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瓜苦味不再有
中国农科院发现控制黄瓜苦味基因，已推广1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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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鸡戴眼镜
“温柔”还长肉

一亩马铃薯只需两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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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羊毛”的

匈牙利国宝猪

专家提示种植技术

畜禽养殖

近日，由中国农科院深圳农
业基因组所与云南师范大学马铃
薯科学研究院共同完成的“马铃
薯自交衰退的遗传基础”在《自
然·遗传》杂志在线发表。

马铃薯既是蔬菜也是排在水
稻与小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粮食
作物，地位“超然”。但马铃薯种
植一直存在瓶颈，主要依靠薯块，
不易运输保存、易染病，种植成本
高。近年来，中国科学家相继解
决了马铃薯自交不亲和与自交衰

退两大关键问题，也就是如何培
育出马铃薯的种子和如何保证用
种子种出来的马铃薯更大更壮。

科学家在谈到马铃薯时都提
到“四倍体”，简单地说，体细胞中
含有 4 个染色体组的生物个体就
是“四倍体”。由于四倍体基因高
度杂合，使得优良基因很难聚合
在一起，所以育种周期长。另外，
薯块繁殖成本高，1 公斤薯块只能
收获 10 公斤的马铃薯，且易感染
病虫害。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在农业
农村部、深圳市和云南省的支持
下，基因组所联合云师大等国内
外优势单位发起了“优薯计划”，
以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为指
导，用二倍体替代同源四倍体，并
用种子替代薯块繁殖。该项目被
中国农科院列为“重大产出科研
选题”之一。

“优薯计划“牵头人、基因组
所所长黄三文表示，这是一场颠
覆马铃薯育种和繁殖方式的“绿

色革命”。他指出，过去种植一亩
马铃薯需要 200 公斤薯块，现在只
需 2 克种子，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而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近亿亩，
由此产生的经济价值可想而知。

马铃薯种子是从果实里得出
的，收集起一碟放在桌上，有点像
一盘孜然。“现在二倍体马铃薯的
种子非常小，相当于芝麻的十分
之一，而且自交后表现出非常严
重的自交衰退。”黄三文说，这就
给科研团队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如何解决“自交衰退”问题。
“为进一步鉴定这些有害突

变的遗传效应，我们构建了 3 个二
倍体马铃薯自交分离群体，并开
发了一套不依赖于亲本的基因分
型方法。”基因组所张春芝博士表
示，研究团队发现了马铃薯群体
中的一个稀有突变。研究最终发
现，这些大效应的有害突变主要
位于重组率较高的区域，可以通
过遗传重组将它们有效清除。

据《中国科学报》

最新成果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完成的黄瓜基因组和重要农
艺性状基因研究近日获得2018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该研
究发现了控制黄瓜苦味物质合成
的基因，成功解决了华南黄瓜品种
变苦而丧失商品价值的生产难题，
累计推广约100万亩，创造约80亿
元的经济价值。

黄瓜基因组和重要农艺性状
基因研究项目主要完成人、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黄三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黄瓜基
因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发
现了控制黄瓜苦味物质合成的9个
基因，并发现有两个“开关”基因分
别在叶片和果实中控制苦味物质
的合成。把果实“开关”关上，可以
不让黄瓜变苦；把叶片“开关”打
开，能够让叶片苦来抗虫。基于上
述发现，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培育了“蔬研”系列新品种，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联合多家单位以黄瓜为研究
对象，通过破译黄瓜基因密码为突
破口，开创了从“基因组到新品种”
的新道路，成功培育了无苦味的美
味黄瓜新品种，使中国蔬菜基因组
学科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重大
跨越。

黄三文表示，该研究进一步全
面揭示了黄瓜的遗传变异，系统阐

明了黄瓜的起源和演化过程，证实
了黄瓜原产于印度，是当地传统的
草药。因为在苦味基因上的改变，
变成了大受欢迎的可口蔬菜。黄
瓜后来传播到不同地域，形成了三
个主要类型：欧亚黄瓜、东亚黄瓜、
西双版纳黄瓜。该研究还发现东
亚黄瓜与印度黄瓜的分离时间是
2000多年，与张骞出使西域给中国
带来黄瓜这个大众蔬菜的史实相
吻合。 据中新社

给鸡戴眼镜，则是为了防止叼啄。
因为散养土鸡性格好斗，尤其是公鸡。
公鸡的鸡嘴坚硬，打起架来互相啄得体
无完肤。

而鸡戴上眼镜后，挡住了上方、前
方视线，只能向左右和下方看，这样既
防止了土鸡打架，也不影响啄食，能够
阻止正面攻击，不啄肛、不啄毛，增重
快、提高养殖密度，并且不影响采食、饮
水、活动。

使用时间：1.普通草鸡、三黄鸡在一
斤以后开始配戴眼镜至上市。2.山鸡
（野鸡、七彩山鸡）比较适于在50天以后
配戴眼镜至上市。3.如果普通草鸡不满
一斤、山鸡不满50天想给鸡配戴眼镜的
朋友，应小批量进行试戴，以确保最佳
配戴效果及时机。

佩戴方法∶把鸡固定好，先用一个牙
签或金属细针在鸡的鼻孔里用力扎一
下并穿透。2.左手抓住鸡眼镜突出部分
向上，插件先插入鸡眼镜右孔后，对准
鸡鼻孔，右手用力穿过鸡鼻孔，最后把
镜片插入左镜框，整个安装过程完毕。

据《农业科技报》

冬季大棚辣椒栽培要点
冬季常常是低温干旱的天气，根系

活动减弱，植株生长缓慢，病毒病发生率
高，从而影响了辣椒的正常生长发育。
所以要采取防寒保暧措施。

温度管理：定植后一周内不通风，以
保温为主，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

水份管理：辣椒较旱不耐涝，要获高
产，必须加强水份管理，开花结果期时要
灌溉，保持土壤湿润。

追肥：在辣椒开花期、幼果期、果实
膨大期可以逐渐增加肥料，喷施辣椒叶
面肥，可增强辣椒植株营养匹配功能，防
止落叶、落花、落果；使辣椒发育迅速，果
实色泽亮丽，辣味香浓。 青海三农服务

由于全身披着一层厚厚卷曲的毛，
匈牙利曼加利察猪被称为“披着羊毛的
猪”，是匈牙利的国宝。匈牙利全国曼加
利察猪育种协会会长托特·彼得说，曼加
利察猪是匈牙利土著猪种与野猪的杂交
品种，一般成年猪体重都在 100 千克以
上，生长缓慢，只能散养，一般一年以上
才能出栏，为保证肉质和脂肪比例呈现
漂亮的大理石花纹，重量到 120 千克时
就要宰杀。

曼加利察猪是匈牙利独特的品种，
为保护基因的纯洁性，协会制订配种计
划，每只猪都有自己的编号，经过 10 多
年努力，丰富了 10个品种线的遗传值和
方差。2004年匈牙利政府认为曼加利察
猪具有高度遗传价值，将其列为受保护
的本土濒危国宝级物种。 据《经济日报》

保鲜贴纸轻松一贴

水果两周不腐坏
近日,马来西亚一家名为 Stixfresh 的

公司,成功研发出一种神奇贴纸,只需将它
贴在水果表面,就可将水果保鲜期延长14
天时间。

据悉,这种水果贴纸由100%有机材料
制成,使用起来十分方便。贴纸内含有氯
化钠及蜂蜡,可有效去除乙烯(水果内的催
熟激素)从而减缓果实成熟过程,同时可有
效防止果实霉菌的生长。这款贴纸适用
于大多数水果,如苹果、梨、牛油果、火龙
果、猕猴桃、芒果、橙子等。使用时,只需将
其简单贴在水果表面,就可帮助其将保鲜
期延长14天时间,同时确保水果果肉紧实
而多汁。 据《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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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熏蒸 取食醋0.5公斤、
水0.5升盛在砂锅内，在鸡舍内
煮沸、蒸发，每次10分钟，每次熏
蒸结束后要撤掉加热装置，以免
消耗舍内太多的氧气。此法不
仅能排除鸡舍内的氨气，还能降
低其他有毒气体的浓度。

清便换垫料 及时清除鸡舍
内的粪便和垫料，特别是实行平
养时更应加强粪便、垫料的清除
工作，并及时换上新垫料。

排污除湿 在做好舍内保温
的同时要重视排污除湿，定期打
开风扇加大换气量，保持室内空
气新鲜。如果人进入鸡舍感到浓
重氨气味，此时的氨气浓度已经
远远超出了规定标准，应马上通风换气，要
以让人感到不闷、不刺鼻刺眼为宜。

撒过磷酸钙 在鸡舍内撒过磷酸钙，
使其与氨结合生成磷酸铵盐，每周撒 1
次，每10平方米撒0.5公斤。

据《农业科技报》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过马营镇沙加村村民原居住地交通闭塞，用水、用电和通讯困难，在
出行、就医、入学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便。搬离穷山窝，改变贫穷面貌，是村民们一直以来最渴望的
事。 2017年，沙加村结合实际情况实施易地搬迁项目，共涉及搬迁户139户579人，按照因地制
宜、合理规划、政府引导、群众自愿的原则分类安置，项目于2018年10月完工。据了解，截至目前，
农牧户已全部入住，沙加村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居住条件发生巨大改变。 据新华社

近日，中国农科院农业信
息研究所所长孙坦介绍，智慧
农业是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
基础和主要驱动力的新兴农业
生产模式，使用智能机械来实
现农畜牧产品的种管采收等方
面，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

回报，主要用来解决更高的产
量和环保要求。现阶段智慧农
业的主要应用集中在农业的可
视化远程诊断、远程控制、灾变
预警等智能管理和计算育种。

在智慧农业领域的研发和
创新，需做到“眼尖、脑快、手

灵”，看重全局数据控制和信息
管理，在一个区域以及农业和
其他产业的相互关联上起到解
决整个过程的数据分析、控制、
挖掘以及决策支持、传递的作
用。信息所根据现有的研究布
局和特长，通过大数据的融合

治理与并行计算、机器视觉与
表型、农作物模型和全局的信
息管理以及计算育种等关键技
术和方法，构建了数字果园、智
慧蜂业、数字小麦、数字玉米等
模型，智慧兽药、物联牧场、物
联菜园等全局信息管理平台，

计算育种大数据平台和智慧农
业大数据平台等应用平台，推
出了“1+1+N”的模式，一个智
慧农业的大数据中心，支撑一
个智慧农业大数据的决策指挥
平台，带动 N 个面向区域特色
的智慧农业的具体应用，将政

府的监管、电子商务、质量溯
源、监测控制应用和整个生产
过程全部集成到一个平台。大
数据将会对智慧农业产生颠覆
式的影响，最终智慧农业的模
式必将为节本提质增效发挥作
用。 据《农民日报》

大数据将会对智慧农业产生颠覆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