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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离体再生和遗传转化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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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树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利用茶树茎段、腋芽、叶、花粉、种子等器官作
为外植体建立茶树遗传转化的再生系统，对获得优质茶树种质资源至关重要。目前关于茶树遗传转化方法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农杆菌介导法和基因枪法。综述当前茶树遗传转化再生系统的研究进展，并对今后茶树遗传转化提出展望。
关键词：茶树；遗传转化；农杆菌介导；基因枪法
中图分类号：S5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21)05−0738−06

Research progress on regeneration in vitro and genetic transformation system of Camellia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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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 pla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conomic crops in China. The regeneration system of tea genetic
transformation established by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of organs such as stem segments, axillary buds, leaves,
pollen and seeds is essential to obtain high-quality tea germplasm resource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genetic
transformation methods of tea plants mainly focuses on the Agrobacterium-mediated method and the particle
bombardment. In the paper, we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regeneration systems and genetic transformation
systems in recent years, and prospected tea plant genet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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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Camellia sinensis (L.) O. Kuntze）属于山茶
科多年生木本植物。茶叶是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
一，由于独特的清香风味和镇静消炎功效，深受国
民的喜爱。
截至 2019 年，
我国茶叶产量达 279.34 万
t，其中出口茶叶 36.65 万 t，茶园面积 4 597.86 万亩
（数据来源网络）
，因此茶树是我国一种重要的经济
作物。选育高产优质的茶树品种是我国科研工作者
的育种目标，常规育种和杂交育种是常用的茶树育
种方法，但由于受茶树自交不亲和、育种年限长等
因素的制约，茶树育种工作难以得到突破性进展。
植物遗传转化（plant genetic transformation）是
指通过生物学手段将外源基因从一个有机体转移到
另一个有机体，随后在基因组中稳定表达和整合、
并能够稳定遗传的过程[1]。植物遗传转化包括以农
杆菌和病毒为载体的载体转化系统；以种质和植物

生殖细胞为种质媒介放入种质转化系统以及直接转
化系统，分为物理法和化学法。植物遗传转化技术
打破了常规育种的界限，缩短了育种年限，对物种
品质改良、增强抗逆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植物遗传转化技术，能够实现茶树定向育
种，加快育种进程，从而获得品质优良的茶树新品
种。近年来，以茶树花药、茎段、子叶、腋芽等不
同器官建立茶树的再生系统，以农杆菌为介导、基
因枪和花粉管通道等方法进行茶树遗传转化，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本文将系统总结当前的茶树遗传转
化体系的研究进展，并对改进和提高茶树遗传转化
提出一些建议和展望，以期为利用茶树遗传转化体
系辅助茶树新品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1

茶树再生体系
为了建立茶树的遗传转化体系，需要通过组织

收稿日期: 2021-01-27
基金项目: 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SKLTOF20170115 和 SKLTOF20170117）资助。
共同第一作者: 张照亮，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zhlzhang@ahau.edu.cn 任露露，硕士研究生。E-mail：luluren07@163.com

48 卷 5 期

张照亮等: 茶树离体再生和遗传转化的研究进展

培养技术建立茶树器官的再生系统。植株的再生一
般要经历 4 个阶段：①外植体经历脱分化形成愈伤
组织；②愈伤组织分化形成体细胞胚或器官；③体
细胞胚成熟萌发或芽的发育；④植株再生[2]。目前，
尽管茶树器官再生体系已得到一定的优化和改进，
但仍有一些问题待解决。如茶树外植体的再生能力
不一致、内生菌污染及外植体的褐化等因素都制约
茶树诱导和分化效率，导致茶树器官的再生系统建
立困难。
关于茶树器官再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
日本胜尾清[3]对茶树花药进行诱导，紧接着研究人
员便对茶树种子、茎段、腋芽、叶片等不同器官进
行研究。下面将从不同器官的诱导、培养基的优化
和外源添加物等方面阐述茶树遗传转化再生体系方
面的研究进展。
1.1 不同器官的诱导
1.1.1 花药 20 世纪，日本胜尾清等[3]最先以茶树花
药为诱导材料，获得了愈伤组织和根。国内研究者陈
振光等[4]于 20 世纪 80 年代第 1 次通过茶树品种福云
7 号的花药培养获得了具有根、茎、叶的完整植株。
研究指出：茶树花药培养受其发育程度影响，花粉发
育在单核中晚期，花药颜色以橙黄色为宜[4]。
1.1.2 种子 茶树的种子包括果皮、种皮、胚和子
叶，茶树种子的诱导主要是子叶和胚的诱导。茶树
子叶可诱导出胚状体最后再生成完整植株[5]，胚状
体由茶树子叶表皮细胞发育而来 [6] ，逐步确定了
“子叶外植体→体细胞胚（分化芽）→再生植株”
的茶树再生体系[7]；另外，未成熟胚也可诱导出愈
伤组织并分化芽苗，最后形成完整植株[8-9]；大叶茶
的成熟种子也可诱导愈伤组织并分化出丛生苗[10]。
1.1.3 茶树腋芽 腋芽是茶树中离体培养的常用外
植体，具有稳定的遗传特性。腋芽是微体繁殖中保
持亲本最安全的材料，且腋芽在亲本基因型保真度
方面最高[11]。茶树腋芽可诱导出愈伤组织[12]并分化
出芽[13]，但在继代过程中生长变慢。
1.1.4 茶树茎段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学者利用
茎段成功诱导出茶树完整植株。随后，黄亚辉[14]以
茶树茎尖为外植体诱导出愈伤组织；Akula 等[15]采
用茎段培养产生体细胞胚，并获得茶树完整植株；
刘德华等[16]利用茶树茎段产生胚性愈伤组织、体细
胞胚和不定芽；孙仲序等[17]以茶树嫩茎为外植体，
诱导出丛生芽，并移栽生成完整植株。
1.1.5 茶树叶片 1989 年刘德华等[18]发现：将茶树
品种毛蟹的叶片作为外植体，放置于含有不同激素
种类和配比的 MS 培养基上，
叶具有较强的分化成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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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组织、胚性细胞团、胚状体以及芽的能力。1994
年王毅军等[19]以春季云南大叶茶第 1 叶和第 2 叶为
外植体，将叶片置于诱导培养基（MS 培养基中加入
4 mg·L-1 6-苄氨基嘌呤(6-BA)、 3 mg·L-1 赤霉素
和 0.2% ~ 0.3% 活
（GA）
、
2 mg·L-1 吲哚乙酸（IAA）
性炭）上，50 d 后可诱导出光滑且呈现淡黄色的愈
伤组织，随后愈伤组织的表层细胞或细胞团又可再
次启动并脱分化形成胚状体，并最终分化形成完整
茶树植株，但发育过程中有畸形胚出现。1994 年严
学成等[20]以云南大叶茶和海南野生茶的春季幼叶为
外植体，在不同的培养条件下诱导出正常器官和畸
形器官两种结果。1995 年暨淑仪等[21]以云南大叶茶
叶片为外植体，诱导出愈伤组织，并对叶薄壁细胞
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的过程做了细胞组织学观察。
1.2 培养基的选择
诱导不同的外植体所用的培养基也有所不同，
常用的培养基有 Murashige and Skoog（MS）
、1/2
MS、Woody Plant medium（WPM）
、H、Gamborg’s
（B5）、改良 MS、Eriksson（ER）
、Murashige and
Tucker（MT）
，其中 MS 培养基应用最为广泛。
陈振光等[4]先后用了 MS、N6、SJ-1、Blaydes、
H 等不同基础盐培养基诱导茶树花药愈伤组织并作
培养效果比较，结果表明不同培养基对花药愈伤组织
的诱导效率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 SJ-1＞H、MS＞
Blaydes＞N6。郭玉琼等[22]研究发现茶树花药诱导
愈伤组织受基础盐培养基种类的影响，SJ-1 培养基
最有益于茶树花药愈伤组织的诱导率。
茶树种子的诱导，主要以 ER、MS 等为基础培
养基。Kato[23]以茶树种子子叶为外植体，研究出最
佳的初代培养基，即在 MS 培养基中加入 0.5 mg·L-1
维生素 B1、0.5 mg·L-1 烟酸、0.5 mg·L-1 维生素 B6、
2.0 mg·L-1 甘氨酸（Gly）和 100 mg·L-1 肌醇。
1.3 植物生长调节剂
在花药培养中，郭玉琼等[22]发现，不同蔗糖和
激素的浓度会影响茶树花药愈伤组织的诱导。 结果
表明，
在 MS 基础培养基中蔗糖浓度不变且均为 3%
时，花药愈伤组织的诱导效率随 2, 4-二氯苯氧乙酸
(2, 4-D) 浓度的增高而增大；在基本培养基及 2,
4-D 浓度相同时，适于茶树花药愈伤组织诱导的蔗
糖浓度为 5%～7%。杨娟等[24]探索影响茶树花药愈
伤组织诱导条件发现培养基为 MS + 0.5 mg·L-1 2,
4-D + 0.5 mg·L-1 激动素(KT)时，愈伤组织诱导发生
率最高，达到 34.4%。
茶树种子诱导主要添加萘乙酸(NAA)、6-BA、
吲哚丁酸 (IBA)等激素。刘德华等[25]利用茶籽子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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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分化出芽，所用培养基为 MS + 0.5 mg·L-1 维生
素 B1 + 0.5 mg·L-1 烟酸 + 0.5 mg·L-1 维生素 B6 +
2.0 mg·L-1 甘氨酸 + 100 mg·L-1 肌醇 + 4 mg·L-1
6-BA + 2 mg·L-1 IBA，pH 为 5.7；蔡海云等[26]用农
抗早成熟胚为外植体，发现 2,4-D 和 6-BA 在一定
配比下，愈伤组织的诱导率高达 97%，在 MS 培
养基中加 2 mg·L-1 6-BA 适合胚直接诱导成幼苗；
杨国伟等[27]在茶树诱导愈伤组织中发现，不同激素
的诱导影响是不同的，2, 4-D＞6-BA＞NAA。
李家华等 [28] 研究不同激素配方诱导大叶种茶
树新梢，结果表明在 MS 培养基中加 1.0% 琼脂、
3.0% 蔗糖、0.5 mg·L-1 6-BA 和 4 mg·L-1 2, 4-D 对
促进腋芽生成单生芽效率最高；在 MS 培养基中加
1.0% 琼脂，3.0% 蔗糖，10 mg·L-1 6-BA 和 0.5
mg·L-1 NAA 对腋芽诱导愈伤组织效果较好。张建
华等 [13] 用不同培养基和激素配比探讨茶树腋芽的
诱导情况，发现在 MS 培养基加 3%蔗糖、0.7% 琼
脂、4 mg·L-1 BA 和 0.1 mg·L-1 NAA 诱导的愈伤组
织和芽效果比较好，而在继代培养过程中，ER 培
养基加 3%蔗糖、0.7% 琼脂、3 mg·L-1 BA 和 0.1
mg·L-1 NAA，分化芽效果显著。
黄亚辉[14]以 MS 为基础盐，加 0.5 mg·L-1 维生
素 B1、维生素 B5、维生素 B6、1.2 mg·L-1 维生素 C、
20 g·L-1 的蔗糖、0.02 mg·L-1 GA、1.5 mg·L-1 IAA 和
2.0 mg·L-1 BA，适宜茶树茎尖的诱导。孙仲序等[17]
发现以春季嫩茎和冬季催芽萌发的嫩茎为外植体诱
导更好；在 MS 培养基加 1.5 mg·L-1 BA 和 0.5
mg·L-1 玉米素 (ZT)，诱导分化高达 83%；以 1/2 MS
添加 0.2 mg·L-1 IBA 和 20 g·L-1 蔗糖诱导生根最
佳。张亚萍等[29]发现 MS 培养基+10 mg·L-1 6-BA+ 5
mg·L-1 2, 4-D 对茶树茎尖诱导愈伤组织最佳。杨国
伟等[30]以龙井茶幼嫩茎段为外植体，发现最适宜的
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配方为：MS + 3% 蔗糖 + 1.0
mg·L-1 2, 4-D + 1.0 mg·L-1 NAA + 0.5 mg·L-1 6-BA。
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陈玉玲等 !
比较了不同激素配比对茶
树叶片和幼茎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发现 MS + 0.4
mg·L-1 6-BA + 2 mg·L-1 2, 4-D 为最适宜培养基。
茶树遗传转化受体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对茶树遗
传转化体系具有重要影响。在受体体系的研究进展
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1）不同器官都可作为外植
体来诱导愈伤组织进而分化成丛生芽，但因茶树品
种、采样时间、环境影响等因素，诱导结果存在差异，
因此，应该找到一个最容易诱导的品种和诱导效率最
高的茶树器官，以普遍用于茶树受体体系研究；
（2）
激素对茶树器官诱导结果影响也较大，但是不同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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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所用的激素种类、浓度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茶
树器官诱导的效果也存在差异。应根据激素的生理作
用和在茶树组织培养中的作用找到激素对茶树遗传
转化再生体系中的普遍作用，并且能够找到最适合茶
树器官诱导的激素种类和浓度。

2

茶树遗传转化体系

2.1 农杆菌介导
农杆菌的 Ti 质粒具有将 DNA 整合到植物染色
体上并使之与植物内源基因同步表达的能力。因此，
农杆菌经常作为一种“桥梁”用于植物遗传转化研
究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科研人员初探农杆菌介
导茶树的遗传转化并不断改进和完善，比如在农杆
菌浓度、株系的选择、共培养条件的优化、外源物
添加及受体的筛选等方面。到目前为止，农杆菌介
导的茶树遗传转化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基因瞬时表达
体系的应用。
2.1.1 根癌农杆菌 根癌农杆菌含有 Ti 质粒，一
般采用共培养法，即在适宜条件下将根癌农杆菌与
愈伤组织、悬浮培养细胞、茎切段和子叶切片等离
体材料共同培养。张学文等[32]研究发现，利用福鼎
大白茶的胚根、胚轴、子叶和胚芽作为外植体诱导
的愈伤组织，与带 GUS 和 NPT II 基因 Ti 质粒的
根癌农杆菌共培养，通过卡那霉素抗性筛选，得到
了抗性愈伤组织，最终获得抗性芽。骆颖颖等[33]构
建了一个含有 Bt 基因 GUS 内含子和 NPTⅡ 基
因的 Ti 质粒，将其质粒转化至大肠杆菌，通过三亲
交配法导入到 LBA4404、EHA105、pRi15834 等农
杆菌菌株中，通过农杆菌介导法将其转入茶树叶片
和愈伤组织中, 获得了 GUS 报告基因的瞬间表达
组织。
Mondal 等[34]首次利用携带 NPTII 和 GUS 基
因的根癌农杆菌（EHA105 和 LBA4404 ）侵染茶
树体细胞胚，得到了既有 Kan 抗性又有 GUS 活性
的体细胞胚，转入分化培养基中长出嫩梢，最后获
得了转基因茶树。赵东等[35]在研究根癌农杆菌侵染
茶树叶片效果的影响因素时得出：农杆菌介导的茶
树较为适宜的转化系统为 LBA4404（OD600= 0.5 ~
0.8）侵染外植体 10 min 左右，随后在 28 ℃黑暗条
件下共培养 2 ~ 3 d。
在外源添加物方面，乙酰丁香酮（AS）是能够提
高 农 杆 菌 T-DNA 导 入 植 物 核 基 因 组 的 效 率 。
Matsumoto 等[36]研究发现 AS 浓度达到 100 ~ 500
μmol·L-1 时对茶树的遗传转化起促进作用。项威等[37]
发现共培养培养基中添加 100 μmol·L-1 AS 可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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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转化效率达到 10%。此外，赵东等[35]发现不宜
在茶树和农杆菌共培养阶段添加硝酸银。
筛选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根瘤农杆菌转化效
率。骆颖颖等[33]研究发现茶树愈伤组织对卡那霉素
不敏感，而对潮霉素非常敏感。田丽丽等[38]研究了
头孢霉素、潮霉素和特美汀等抗生素对茶树体胚抑
菌和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3 种抗生素对茶树体胚
的抑菌和生长存在显著差异。茶树体胚生长趋势随
抗生素浓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2.1.2 发根农杆菌 携带 Ri 质粒的发根农杆菌在植
物遗传改造过程中具有增强次生代谢的功能，但是
将其用于茶树遗传转化的研究比较少。发根农杆菌
侵染茶树常用方法有直接注射法和共培养法两种。
奚彪等[39] 首次利用发根农杆菌 A4T 侵染浙农
9501、9502 品系的组培幼叶，发现在高浓度的发根
农杆菌和负压条件下，能够诱导茶树叶片长出发状
根。高秀清等[40]将发根农杆菌(15834、9402、1601 和
A4)与龙井 43 的春梢嫩芽共培养，得到茶树毛状根，
其中 15834 侵染株系的诱导效率最高。张广辉等[41]
利用茶树品种浙农 129 无菌苗的茎段作为外植体，再
用携带 Bt 基因的双元载体质粒 pCAMBIA 2301 的
发根农杆菌 15834 侵染，
成功诱导出发根，
经 PCR 和
GUS 组织化学染色实验证实外源基因已经插入到基
因组 DNA 中并获得表达。邓婷婷等[42]总结了发根
农杆菌侵染茶树的机制、感染方法，还介绍发根农
杆菌影响遗传转化的因素，它们包括农杆菌株系、
茶树基因型和外源添加物等。Alagarsamy 等[43]用野
生型发根农杆菌感染农抗早品种的下胚轴，产生含
有野生型芽和转基因根的复合茶树。
2.1.3 存在问题 茶树不同于其他植物，其含有丰
富的多酚类物质。这类物质的抑菌功能使其在转化
过程中杀死农杆菌从而降低转化效率；同时，多酚
类物质又可作为蛋白质沉淀剂，拮抗农杆菌致病基
因 Vir，阻塞农杆菌的 T-DNA 向茶树细胞转运，
从而间接影响茶树的转化效率[44]。因此，需要对农
杆菌介导茶树遗传转化体系进行完善。Sandal 等[45]
在不影响农杆菌侵染的情况下，共培养阶段时加入
一定浓度的 L-谷氨酰胺，能够减轻多酚类物质的抑
菌作用，从而提高农杆菌转化效率。Rana 等[46]研究
发现，在基础培养基中加入活性炭或聚乙烯基吡咯
烷酮（PVPP）等吸附物可吸附酚类化合物，降低其
毒性，从而提高茶树的遗传转化效率。
2.2 基因枪法
1987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 Sanford 等人首次
发明了基因枪技术。其原理主要是利用重金属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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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电子而加速，在细胞表面打孔，从而将其表面
携带的外源基因引入植物受体细胞，让其整合到细
胞染色体中，从而实现转化过程。与农杆菌介导法
相比较而言，基因枪法适用大多数细胞或组织，克
服了受体材料的限制，在烟草、豆类、果树花卉和
大多数禾本植物中均获得成功。然而目前鲜有基因
枪法运用于茶树遗传转化的报道。
20 世纪 90 年代，科研者开始探究基因枪技术
在茶树遗传转化上的应用。奚彪等[47]比较了基因枪
入射次数和不同发射压力对茶树体胚再生频率的影
响，单枪入射发射压力是 1 100 ~ 1 300 psi 时，再
生频率在 20% ~ 30%之间；
轰击 2 次时，
1 300 psi 会
造成过多的伤口，且不能再生新的体胚。吴姗等[48-49]
优化了基因枪介导茶树转化体系的制弹程序和相关
参数，制弹程序即：在 60 mg·mL-1 钨粉悬浮液 10
µL 中 加 入 1.6 µL 质 粒 DNA ， 分 别 加 入 0.1
mol·L-1 的亚精胺 4 μL , 2.5 mol·L-1 CaCl2 15 μL ，
最后定容至 48 μL ，每次轰击上样量为 8~10 μL，
获得抗性愈伤组织为 5.0% ~ 12.1%；随后，对相关
参数进行优化，含有 PVP 的培养基可提高转化频
率；每枪 DNA 和钨粉用量分别为 0.25 和 125 μg
时可得到较高的转化率；轰击压力为 7 MPa，射程
为 5 cm 时，不论是对 GUS 表达还是愈伤的再生
都是较为合适的轰击条件。

3

展望

茶树遗传转化体系的瓶颈是器官再生困难和转
化效率低。因此，结合茶树的特殊性，茶树遗传转
化体系的完善需要逐一解决这两个问题。
目前，茶树主要通过组织培养技术进行。与其
他植物相比，茶树的组织培养存在周期长、材料受
限、愈伤组织诱导率低等问题。茶树的各个器官在
适宜的诱导条件下均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愈伤组
织。茶树的叶片在培养基中容易形成致密的愈伤组
织，但是大多不具备继续分化的能力。茶树的子叶
经过适合的诱导，可以形成一定数量的胚性愈伤组
织，为进一步的器官分化提供可能。但是只在每年
的 8—11 月可以收获到不同成熟度的茶籽，且茶籽
的保存难度较大，因此直接以茶籽的子叶为材料会
严重制约茶树离体器官再生的发展。针对以上问题，
在茶树的转化受体系统中，可尝试直接分化再生系
统、原生质体和胚状体再生系统以提高茶树器官再
生的效率。Maher 等[50]报道可以越过组织培养这一
阶段，通过基因编辑分生组织实现植物转化。
除农杆菌介导和基因枪等茶树遗传转化方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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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优化和完善外，还可以尝试其他方法如：脂
质体、PEG、电击、花粉管通道法等。Demirer 等[51]
利用碳纳米管将遗传物质传递到植物细胞中，在茶
树的遗传转化操作过程中也可尝试。吴姗等[49]将农
杆菌与基因枪结合使用发现比两种方法单独使用时
茶树的遗传转化效率更高。
本文系统总结了当前茶树器官再生和茶树遗传
转化技术的研究进展，对于今后茶树稳定遗传转化
技术的建立并为茶树分子辅助育种及培育出高产优
质的茶树品种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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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在发酵茶微生物毒素检测与膳食风险评估领域取得系列研究进展
普洱茶等发酵黑茶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健康功能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但随着普洱茶黄曲霉毒素安全问
题的提出，发酵黑茶的微生物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 2017 年以来，普洱茶霉菌毒素安全问题已成为
发酵黑茶产业及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安徽农业大学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周育
教授课题组（微生物安全研究团队）聚焦民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针对后发酵茶叶基质特点，采用多酚沉淀
法和双柱串联法，历时 4 年多研究积累，有效克服了茶叶中次生代谢物对霉菌毒素检测的干扰难题，获得
系列研究结果，并依次建立了发酵茶中四种黄曲霉毒素（B1、B2、G1、G1）LC-MS/MS 确证性方法（J. Agric.
Food Chem. 2019, 67, 11481-11488）
，完成了我国六大类发酵黑茶黄曲霉毒素安全专项风险评估（Food Chemi.
Toxicol. 2020, 146:111830 ） 和 赭 曲 霉 毒 素 A 的 专 项 风 险 评 估 （ J. Agric. Food Chem. 2021 ；
https://doi.org/10.1021/acs.jafc.1c04824）
；建立了发酵黑茶中六类（11 种）霉菌毒素的 HPLC-fld 确证性检测
方法和 11 种霉菌毒素累积性风险评估研究（Environ. Pollut., 2020, 261: 114180）
，为普洱茶霉菌毒素安全检
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及科学方法。
“微生物安全团队”作为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茶叶质量安全与加工利用方向上的一
支科研团队，多年来始终围绕茶产业的质量安全等民生问题开展研究。针对 2017 年以来茶业产业及老百
姓普遍关心的普洱茶霉菌毒素安全问题，微生物安全团队成员，经过 4 年多研究积累，并充分依据本团队
以及国内外同行近年来在霉菌毒素领域检测与风险评估结果，从确证性检测方法建立，样品抽检、膳食调
查，到定量风险评估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解答了发酵黑茶（含普洱茶）霉菌毒素安全问题。
以上研究工作同时得到安徽农业大学张梁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武爱波科研团队的
协作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