种之一、以张和平名
字命名的“干酪乳杆菌 Zhang”具有降
血脂、免疫调节、抗氧化、抗肠道病原菌
生长等多项益生功能。

“干酪乳杆菌 Zhang”分离自锡林
郭勒大草原自然发酵酸马奶，在实验室
里进行了长达 18 年的系统研究，是我
国第一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乳酸菌，
在国际上首次构建了干酪乳杆菌蛋白
质组图谱，提出了菌株双组分系统提升
肠胃液耐受的理论，显著提升了我国益
生乳酸菌研究的科技创新能力。

明确国人肠道菌群结构
攻克活性稳定难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益
生菌的积极效用，然而在市场上，含有
益生菌和益生元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消费者无法辨别，更有一些国外企业打
着“专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旗号销售
产品，这让张和平感到心痛。

“要开发益生菌，一定要先了解国人
的肠道菌群是什么样的结构，为精准筛选
益生菌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张和平团队
率先系统研究了我国9个省份的汉族、蒙
古族、藏族等7个民族314份健康人的肠
道微生物差异，明确了中国人群肠道微生
物不同于西方的肠道微生物结构，是以考
拉杆菌属为优势菌群的群落结构。

在此基础上，团队发明了基于肠道
微生物作用的益生乳酸菌精准筛选技
术，从乳酸菌遗传种质资源库中筛选出

适合我国人群的益生乳酸菌 68 株，并
从动物模型、人群试验和临床研究等方
面完成了菌株的益生功能评价，解决了
益生乳酸菌的精准筛选技术落后和优
良菌株匮乏的难题。

“过去，由于益生菌的活性不稳定，
好多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很快就死掉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技术难题攻克了。创
制了微包膜高效保护的益生乳酸菌冷
冻干燥技术，使得活菌得率由 60%提高
至 90%以上，生产出的发酵剂（制剂）活
菌数达 54 千亿—1 万亿 CFU/g，整体
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张和
平告诉记者，目前，蒙牛、中地乳业、圣
牧高科、光明乳业、温氏集团、现代牧业
等大型乳品企业都采用了该技术和产
品，相关科技成果的转化，不仅为企业
提供了新技术，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
力，同时大幅提高了销售额和利润额，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了使科技成果更好地得到转化，使
更多传统乳品产业受益，基于我国传统乳
制品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团队还在内蒙
古、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甘肃等地区建
立了传统乳制品现代化生产技术示范点
23个，革新工艺技术、规范操作流程、制订
食品安全标准 12个，为当地农牧民增收
起到了良好的技术辐射和带动作用。

星空浩瀚，探索永无止境。
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内蒙古

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重点实验室拥有微
生物学、基因组学、医学、生物信息学等
不同背景的团队成员组成跨学科的强大
学术阵容，聚合成实验室发展的强大力
量源泉，他们将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兴
蒙”，夯实乳业创新基地，为自治区高质
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32 年前，人类历史上首次量子通信在实验室诞
生，传输了 32 厘米。而今，中国人将这个距离扩展了
1400 多万倍，实现了从地面到太空的多用户通信。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宣布，中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跨
越 4600 公里的星地量子密钥分发，标志着我国已构建
出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雏形。该成果已在英国

《自然》杂志上刊发。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FAST）将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征集来自全球科学家的观测申请。届时，各国科学家可
以通过在线方式向国家天文台提交观测申请。

●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子山海拔 4410 米处的高海
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已建成首个探测器
阵列并投入科学运行。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拉索”的主要使命是捕获高能宇宙线并分析其来源和
机理。宇宙线是来自外太空的高能粒子流的总称。这
些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天外来客”，携带着大量天体演化
以及宇宙早期的信息，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途径。

●近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自主研制的中国
直径最大、装药量最大、工作时间最长的固体分段式助
推器——民用航天 3.2 米 3 分段大型固体火箭发动机地
面热试车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介绍，我国
将于 2021 年春季在海南文昌用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发
射空间站核心舱。目前，核心舱已经基本完成测试的全
部工作，航天员乘组已选定，正在开展任务训练。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了 2020 年度自治区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和自治区级众创空间名单，“天赋河套”
科技企业孵化器、同德企业孵化器、赤峰拓佳电子科技
企业孵化器 3 家创新创业载体榜上有名；云媒科技众创
空间、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众创空间、正艺达文创众创
空间等 22 家众创空间被确定为自治区级众创空间。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运球比赛
小学生在进行机器人运球比

赛。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大信普
东小学开设了机器人课堂，学生们
参加机器人科技课程的学习，进行
机器人作品展示。课堂旨在激发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鼓励
他们成为小“创客”。

据新华社电

智
﹃
惠
﹄
草原

内蒙古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保藏“舌尖上的宝贵遗产”

冷透了！
去年12月底以来，冷空气轮番来袭，大江南北一起喊

“冷”。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最冷”冬季？今冬还会有多
冷？新华社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权
威解析极寒天气。

眼下是隆冬时节，尤其1月中下旬，全国气温处于全年
最低的阶段。可以说，我们现在经历的，正是这个冬天最冷
的一段时间。

从未来预测看，后期还会有冷空气活动，强度达不到
过去这两次全国型寒潮的程度，但部分地区的气温还有可
能会持续偏低一段时间。

宋连春表示，1月中旬后期开始，部分地区的气温会逐
渐回暖到接近常年同期，2月全国大部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或偏高的概率较大。

他说，目前冬季还未过半，还不能说今年冬季是近年
来最冷的冬季。

从过去几十年全国冬季平均气温来看，整体呈增暖的
趋势，并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数冬季气温都较常年同
期偏高。但这两年我国北方和南方地区气温都出现了较
常年同期明显偏低的现象。

气候受多重因素影响。宋连春表示，今年冬天比较冷
的原因，主要是“一南一北”两大因素导致的。

第一就是北极海冰。
北极可以说是冷空气的老家。“去年秋季，北极海冰为

历史上第二少。”他说，海冰少，就意味着北极温度高。北
极上空的极地涡旋，本来起着将冷空气锁定的作用，然而
一旦北极温度升高，海冰减少，极地涡旋就会减弱，冷空气
会随之南下。这是强寒潮发生的背景。

从监测情况看，这个冬天北极的极涡比较弱，非常有
利于冷空气从高空一路南下入侵。

第二个原因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目前处于发展盛期的
拉尼娜事件，对我国冬季气候有明显影响。

宋连春说，一般而言，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全球暖冬
概率较高；受拉尼娜事件影响，冬季全球温度偏低的概率
较大。

拉尼娜事件会有利于冷空气从高纬度地区南下，同
时，影响我国的副热带高压位置和强度也会发生变化，难
以阻挡冷空气南下。

全球气候变暖了，为什么寒潮还这么凶猛？
宋连春表示：“并不是气候变暖，就没有寒潮了。”
实际上，气候变暖导致了气候更加不稳定，暴雨洪涝、

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其中，寒潮也是一种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因此，冬季平均温度比常年偏高，极端的寒潮天气过
程，两者同时存在，正是气候变化典型的响应。

“我们要高度重视气候变暖带来的气候风险。”宋连春
说，比如强寒潮会影响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做好
足够的应对措施，要提早防范、提早应对，减少损失。

（据新华社电）

今冬还会有多冷？

原来如此

研究人员赴甘南草原藏族牧民家庭采集传统发酵乳样品。

“甘霖”来了
人工影响天气无人机“甘霖-I”

降落机场。日前，我国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人工影响天气无人机“甘
霖-I”在甘肃省金昌金川机场首飞
成功。据介绍，“甘霖-I”具备远距
离气象探测能力、大气数据采集能
力和增雨催化剂播撒能力，同时拥
有防除冰能力，具备复杂气象条件
下的作业能力。 据新华社电

视线

张和平教授指导乳酸菌菌种资源库建设工作。

内蒙古农业大学乳酸菌资源库保藏菌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