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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问答”的创建是为了更好地回答您的问题——关于转基因的任何问题。我们相信寻找并聆听消费者提出的问题十 

分重要，这是我们为您提供答案和相关资料链接的前提和动力。这些资料可以帮助解答消费者关于转基因的顾虑、它们 

背后的技术及其在农业中的作用等问题。 
 

因此“转基因问答”开展了一项全国性调查，首次找出了消费者关于转基因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已经编辑了排名前 10 

位的问题，并联络到科学家、农民、医生和其他专家来提供答案。在接下来 9 周中，我们每周会列出其中一个问题及其 

回答。希望你能回来查看新的问题和答案，我们并建议您 在 Twitter 上 关 注我 们 @GMO Answers，我们将在新的

问答发 

布后及时在 Twitter 上进行推送！您也可以在我们的“10 个 最 受关注 的 转基因问题页 面 ”上找到这些

问答。 
 
如果您感兴趣的转基因相关问题没有出现在以下页面中，请搜索我们的档案或 提交新 问题 。我们很高兴为消费者最关

心 的问题提供答案，并希望这些资源能帮助您了解关于转基因生物的事实，便于您更好的理解 生物技 术 在农业中的

作用。 
 

在下面的回答中，您会找到一些链接帮您获得转基因问答网站上的更多信息以及其他一些英文资料。 
 

第一周 – 转基因生物会导致癌症吗？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许多与此相似的问题和相关话题已经被提交 

至“转基因问答”，其中包括关于草甘膦引发乳腺癌的问题和关 

于 Séralini 的研究（现在已撤稿）的问题，该研究声称转基因生物引发 

大鼠癌症。 
 

我们知道消费者有顾虑，所以我们联系到 Kevin Folta 博士请他回答， 

他是弗罗里达的代理校长和园艺科学系副教授。“简短的回答 是不会

，绝对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引发癌症的可信证据，”他写道。 
 

您可阅读 Kevin Folta 对这个问题的全部回复“转基因生物会引发癌症 

吗？”，点击此处。 
 
此外，转基因生物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已经过全世界许多独立科学家和组织的验证。例如，有超过 1080 项关于转基因生 

物健康和安全的研究，还有一项由欧盟资助的为期十年的转基因研究，该研究发现转基因生物相比对应的传统作物不会 

带来更大的风险，可以在以下链接浏览该研究：http://ec.europa.eu/research/biosociety/pdf/a_decade_of_eu- 

funded_gmo_research.pdf. 
 

除了 Folta 博士的回复外，这项研究审查了 7 项群组研究和 14 个 案例研究，发现没有一致的正相关趋势表明癌 

 症与暴露于草甘瞵有因果关系，包括全部癌症（成人或儿童中）或任何位置特异性癌症。” 

http://twitter.com/gmoanswers/
http://www.pinterest.com/gmoanswers/
http://gmoanswers.com/questions
http://gmoanswers.com/ask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Biotechnology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causecancer
http://gmoanswers.com/ask/how-can-you-say-they-are-safe-when-recent-studies-not-conducted-monsanto-show-direct-link-breast
http://gmoanswers.com/ask/have-you-reviewed-study-showing-gmos-caused-cancer-lab-rats
http://gmoanswers.com/ask/have-you-reviewed-study-showing-gmos-caused-cancer-lab-rats
http://gmoanswers.com/ask/do-gmos-cause-cancer-submitted-part-gmo-answers-top-consumer-questions-survey
http://gmoanswers.com/ask/do-gmos-cause-cancer-submitted-part-gmo-answers-top-consumer-questions-survey
http://www.biofortified.org/genera/studies-for-genera/
http://www.biofortified.org/genera/studies-for-genera/
http://www.biofortified.org/genera/studies-for-genera/
http://www.biofortified.org/genera/studies-for-genera/
http://ec.europa.eu/research/biosociety/pdf/a_decade_of_eu-funded_gmo_research.pdf
http://ec.europa.eu/research/biosociety/pdf/a_decade_of_eu-funded_gmo_research.pdf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323001200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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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转基因生物会引起过敏症增加？ 
 
Lisa Katic（注册营养师）分享了她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并解释说 ： 

“市场上可以买到的作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含有由于转基因改造种 子/

植物而产生的过敏原，并且严格的检测程序确保这种事情将永 远不

会发生。” 
 
在另一个公告中，Lisa 接着说，“8 种主要食物（牛奶、蛋、花生、 
坚果、大豆、小麦、鱼和贝类）是引发食品过敏症的主要原因，也 
是美国将近 90%已报道的食品过敏的原因。”第一，上面所列的 8 种主
要过敏原中，只有一种可能存在于是生物技术作物中的产物， 这就
是大豆，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其余 7 种列出的过敏原中，没 有一
个是市售的转基因品种。” 

 
 

如果一个人对非转基因植物过敏，他或她也会对该植物相应的转基因品种过敏，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转基因生物不会引 

入新的过敏原。事实上，研究者、学术机构和公司致力于研究新型转基因生物，它们可能在这一领域帮助人类，例如， 

具有非常低过敏原水平的花生，有可能消除威胁生命的花生过敏症。获取更多信息点击这里和这里。 另外，美国食品

和药品监督局解释说，“对源自转基因植物的食品进行安全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包括几个步骤。 一般来说，开发

者确定新型基因性状的特有属性，并评估由转基因植物做成的供人食用的食品中，是否存在任何有毒的 

或能够引起过敏反应的新物质。” 
 

第三周 – 大公司会强制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联络到了 Brian Scott，他是一位种植玉米和大豆 
的美国印地安那州农民，请他谈一谈自己为农场购买种子的经验。他
解释说“没有 种子公司强迫像我这样的农民购买任何指定的产品…… 

我可以一年又 一年的从任何卖家购买任何种子。” 
 

在另一个回复中（点击此处获取），Brian 接着说道“每个农民应该有 

耕种选择的自由。” 

  
Jillian Etress 是来自南阿拉巴马州的一个高中农业老师和家庭农民， 

她也在这个公告中给出了她的观点，她解释说在她的农场中， “选择 

使用或不使用转基因生物是基于我们农场的需要。” 我们非常同意。“

转基因问答”尊重农民选择种子的权利，他们可以根 

据哪些种子对他们农场、市场需求和当地种植环境最有利来进行选择。实际上，这是我们五项核心原则之一——点击此 

处获取。 
 

寻找更多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信息？试试这些 
 

第四周 - 转基因生物会提高食品价格吗？ 

 
虽然食品成本受多种因素（原油价格影响运输成本；温度变化会引起干旱等等）的影响，但转基因生物在将食品保持在
尽可能低的价位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 Graham Brookes 等人在 2010 年的一项研究，如果不再种植转基因作物
，基于 现在的价格标准，玉米产品的价格将可能上升 6%，大豆将会上升 10%。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allergies
http://gmoanswers.com/ask/are-gmos-are-causing-increase-allergies-submitted-part-gmo-answers-top-consumer-questions-survey
http://gmoanswers.com/ask/hi-kimberly-schneider-again-i-wanted-clear-concise-answer-my-question-about-substantial-increase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162222/GM-peanuts-end-danger-children.html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jf802600r
http://www.fda.gov/food/foodscienceresearch/biotechnology/ucm346030.htm
http://www.fda.gov/food/foodscienceresearch/biotechnology/ucm346030.htm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force
http://gmoanswers.com/ask/are-big-companies-are-forcing-farmers-grow-gmos-submitted-part-gmo-answers-top-consumer
http://gmoanswers.com/ask/gmos-are-not-healthy-and-we-dont-want-them-our-food-can-you-find-something-else
http://gmoanswers.com/ask/are-all-seeds-you-alter-genetically-patented-you-and-require-man-made-chemicals-and-licences
http://gmoanswers.com/about
http://gmoanswers.com/about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price
http://www.card.iastate.edu/publications/DBS/PDFFiles/10wp5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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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物技术在食品成本中真正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联络到 Graham，他是英国 PG 经济学有限公司的一位农业经济 

学家，请他解释食品成本的更多复杂的话题，并探讨转基因生物在全 

球食品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Graham 的回复要点包括: 

  “迄今已被应用的转基因技术大部分是提高生产效率和降

低生产成本的。这意味着随着该技术的使用，产生了额外

的全球产量，相当于在 1996-2012 年间额外生产了 1 亿 

2200 万吨大豆、2 亿 3700 万吨玉米、1800 万吨皮棉和 

660 万 吨油菜。” 
 

  “食品和饲料产品的真实价格在过去 50 年间持续下降。这 

不是由于“偶然原因”，而是因为生产者生产力的巨大提高， 

而生产力的提高是因为采用了新的技术和方法。” 
 

在这里阅读全部回复。 
 
 
第五周 - 转基因生物会污染有机食品作物吗？ 

 

合理的管理有机作物种子、常规作物种子和转基因作物种子是一个 

重要问题。 
 

有机食品、传统食品和转基因食品等多种生产方式共存已经不是一 
个新的概念。在转基因种子于 1996 年被首次引进之前和之后，农民 
一直在相邻的地里地里的生产不同类型的作物，他们每天辛勤工作 
管理他们的农场，以确保每一种作物满足相应的市场需求。 

 
加利福尼亚州夫勒斯诺市外的一个农民 Don Cameron 在同一个农场 中

种植了常规的和转基因的作物种子。我们请 Don 回答了这个问题， 解

释了他的农场如何避免周围作物的污染，以及不同作物管理体系 

如何发挥作用。 
 

您可以在这里浏览 Don 的全部回复。 

 
纯净的种子是种植有机作物的农民在种植前关心的问题，他们同样也要考虑耕作过程中从邻近田地飘来的花粉。正如 

Don 所解释，“有机并不等同于完全不含转基因性状。在有机产品中低水平出现一种转基因性状是被允许的，只要种植 

者遵照有机生产所要求的有机过程即可。” 

 
Mary Mertz 也组合种植了不同类型的种子——常规的和转基因的——并且正好与一个有机农场相邻。Mary 指出，“种植 

有机和常规作物的农民都在生产粮食。我们需要共同工作并尊重各自的农业实践。这需要互相交流、增进对天气状况的 

认识并且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便在第一时间预防问题的发生。” 

http://gmoanswers.com/ask/are-gmos-increasing-price-food-submitted-part-gmo-answers-top-consumer-questions-survey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contamination
http://gmoanswers.com/ask/if-i-am-organic-farmer-and-gmo-technology-contaminates-my-crops-do-i-have-any-recourse-how-do-i
http://gmoanswers.com/ask/if-i-am-organic-farmer-and-gmo-technology-contaminates-my-crops-do-i-have-any-recourse-how-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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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这里阅读她完整的回复。 

 
另外，美国种子贸易协会的一份报告解释道，汲取多年的经验,共存(co-existence)涉及到能够给农业价值链上所 有相关

者带来最大利益的最佳农业实践，该农业价值链包括从种子开发者到农民，从零售商到消费者——从农田到餐 

桌。”这份报告提醒我们这样的事实，“不同生产方式的共存对农业界来说不是一个新概念”和“农民习惯于在相邻的地里 

生产不同的作物。”阅读完整的报告，来了解种子行业为促进不同种子共存所采取的措施。NPR 在这个故事中探索将有 

机种子和转基因种子混合的问题，并解释道，“有机生产者通常试图让转基因生物的出现最小化，因为他们的消费者不 

想要这些。将污染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通常并不是太困难。” 

从美国农业部的国家有机项目了解更多关于有机产品的生产、处理和标识的信息。 
 
 
第六周 – 为什么不对转基因植物进行长期健康研究？ 

 
这可能会令您感到惊奇——对转基因生物的长期健康研究已经开 

展。除了转基因食品具有长期、安全的追溯记录（市场上存在 17 

年）这一事实，对于转基因作物还进行了重复和广泛的消费者和 

环境安全测试，转基因作物还经过了美国农业部、环保署、 

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国际上类似组织的审查。这些测试由行业专家 

和独立组织两者分别开展。本链接列出 1785 项转基因生物安全 

研究，包括长期研究，其中很多您可以下载， 这个链接将会向您 

展示超过 610 项研究的列表。 
 

在 Biofortified.org 上，您可以看到一个不断增长的列表，列出一 

部分专门的独立研究，并且这个链接会链接至一个有趣的博客， 

这个博客讨论这样的观念, 及人们对转基因业界安全研究的偏 

见。 
 
此外，欧盟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很严格，也开展了很多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究。您在这里可以找到这些研究的结 
果。根据欧洲委员会的信息，“在超过 130 个研究项目后——这些项目覆盖了超过 25 年的研究工作并涉及 500 多个独立 
研究小组——其主要结论是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生物，本质上并不比例如传统 植物育种 技术具有更高的风险。” 

 
事实上，全球主流科学团体和监管机构已经审查了所有有关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并且公开宣布生物技术作物和目前现有 

的在售食品是同样安全的。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物技术项目副主任 Denneal Jamison McClung 也在此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全面的回应，她解释说 “

从 1996 年被引入至今，科学家已经发现，通过重复和广泛的测试，转基因食品与相应的非转基因食品相比不会具有更 
高风险，它们在营养价值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同。” 

 
 
第七周 - 转基因生物会增加农药使用吗？ 

 

许多消费者询问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是否增加了农药的使用。总的说来，农药的使用是减少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采用了抗虫作物，尤其是转基因抗虫棉花。（农业经济学家 Graham Brookes 在这个公告中进行了讨论。） 

http://gmoanswers.com/ask/should-farmers-be-compensated-infecting-their-organic-or-non-gmo-crops-gmo-should-you-have-pay
http://www.amseed.org/pdfs/issues/biotech/asta-coexistence-production-practices.pdf
http://www.npr.org/blogs/thesalt/2012/10/18/163034053/top-five-myths-of-genetically-modified-seeds-busted
http://www.ams.usda.gov/AMSv1.0/nop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healthstudies
http://t.co/OSaIVqDci0
http://t.co/OSaIVqDci0
http://bit.ly/16oyLFI
http://bit.ly/16oyLFI
http://bit.ly/16oyLFI
http://biofortified.org/
http://www.biofortified.org/genera/studies-for-genera/independent-funding/
http://realfoodorg.wordpress.com/2014/02/13/about-those-industry-funded-gmo-studies/
http://ec.europa.eu/research/biosociety/pdf/a_decade_of_eu-funded_gmo_research.pdf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Biotechnology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Plant_Breeding
http://www.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13/08/27/glp-infographic-international-science-organizations-on-crop-biotechnology-safety/#.Ux9MTeddUyD
http://www.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13/08/27/glp-infographic-international-science-organizations-on-crop-biotechnology-safety/#.Ux9MTeddUyD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Biotechnology
http://gmoanswers.com/ask/how-can-you-be-sure-gmo-foods-wont-affect-human-health-long-term
http://gmoanswers.com/ask/why-are-genetically-modified-crops-increasing-use-herbicides-and-pesticides-i-thought-claim-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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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农药的使用可以节省农民的时间和金钱，这是因为在一个生长期中他们需要购买的化学品数量和他们需要向农田施 

用化学品的次数减少了。这也可以转化为对环境的好处（有文件可证明），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量，相当于一年从 

公路上减少 1020 万辆汽车（ 转基因 作物： 全球社 会 -经济和环 境影响 1996-2011， Graham Brookes & Peter 

Barfoot）。 
 

Graham 也描述了通过转基因技术向作物引入除草剂耐受性的好处，他 

指出从 1996 年到 2011 年，“在转基因玉米中使用的除草剂的总量减少 

了 1 亿 9300 万公斤”。这意味着除草剂总使用量的减少超过了 10%。 

然而，其中一种除草剂——草甘膦的使用增加了，因为农民寻求采用除 

草剂耐受作物并对他们的农场使用更温和良性的化学品。。尽管一种除 

草剂的使用增加了，但并没有导致总的除草剂使用量增加。这也提出一 

个关于杂草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的问题， John Soteres 在 这个回 答 中

对 该问题进行了阐述。 
 

让我们先来看看农民为什么使用农药，以便更好地了解转基因生物可以 

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使用农药？ 

 
农民使用 农

药来 

降低捕食性害虫和入侵性杂草对其作物的毁坏。就像园丁处理那些严重危害水果和蔬菜的毛虫一样，农 

民也需要控制大量危害作物生长、降低产量和增加农民和消费者成本的害虫。（您知道吗，您在家庭花园中可能用到的 

Bt 农药和帮助抗虫转基因作物与害虫斗争的杀虫蛋白是相同的成分？） 
 

转基因生物在减少农药使用中起着什么作用？ 

 
几种转基因作物已经被开发出特定的抗虫性或除草剂耐受性，这使农民可以对转基因作物使用更少的农药。例如，欧洲 
玉米螟是玉米的主要害虫之一，它可以咬坏玉米的穗和茎秆从而毁坏植物、抑制植物生长。农民通过种植具有欧洲玉米 
螟抗性的转基因玉米，可以控制这种害虫。因此，这种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并通过阻止玉米螟对玉米的破坏 
而提高了产量。 

 

农业经济学家 Graham Brookes 在这个公告中讨论了转基因作物的昆虫抗性，他指出该种作物“提供了一种防护害虫的 

方法，并可取代传统的杀虫剂控制方式。”Brookes 接着说，“使用转基因抗虫技术可以大量减少杀虫剂的使用，这些杀 

虫剂传统上被用于控制那些目前运用转基因技术所控制的害虫。” 
 

此外，怀俄明大学的杂草生态学和管理学教授 Andrew Kniss 在在这个公告中解释了除草剂耐受性作物是怎样使农 

民在田地里使用更少的有毒除草剂的。 
来自瑞士联邦经济、教育和研究部（EAER）的报告详述了抗虫转基因 
技术在综合害虫管理（IPM）中的作用。这篇文章讨论了转基因作物是 
如何帮助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减少农药对环境的影响。 

 

第八周-为什么公司不支持标识转基因食品？  

生物技术信息委员会的常务董事 Cathy Enright 的回答是“我们确实支持 

贴标签”，她说，“如果食品会引发安全或健康顾虑，出于您的健康和营 

养考虑，我们支持食品包括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标记，例如，用来警示敏 

http://www.europabio.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3globalimpactstudyfinalreport.pdf
http://www.europabio.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3globalimpactstudyfinalreport.pdf
http://gmoanswers.com/ask/i-read-ny-times-articles-about-super-pigweed-growing-response-roundup-ready-cotton-result
http://www.epa.gov/pesticides/about/
http://www.epa.gov/pesticides/about/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European_Corn_Borer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European_Corn_Borer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European_Corn_Borer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European_Corn_Borer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European_Corn_Borer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European_Corn_Borer
http://gmoanswers.com/ask/why-are-genetically-modified-crops-increasing-use-herbicides-and-pesticides-i-thought-claim-was
http://cera-gmc.org/uploads/bigler.pdf
http://www.pbs.org/wgbh/nova/next/nature/fewer-pesticides-farming-with-gmos/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gmolabeling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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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问答”上消费者最为关心的 10 个问题 

 

 

 

 
 

感人群其可能存在一种过敏原。如果转基因食品在食品组成、营养情况、味道、气味或其它任何特性方面，有可能与其 

对应的传统食品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也支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标识。” 

 
在美国，食品按照 食品 及 药品 管理局 （ FDA）的政 策 进行 标识， 该 政策 要求 在 以下情 况下 进 行标识 

—— “当一种食物与 其对应的传统食物产生有意义的差别时，例如营养减少、引入一种过敏原、甚至是味道或气味的

改变。”强制进行食品标识的目的是向消费者表达一种产品关于安全和营养的信息。 
 

标签要真实、能被证实、容易理解并且不具误导性，这很关键。正如 Enright 所说，“当一种食品引发安全或健康问题时， 

 我 们支持 食品、 包括 转 基因食 品的 强 制标识  ——例如，警示敏感人群其可能存在一种过敏原” 

 
Enright  进 一步解释道  ，“但是如果只是因为市场上的食品是使用 基因工 程 方法生产的，我们不会支持对转基因食品

进行 强制标识，例如，用转基因酵母生产的酒、酸奶或面包，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大豆油，或配料含有转基因糖的甜

味谷类 食物。这些食品与相应的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和有营养，这是由全世界公认的官方组织测定的。” 

 
在 这个公 告  中，“竞争性企业研究机构”（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 Greg Conko 讨论了“基因工

程 独特的‘力量和精确度’”和“对转基因植物的严格审查”，“转基因植物仅在美国就要受到三个不同监管机构的管辖。”他

接着 说道，“几十个世界上最有声望的科学机构，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医学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基因工程的

研究 已经超过 30 年，结论是这类食物至少与传统培育的食物一样安全，并且通常比传统食物更安全。” 
 
 
第 9 周 – 转基因生物会造成蜜蜂和蝴蝶的死亡吗？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所以我们将答案分解为两部分。这周我们会 

回答关于蜜蜂的第一部分问题，下周我们将会探索关于蝴蝶的问题。 
 

成年蜜蜂从蜂房中突然且大范围消失，被称作 蜂群 崩 溃综 合

症  （ CCD），这在 将近 10 年前 就是一 个 举国 关心的 

问题 。有些流言称 具有昆虫抗性的转基因作物对蜜蜂有害，

但这些论断受到了主流科学 社会的反驳。我们不认为转基因

生物对蜜蜂种群有任何影响。 环 保署 等 机构确 认蜂群可能

受到多种因素的威胁，包括害虫和寄生虫、微生 物疾病、饮

食不足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等，Paul Driessen 在 这 个公  告 

中这样解释，他是一名资深的政策分析师和作。 

 
 

Paul  解 释 道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活动表明蜜蜂可能并非死于单一的毒 素或疾病，而是死于许多种因素。”他继续说

道，“转基因作物尚未证实与 CCD 相关，事实上，转基因作物可以在更少 的土地上、使用更少的杀虫剂，甚至在有限

的降雨或干旱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其它作物。” 

 
如果影响蜜蜂健康的因素有很多，那么转基因生物是其中之一吗？Chris Sansone 是拜耳作物科学的蜜蜂大使，作为一 

个德州农机大学的教授和推广专家，有着超过 30 年的经验，他强调，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他解释到“转基 

因植物和它们对蜜蜂的影响已经被广泛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植物对蜜蜂没有伤害。” 
 

现有的昆虫抗性作物产生的杀虫蛋白质是从一种常见的土壤 细菌  中获取的，并且所有昆虫抗性转基因植物中使用的 蛋

白  质  都经过了蜜蜂毒性测试。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检测，都没有证据显示这些 蛋白质 会对成年和幼年蜜蜂造成伤

害。 

http://www.fda.gov/ForConsumers/ConsumerUpdates/ucm352067.htm
http://www.fda.gov/ForConsumers/ConsumerUpdates/ucm352067.htm
http://gmoanswers.com/ask/why-are-gm-ingredients-labeled-other-countries-not-us-and-canada
http://gmoanswers.com/ask/why-are-gmo-companies-against-labeling-gmo-foods-submitted-part-gmo-answers-top-consumer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Genetic_Engineering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genetically-modified-foods-are-safe-conventional-one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Genetic_Engineering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gmos-bees
http://www.usda.gov/documents/ReportHoneyBeeHealth.pdf
http://www.usda.gov/documents/ReportHoneyBeeHealth.pdf
http://www.usda.gov/documents/ReportHoneyBeeHealth.pdf
http://www.usda.gov/documents/ReportHoneyBeeHealth.pdf
http://www.epa.gov/pesticides/ecosystem/pollinator/
http://www.epa.gov/pesticides/ecosystem/pollinator/
http://gmoanswers.com/ask/why-it-killing-bees
http://gmoanswers.com/ask/why-it-killing-bees
http://gmoanswers.com/ask/why-it-killing-bees
http://gmoanswers.com/experts/chris-sansone
http://gmoanswers.com/ask/do-gmos-cause-autism-kill-bee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Protein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Bacterium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Protein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Protein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Protein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Prot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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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问答”上消费者最为关心的 10 个问题 

 

 

 

 
 

另外，2013 年 5 月， 美国农业部和环保署发布了一项综合性科学研究，关于造成 CCD 的多种因素——其中没有转基 

因生物。 

第 9 周 – 转基因生物会造成蜜蜂和蝴蝶的死亡吗？  

上周，我们讨论了转基因生物造成蜜蜂死亡这一传言；这周我们将 

继续讨论该问题的下半部分——关于蝴蝶。 

 
影响黑脉金斑蝶（monarch butterfly）种群的因素有很多，例如采 

伐森林、寄生病及其宿主乳草属植物的衰退。 
 
有传言称转基因生物和除草剂（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叫做草甘膦的除 草
剂）会造成黑脉金斑蝶幼虫（毛虫）的一种主要食物来源——乳 草属
植物的减少，还会使食用转基因 Bt 玉米花粉的蝴蝶受到伤害。 “转
基因问答”专家解答了这两种传言。 

 

怀俄明大学学杂草生态学和管理学副教授 Andrew Kniss  解 释了  

 乳 草属植 物 的减 少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结论是虽然除草剂在乳草属植物的减少中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研究确

实表明 存在比除草剂更重要的因素，导致作物田附近本地植物物种的减少，其中包括乳草属植物。”他指的这项研究由 

美国农 业 部-农业研 究局和 宾夕法尼 亚州的 科学家  开展。 
 
我们能做什么呢？土地管理方法的改变是影响乳草属植物和其它蜜源植物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植物维持着黑脉金斑蝶 

的生存。研究人员、自然保护小组、政府机构和农业团体正在寻找在农业景观中重建功能性栖息地的方法，并继续明确 

对高效农业系统的需求。农民在保护黑脉金斑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通过在农村地区补充乳草属植物来帮助 

 黑 脉金斑 蝶种群 的恢复 。同样，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在城市和近郊地区帮助建立蝴蝶园林来支持黑脉金斑蝶的恢

复。例 

如“黑脉金斑蝶守护者”和“黑脉金斑蝶合资企业”这类小组，他们通过努力已经建立了数百个这种园林。 
 
关于花粉，我们联络到 Dominic Reisig，他是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一位昆虫学推广专家和助理教授，进一步讨论蝴蝶 

种群减少的问题。在该公告中他解释了“蝴蝶是否因为食用了 Bt 而死亡”。只有害虫物种吃转基因植物，非害虫物种不吃 

[例如黑脉金斑蝶]。因此，非目标害虫物种并不会暴露于 Bt，就不会死亡。” 他总结到，“转基因生物不会造成非害虫物 

种——蝴蝶的死亡。” 
 

美国农业部有一个网站是关于他们自己的研究调查，这些研究调查就是针对黑脉金斑蝶是否会因食用来自 Bt 玉米的花 粉

而受到伤害这一传言，调查发现“黑脉金斑蝶暴露于 Bt 玉米的环境中并没有显著的风险。”另外，由美国几个州和加拿 

大的科学家完成的一项合作研究 报告  发现，“农田中所有可能的花粉密度下对其并没有急性毒性影响。” 
 

在转基因作物批准商业化种植之前，开发转基因作物的公司必须证明新的作物对“非靶标”昆虫（例如蜜蜂和蝴蝶）没有 

伤害，这一点很重要。这只是转基因生物在推向市场前必须经历的严格的健康和安全测试中的一部分，包括环保署对具 

有昆虫抗性或除草剂耐受性的转基因植物进行的强制审查，以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 由 Steve Savage 给 出 的这 个

回答  讨论了转基因生物必需经过的广泛的监管审查过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我们推荐您阅读 Andrew Kniss 的 这 篇章  

http://www.usda.gov/documents/ReportHoneyBeeHealth.pdf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gmos-bees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are-herbicides-responsible-decline-monarch-butterflies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are-herbicides-responsible-decline-monarch-butterflies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etc.2491/abstrac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etc.2491/abstrac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etc.2491/abstract
http://monarchjointventure.org/get-involved/create-habitat-for-monarchs/
http://monarchjointventure.org/get-involved/create-habitat-for-monarchs/
http://gmoanswers.com/ask/are-gmos-contributing-death-bees-and-butterflies-submitted-part-gmo-answers-top-consumer
http://www.ars.usda.gov/is/br/btcorn/index.html
http://www.pnas.org/content/98/21/11937
http://gmoanswers.com/ask/how-are-gmo-foods-regulated
http://gmoanswers.com/ask/how-are-gmo-foods-regulated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are-herbicides-responsible-decline-monarch-butterf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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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周-如果家畜吃了转基因粮食，我吃的肉中会有转基因么？ 
 

在美国，家畜食用转基因作物制成的饲料已经将近二十年。 超过 三分之 二的 转 基因玉 米和超 过一半 的 转基 因大

豆 被用做  家畜饲 料  。在这期间， 由转基因饲料 饲喂的 动物所生产的 奶、肉 或蛋中 ，从未 检测到 转基因  成

分。 

 
第一，我们（或动物）吃的几乎所有食物中都包含 DNA 和蛋白 质

，了解这点很重要。在食品、转基因生物和非转基因生物中 都能

找到 DNA 和蛋白质，它们从食物中释放出来，被我们胃肠 道的

消化系统加工。在消化过程中，转基因和非转基因 DNA 被 

分解为小的核苷酸片段，和/或四种 核 苷酸 ——这四种核苷酸组 

成了所有的 DNA。相似地，转基因和非转基因蛋白质被分解为自然

界中存在的 21 种 氨基酸  中的一种或几种。关于转基因 

      DNA 或 蛋白 质转  移到动物组织中的可能性，科学家已经开展了 

许许多多的研究。在动物组织中没有检测到完整的或具有免疫 

活性的转基因蛋白质或 DNA。 
 

因此，正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动物基因组学和生物技术推广 

专家 Alison Van Eenennaam 的解释：“转基因作物被动物消化 

的方式与传统作物一样。截至目前的所有证据有力表明转基因作物来源的饲料与非转基因作物来源的饲料在营养组成、 

 消 化性和 饲喂价 值上是 等同 的。” 此外，  Van Eenennaam 博士还声明，“转基因 DNA，或由其编码的蛋白质，在

由转基 因 饲料 饲 喂的动 物所生 产的奶 、肉或 蛋中从 未被 检测出 。一些研究已经证明植物来源的非转基因 DNA 

小片段能够进入食用这些植物的动物组织中。” 
 

转基因生物制成的饲料对家畜安全吗？ 
 

 通 常被用 于家畜 饲喂的 转基因 作物， 例如玉 米、大 豆和苜 蓿 ，已 经 在食 用 动物 中开展 了超 过 100 项 

消 化和 饲 喂研 究， 这 些 动物 包 括肉用 牛、猪 、羊、 鸡和产 奶母牛 等 。 在“关于牛肉的事实”这一公告中，

爱荷华州立大学食品科学与人类营养系教授和主任 Ruth McDonald，指出：“转基因产品从 1996 年开始在美国食品中供

应——因此，我们多年的实践已经表明其对动物或人类健康没有负面影响。 农 场动 物  是 地球上 被 监控 得最为严

格的 动物， 这些动 物已经 使用转 基因玉 米和大 豆 饲养了若干 代，并 没有 发 现对 其生长、繁殖或  疾病产 生 

负面影 响的 证 据 ，也没有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人类疾病或过敏原记录在案。” 
 
 
如果您需要中文信息，我们推荐下列网站。 

 http://www.agrogene.cn/ 

 http://www.guokr.com/post/556401/ 

 http://www.biotech.org.cn/topic/107 

http://gmoanswers.com/studies/top-10-consumer-questions-about-gmos-answered#gmos-meat
http://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adoption-of-genetically-engineered-crops-in-the-us.aspx
http://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adoption-of-genetically-engineered-crops-in-the-us.aspx
http://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adoption-of-genetically-engineered-crops-in-the-us.aspx
http://www.efsa.europa.eu/en/home/publication/Annex_EFSA%20statement%20DNA%20proteins%20gastroint.pdf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DNA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DNA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DNA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Nucleotide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Nucleotide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Nucleotide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DNA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Protein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Amino_Acids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DNA
http://gmoanswers.com/glossary#Proteins
https://www.cast-science.org/download.cfm?PublicationID=2910&amp;File=1e30ecea828a9b1ea77c6773b63647251564TR
https://www.cast-science.org/download.cfm?PublicationID=2910&amp;File=1e30ecea828a9b1ea77c6773b63647251564TR
https://www.cast-science.org/download.cfm?PublicationID=2910&amp;File=1e30ecea828a9b1ea77c6773b63647251564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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