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现代生物技术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杰出的科技进步之一，转基

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典型代表。自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

以来，全球转基因生物产业发展迅速，转基因技术已应用于农业、

医药、工业等多个领域，转基因产品也正越来越多地走进消费者的

生活。

然而，任何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必须考虑安全和风险

问题，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是全球市场贸易中敏感的问题，也是老

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认识“基因”、了解转基因及其产品，揭开

转基因的神秘面纱，人们就会科学、理性地对待“转基因”。

为此，我们编纂了转基因科普知识手册。衷心地希望广大民众

能通过该知识手册，增加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从科学和客观的角

度理性地评价转基因技术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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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基因基础知识

1、什么是基因？

人类对基因的认识经过了漫长的知识积累。早在1865年，一

个名叫孟德尔的奥地利修道士就通过碗豆杂交实验提出了“遗传因

子”的概念，是基因的前身。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首次提

出了“基因”一词，开始沿用至今。二十世纪初，美国遗传学家摩

尔根进一步发现基因是在染色体上线性排列的。而真正揭示基因本

质是在现代分子生物学诞生和发展之后。20世纪50年代随着脱氧核

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解析，人类对基因的结构和特性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基因是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是染色体或基因组的一段DNA序

列(部分病毒是以RNA序列作为遗传信息载体)。基因包括编码序列

(外显子)、单个编码序列间的间隔序列(内含子)和编码区前后对于基

因表达具有调控功能的序列（启动子和终止子）。

DNA分子是由两条核苷酸链以互补配对原则所构成的双螺旋结

构的分子化合物。单个核苷酸由一个5碳糖连接一个或多个磷酸基团

和一个含氮碱基组成。单个核苷酸再以糖-磷酸-糖的共价键形式连

接形成DNA单链。每个糖分子上附着一个碱基，共有4个不同的碱

基：腺嘌呤（A）、胸腺嘧啶（T）、胞嘧啶（C）和鸟嘌呤（G）。

两条DNA单链以互补配对形式，5'端对应3'端形成DNA双螺旋结

构。其中两条DNA链中对应的碱基A-T以双键形式连接，C-G以三

键形式连接，糖-磷酸-糖形成的主链在螺旋外侧，配对碱基在螺旋

内侧，螺宽为2nm。

基因是生命的密码，记录和传递着遗传信息，基因通过复制把

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人类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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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5000个基因，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

过复制、表达、修复，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

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

因有关。它同时也决定着人体健康的内在因素，与人类的健康密切

相关。不同物种中基因数量差异很大，如简单的RNA病毒只有8个

基因，流感病毒大约有1700多个基因，大肠杆菌有近4300个基因，

水稻大约有46000至55000个基因。生物的某个性状可由一个基因决

定，也可由多个基因或一组基因共同决定。

2、基因与生物性状是什么关系？

基因控制生物性状过程十分复杂，至今这个问题仍然是分子

遗传学前沿研究的重点，但其基本原理已被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所揭

示。1958年，一个名叫克里克的英国科学家最早提出了基因如何控

制生物体性状的原理，在遗传学上称为遗传信息传递的规律，命名

为中心法则。中心法则阐明了遗传信息传递的方向，即遗传信息从

DNA传递至RNA（核糖核酸），再传递至多肽（蛋白质）。蛋白质

的性质和功能是由基因控制的，而蛋白质的功能决定了生物性状的

表现，早已查明蛋白质是由二十种氨基酸组成的。基因编码序列中

的四种碱基的不同排列方式决定了基因的特性，DNA中的遗传信息

忠实地传递给RNA，RNA中的核苷酸序列每三个决定了蛋白质中一

个氨基酸的序列，我们称之为“三连体密码子”。就像莫尔斯电报

密码一样，几个阿拉伯数字决定了一个字，而一连串的字符决定了

一个完整的语句，并表述了一个完整的意思一样，基因的碱基序列

决定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目前，决定二十种氨基酸序列的三连

体密码子均以破译。在细胞中，有一套十分精密的工作系统可以准

确地把这些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生产出来。蛋白质是生物个体生命

活动的承担者和体现者。

通俗的说，基因就是通过决定合成特殊功能的“蛋白质”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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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物体的性状特征。

3、什么是转基因技术和产品？

转基因技术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生物体基因组

中，通过外源基因的稳定遗传和表达，达到品种创新和遗传改良的

目的。也可通过干扰或抑制基因组中原有某个基因的表达，去除生

物体中某个我们不需要的特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遗传性状”，

人们常提到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

“转基因技术”的同义词。“外源基因”是指在生物体中原来不存

在的基因，也就是外来的基因。转移了外源基因的生物体会因产

生新的多肽或蛋白质而出现新的遗传性状。目前，商业化的转基因

作物的外源基因大部分来自于外源物种，如转基因抗虫棉的Bt基因

来源于一种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而开发来源于本物

种的基因并转化到该物种是当前转基因研究的热点，改变“内源基

因”的表达模式也可显著改变物种的遗传性状。

转基因产品是采用转基因技术改造后的生物体及加工产品，

主要包括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是指经转基因技

术修饰的生物体，常被称为“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包括转基因植物、动物和微生

物；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生物技术改良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所制

造或生产的食品、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物等。

二、转基因技术的特点

4、常用转基因技术有哪些？

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转基因的基本原理非常相似，但转基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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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各不相同。微生物比较容易实现转基因操作，而植物和动物的转

基因相对困难。现代生物技术已产生了多种分别针对微生物、植物

和动物的转基因方法。

（1）微生物转基因方法

转化（transformation）是转基因操作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是指

一段同源或异源的DNA转入受体细胞的转移过程，是现代分子生物

学研究和基因工程不可缺少的重要技术。目前常用的转化方法有氯

化钙(化学转化法)和电转化法。

氯化钙（CaCl2）法：该法最先是由Cohen于1972年发现的。其

原理是细菌处于0℃，CaCl2的低渗溶液中，菌细胞膨胀成球形，转

化混合物中的DNA形成抗DNase的羟基-钙磷酸复合物黏附于细胞

表面，经42℃短时间热冲击处理，促使细胞吸收DNA复合物，在丰

富培养基上生长数小时后，球状细胞复原并分裂增殖，被转化的细

菌中，重组子中基因得到表达，在选择性培养基平板上，可选出所

需的转化子。Ca2+处理的感受态细胞，其转化率一般能达到5×106-

2×107转化子/ug质粒DNA，可以满足一般的基因克隆试验。如

在Ca2+的基础上，联合其他的二价金属离子（如Mn2+、Co2+）、

DMSO或还原剂等物质处理细菌，则可使转化率提高100-1000倍。

化学法简单、快速、稳定、重复性好，菌株适用范围广，感受态细

菌可以在-70℃保存，因此被广泛用于细菌外源基因的转化。

电转化法：电转化的研究始于本世纪70年代。1979年首次实现

了细胞电融合，1980年成功地应用于质粒导入。电转化的基本原理

是，当细胞放在电场中，细胞膜起着电容器的作用，电流不能通过 

离子通道除外，随着电压升高，细胞膜组分被极化，并在细胞膜两

边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超过某一临界水平，细胞膜局部被击穿，

形成一些瞬时的孔洞，孔径大小足以让大分子和小分子如（ATP）

进入或从细胞中排出。如果电场强度和脉冲持续时间不超过临界限

度，这种通透性是可逆的，否则细胞会遭到不可逆的损伤或死亡。

研究电穿孔的机理，主要是脉冲的幅度、宽度、波形和个数等对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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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膜通透性变化的作用，其中脉冲幅度的作用研究得最充分。

质粒DNA电转化基本操作步骤包括细胞的制备、质粒DNA的转

化(包括质粒DNA的分离纯化和目的基因的载体构建、酶切、连接) 

和转化子的筛选。影响电转化效率的主要因素有：受体菌种类、生

长时期和质量浓度，质粒种类、大小和用量，电激参数包括电阻、

电容、电场和电击介质，电击前后孵育时间、电击后培养和转化子

的筛选等。

（2）植物转基因方法

目前，植物转基因主要采用农杆菌介导法、基因枪法和花粉管

通道法。

农杆菌介导转化法：农杆菌是普遍存在于土壤中的一种革兰氏

阴性细菌，能在自然条件下趋化性地感染大多数双子叶植物的受伤

部位，并可诱导植物产生冠瘿瘤或发状根。通常人们会在许多双子

叶植物靠近地面的根茎交界处看到一种帽状肿瘤，就是由农杆菌的

一种—根癌农杆菌侵染造成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揭示了农杆

菌诱导植物产生冠瘿瘤或发状根的原因。农杆菌的细胞中含有一种

特殊的质粒，分别为Ti质粒或Ri质粒。当农杆菌侵染植物的伤口时，

这种质粒可以把其中的一段包含多个基因的DNA转入植物细胞并插

入到植物基因组中，我们称之为“T－DNA”，即转移（Transfer）

DNA的缩写。这些基因在植物细胞中表达，就诱导植物产生了冠瘿

瘤或发状根。之后，科学家对农杆菌及其所含的Ti质粒或Ri质粒进行

改造，去除了T－DNA中的致瘤基因，而将有用的外源基因插入，使

其不能对植物产生有害的症状，而仅仅能将人们所希望的基因转入

到植物基因组中。农杆菌介导法起初只被用于双子叶植物，科学家

发现双子叶植物中存在着一种叫做乙酰丁香酮的物质，可以诱导T－

DNA的转移，而这种物质不存在于单子叶植物。近年来在一些单子

叶植物（如水稻、玉米等）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转化时加入乙

酰丁香酮是成功的关键。

基因枪法：通过一种被称为基因枪的设备，利用火药爆炸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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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体加速，将包裹了带外源目的基因的高速微弹直接送入完整植

物细胞中。外源目的基因会随机地插入到植物基因组中，从而实现

转基因操作。与农杆菌介导的转化方法相比，基因枪法不受植物是

否单子叶或双子叶类型的限制，且其载体质粒的构建也相对简单；

但基因枪法产生的转基因植物中，外源基因的表达不如农杆菌介导

法稳定，成本也相对较高，而且需要特殊的仪器。

花粉管通道法：这种方法是由我国科学家周光宇于上世纪80年

代初发明的，主要原理是在植物开花之际，向植物花器的子房中注

射含外源目的基因的DNA溶液，利用植物在开花、受精过程中形成

的花粉管通道，将外源DNA导入受精卵细胞，并进一步整合到植物

细胞的基因组中，然后随着受精卵的发育而产生转基因新个体。该

法最大的优点是不依赖植物组织培养，无需特殊仪器设备，技术简

单、易行，但重复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动物转基因技术

常用的动物转基因技术有核显微注射法，精子介导的基因转移

法，核移植转基因法和逆转录病毒法。

核显微注射法：在显微镜下，用一根极细的玻璃针（直径1-2

微米）直接将外源DNA注射到受精卵的细胞内，注射的外源基因与

胚胎基因组融合，然后进行体外培养，最后移植到受体动物子宫内

发育。这样随着受体动物的分娩就可能产生转基因动物个体。核显

微注射法是动物转基因中最常用的方法，但其存在效率低、表达不

稳定、以及需要大量的动物供体和受体动物等缺点。

精子介导的基因转移法：该方法是把动物精子作适当处理后，

使其携带外源基因。然后，用携带外源基因的精子给发情母畜授

精，在母畜所生的后代中，就有一定比例的动物是转基因个体。同

显微注射方法相比，精子介导的基因转移法具有成本低且无需对受

体动物进行特殊处理的优点。

核移植转基因法：先将基因导入到体外培养的体细胞中，筛

选获得带转基因的细胞。然后，将其细胞核取出，并移植到去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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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核的卵细胞中，生产重构胚胎。重构胚胎再移植到母体中，从而

产生转基因动物。体细胞核移植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动物转基因技

术。

逆转录病毒法：利用逆转录病毒DNA的LTR区域具有转录启动

子活性这一特点，将外源基因连接到LTR下部进行重组后，包装成

高滴度颗粒，去直接感染受精卵，或微注入囊胚腔中，随后携带外

源基因的逆转录病毒DNA整合到宿主染色体上。该方法的优点是操

作简单，外源基因的整合效率较高，动物病毒所具有的启动子不但

可以引发一些选择标记基因的表达，还能引发所导入的外源基因的

表达。但是反转录病毒载体容量有限，并且外源基因难以植入生殖

系统，成功率较低。病毒衣壳大小有限，不能插入大的外源DNA片

段。

5、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有何异同？

自从人类养殖动物和耕种作物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对养殖的动

物和耕种的作物进行遗传改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这种遗传改

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农业科学技术，即育种学。传统的育种

学主要采取杂交育种技术，即通过携带优良遗传性状基因的父母本

通过有性杂交，获得优于父母本的子代个体，通过选择获得优良品

种，优良品种对于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同

物种，其育种技术千差万别，但根本目标都是使目标物种最大程度

地具备对人类生产、生活有利的特征，而减少不利的性状。基因是

决定生物性状和特征的根本要素。因此，育种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

人为的干预，使养殖的动物和种植的作物中不断地积累“有利”基

因而减少“不利”基因。无论是传统的常规育种技术，还是现代生

物技术产生的转基因育种技术，都是以使动物或植物获得优良基因

为目的来进行遗传改良的。在这个层面上，转基因育种与常规育种

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相同，都是遗传物质，即基因的交换。



转基因科普小知识
ZHUAN JI YIN KE PU XIAO ZHI SHI

8

但是，转基因技术又与传统育种技术明显不同。我们上面提

到，常规育种技术要通过有性生殖阶段，然而要从种外引入优良基

因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不同的物种难以或根本不能产生后代，即所

谓的“生殖隔离”。首先，转基因技术可以打破物种的界限，实现

传统育种技术不能做到的物种间的基因转移，理论上可实现任何物

种间的基因交流。其次，转基因技术实现了对具体基因进行精确操

作。传统育种技术通常是在基因组水平上对目标物种进行选择的，

对于目标物种后代性状的预见性相对较差；而转基因技术则是针对

功能明确的基因进行操作和转移，可以准确地预知转基因后代的性

状。就是由于转基因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间存在的这两个明显的不

同，使科学家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更加快速、高效地改变目标物种

的性状特征，从而极大地加快了育种的速度、提高了育种的效率。

6、转基因技术有哪些应用？

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地应用于基础科学研究、农业、医学及工业

等多个领域。

（1）对基因功能及其表达调控的基础研究中，转基因技术已

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将目标基因导入到不同物种中，研究基因的

结构和功能、组织特异性表达水平、代谢网络调控，从而最终揭示

目标基因的功能已成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另

外，植物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所需要的大量突变体，也是大多通过转

基因技术获得的。

（2）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除了包括人们熟知的转基因

育种之外，还可应用于动植物病害防治。目前，转基因技术应用规

模最大的领域就是转基因育种。除了培育众所周知的转基因抗虫和

抗除草剂农作物外，转基因技术还可应用于培育为提高产量、改善

品质、抗性增强等性状而改良的多种植物新品种。

①抗除草剂转基因植物。杂草是农作物生产的大害，将抗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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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剂基因转入栽培作物，能有效地防治田间杂草，保护作物免除药

害。目前从植物和微生物中已克隆出多种不同类型抗除草剂的基

因。抗除草剂转基因植物是最先进入田间生产的转基因植物，2009

年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仍然是主要的转基因作物。

②抗病毒、抗细菌、抗真菌转基因植物。通过导入植物病毒的

外壳蛋白基因、病毒复制酶基因、核糖体失活蛋白基因、干扰素基

因等来提高植物抗病毒能力，目前转基因番木瓜已经商业化生产，

具有显著的抗病效果。非植物起源的杀菌肽基因在植物上表达可使

植物获得对病原细菌的抗性；植物也拥有抗细菌基因，如拟南芥Rp 

s2基因和番茄Pto基因，这些基因的转基因植物也可使植物表达对病

原细菌的抗性。与抗虫和抗病毒基因工程相比，抗真菌基因工程难

度较大，近年来，对植物与真菌病原相互作用的分子机理有初步了

解，并完成了抗真菌基因的克隆，抗真菌转基因作物面世也为期不

远。

③抗虫转基因植物。昆虫对农作物的危害极大，目前对付昆虫

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化学杀虫剂。采用转基因技术可以将抗虫基因转

入作物体中，由作物本身合成杀虫剂，使其获得抗虫特性，减少杀

虫剂的使用。抗虫基因主要有毒蛋白基因、蛋白酶抑制剂基因、植

物凝集素基因、淀粉酶抑制剂基因等。自从将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的Bt毒蛋白基因导入烟草并成功表达出抗虫特

性以来，抗虫转基因作物发展迅速，转基因抗虫棉、抗虫玉米等均

已进入商业化生产。

④抗逆境转基因植物。植物对逆境的抵抗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

题。为提高植物对干旱、低温、盐碱等逆境的抗性，研究人员试图

将一些抗逆境基因克隆后转入植物。例如科学家目前已成功地将北

冰洋比目鱼的抗冻基因导入草莓中，并在美国上市销售。

⑤改良品质的转基因植物。通过转基因技术手段，可以提高植

物的营养价值(提高蛋白品质、提高能量品质、提高维生素含量、提

高微量元素含量)，改进食用和非食用油料作物的脂肪酸成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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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及蔬菜的口味等。例如，利用转基因技术在植物中表达编码半

乳糖内脂脱氢酶的基因，可以提高维生素C的水平；将由玉米种子克

隆的富含必需氨基酸的基因导入马铃薯后，转基因马铃薯块茎中的

必需氨基酸提高10%以上。

⑥控制果实成熟的转基因植物。乙烯是植物果实成熟时重要的

内源激素，通过控制乙烯合成的关键酶可延长某些水果和蔬菜瓜果

的保鲜期；也可通过控制与细胞壁成分降解有关的酶的反义基因，

来控制果实变软，延长保鲜期。

⑦复合性状转基因植物。复合性状是转基因作物一个非常重要

的特点，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2009年总共有2870公顷的复合性状

转基因作物，美国种植的复合性状作物占到全部6400万公顷转基因

作物的41%。2010年，美国将会投放SmartstaxTM玉米，此种转基因

玉米具有八种不同的新型编码基因，呈现三种性状，两种为抗虫性

（一种抗地上害虫，一种抗地下害虫），第三种为除草剂耐性。未

来的复合性状将包括抗虫、抗除草剂和耐干旱性，加上营养改善性

状，如高Ω-3油用大豆或增强型维生素原A的金米。

虽然转基因动物品种尚未真正得到应用，但针对动物抗病、促

进生长、提高产量和质量的转基因育种正在快速发展之中。此外，

转基因技术也可应用于动植物病害的防治，如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

研制新型转基因蛋白农药和疫苗。

（3）医学中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大。动物转基因技

术可以创造诊断和治疗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可克服单纯依靠自然

突变体的局限。转基因技术还可以应用于药用蛋白的生产，如利用

转基因微生物发酵培养或利用转基因动植物作为生物反应器可生产

胰岛素、干扰素等珍稀药物，还可利用动植物生产疫苗。美国FDA 

2009年就批准了19个新分子实体和6个治疗性生物制剂，包括ATryn

（一种从转基因山羊中得到的抗凝血酶重组蛋白）和Cervarix（一种

用于预防人乳头瘤病毒第16、18型病毒引起的子宫颈癌与癌前病变

的疫苗）等人用新药。此外，现代医学正在积极探索直接使用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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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来治疗一些人类的疾病。

（4）转基因技术可应用于工业生产。如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曲

霉、酵母等微生物菌种，通过发酵可生产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

或者直接用于酱油和奶制品等的生产，达到提高产量或改善风味等

目的。现已获准商业化使用了转基因面包酵母和啤酒酵母。在生物

质能源生产中，转基因技术不仅用于培育生物质能源植物新品种，

还将应用于发酵过程中的微生物改造和复合酶的生产。工业重金属

污染的治理也正在探索使用可进行生物修复的转基因植物。

三、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历程

7、转基因技术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

转基因技术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产物。当上世纪五十年代

科学家揭示了DNA双螺旋结构之后，人类开始真正从分子水平认识

了基因，同时也开始了通过直接改造基因来改造生物的科学实践。

首先，科学家发明了DNA重组技术，如1973年，美国科学家把浸

染细菌的病毒—噬菌体λ的DNA片段插入浸染哺乳动物细胞的病

毒—猿猴病毒SV40的基因组中，并导入大肠杆菌中进行扩增，为人

类首次开展的“遗传工程”实验。之后，科学家又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分子克隆”技术，开始利用细菌来生产人们需要的蛋白质，如

1978年，科学家把来源于人的胰岛素基因植入大肠杆菌，让大肠杆

菌合成人胰岛素，1982年重组人胰岛素还成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重

组DNA药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家逐渐开始了对动物和植物

的转基因改造。转基因动物的诞生要早于转基因植物。比较公认的

第一个转基因动物是1980年科学家Gordon用显微注射法获得的转

基因小鼠，并标志着动物转基因技术的建立。1982年美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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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iter将大鼠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小鼠受精卵的雄性原核中，获得了

个体增大一倍的转基因“超级鼠”。之后，科学家Church获得了首

例转基因牛，为首个人类饲养的转基因牲畜。至今，人们已获得了

转基因鼠、鸡、山羊、猪、绵羊、牛、蛙以及多种转基因鱼。

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获得转基因植物得益于对农杆菌侵染植物

的机理研究。1983年，利用农杆菌介导的方法，美国华盛顿大学和

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学家分别宣布将卡那霉素抗性基因导入烟草和将

大豆基因转入向日葵，标志着植物转基因技术改良农作物的开始。

之后，1985年Fromm等人建立了电击转化原生质体方法，并于1986

年利用该方法获得了转基因玉米植株；1987年，Klein等人发明了基

因枪转基因方法，随后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植物转基因。

目前，针对动物和植物，越来越多的转基因技术被发明出来，

大大加快了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步伐，并且由于人们对转基因生物安

全性的关注，一些注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转基因方法也日益得到

重视。

8、全球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有哪些发展动向？

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转基因技术研究日新月异，研究手段、

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基因克隆技术突飞猛进，一些新基因、新性状

和新产品不断涌现。

转基因技术正在向集成应用，安全高效、多基因聚合、规模化

方向发展。安全高效、多基因聚合、规模化已成为转基因作物育种

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新型载体、受体、时控表达调控元件（启动

子、终止子等），叶绿体遗传转化等新型转化方法，无选择标记基

因的安全转基因植物技术等也在开发过程中，并得到初步应用。

规模化转基因技术：标准化、工厂化和流水线式基因转化是提

高转基因育种效率的重要发展方向。完善的农杆菌介导法、花粉管

通道法和基因枪轰击法等转基因技术，并通过系统集成，建立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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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工厂化高效转化体系。有效降低了转基因运行成本，拓宽了

受体的基因型范围，显著提高了转基因效率。

多基因聚合转化技术：由于作物中绝大多数性状是由多基因控

制的，将多个基因按照育种目标进行组装后同时导入一个受体中，

使其多个性状同时得到改良，将提高目标基因的表达，降低或去除

连锁累赘，有效地聚合多个有利基因。

高效转化技术：转化效率低是阻碍转基因作物研发进程的重要

原因。在作物上，载体改良、定点整合、基因时空表达调控等技术

创新，将突破基因型限制，提高转化效率。

品种分子设计技术：“品种设计”是系统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

在作物品种培育领域中的实际应用。近年来出现的品种分子设计把

转基因技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DNA shuffling技术和常规

育种技术进行集成创新，已成为国际上提高育种效率的主要途径之

一。

外源基因清除技术：综合利用了两套位点特异重组酶的元件，

即来源于细菌噬菌体的Cre/LoxP系统和来自于酵母的FLP/FRT系

统，这两套系统均通过重组酶识别特定的重组位点将插入该位点间

的所有外源基因删除。外源基因清除技术具有几个显著优点：(1)能

够将转基因植物花粉和种子中的外源基因全部清除。(2)大幅度地提

高了转基因植物中外源基因的删除效率。(3)外源基因清除技术更适

合于生产上应用，尤其是在第二代和第三代转基因产品生产中更有

应用价值。

转基因产品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如医药、工业等产业中的转

基因生物研发与应用加快。以目前应用规模最大的转基因农作物为

例，全球转基因植物新品种已从抗虫和抗除草剂等第一代产品，向

培育抗旱、抗寒、耐盐碱、改善营养品质、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来

源于农作物自身的“绿色基因”的第二代产品，以及采用转基因植

物生产药品、工业化产品用蛋白、塑料、香料、润滑剂、生物质能

源等第三代产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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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尽管转基因生物的应用饱受生物安全性的质疑，全球并

未放松对转基因生物的研发步伐，而是纷纷投巨资加快研究，试图

在这场激烈国际高技术竞争中占据先机。除了对转基因应用持积极

态度的美国等国在大力支持加强转基因作物研究外，欧盟、日本以

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在积极开展转基因研究与开发。

9、全球转基因生物的产业化是什么情况？

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应用在迅猛发展。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

应用服务组织（ISAAA）报告（图1），2009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

植面积继续攀升，达到1. 34亿公顷，约占全球耕地面积的8%，比

2008年增长了7%（900万公顷），是1996年170万公顷的80倍。

其中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和油菜分别占其总种植面积的77％，

49％，26％和21％。美国种植的转基因玉米品种中75％为双性状

或三性状杂交作物；双性状杂交棉品种占美国所有转基因棉花的

75％，澳大利亚为88％，南非为75％。

 

图1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情况（1996-2009）（引自ISAAA）

2009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为25个，其中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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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万公顷的前八位国家分别是美国（6400万公顷）、巴西

（2140万公顷）、阿根廷（2130万公顷）、印度（840万公顷）、

加拿大（820万公顷）、中国（370万公顷）、巴拉圭（220万公

顷）和南非（210万公顷）。此外，全球另有30个国家批准转基因

产品进口或进行试验。2009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种类达到24种，

但主要种植的主要有4种：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棉花和

转基因油菜。

转基因动物尚未得到大规模应用。2009年美国批准了首个转基

因动物用于生产ATryn药物，也是世界第一个转基因动物生产的药物

用于临床治疗。该药品是从转基因山羊的羊奶中提取纯化出来的，

用于治疗一种被称为遗传性抗凝血酶缺乏症的疾病。

在医药生产中，已使用了多个转基因生物。自1982年基因重组

人胰岛素在美国开发成功后，迄今已有红细胞生成素（EPO）、粒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干扰素等50种重组DNA药物上市，仅α干扰素

目前已有49个国家批准销售，年销售额达3亿美元。2006年，美国

农业部批准了第一个用转基因植物生产的兽用疫苗—鸡新城疫病毒

疫苗；古巴哈瓦那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成功研制了乙型肝

炎表面抗原抗体，这是第一个被批准规模化生产的植物源抗体。用

玉米表达抗生物素和牛胰蛋白酶、水稻表达人溶菌酶和乳铁蛋白由

美国Sigma公司（St. Louis）于2008年进行大面积田间试验。迄今

为止，已经有20多种基因工程疫苗进入临床应用。

目前，全球很多企业已成功地应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食品酶制

剂，如丹麦的诺维信公司（Novozymes）及荷兰的Gist—Brocades

公司等。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良菌种而生产的第一种食品酶制剂是

凝乳酶，美国于1990年批准它可应用于干酪生产。目前，已有17个

国家使用转基因微生物的凝乳酶生产干酪，美国70％（英国市场达

90%）的干酪都是由转基因微生物的凝乳酶生产的。除了凝乳酶之

外，还有许多来源于转基因微生物的食品酶制剂，如a-淀粉酶、木

聚糖酶、葡萄糖氧化酶、纤维素酶、三酰基甘油脂肪酶、磷脂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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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等，近70余种。其中应用于食品行业的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酶

就有48种。

10、我国转基因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现状如何？

早在1997和1998年，我国农业部就批准了5种转基因植物的商

业化生产，包括抗虫棉花、改变花色的矮牵牛、延熟番茄、抗病毒

甜椒和番茄。之后，还批准了转基因木瓜和转基因杨树的商品化生

产。但是，目前我国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主要是抗虫棉。2009年，

540万公顷的棉花种植面积中68%的耕地种植Bt棉花。种植转基因

抗虫棉后，每公顷抗虫棉化学农药用量减少了约47公斤，国内每年

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减少1-1.5万吨，相当于我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

量的7.5%左右；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棉农的劳动强度显著

下降，棉农中毒事件降低了70%-80%。目前，我国科学家植物转

基因研究整体上已居发展中国家的领先水平，某些研究成果已接近

国际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动物转基因研究方面，1984年，世界首批转基因鱼在我国诞

生；2007年，上海完成世界首例转绿色荧光蛋白基因克隆兔实验，

我国首例“肌肉抑制素前肽”转基因山羊在天津诞生；2008年，我

国首例绿色荧光转基因克隆猪产下荧光猪崽，我国首例含ω-3转基

因克隆猪降生，我国首例人治疗性抗体转基因奶牛诞生；2009年，

西南大学成功开发出我国首例转基因家蚕有色丝绸品种；2010年，

内蒙古大学报道目前世界首例能产生欧米茄-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转

基因克隆牛“黄金牛”在产生。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对转基因动物

进行商品化生产许可。

我国基因工程药品的研究和开发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

前，国产基因工程药品主要有乙肝疫苗、干扰素、IL-2、GCSF、

重组链激酶、重组表皮生长因子、重组人胰岛素等16种。TPA(组织

溶纤原激活剂)、IL-3等十几种重组多肽药物正在进行临床Ⅰ、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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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重组凝乳酶等40多种基因药物正在进行研发。国产α干扰素

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进口产品，我国首创的γ干扰素已具备向国外

技术转让的能力，新一代干扰素正在研制之中。在兽用生物制品方

面，目前，预防仔猪腹泻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疫苗K88、K99疫苗已

投入使用，马立克氏病毒的基因的重组禽痘病毒、表达传染性法氏

囊病毒VP2基因和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gB基因的重组禽痘病毒，禽

流感和新城疫的重组病毒、猪传染性胸膜肺炎载体苗、猪伪狂犬病

重组多价苗等都已研制成功。

四、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

11、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涉及哪些方面？

转基因技术通过生物技术手段人为的打破了物种生殖隔离屏

障，将来自另一种或另一类生物的某一基因片段在载体的介导下引

入到其它生物基因组中以改变其遗传性状，使动物、植物、微生物

三界的遗传物质实现交流。因此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动植物、微生

物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风险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普遍

关心的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性主要包括食用安全性和环境安

全性。

食用安全性方面主要涉及五个问题：一是由转基因生物加工的

食品（即转基因食品）是否与同种类非转基因生物加工的食品（即

传统食品）一样，可以提供人类生长繁衍必须的营养物质。二是转

基因食品是否含有比传统食品更多的抗营养因子和天然毒性物质，

如植酸和胰蛋白酶抑制剂等。三是转基因食品是否具有毒性。四是

转基因食品是否比传统食品含有更多的过敏原。五是转基因食品中

的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是否会因为人类食用后，发生基因水平转

移，而对治疗性抗生素产生耐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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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生态环境安全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指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

境中后，是否会将基因转移到野生生物中，是否会破坏自然生态环

境，打破原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包括转基因生物对农业和生态

环境的影响；是否会产生“超级杂草”；种植抗虫转基因植物后，

是否会使害虫产生耐受性并稳定遗传，从而产生更加难以消灭的

“害虫”；其他生物吃了转基因生物后是否会产生畸变或灭绝；转

基因生物是否会破坏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进而对生态多样性产生

影响。

12、目前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性有何争论？

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安全性的争论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七十

年代人们对DNA重组技术的安全性争论。当时，动、植物转基因技

术尚未出现，科学家只把体外重组的DNA通过微生物进行克隆和表

达。但人们开始担忧重组DNA实验会创造出新的病原体，引发致命

流行病，会创造出难以控制的怪物，甚至会被用于改变人类的基因

组。但科学界通过大量的证据终于让人们相信，在严格管理下，重

组DNA技术是安全的。随之利用该技术生产的一些具有医疗作用的

蛋白质也实现了商品化生产。

随着转基因动、植物技术的发明，尤其是转基因植物的大面积

种植，人们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担忧逐渐集中到了转基因农作物

是否安全的焦点。国际上一些组织机构对此开展了大量工作，一些

相关权威部门也就转基因农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发表了意见和结

论。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4年的《粮食及农业状况2003-2004：

农业生物技术》报告中就指出“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发现可

验证的、因食用由转基因作物加工的食品而导致的有毒或有损营养

的情况。数以百万计的人食用了由转基因作物加工得来的食品—主

要是玉米、大豆和油菜籽，但未发现任何不利影响。”同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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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尚未有转基因作物造成重大健康

或环境危害的可证实报道。”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发布的一份关于转基因食

品的报告中也指出“迄今为止，转基因食品的消费尚未产生任何已

知的负面健康影响”，但是同时也认为应该“必须继续进行安全评

估”。此外，美国科学院、美国农业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美国总审计局在发布有关转基因作物或食品的报告中，也都明

确指出现在进行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农作物尚未发现生物安全性问

题。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分别在2004年及2007年发布的几篇

报告中指出，尚未发现转基因玉米（MON863）及其杂交种对人类

及动物健康和环境存在负面影响。2010年2月，法国食品安全局也

发布报告，再次肯定了转基因玉米NK603、MON810和MON863的

安全性。

从事农作物转基因及其安全性研究的大多数主流科学家也认为

尚不能证实目前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农作物存在生物安全性问题，

如至今已在国际公认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

文献中，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支持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

然而，多年来仍有少数公开报道认为转基因农作物存在食用或

环境安全性问题。如1998年苏格兰科研人员Pusztai认为转雪花莲凝

集素(GNA)基因的马铃薯饲喂大鼠引起食用安全性问题；1999年美

国科学人员在《Nature》上发表文章，声称转基因抗虫玉米花粉对

大斑蝶有毒杀作用；2001年墨西哥发生转基因玉米污染事件；加拿

大因种植转基因油菜产生的超级杂草问题；2008年意大利科学家在

《农业与食品化学》发表论文认为转基因玉米MON810饲喂小白鼠

影响免疫系统的报道；2009年法国科学家在《国际生物科学学报》

上声称的转基因玉米饲喂引起老鼠肝脏、肾脏和心脏损伤的安全性

问题等。但是，这些报道大多在后期被科学界或相关权威机构从方

法或结果验证上予以否定，目前依然存在一些其他的有关转基因农

作物存在生物安全性的报道，对这些报道，国际权威机构或主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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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尚未认同。

另外，有些关于转基因生物是否安全的争论则脱离了科学本

身，而是与政治、国际贸易和宗教信仰等有关。

13、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怎么评估？

为保证消费者的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安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和《生物安全议定书》，联

合国环境规划属（UNEP）主持修订了《国际生物技术安全技术准

则》。从1990年开始，国际生命科学学会（ILSI）、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等国际组织就组织各国相

关专家进行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性评价的方法的讨论，并形成了初

步的评价方案。在此基础上，食品法典委员会已经正式公布了转基

因生物总体评价原则以及转基因植物、动物与微生物的安全性评价

指导标准，即《现代生物技术食品风险分析原则》，《来源于重组

DNA植物源食品安全评价指导方针》，《来源于重组DNA微生物的

食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价指导原则》。目前CAC制定的《转基因动物

食用安全评价指南》、《以增加营养为目的的转基因植物食用安全

评价指南》以及《无意混杂转基因植物食用安全评价指南》已经到

标准制定的最后阶段。这些国际评价体系对于寻求转基因安全立法

和建立追溯体系的国家起到指导性作用，各个国家或组织又根据自

身情况分别制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标准，包括美国、欧盟、中

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

国际通行的做法是首先组织相关专家确定基本评估原则、研究

制定评估标准、拟定评估指南，用以指导研发人自我评估；在研发

人自我评估基础上，政府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估，对关键试验进行

验证；最后综合利弊分析、作出科学判断，决定该产品是否商业化

生产。检测和评价过程包括四个步骤:一、了解每个转基因植株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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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背景，选择用以比较的植物；二、进行实质等同性比较；三、得

出比较结果及进一步处理方案；四、通过评估后才能上市。

我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严格的安全评价制度。由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最后由农

业部审批。每一种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在应用和投放市场前，都必

须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科学的评估和安全性管理。我国依照已制定

和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等制定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指南，

制定了科学、规范、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规范了转基因生物的研

究、试验、生产加工、销售、进口和市场秩序。

按照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危险程度，划分以

下四个等级：安全等级Ⅰ：尚不存在危险；安全等级Ⅱ：具有低度

危险；安全等级Ⅲ：具有中度危险；安全等级Ⅳ：具有高度危险。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安全等级的确定按以下步骤进行：（1）

确定受体生物的安全等级；（2）确定基因操作对受体生物安全等级

影响的类型；（3）确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等级；（4）确定生产、

加工活动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影响；（5）确定转基因产品的安全

等级。

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估分为5个阶段：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

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安全证书。通过实验研究获得转基因生物

体后，需要向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被批准后才能转入下一试

验阶段的安全性评估。评估的几个重要环节及其评估方法如下：

中间试验：指在控制系统内或者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小规模试

验。报告中间试验一般应当提供以下相关附件资料：（1）目的基因

的核苷酸序列和推导的氨基酸序列；（2）目的基因与载体构建的图

谱。（3）试验地点的位置图和试验隔离图。（4）试验设计(包括安

全评价的主要指标和研究方法等，如转基因微生物的稳定性、竞争

性、生存适应能力、外源基因在靶动物体内的表达和消长关系等)；

（5）实验室研究阶段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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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释放：指在自然条件下采取相应安全措施所进行的中规模

的试验。申请环境释放试验除了中间试验所涉及的相关资料外，还

需要提交中间试验阶段的安全性评价试验总结报告和毒理学试验报

告(如急性、亚急性、慢性实验，致突变、致畸变试验等)。

生产性试验：指在生产和应用前进行的较大规模的试验。申请

生产性试验除了环境释放试验所涉及的相关资料外，还需要提交环

境释放安全性评价试验的总结报告和目的基因或动物用转基因微生

物向环境中的转移情况报告。

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在生产性试验结束后，可以向国务院

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在综合之前各阶段研究的

基础上，还需补充目的基因的分子检测或鉴定技术方案、重组DNA

分子的结构和构建方法、转基因微生物的稳定性、生存竞争性、适

应能力等的综合评价报告、对非靶标生物影响的报告以及该类动物

用转基因微生物在国内外生产应用的概况等。在上述评估全部结束

后，才能获得转基因安全证书。

当然，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

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转基因产品

（如农作物）获得安全证书后，还要根据国家品种审定法规的规

定，首先进行严格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标准的才可获得品

种审定证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转基因粮油等主要作物的品种审

定不同于普通作物品种审定，有关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必须在严格

可控的条件下进行。

14、转基因成分可以检测出来吗？

转基因成分一般指外源基因的DNA片段及其编码的蛋白质。与

非转基因生物（受体）相比，转基因生物含有特有的基因结构元件

（如外源“目的基因”、控制目的基因表达的“启动子”和控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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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停止表达的“终止子”等），还往往含有特异的外源蛋白质。通

过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检测出来，快速、准确、高通量的转基因产

品检测方法是保证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标签制度顺利实施的基础。

转基因产品的主要检测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外源蛋白质靶

标的蛋白质检测方法；另一类是基于核酸靶标的核酸检测方法。由

于核酸的稳定性以及核酸检测方法的高灵敏度等优点，核酸检测方

法已经成为转基因产品检测的主要方法，在全球范围广泛使用。

通过PCR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准确检测这些DNA元件的存

在，从而检测出是否为转基因生物。也可以通过酶联免疫原理，检

测是否存在外源蛋白来判断是否转基因。

截止2009年，我国已经研制出50多种转基因成分检测方法，

并制订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不但可以检测是否转基因，还可以

检测转的是什么基因，甚至可以识别是哪个转基因品系。检测的灵

敏度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以下。我国目前已发布耐除草剂玉米T25、

NK603、GA21，抗虫玉米MON863、MON810，抗虫和耐除草剂

玉米Bt11、Bt176、TC1507，抗除草剂油菜GT73、MS1、RF2、

MS8、RF3、MS1、RF1、OXY235、TOPAS19/2、T45，抗虫水稻

TT51-1等品种的定性PCR检测国家标准，为我国转基因监管提供了

技术手段。

15、转基因生物检测有哪些方法？

外源基因转化至受体后，需要翻译成蛋白质才能发挥作用。因

此，通常转基因检测可以从进行DNA(脱氧核糖核酸)、mRNA(信使

核糖核酸)、与蛋白质三个层次进行检测。

（1）DNA检测方法，DNA的检测是对外源基因是否已整合成

功的鉴定，即转基因生物基因组中是否含有外源基因，方法有定性

PCR、定量PCR、DNA测序、Southern以及近来快速发展的基因芯

片。实际检测工作中，以DNA为基础的PCR检测方法得到了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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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mRNA检测方法，mRNA检测是对外源基因表达进行转录

水平的检测，方法有Northern杂交。它是用已知序列的DNA或RNA

标记探针与mRNA序列互补成杂交双链，形成的杂交体通过探针的

标记就可以检出。

（3）蛋白质检测方法，蛋白质检测是对外源基因表达进行翻译

水平的检测，方法有生化酶反应、ELISA、Western杂交、生物学活

性。生化酶反应：是利用报告基因的表达产物引起酶促生化反应，

应用于报告基因已知的情况。Western杂交：是利用抗原-抗体特

异结合原理检测外源基因表达产物特异蛋白质的生成，是将蛋白质

电泳、印迹、免疫测定融为一体的特异蛋白质检测方法。生物学活

性：直接将活体材料种植后观察其是否具备转入的性状。ELISA：

该方法是引进酶标记及免疫学抗原-抗体技术进行检测，是常用方法

之一，许多公司已商品化各种类型的转基因检测试剂盒。

五、转基因监管政策

16、全球主要国家如何监管转基因技术及产品？

通过严格的立法和制定技术标准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实施安

全监管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在国际准则层面上，联合国相应机

构及其它有关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粮农组

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环境规划署(UNEP)以及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等已制定和颁布了几十个有关生物安全的共

识文件。在与国际公认准则接轨的基础上，各国根据本国利益和对

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不同理念，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目前，

国际上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管理模式大致分为三种：美国模

式、欧盟模式及中间模式。



转基因科普小知识
ZHUAN JI YIN KE PU XIAO ZHI SHI

25

美国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持积极支持的态度，采取“以产品

为基础”的宽松管理模式。美国认为转基因生物与非转基因生物没

有本质的区别，监控管理的对象是产品，而不是转基因技术本身，

一般只要求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达到与传统产品一样的安全标准。

美国的法律并不要求转基因产品要经过与传统产品不一样的特别评

估或许可，也不要求转基因产品带有特别的标识。只有在转基因技

术改变了食品构成或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时，才须做出特殊标识。

美国转基因生物主要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简称FDA）、美国

环保局（简称EPA）和美国农业部（简称USDA）负责检测、评价

和监控。其中，FDA的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中心是管理绝大多数食

品的法定权力机构，主要管理食品与饲料的安全性和健康问题；

USDA的食品安全和检测部门则负责肉、禽和蛋类产品对消费者的

安全与健康影响的管理；FPA负责管理食品作物杀虫剂的使用和安

全。其中FDA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问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盟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管理采用“以过程为基础”的严

谨模式，极力主张“预先预防的态度”。欧盟认为转基因技术本身

存在潜在危险，所有转基因生物及其研发过程必须接受特别的安全

性评价和监控。尽管目前所有权威机构的评估均未发现己进入市场

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具有危害，但欧盟仍坚持认为

科学是存在局限的，科学评估转基因食品所需的完整数据要等到许

多年后才能获得，无论研究方法多么严格，结论总会存在某些不确

定性，规定转基因产品必须清楚标识，同时对为科研和开发的目的

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进行了严格规定。但欧盟各成

员国有的直接使用欧盟法规，有的依据这些法律制定本国自己的法

规。

国际上，还有一些国家采用介于美国和欧盟模式之间的管理

模式，包括：阿根廷、巴西、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南

非、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

家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安全性评价研究和管理起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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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这些的国家的立法管理进程加快，安全评价技术研究投入

增加。

无论采取哪种模式，世界各国，特别是生物技术比较发达的

国家，都根据转基因生物研发的进展和安全管理的需要，积极开展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科学研究，陆续制定和发布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

价、检测与监测的技术指南及相关标准，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进

行严格管理。充分利用转基因技术造福人类，保障转基因生物安全

及其产业的健康发展，维护转基因产品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已逐

步成为全球共识。

17、我国如何监管转基因技术及产品？

我国在加大转基因技术科研投入的同时，十分重视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已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准则接轨的

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

我国已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行政监管

体系。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了由多部委组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我国还专门设立了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执行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成立了相应管理机构，负责

各行政区域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和研发项目的安全监管工作。

我国已建立健全了有效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技术支撑

体系。2002年，我国就已成立了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2004

年，我国成立了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我国已陆续建设了一批转基因生物安全检验测试机构，35个已通过

国家计量认证和农业部审查认可，充分保障了严格依法对转基因生

物进行监管的技术需求。

我国已制定并颁布了严格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法律法规。

早在1993年，我国就制定了相关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规，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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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转基因的发展不断修订和完善。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为目前我国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最

高法规。2002年，农业部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配套规章，从研究试

验到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及转基因标识各环节规范了我国农

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

针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研究与试验过程中的管理，《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单

位应当成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小组，负责本单位的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同时必须具备与安全等级相适应的安全设施和措施，

建立标准试验场地，进入到培养转基因研究材料的试验场地都应受

到限制，以便将转基因花粉、种子或其他可散播材料（可能被人为

地在实验室之间携带）的扩散降到最低；转基因种子最好存放在

温室房间里上锁的档案柜中，以便减小对它进行操作的空间等。建

立各项规章制度，对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活动及实验室、试验地等

场所实行严格管理，确保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安全，实验

进程中所有生物安全水平都必须记录，并定期地对试验场所进行检

查，以确保对转基因植物的隔离措施运行正常，以及装置内的其他

生物在严格的控制之中。要认真组织法规的培训以及安全评价申报

的审查，做好安全评价批复后的自查。《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还要求试验研究单位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应当

予以支持、配合，不得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法制化和规范化的严格监管为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和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应用提供了有效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