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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宏基因组学是一种免培养，能够直接从环境中提取全部微生物基因组 DNA，通过构建宏基因组文库并适
当筛选，得到目的基因及生物活化物质的新型研究方法，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生物资源，现在愈渐成为微生
物研究和开发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本文综述了宏基因组学的研究方法及其近几年来在食品科学领域的应用，着重介
绍其在酶制剂开发、食品安全卫生、食品发酵群落、生态演化，食品营养和发现新型物质等领域的应用。同时
探讨宏基因组学在食品科学领域未来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宏基因组学；食品科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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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tagenomics is an advanced methodology by means of extracting all microbialgenomic DNAs in certain
environmental habitat, constructing and screening metagenomic libraries to seek novel functional genes and biologically active
compounds without cultivating. It can mine microbial resourc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refore, i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in microb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metage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he area of food science, especially in enzyme preparation development, food safety and
hygiene, food fermentation, ecological evolution, food nutri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new compounds, and explores its future
prospects in the area of foo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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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1 0 年来，自然环境中微生物的鉴定识别的唯一

突破了以往限制的尴尬局面，为解决微生物限制资源问

途径就是用传统的方法进行培养 ，这不但阻碍了人们

题提供了解决途径，增加了获得更多新生物活性物质的

认识微生物世界的视野，还限制了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

机会 [ 2 ] 。

[1]

用。新兴的宏基因组学技术克服了相关培养技术的困难
和限制，跳过传统培养而直接从环境样品中提取总

1

宏基因组学概念

D N A ，通过构建宏基因组文库、筛选，最后表达，来

1998 年，科学家 Handelsman 等[3] 首次提出宏基因

获得新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活性物质，文库基本上囊括了

组这一新的概念，可以被用于在复杂环境中确定细菌群

所有的微生物遗传信息。因此，宏基因组学的兴起，

落。而宏基因组学就是利用现代各种基因组的分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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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微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基础上，针对宏基因组

可达到 4 0 k b ) ，更常用来重新恢复期望基因组或大型

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其基本策略流程为如图 1 所示。

D N A 片段的复杂提取途径。细菌人工染色体广泛用于
淀粉酶、抗菌物质等大片段基因插入，后两者都可筛

环境样品
← 富集培养
↓
异位提取法→宏基因组 DNA 提取←原位提取法
↓
载体：Fosmid、
宿主：大肠杆菌、链
→宏基因组文库构建←
Cosmid 、B A C 、
霉菌和假单胞菌等
↓
λ噬菌体
宏基因组文库筛选
↓

↓

序列依赖性筛选

非序列依赖性筛选
↓
新基因活性产物表达

图1

环境微生物宏基因组学研究策略 [4 ]

Fig.1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environmental microbial metagenomics[4]

选出雌二醇双氧酶、抗博来霉素、酰基高丝氨酸等。
2.1.3

宿主的选择
宿主菌株的选择主要要考虑：转化效率、载体在宿

主细胞稳定性，宿主为相关基因提供必需的转录表达体系
的能力，对异源表达基因产物的相容性，目标功能性状
及缺陷型等因素[8]。目前，构建宏基因组文库最常用的宿
主就是操作简单、繁殖迅速、培养代谢易于控制的大肠
杆菌(Escherichia coli)。E. coli 不仅适用于淀粉酶、磷酸
酶等常用物质，还成功表达了羟基丁酸、羰基产物和抗
菌产物等[9]。其次，变铅青链霉菌(Streptomyces lividans)
和恶臭假单胞杆菌(Pseudomonasputida)主要用于抗生素
的鉴定。另外，根癌土壤杆菌、黄单胞菌( 表达天然色
素) [10] 、根瘤菌(酒精乙醛脱氢酶)、伯克氏菌(抗菌性基

2
2.1
2.1.1

宏基因组学研究策略
文库构建
DNA 的提取
DNA 的提取与其提取质量与搜集 DNA 的大小、克

隆效率、文库大小和宏基因文库的同源性紧密相关。提
取方法可分为原位裂解法(直接提取法)和异位裂解法(间
接提取法) 。直接提取法就是将样品悬浮于裂解缓冲液
中处理，然后抽提纯化。此法特点是易操作，成本低、
DNA 提取率高，但所提 DNA 片段较小(10～50kb)，且
腐殖酸类物质也难以彻底去除 [ 5 ] 。间接提取法是先采用
某种物理方法将微生物细胞从原样分离，继而采用较温
和的方法抽提 DNA，此法可获大片段 DNA(20～500kb)，
特点基本与原位提取法相反：所提 D N A 纯度较高，但
操作繁琐，成本高，仍有些微生物在分离过程中可能会
丢失 [ 6 ] 。所以，在实验过程中采用哪一种实验方法具体
取决于实验所需要的目的基因大小和研究目的。
2.1.2

载体的选择

因)克隆的噬菌体宏基因组 DNA 正被研究用于由大肠杆
菌作宿主的标准菌株，来抵抗宿主限制性内切酶和穿孔
素、溶菌酶等致死因子 [ 1 1 ] 。同时还进行着对更高效适
宜宿主菌株的探索。
2.2

目标基因克隆的筛选
根据研究目的基因组文库、宏基因组文库的筛选主

要有基于功能筛选和基于序列的筛选。
功能筛选法基于生物活性基因，挖掘新的基因编
码酶和药物，不用再进行序列分析，对全长基因及功
能基因产物有选择性。用此方法除筛选出抗菌素耐药性
基因[12] 、酯酶、脂肪酶[13] 、膜蛋白质[14] 、几丁质酶 [ 1 5 ] 、
4- 羟基丁酸 的 基 因 编 码 酶 [16] 等 常 用 常 见 物 质 外 ， 还
合 成 生 物 素 [ 1 7 ] ，此方法用于抗生素、重金属等有毒化
合物的降解。此法限制性在于许多基因不仅在宿主菌株
(如大肠杆菌)里表达不明显，所以更新的宿主和更高的
表达效率还有待开发。
序列筛选法包括完整的基因序列，通过保守的
rRNA 基因序列用于探索生物多样性，或指导评估鸟枪
法导出序列库，有可能筛选到某一类结构中的新基因片

宏基因组文库的构建选择适宜的克隆载体，要考虑

段。现已筛选出聚酮合成酶和缩氨聚合酶 [ 1 8 ] ，用于复

的方面有：研究目的及所提 D NA 的质量，期望插入目

杂的抗生素。另外还有 1,2- 苯甲酸盐双氧化酶、硫化氧

的片段大小、需要的载体拷贝数、宿主以及筛选方法

合还原酶、烷烃羟化酶、4 - 氯苯甲酰基辅酶 A 脱卤素

等 [ 7 ] 。常用于 D N A 克隆的载体主要包括质粒、黏粒、

等。大插入量文库载体如细菌人工染色体( 高于 4 0 k b ，

酶、聚酮合成酶、亚硝酸还原酶、一氧化二氮还原酶、
甲基卤化转移酶、氧化还原酶 [ 1 9 ] 。虽然新的高通量序
列技术使相当多的微生物多样变得可行，但组合文库基
因的能力很容易受到复杂的微生物群体的制约。所以在
实验之前必须对相关基因序列进行一定了解。
另外，化合物结构水平筛选通过比较基因筛选，其
产物不一定具有生物活性；底物诱导基因表达筛选是利用

一般 100kb 以上甚至达到 200kb)、黏粒、柯斯质粒(均

底物诱导克隆子分 解代 谢基 因，可用 于活 性酶 的筛 选

细菌人工染色体和柯斯质粒等。小插入量文库载体如质
粒和噬菌体载体(插入量少于 15kb)，用于单个基因和小
型操纵子的筛选，可筛选出酯酶、淀粉酶、磷酸酶、
双加氧酶、蛋白酶、木聚糖酶、氧合酶芳香烃分解酶、
氧化多元醇、乙醇氧化还原酶、酰胺酶、β- 内酰胺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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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 。结合了稳定同位素标记法的宏基因组学能提高发

降低木聚糖酶的生产成本，提高其应用适应性 [ 3 1 ] 。从

现酶的基因探测频率，显著促进了完整基因鸟枪法序列

水牛瘤胃未培养微生物宏基因组文库[32]中克隆并鉴定出 1

的群体复杂性的发展。此方法中，被标记的 C13 基质被

个 β - 葡萄糖苷酶基因，在同步糖化共发酵工艺生产酒

放到环境中。细菌可以利用有 C13 合成 DNA，与 C12

精中有潜在的应用价值。这些新型的酶都在食品科学领

区别，再被梯度离心出来。污染的水体中发现包含 31kb

域具有极大的潜力和应用价值。

黏粒运载的芳香环羟基双氧酶的阳性基因

3.2

[21]

。此外，这

个研究证明了完整基因鸟枪法宏基因组学结合稳定同位素
标记法，能用于重建微生物种群的基因和生物代谢途径。
3

宏基因组学在食品安全卫生的应用
近年随着人类的发展，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并从各个方面作用于人们的生活中。如工业废水
污染河流、土壤，污染物及其代谢产物以不同形式随

宏基因组学在食品科学领域的应用

作物生长经生物富集作用逐渐渗透入人体内，产生不同

微生物在食品科学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用宏
基因组学的方法来研究食品中可能带有的各种微生物，

的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最新资料显示，更多的发展
和应用逐步建立在微生物生态群落这个重要的环节。
张建坤等[33] 提到要应用宏基因组的新技术对酰胺类

应用有生物系统多样性的描述，新基因生物体的表征，
新生化途径或能量转换的基本代谢的说明，地质储集层

除草剂甲草胺进行生物降解。赵宇等[34] 根据有机磷降解

的耐环境污染物的识别，酶的发现，二次代谢物和其

酶基因保守区设计引物，从宏基因组中扩增有机磷降解

他生物活性小分子的发现，高分子聚合物的发现

。可

酶基因片段。宏基因组技术还被应用到对多环芳烃的降

以发现有利于新食品技术开发的新型微生物活性物质(现

解[35] ，从而降低了农作物或者水体动物从环境中吸收有

阶段主要目标为新型生物催化剂、新型微生物种类、基

害因素进而危害人体的可能性。楚雍烈等[36] 建立宏基因

因和酶、抗生物质、产甲烷生物等的开发) ，或对食品

文库筛选出利用甲醇做碳源的微生物种群，为酒工业的

质量有影响的食品新微生物，也深入了对人体营养的探

安全生产提供了一些启发。目前还有研究宏基因组学方

究，对危害食品安全的各个途径的分析，与从各方面

法筛选卤醇脱卤酶[37] ，催化环境中有害的有机卤化物分

降低安全风险。另外，传统的细菌培养耗费人力物力

解。牛泽等[38] 探索出高效重金属污染土壤混合基因组的

大，将宏基因组学方法运用到食品检测和食品研究中会

提取纯化方法。颜庆云等[39]提出用宏基因 PCR-DGGE 指

[22]

纹来反映不同湖区的重金属污染程度，建立 DNA多态性

带来更多便捷。
3.1

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宏基因组学在酶制剂开发的应用
宏基因组学的方法可以提取更多更新更高效的酶类。

Martin 等[40]构建了宏基因文库解密微生物群落的生

目前，多糖修饰酶也是食品工业相当重要的一类酶，

态和代谢功能，包含加强生物磷酸盐降解系统。宏基

如：α- 1 淀粉酶、α- 2 淀粉酶、葡萄糖淀粉酶和淀粉脱

因通过整体群落基因扩增(WCGA)和多重取代扩增(MDA)

。更多的

提升了低生物量环境的宏基因可行性和效力，保证了群

淀粉酶、水合酶、脂肪 酶、蛋白 酶、腈水 解酶 、糖

落微生物基因的代表性[41]。MDA已成为宏基因组学研究

苷酶和肌醇六磷酸酶等 [24] 已经被成功商业化。如漆酶[25]

的重要手段，如在污水处理系统中，作为预 PCR富集步

作为食品饮料、食品成分测定及食品组分功能改进中重

骤减轻联合提取腐植酸和胞外多糖的困难 [42] 。

要的作用物质，也通过宏基因组学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

3.3

支酶，它们可用于转化一些可利用的原材料

[23 ]

宏基因组学在生态群落的应用

和发展。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已经利用以功能和序

研究人员逐渐深入宏基因组学的目的之一——在于

列为基础的方法，通过宏基因组搜寻，还鉴定了核酸

研究可用特定群落的动态关系和特殊环境各种物质的相

酶、葡糖酸还原酶 [ 2 6 ] 、4 - 羟基丁酸脱氢酶、L - 氨基酸

互作用。用宏基因组学的方法获取完整微生物群落基

氧化酶

因，使在生态群落、食品发酵群落构建基因文库这个

[27]

、脂肽、脂蛋白、具有表面活性的脂多糖等

多个这样的新型生物催化剂。欧敏功等

[28]

通过实验筛选

了甲基丙二酸半醛脱氢酶(MMSDH)。Suenaga 等[29]构建的
Fosmid 文库用邻苯二酚作为基质筛选出雌二醇加双氧酶，
产出 91 个雌二醇加双氧酶。杨键等

[30]

成功富集宏基因组

DNA 中克隆到一种广泛应用于食品行业的α淀粉酶。
研究人员已通过构建湖羊瘤胃未培养微生物的宏基
因组文库，筛选其中新的木聚糖酶基因，建立一个瘤
胃来源的木聚糖酶库，构建高效分解木聚糖的工程菌，

计划更易得到有效实行。
宏基因可以直接从食品生态系统经过群落 PCR 锁定
16S rRNA 基因。PCR 结果池扩增随后由变性梯度凝胶
电泳(DGGE)或温度梯度凝胶电泳(TGGE)分离，随后可以
提取、净化，并在特定的 D NA 片段序列产生生态系统
指纹，可应用到已知的发酵食品生态系统中 [ 4 3 ] 。
发酵食品生态系统主要由乳酸菌、醋酸菌和一些革
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所构成。所谓的“基因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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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微列阵”可以用于在 12d 的韩国泡菜发酵中，监控乳

多糖原料的与非富余宏基因相关的克隆子，覆盖了 35 个

酸菌的群落动态和生物活性，从而使用 10 个相关时间的

不同源族的 73 种活性碳水化合物酶类。这相当于人体肠
道宏基因随机测序的 5 倍目的基因富集量。此发现为人
类肠道功能营养链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
而人群膳食与人体肠道微生物菌群结构紧密相关。
Preidis 等[61]将一组由 10 个人体肠道菌群基因序列构成的
群落引入大鼠体内，观测到其反应表达的变化。一组
对成人和断奶儿童的结肠微生物宏基因分析显示，膳食
因素和人体各种状态，包括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对
感染的相对敏感性、免疫耐受、营养素的生物利用度、
肠屏障功能可能会改变的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功
能。针对此状况，可用抗生素、益生菌的合理调配来
改善肠道不良状况。肠道中的共生细菌代谢可作为能量
来源的食品组分，而这些组分也能影响肠道细菌群落的
组成[62] 。如十字花科食物中的硫化合物[63] 、多酚等植物
化学物质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生物利用度依赖于

宏基因和宏转录

[44]

。直接从发酵的克非尔(俄国一种酸牛

奶酒)液体和鼓舞样品中提出 26 个包含 16S rDNA 片段的
细菌宏基因，可识别不同细菌种类的存在 [ 4 5 ] 。此外，
宏基因技术分析还在发酵对虾、韩国泡菜、德国泡菜 3
种发酵食品的细菌和病毒群体进行研究[46] 。通过实验获
得 309445 个病毒宏基因序列，表现出与细菌基因序列的
强烈相似性。还从发酵蔬菜食品( 韩国泡菜和德国泡菜)
中获取了明显不同于发酵对虾的细菌群体。近期研究显
示，宏基因序列可以检测病毒和宿主群落的组成。有
趣地是，很大一部分数量的宏基因序列片段可以整合为
几千个不同集合模式的重叠群[47] 。随着对食品乳酸菌外
部影响研究的深入，微生物群的宏基因文库微列阵日后
会越渐容易 [ 4 8 ] 。
黄祖新[49] 还提出借助宏基因组技术分离纯化大曲酒
微生物分泌的功能酶，发现大曲酒发酵生产用微生物的
新的功能酶类。筛选出的脂肪酶通过减少不饱和脂肪酸
来达到加强茶深度发酵的目的[50]。而由超速 454- 焦磷酸
测序宏基因组法成功分析了发酵罐中沼气微生物群落评判
其结构、基因容量、代谢能力和特定沼气生物作用 [ 5 1 ] 。
具有潜在工业应用性的多功能糖基水解酶从奶牛瘤胃
中筛选出来[52] 。琥珀酸死杆菌、瘤胃球白菌等被揭示在
沼气反应中表现出强大的生物降解木质纤维素的作用[53]。
近期，宏基因组学被应用在消化生态系统，发掘在瘤
胃细菌的新型水解酶基因和克隆到小鼠大肠的β-葡聚糖
酶[54]。一项研究[55]首次揭示人类 G1 段微生物组在粪便样

肠道菌群的利用，但又会对肠道聚群产生一定影响。
3.5

宏基因组学在发现新型物质的应用

近期的报道称，宏基因组学在对新型物质的发现上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oetzee 等 [64] 用此方法发现对葡
萄藤有害的新型病毒上。宏基因组学还聚焦于与 2,5- 二
酮酸 -D- 葡萄糖酸相关的以葡萄糖为基质的新型 VC 的生
产研究[65] 。赵越等[66] 报道正在研究通过宏基因组学方法
筛选具有高产核黄素能力的微生物。
4

结

语

宏基因组学克服了传统培养方法限制微生物资源开

骤功能性手段引导人体肠道宏基因的特定区域的进一步

发利用的局限性，更大程度揭示了自然群体的生物多样
性。到目前为止，宏基因组克隆技术已为研究者们筛
选获得大量新型基因和活性物质，从中还可以提取更多
可以进行高产量的食品工业原料所需的生物活性物质。
如上所总结的，已经有一些在食品行业被利用起来，这
些成果对于食品微生物研究、食品快速检测及食品安全
系统分析等有着长远的利用价值，还有很多将来会被应
用于食品科学之中。环境中存在的各类微生物通过不同
的方式进入到食品之中，相信通过宏基因组学的方法，
能确定对人类有影响而还未确定的致病因子。但宏基因
组学技术作为一项年轻的生物技术手段还有许多亟待解
决的问题，如文库的筛选方法有待进一步朝更敏感、更
高通量方向完善；更新、更合适的载体还有待继续搜寻
和选择；以质粒为载体的文库受限于所能包容的插入尺
寸，所以捕获染色体上项目多基因是很不容易的。文
库表达的宿主会影响筛选结果。由于异源基因不能被宿
主的转录机制识别，筛选时就不能表达进而不能富集。
但可以试设想一个具有多重兼容的转录机制的平台微生

焦磷酸测序来编码消化活性碳水化合物(包括膳食纤维素)

物[67] 来解决这个问题。宏基因组学技术将继续在食品科

的酶，首次用高通量功能测序筛选出 26 个高效降解植物

学领 域 开 发 一 片 崭 新 、光明 的 天 地 。

本中 1299 个基因型。高通量宏基因技术产出大量的环境
基因序列，因此，复杂环境微生物群落的系统组成陆
续得到解密 [ 5 6 ] 。
3.4

宏基因组学在食品营养的应用
近来还提出用宏基因组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人体肠道

内生态系统即在黏膜建立食物 - 微生物群体系的运作[57]。
人类的肠道微生物群系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包
含了 10 13 ～10 14 数量的微生物，而这些微生物所包含的
基因至少是人类基因的 100 倍。Gill 等[58]将来自两个健康
成人的粪便的 D NA 扩增，率先发现肠道微生物极大丰
富着各种聚糖、氨基酸和一些外来物质的代谢，还有
甲烷和 2- 甲基 -D- 赤藓糖醇 4- 磷酸途径介导的维生素和
异戊二烯合成等。Qin Junjie 等[59]发现最小的肠道宏基因
都含有相当多的功能基因片段，它们虽然很罕见，但
是可能对肠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研究肠道微生物
对膳食纤维的分解代谢起的作用时，Tasse 等 [60] 用多步

※专题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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