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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新创

“通过微生物发酵或直接提取
而来”，目前，市场上很多药物、
保健品等珍贵的天然成分都是通
过这一方式大规模生产而来的。
但因其工业原料来源储运受限，
导致产品纯度和效率极低。

如 何 安 全 高 效 且 又 能 低 成
本地大量生产这些珍稀产物，成
为一项棘手的问题。

日前，华南农业大学祝钦泷
助理研究员和陈乐天教授指导学
生研究团队完成的“利用水稻生物
反应器合成超级抗氧化类胡萝卜
素”项目，在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
大展了身手，解决了这一难题。

水稻种子合成类胡萝卜素

在水稻种子里合成类胡萝卜
素？

乍一听上去，竟像是天方夜
谭。

“没错。”陈乐天教授斩钉截
铁地介绍，“就是利用合成生物学
技术，于水稻中重构类胡萝卜素
的合成代谢途径，以高等植物作
为生物反应器合成具有超强抗氧
化性的高级类胡萝卜素。”

“实际上，这一项目的研发初
衷是在对当前世界上最前沿和最
具影响力的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顶
级国际性学术竞赛‘国际基因工
程机器设计大赛’（iGEM） 历年
的参赛项目进行研究对比后确定
的。”研究团队队长李嘉敏介绍，
iGEM 历年基本以微生物为研究
底盘，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解决特
定的合成生物学问题，但由于植
物研究周期长，因而还没有研究
团队挑战和挖掘高等植物在合成
生物学方面的优势，加之华南农
大长期以来对水稻这一模式生物
的研究存有优势，在实验室条件
和技术方面都能够保证该实验顺
利进行。

“植物体内具有合成复杂化合

物如高级萜类等的完善系统，而
自然界中许多重要珍贵产物都是
萜类物质，如类胡萝卜素、维生
素 A、维生素 E 等，但它们在低
级的微生物细胞和动物细胞中都
无法合成。”陈乐天教授指出，水
稻种植面积广，易于栽培、产量
大，水稻种子耐储存、易于提
取，属高等植物，如果萜类物质
在低级的微生物细胞和动物细胞
中无法合成，那么以水稻作为生
物反应器又将能否实现？

基于创新和实用的出发点，
该团队遂选择水稻作为生物反应
器，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项目研究。

超级大米安全可靠更健康

“利用水稻生物反应器合成超
级抗氧化高级类胡萝卜素”，到底
是什么？

“就是在水稻里面引入合成高

级类胡萝卜素的相关基因，生产出
一种能合成高级类胡萝卜素的超
级大米。这种大米可以用来提取
大量高级类胡萝卜素，作为保健
品、抗氧化剂和化妆品等。”李嘉敏
很形象地解释道，“简单来说，就是
将水稻作为一个生物工厂，生产出
社会公众所需要的产品。”

但是，水稻种子里合成类胡
萝卜素的研制绝非一夕之功，即
便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这种高层次
科研平台和成熟的技术体系作支
撑，科学研究也不一定就能顺风
顺水。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该研
究团队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

“在进行水稻转化的前期，我
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但
也还是很难得到足够的阳性转化
植株。”团队成员陈君宇回忆起这
一当时研究中的路障时表示，这
个阻碍很大程度上拖延了项目的

进展，实验曾一度陷入困境。
为了加速转化实验，在导师

的指导下，团队成员采取多个同
学同时多批转化的办法，最终才
快速取得突破。

高等植物缺乏部分高级类胡
萝卜素合成的关键基因，如何让
高级类胡萝卜素在高等植物种子
中合成并大量积累？这是植物代
谢工程生物反应器的一个高难度
技术问题，同样也是该项目研究
的一个难点。

天道酬勤，通过大量的基因
表达分析和代谢产物测定，该研
究团队欣喜地发现了代谢通路涉
及的四个关键基因与产生高级类
胡萝卜素之间的相关性。由于这
一项目涉及植物基因工程技术，
为了消除公众对抗生素筛选标记
的顾虑并且使植物生物反应器更
加安全，该研究团队采取了筛选

标记基因删除技术，从大量的后
代中进行筛选，如愿获得了标记
删除的纯合体。

“目前，我们是通过提取出超
级大米中的纯高级类胡萝卜素产
品来避免公众对于转基因产品的
担忧。未来我们还会进行更多的
工作证明我们的超级大米是安全
可靠的，让它能成为安全高效的
食用药物工厂。”刘嘉敏很是笃
定。

创新延展保健调理更直接

“利用水稻生物反应器合成超
级抗氧化类胡萝卜素”项目，通
过代谢工程原理，引入了合成、调
控及运输等相关基因，构建出植物
生物反应器系统，在水稻中合成了
高级类胡萝卜素；而利用这一系统
和技术，还能生产其他各种天然化
合物，尤其是珍稀化合物，如能抗
疟疾的青蒿素、能治疗癌症的紫杉
醇及具有高保健作用的人参皂苷
等，从而将解决由于原料昂贵稀少
而难于提取等问题。

此外，这一项目研究的重要
意义还在于，将有望降低类胡萝
卜素生产的原材料成本，便于原
材料储存和运输，安全解决生产
效率低等工业实际问题，其产物
将在抗衰老、抗击癌症，以及控
制人体低密度胆固醇等方面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这一套系统，不仅能够降低
珍贵药物的生产价格，还能为生
产药物提供可持续的工业原料，
保护珍稀物种的过量挖掘采摘，
从而避免造成生物资源的灭绝以
及环境的破坏。”刘嘉敏介绍，该
套系统还可以引申到其他植物
中，比如水果、蔬菜等，改造现
有的品种，达到更合理的营养效
益，使人们在直接吃蔬菜水果的
同时就能获得各种所需营养，更
易达到保健调理效果。

合成生物学技术实现珍贵药物量产
通讯员 吴惠莉 方玮

本报讯 （刘宗豪） 日前，北
京理工大学陈棋教授课题组与北
京大学周欢萍教授课题组关于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的联合研究成果
已于《先进材料》上发表。

据介绍，研究人员通过在钙
钛矿前驱体溶液中引入已经商业
化的廉价甲胺乙醇溶液作为添加
剂，制备出高品质钙钛矿薄膜

（厚度达到 600 纳米以上） 和相
关器件。实验发现：甲胺乙醇
溶液的引入能有效抑制碘单质
的生成，避免其对器件性能的
不良影响，能大大提高对前驱

体物料比的精确控制；甲胺乙
醇添加剂还能通过配位作用调
控钙钛矿前驱体溶液的胶体颗
粒大小，降低多碘—铅配合物
的浓度，进而影响钙钛矿薄膜
的成膜过程及薄膜质量；一定
量的甲胺乙醇添加剂还能降低
结晶过程中的成核速率，有效
促进钙钛矿晶粒的长大，消除
晶界对器件性能的不利影响。
从而基于厚度为650纳米的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能获得 20.02%的
光电转化效率和超过 19%的稳
定输出效率。

北京理工大学

取得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究进展

本报讯 （张小远 孙佳）近
日，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
学院冯雁教授团队在酵母合成人
参皂苷 Rh2 方面取得最新研究
成果。

据悉，该研究组巧妙地利用
酵母中具有“底物相似性”的甾
醇类糖基转移酶 UGT51，通过
解析其晶体结构，预测对底物结
合及催化具有影响的热点区域；
采用半理性分子设计 （丙氨酸扫
描结合热点分区迭代饱和突变）
策略，通过双酶耦合显色的高通

量筛选平台，获得比野生型催化
效率（kcat/Km）提高 30—1800
倍的系列突变体；将最优突变体
基因引入人参皂苷 Rh2 前体生
产菌中，所获工程菌的 Rh2 合
成产量比含野生型基因提高 122
倍，显示出蛋白质工程技术在消
除代谢通路中关键瓶颈方面的突
出优势。进一步通过系统代谢工
程进行消除产物 Rh2 降解、提
高糖基供体及受体合成等调控，
最终使工程菌在 5-L 发酵罐中
产量达300mg/L。

上海交通大学

取得酵母合成人参皂苷Rh2研究成果

本报讯 （吉星） 日前，由哈
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微纳卫星团队
自主研发的第二颗卫星紫丁香一
号，在国际空间站由日本实验舱
机械臂顺利弹射释放。

据悉，科学试验立方体卫星
紫丁香一号重约 2 千克，属于标
准的 2U 结构。星地各分系统的
软硬件设计都由该学生团队自主
完成。卫星搭载了离子与中性粒
子质谱仪、业余无线电转发器、
低分辨率 CMOS 相机 3 个有效

载荷，用于开展大气低热层组成
研究、业余无线电转发通信与空
间摄影任务。其将和参与国际
QB50 工程的其他 27 颗立方体
卫星一起，作为定期运往国际空
间站的货物，装载在“天鹅座”
货运飞船“约翰·格伦”号中，
发射进入太空。目前，紫丁香一
号与空间站分离上电的瞬间，在
程序的控制下自动进行拍照，已
成功拍摄到国际空间站的太阳能
帆板。

哈尔滨工业大学

紫丁香一号从国际空间站成功分离

特别报道

研究组成员进行实验样品检测 华南农业大学 供图

错位争先特色发展
发挥优势驱动活力

面临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和中
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传统就业教
育提出的严峻挑战，安徽新华学院迅速
作出了选择——大胆探索，错位争先，
走应用型特色办学道路。

5 年来，该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办
学定位，走“需求导向、产教融合、错
位争先、特色发展”的办学道路，以改
革为动力，以质量为核心，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应用型高校建设，取得良好发
展成效，学校办学活力和发展潜力不断
增强。

对接行业产业的专业布局基本形
成。该校新增一批与经济社会紧密相关

的应用型本科专业，本科专业发展到 58
个，在校生达到 2 万余人。围绕安徽
省、合肥市重点发展产业，建设了若干
专业群，基本形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结合、规模与结构相协调的，以工、
管为主的专业布局。获批了一大批专业
建设方面的省级建设项目，其中，3 个
省振兴计划新专业建设项目，21 个省级
特色专业和综合改革试点专业，7 个省
级卓越教育培养计划和 1 个省级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初显。形成了
“四注重、四突出”的人才培养思路，

充分体现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
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要求。构建
了“三个三位一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产学研协同育人的机制初步建立，
学生的应用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创新

意识和创业能力进一步提高。各二级学
院在“三个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
指导下，积极探索各具专业特色的人才
培养实现形式，取得初步成果。

教育教学改革取得良好成效。通过
“五个引入”增强行业企业在人才培养

上的参与度，校企合作共同编制人才培
养方案，共建专业、课程、教学团队和
实习实训基地；大力推进“应用型课程
改革工程”；设计“四层次、八模块”
的实践教学体系，将各专业实践教学环
节学分比重提高至 30%-40%；构建“全
覆盖、全过程、分阶段、多形式、开放
型”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围绕应用型
人才培养过程，构建了“三级、四督、
五系统”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2011 年
以来，该校获批省级精品课程 13 门，与
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应用型课程 10 门、共
同编写教材 24 部。获批省级及以上教改
项目 100 多项，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8
项。获批国家“大创”项目 300 余项，
涌现出一大批大学生创业典型。

科研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该校大
力实施“应用性研究工程”，成立“安
徽新华学院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中
心”，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为基本职能，推进产学研工作。与企
业合作研发“智能射频识别防盗器 ”

“低压集中器”等项目已投产应用，“益

母草制剂质量控制”等已获国家专利，
时长达 2200 分钟的 10 余部优秀动画片
也在各大电视台相继播出。

“ 双 能 型 ” 教 师 队 伍 水 平 不 断 提
升。围绕应用型高校对育人主体的要
求，该校积极引进具有高学历、高素质
的复合型、应用型、高水平教育人才，
组建多元化教学团队；通过实施访学进
修、挂职锻炼等“双师、双能教师培养
工程”，促使教师从单纯的教学型向教
学、科研、服务型转变。5 年来，该校
选派 80 名教师参加国内外访学进修，
399 名教师深入企业一线实践锻炼，4 人
被评为省级教学名师，10 人被评为省级
教坛新秀，5 个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
学团队。2016 年学校自主培养副高以上
职称教师 43 人。

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2011 年
以来，该校开发多领域、多方式的师生
国际交流项目，先后与英、美等境外 20
余所高校建立友好关系，开展合作办
学、师生交换、短期研修等形式的国际
合作。新增中英、中美合作办学专业 6
个。国际教育学院在校学生数近 300
人。组织近 200 名学生赴境外高校研修
学习，选送 70 余人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前往合作高校考察学习。

基本办学条件更加完善。该校完成
四期工程建设，新建 1 栋教学楼、2 栋
实验楼、4 栋学生宿舍楼和 1 个生活服
务中心，扩建了图书馆，校舍建筑总面
积达到 45 万平方米。新建各类实验室百
余个，其中，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6
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 个，
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 个。教
学用计算机 4800 多台，多媒体教室 154
间，语音实验室 15 个。学校先后与 110
余家企业密切合作，共建校内外实习实
训基地 133 个，其中，国家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 1 个，省级校企合作实践
教育基地 3 个。

5 年间，该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
均超过 9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该校
动漫学院被教育部门评为全国教育单
位先进集体。2016 年，该校学生获得
专业资格证书 9434 人次，获国家级别
奖 项 21 项 ， 省 部 级 奖 项 47 项 ， 共 计
215 人在省级以上竞赛中获奖。安徽新
华学院的综合办学实力进一步增强 ，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得到了社会
良好评价。

紧抓机遇乘势而上
承前启后展翅高飞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步伐加
快，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新战略为应用
型本科高校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发展
空间。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安徽
新华学院正以更为自信的姿态、更为坚
实的步伐，迈向全国知名、特色彰显的
应用型高水平大学这一建设目标。

坚持基于安徽省情办大学。该校将
以建设“五大发展”美好安徽为引领，
积极呼应科教强省战略，抢抓安徽“调
转促，全创改”的发展机遇，把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求关系作为新华办大学的生
长点。

坚持立足新华实情办大学。该校将
牢记“新华教育、兴教报国”的崇高使
命；胸怀 28 年来“投身教育，矢志不
渝”的新华情结；弘扬“勇立潮头、勇
争第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新华
精神；遵循教育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
发展逻辑；坚持“集团投资、专家治
校、三会一体”的运作方式和治理体
系；坚持“需求导向，自主办学、多元

合作、开放共享”的发展模式；坚持与
时俱进、改革创新，把“高效率和高效
益”作为各项改革工作的主要衡量标
准；走好“面向市场、服务社会，面向
未来、放眼世界”的新华道路。

坚持以“质量提升为中心、内涵建
设为主线、结构优化为重点、创新发展
为动力”的办学思路，坚持多科性发展
的专业布局，形成以经、管、工、医

（药）、艺、文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局面。
坚持改革创新，推进以“三个三位

一体”为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推进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教学
改革，推进以师资队伍为重点的人才队
伍建设，推进以应用、协同为特点的科
研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能力和综合办学水平。

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贯彻
“立德、立业、立人”的育人理念，树

立“服务取向”和“职业导向”，培养
以六大核心素养 （人文底蕴、科学精
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
实践创新） 为基础，具有扎实学力、创
新精神、国际视野和发展潜力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

未来 5 年，安徽新华学院力争实现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科专业优势明
显、人才队伍素质优良、科技创新能
力 增 强 、 国 际 教 育 资 源 拓 展 稳 步 推
进、信息化建设省内领先、服务地方
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的良好
发展态势，建成全国知名、特色彰显
的应用型高水平大学。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前进道
路上，办负责任的教育、办有特色的教
育、办让学生终身受益的教育，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是安徽新华学院永不止歇
的追求。

（王友雅）

创新发展驱动核心竞争力
——安徽新华学院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纪实

学校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axhu.edu.cn/ 学校电话：0551-65872888

2015年，安徽新华学院被遴选为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单
位。2016年，该校获得2项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全省45所本科高校
中排名第4；科研实力排名全国民办高校第7；实现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办学经验被国家教育部门评估中心写入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经验汇编。短短
一年间，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轮值主席单位、全国民办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示范学校”、2016教育年度“品牌实力民办大学”“安徽省首批省级
创业学院”等荣誉接踵而至，该校用实力验证了多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

安徽新华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无穷动力来源于哪里？让我们一起翻开
该校的教育“秘籍”。

安徽新华学院——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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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必读·纪念恢复高考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