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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产业报告：化学品与材料领域 

 

编者按：2018 年，合成生物学创新网络（SynBioBeta）创始人 John Cumbers

与技术创新研究与咨询机构 Lux Research 的研究副总裁 Mark Bünger 合作发布了

行业报告《您的生物战略是什么？——如何在合成生物学时代为产业发展做好准

备》，旨在帮助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从业人员了解不同行业的结构和未来发展，有

利于他们更好地根据行业和产业目标调整创新战略。本期快讯主要节选了报告中

化学品和材料行业在合成生物学方面的发展，包括当前化学品和材料行业的市场

分析与行业动态，相关的重要公司以及战略调整、该行业的价值链结构分析、存

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合成生物学给该行业带来的机遇，以及对行业发展的建

议等。 

 

1. 当前化学品和材料行业概况 

化学工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每年生产的产品价值近 5 万亿美元。行

业排名前五十的制造商（如 BASF、中石化、RIL、杜邦、SABIC），共销售约 7500

亿美元的塑料、溶剂、涂料和其他化合物，涵盖了从维生素到飞机的方方面面1。

总体来说，该领域的市场相对成熟，并且以与世界经济相同、每年大约 3%的速

度增长。 

与此同时，行业也非常成熟，企业高度依赖于降低成本、改善性能的创新和

创新产品2。现在，该行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合成生物学无疑是最好的解

放途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唯一的路径。 

1.1 市场细分、规模和历史 

化学品和材料行业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一些人类最早的经济和

技术，例如用火、鞣皮、挖掘矿山。甚至像炼金术这样的前科学实践也为化学科

学奠定了基础。 

在实现尿素的合成，也就是使用无机原料生产有机化合物之前，现代化学品

和材料工业主要包含冶金、萃取。在合成化学出现之前，该领域主要在于发掘和

纯化自然界中存在的物质，例如从矿石中获得金属，从植物中获取药物。当科学

家们发现可以通过基础的原料合成所需的化学品，能够从头开始合成全新的化学

实体时，该行业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合成生物学”也来源于同样的概念——

                                                   
1 https://cen.acs.org/articles/95/i30/CENs-Global-Top-50.html 
2 https://www.accenture.com/us-en/blogs/blogs-chemicals-research-innovation-pays-off and 

http://www.engevents.com/npdche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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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使用更加简单的原料进行合成，而不是从自然界中提取化合物。 

如今，化学品和材料行业包含许多组成部分，由于都以技术相似性、处理步

骤和业务决策为基础，这些领域具有一定的重叠，包括多种化学品（生产多种化

学品的公司）、精细化学品（药物、香料和香水）、特殊化学品（通常为价值高、

产量低的复合分子，例如性能聚合物）、日用化学品（简单、产量高的结构材料，

如聚乙烯和聚丙烯），甚至是用于轮胎和橡胶的超长碳链分子。不断有新型化学

品进入市场，而少数产品已经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例如，用于纺织物的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酯（PET）（500 亿美元），用于建筑的聚氯乙烯（PVC）（150 亿美元），

以及用于包装的聚乙烯（PE）（100 亿美元）。 

虽然这些产品大多数都是从石油馏分中提炼和合成的，也存在直接提取天然

材料（金属和木材）的行业，例如采矿和林业，这些行业间接与石油化工产业竞

争，例如结构材料。塑料和聚合物已经在无数的应用中取代了天然材料，并且还

在不断提升。在波音 787 这样的飞机上，碳纤维正在取代铝，复合板正在取代木

材。这种类型的创新维持了行业的持续增长。合成生物学已经证实能够以提供成

本、性能和环境影响等优势创造已知和新型物质，同时给化学品制造商提供新的

原料、工艺和市场战略选择。 

在 2006 年，当石油价格不断突破历史新高时，生物材料的合成生物学开始

发展起来，基于生物的聚合物有望成为可再生和成本更低（如果性能较差）的选

择。随着 2009 年油价暴跌，这个平衡发生了改变，由于压裂及其他新型提取技

术，目前化石原料供应仍然较多，价格相对低廉。合成生物学现在的目标不再是

低成本、高产量的化学品和燃料，而是高性能化合物（例如用于纺织品的蜘蛛丝）

或特殊精细化学品，如萜类、生物碱和类黄酮。这将会影响生产这种化学品的公

司，包括业内最活跃的 Dow and DuPont（现在称为 DowDuPont）、BASF、DSM

和 Brask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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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合成化学品在无数应用中已经取代天然材料 

实现新型化学品和材料开发及商业化所需的成本和工作也在增加。其因素包

括了有关人造化学品的相关规定越来越严格，但是，更大的因素在于该领域已经

利用多种技术和方案探索和驱动后续的成果和发现，例如，化学信息学、人工智

能、甚至量子计算3等。随着传统化学工业的停滞和巩固，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意识

到生物技术，特别是合成生物学是化工和材料行业的下一个发展趋势4。 

 

图 2 生物技术是驱动化学产业下一次增长的引擎 

通过对 1901-2011 年间推动世界化学产业框架发展的主要历史事件和技术范例的总结，

可以推测到 2030 年，生态创新有望成为未来高度、绿色增长和繁荣的主要推动力量 4。 

 

行业的主要变化是竞争格局的改变，其中合成生物学作为关键新型能力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现有从业者也正在收购相关的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制药行业中，

Genzymes 被 Sanofi 收购，Mascoma 加入具有百年历史的 Lallemand and Myriant

（现在称为 GC Innovation），成为化学巨头 PTT 的子公司。Brain 报告5称“在过

去十年间，石油价格已经经历了至少两个完整的周期，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波

动……道琼斯化学、杜邦和拜耳都在剥离非核心资产，从而实现投资的集中化。

其他业内人士也在寻找新的竞争优势，在研发或并购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3 https://cen.acs.org/articles/95/i43/Chemistry-quantum-computings-

killerapp.html%7CChemistry%20is%20quantum%20computing%E2%80%99s%20killer%20app 
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652615003509 
5 http://www.bain.com/publications/articles/responding-to-oil-price-volatility-in-the-chemical-industry.aspx 



合成生物学产业报告：化学品与材料领域       《合成生物学快讯》2019 年第 2 期（总期第八十六期） 

这些变化主要包括： 

 能源和化工原料价格的波动。 

化学品工业开采或购买的、用于制造新型化学品的自然资源受到了价格剧烈

波动的影响，这使得难以进行生产和利润的规划。基于生物的原料和相对低能量

的生物过程，如发酵，都是合成生物学可以帮助化学品公司减轻传统资源波动性

的关键因素，因此，是企业研发和并购工作中不断增加的组成部分。 

 发展中国家作为化学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全球经济中崛起。 

企业分拆的非核心资产往往是与新兴经济体的制造商相比，不再具有竞争力

的资产。McKinsey6指出，考虑到中国和印度高速发展的市场，“这些新成员不仅

应用不同的法则，他们也更适合在驱动行业未来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中获益：掌

握高油价世界中的优势原料、具有进入最有吸引力的消费增长市场的特权。”对

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合成生物学也是如此，不过当发展中国家继续把重点放在扩

大常规化学品制造领域的时候，现有的化学品制造商还有机会。 

 基础化学品目前价格过于低廉，迫使现任者以更快的速度发明新材料。 

聚乙烯和聚丙烯等基础化学品的侵占性商品化迫使现有制造商研发更前沿

的材料。PWC7描述了“直到本世纪初，特殊化学品公司如 DSM、Evonik 和 Altana

所经历的一段繁荣时期，与基础化学品相比，他们能够实现更高的利润率，并且

有机会将自己从传统的低成本供应商国家中分离出来。然而，近年来由于许多化

学品已经实现商品化，失去了制定高价位的机会，特殊公司的财务绩效停滞不前。”

传统的化学公司重点关注生物创新，旨在激发灵感和投资理念。例如，杜邦公司

以 60 亿美元收购了酶制造商 Danisco，拜耳向 Ginkgo Bioworks、Joyn Bio 投资

1 亿美元8。 

 社会问题，如可再生性和责任的延伸，需要新型材料和工艺。 

具有全球性、日益增长的降低传统化学品采购、制造和使用领域负面影响的

活动。包括对非石油来源原料的需求（计算三倍的底线）、严禁使用被认为有环

境毒性风险的物质（预防原则）、扩大生产者责任（EPR）法规等。以生物为基础

的原料和工艺，尽管也可能具有负面影响，通常能够更好的实现上述目标。 

                                                   
6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chemicals/our-insights/chemicals-changing-competitive-landscape 
7 https://www.strategyand.pwc.com/reports/future-chemicals-overview 
8 https://media.bayer.com/baynews/baynews.nsf/id/Bayer-Ginkgo-Bioworks-unveil-joint-venture-Joyn-Bio-

establish-operations-Boston-WestSacr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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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重要的公司和行业动态 

由于化学品生产需要的资金多、监管负担大、市场化道路漫长，全球化工行

业以少数大企业为主导。不过这个行业也正在发生转变，例如： 

 行业经济中具有百年历史的化学发电厂正在进行整合。 

道琼斯/杜邦（Dow/DuPont）在美国的业务合并就是一个例子；德国的拜耳、

BASF 和 Evonik，日本的住友、三井、日本化药公司和三菱，韩国 LG 化工，荷

兰的 DSM 和其他几家公司每年获得数百亿美元的收益。这些现有的供应商正在

致力于开发更加先进、利润更大的化学品，并开始进行合成生物学研究。 

 石油生产国正在接管商品化工业务。 

随着拥有石化武器的国家石油公司（NOC）的兴起，例如沙特阿拉伯的

SABIC 和巴西的 Petrobras，现有制造商正在被排挤出基础化学品市场。例如，合

成橡胶、特种化学品生产商 Lanxess 于 2016 年出资 13 亿美元，收购沙特阿拉伯

国家石油公司 50%的股权9。 

 新兴经济体正在国家的支持下参与进来。 

如上所述，泰国的 PTT 是该国日益重视的技术和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在

印度，由于像联合磷业这样的公司崛起，服务当地经济，化学品工业整体蓬勃发

展。目前印度是世界第六大化学品生产商。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

以跨国公司为代价推动国有企业（SOE）发展，现在大约占全球化学产品的一半。

波士顿咨询集团（BOG）将目前的形势称为“势均力敌的战争”10（图 3）。 

1.3 价值链结构 

化学品和材料价值链独特而且复杂，其原因包括：固有的产物可互换性（特

定分子在各企业或工艺生产下完全一样）；精炼及催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和资本

密集；以及不断变化的全球/本地商业环境，例如原料来源和使用情况（图 4）。 

1.4 化学品和材料领域面临的挑战 

化学品和材料领域的企业面临各种挑战和威胁，包括年度市场需求的微小起

                                                   
9 https://lanxess.com/en/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ir-releases/ir-news-arlanxeo/ 
10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5/globalization-automotive-how-global-chemical-industry-become-

battle-equ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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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和竞争优势、长期战略问题，甚至可能摧毁整个行业的生存威胁。针对每个水

平的问题，管理层需要制定一系列备选方案，包括从政府游说、数字化改造到新

型技术的开发或获取的方方面面。对于业界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合成生物学

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是唯一的方案。 

 

图 3 BCG认为新兴市场的化学品参与者是势均力敌的，很快就会超越现有竞争者11 

 

 

图 4 化学品和材料领域的产业价值链 

                                                   
11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5/globalization-automotive-how-global-chemical-industry-become-

battle-equ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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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长期威胁 

在季度和年度报告中，化学品工业 CEO 们必须经常就那些质疑他们如何简

单地经营日常业务的问题为自己进行辩解。有些因素是其共同面临并且必须平等

克服，包括： 

 周期性非盈利 

无论公司如何规划和创新，他们仍然要经历原料成本的起伏，而这主要是由

地缘政治因素和燃料需求所驱动（绝大部分石油原料用于燃料，而不是材料）。

这意味着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没有紧密联系——收入的增长可能被原料成本的大

幅增加抵消，因此利润微薄且不可预测。合成生物学通过为化学品公司提供多样

化的原料替代品，包括生物量和城市垃圾，来提供灵活的、对抗周期性传统化学

产品变化的平衡。此外，它还可以将产品系列扩展到具有更高价值的化学品，减

弱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资本强度 

化学品制造商决定扩大炼油厂的生产能力（或关闭它），这是以极长期的趋

势和固有的大规模需求为基础的，两者都使它们容易受到短期市场波动的影响。

生物过程规模缩小到数千升甚至数百升的批量生产。它们也可以接近原料产地或

接近终端市场，这意味着更低的运输成本和更短的交货时间。 

 商品化和全球化 

新兴市场，例如中国和印度的新型、大型化工制造商崛起已经导致基础化学

品的生产过剩，例如聚乙烯。与此同时，这些生产商在服务于高速发展的当地企

业方面有巨大优势。这将传统化学制造商压缩为两种方式，通过实现产品的商品

化和限制它们的全球分布。由于可以在全球进行部署，生物过程提供了一种补救

办法，但是它与本地产品具有固有的优势。在任何人类居住的地方，都可以获得

来自农业和林业的生物量；即使是在城市里，城市固体废物和工业气体也可以通

过生物加工转化成有用的化合物。 

1.4.2 战略挑战 

除了经营好当前的业务之外，CEO 还必须考虑改变商业模式从而实现当前

结构中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些战略举措包括向新的地理位置和产品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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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供应商、竞争对手和分销商；以及投资于全新的技术12。一些推动化学制造

商进入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战略挑战包括： 

 供给波动导致供给短缺 

石油产品在产量和定价方面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影响因素可以包括从天气

到战争的任何事情。即使原料成功进入炼油厂，工厂的问题和容量不足意味着关

键的化合物可能短缺，或者供过于求。由于石油生产国已投资于本国的化学生产

行业，欧洲和北美的传统生产商必须寻求替代性供应来源。 

 对绿色化学品、循环以及石油替代品的兴趣日益增长 

向可持续、可再生和全周期制造业的转变不仅贯穿整个化学行业，基本上也

适用于化学行业所服务的其他行业。汽车制造商、消费品公司、包装、建筑等化

学品和材料的购买方都希望能够改善其环境影响，而更良性的化学反应与减少能

源消耗的方式不相上下。 

 合并意味着只能留下少数传统的化学竞争者，迫使他们探索生物学领域 

疲软的市场扩张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剧迫使化学品企业进行合并，他们只有通

过收购竞争对手才能成长。DowDuPont 的合并创造了价值 1300 亿美元的公司，

拜耳以 62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Monsanto，而中国化学以 430 亿美元收购了

Syngenta13。不久之后，传统石油化工领域的参与者会因为数量的减少而无法继

续合并，因此，传统参与者已经将目光投向石化以外、未来生物学领域的发展。 

1.4.3 存在的威胁 

尽管挑战很大，但仍然存在更大的、不仅可以摧毁一家公司，而且可能摧毁

整个行业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对材料的需求会消失，而是市场结构将改变，以

至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现有的供应商能够幸免这一变化。这种创造性破坏的

浪潮经常席卷整个行业，正如个人电脑淘汰了大型计算机14或小型轧机和电弧炉

淘汰了大型轧机，从而改变了钢铁工业15： 

在过去两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钢铁生产需要向大规模高炉操作投资，该操

作需要船只运输大量铁矿石和炼焦用的冶金煤。因此历史上，钢铁厂位于主要水

道上，曾经一度主宰着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以及宾夕法尼亚的经济

                                                   
12 https://www.strategyand.pwc.com/strategythatworks/growth/chemicalsrindustry 
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syngenta-shareholders-accept-chemchinas-43-billion-takeover-offer-1493963063 
14 http://www.computerhistory.org/revolution/personal-computers/17/301 
15 https://www.nytimes.com/1981/09/23/business/the-rise-of-mini-steel-mil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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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直到迷你轧机技术出现。小型轧机使用电弧炉，以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

方式进行熔炼、精炼和废钢的熔铸，可以不依赖与传统的铁矿石和焦炭供应16。 

无论是计算机还是钢铁，新型技术和全球市场压力都会同时出现，使得更小、

更灵活、更有效的系统取代大规模、集中化、复杂和能量密集的产业，这也是对

当今化学工业的概述。同样在这些行业中，小型创新技术开发者对现有的行业巨

头没有危害，但是当市场力量发生变化时，这些初创公司能够利用这一变革来清

除所有没有接受新技术的守旧者（例如 PC 领域的 IBM 和钢铁领域的 Nucor）。

如果合成生物学是化学领域 PC 或小轧机，那么它所能够解决的市场力量是什么？ 

 环境压力导致对化工产品大类的征税或取缔 

总的来说，包装应用（大多是一次性的）的消耗占所有塑料生产的 40%左右，

也就是每年数千万吨。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偏好逐渐意识到塑料废物是必须解决的

重大问题。这些规定有时会产生影响具有毒性的化学品本身，不过也逐渐影响其

过程（CO2 浓度）及应用（塑料袋、吸管、瓶子、微珠磨料）。微塑料17和海洋塑

料是两个紧急并且日益严重的问题，已经引发了对这些产品的禁令，以后可能会

有针对更多产品的禁令。 

合成生物学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应对这种威胁：首先，它可以提供生物

衍生物以及生物可降解聚合物，从而减少不良塑料的输入和输出。其次，微生物

工程化可以实现对环境中已经存在的塑料废物的降解，从而减少危害18。 

 具有传统化学可能无法找到的前沿特性 

化工企业每年在研发领域的投入总计 1000 多亿美元，包括寻找具有良好性

能的新型化合物，增强结构材料的强度、粘合剂的粘附性、染料的亮度、可生物

降解的薄膜等。但是在数十亿年的进化历程中，生物学已经发展到化学行业可以

通过合成生物学进行模仿（仿生）甚至是改进的解决方案。例如，Ecovative（其

合作伙伴包括 3M 和 SealedAir）使用菌丝体（蘑菇纤维）制成的泡沫状结构材

料，能够实现与合成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发泡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类似的

应用，例如包装，还有新型产品例如隔音板和装饰锅。Biomason 利用微生物来制

造水泥。 

                                                   
16 https://www.engineering.com/AdvancedManufacturing/ArticleID/10516/New-Micro-Steel-Mill-is-Competitive-

Despite-Low-Steel-Prices.aspx 
17 http://www.adventurescientists.org/uploads/7/3/9/8/7398741/2018_microplastics-report_final.pdf 
1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62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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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印刷等新型工艺可以减少对传统性能材料的需求 

通常，像鞋或汽车等人工制造产品通常由几十个、甚至数千个不同材料制成

的零件组成。每部分材料的特性都经过精心选择，例如强度、阻隔性能或柔韧性；

通过组装将这些属性放置于需要的地方。现在新型制造和设计技术例如 3D 打印、

生成设计，甚至纺织机器人正在发挥作用，从而使用更简单、更便宜的材料代替

特种材料，节省组装步骤、紧固件、劳力和过程中的材料浪费。SABIC 开发了可

用于 3D 打印汽车的纤维丝，并将零件数量从 10000 多个减少到几百个；SABIC

还致力于研究从卡车车顶到飞机座椅19等多种其他应用。阿迪达斯和耐克分别推

出了 Primeknit 和 Flyknit 技术，可以改变编织鞋帮的针脚，使脚趾和鞋跟更为致

密从而提高强度，鞋两侧则更加开放从而提高透气度，因此一个部分（线）替代

25 种或更多的皮革、尼龙、网格和其他材料20。 

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能够采用更简单的材料和精确的零件几何形状来替代

固体零件中的特殊成分材料，传统材料可能会被消除。化学企业能够通过两种方

式利用合成生物学应对这种威胁：通过使用更简单的生物聚合物（例如 DSM21以

生物为基础的尼龙、Covestro[拜耳材料科学]22的聚氨酯、杜邦公司生产的合成橡

胶异戊二烯23）替换高级石油化学品（甚至木材和金属）。未来，合成生物学家将

能够对细胞进行编程从而使其形成预先设计的几何形状，从活体中产生复杂的元

件和结构24。 

1.5 化学品和材料所面临的机遇 

虽然行业面临各种复杂的威胁，但该行业面临的机遇也非常简单：产品收入

的增长。虽然数字化被宣传是提高研发生产力、提高新型催化剂、工业和材料发

现速度的方式。不过更为真实的是，它适用于基于信息学的生物设计，机器人自

动化同样加速了生物化学研究的发展。合成生物学为化学品和材料产业提供了能

够振兴现有材料市场最广泛、最通用的工具包，并且正在开发未来数年和数十年

的新产品。 

                                                   
19 https://3dprint.com/54208/3d-print-efficient-truck-roof/ 
20 https://thefashionrobot.com/blog/2016/10/7/robotics-in-garment-manufacturing-starts-with-sneakers 
21 https://pubs.acs.org/doi/abs/10.1021/acssynbio.5b00129 
22 https://www.coatings.covestro.com/en/Products/Desmodur/ProductListDesmodur/201508271411/Desmodur-

eco-N-7300 
23 http://biosciences.dupont.com/solutions/biomaterials/ 
24 https://www.cell.com/fulltext/S0092-8674(14)00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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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合成生物学为原料的来源和基础化学品的生产提供了新的手段。

为了与大规模生产竞争，基于生物的商品可以提供从可再生性到可回收性的新型

特征，从而实现性能特征，例如重量轻和更好的阻隔性能。 

 第一代生物聚合物是可再生的，但最多达到与传统生物聚合物相当的功能水

平 

基于生物的材料中，最为成熟包括以淀粉为基础的聚合物、聚乳酸（PLA）

和聚羟基烷酸（PHA），通常与石化产品水平相当或略差。生物过程也可以产生

化学上相似或相同的聚合物，例如基于生物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和

聚乙烯（PE）以及中间体，例如醇（乙醇）、酸（呋喃羧酸）、胺和可以制成尼龙

和其他基础化学制品的环状分子。Genomatica 是一家致力于这些材料的初创公

司，一直进行新型、更先进的化合物创新，例如用于制作服装和地毯的基于生物

的尼龙以及用于化妆品的丁二醇。其他公司，例如 BioAmber、Rennovia、Verdezyne，

它们局限于在商品化学品的规模生产，当市场和投资者能源枯竭时，就可能导致

失败。Green Biologics 和 SilicoLife 都在致力于丙酮和正丁醇的制造。 

 “新一代”生物聚合物开始达到并超越石化产品水平 

在类似的应用中，一些基于生物的聚合物其性能优于传统聚合物。例如，基

于生物的聚呋喃甲酸乙二酯（Avantium25正在开发的 PEF）可以替代对苯二甲酸

（TA，一种以石油为基础的用于制造 PET 的单体），还能提供更好的气体阻挡和

热性能。杜邦工业生物科学和 Archer Daniels Midland26正在开发一种称为聚呋喃

甲酸酯（PTF）的竞争性化合物。 

 第三代生物材料，如蜘蛛丝，正在逐步扩大规模 

最前沿的生物材料，例如合成蜘蛛丝、纳米晶纤维素（NCC）、细菌纤维素，

以及生物复合材料，例如基于菌丝体的泡沫，不仅可以替代传统化学药品，而且

开拓了新市场。在纺织品领域，Amsilk、Bolt Threads 和 Spiber 为 Patagonia 和

North Face 等公司设计制造蜘蛛丝。Modern Meadow 最初专注于肉类的替代产

品；在此过程中，还设计、生长和组装胶原蛋白从而制造一种（称为 Zoa）天然

皮革，这种皮革能够与动物来源的皮革产品以及塑料制品，如聚氯乙烯（PVC）

和聚氨酯竞争。Provenance Bio 也在致力于同样的市场。Mango Materials 正在使

                                                   
25 https://www.avantium.com/yxy/products-applications/ 
26 https://greenchemicalsblog.com/2018/05/02/adm-dupont-starts-fdme-pilot-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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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甲烷排放物来产生以（Bluepha 也在从事）PHA 为基础的可生物降解的生物聚

酯纤维。Pili 制造纺织品所需要的彩色染料（染料使用量最大的领域）、油墨和塑

料着色剂是利用工程化有机体进行生产27。 

与传统被替代物相比，这些高性能材料依然产量低、成本高，不过随着应用

和规模的扩大，价格应该会有所下降。 

 特殊与精细化工、医药及其他 

许多为食品、消费者产品甚至是药品赋予风味、香味或功能的复杂分子在自

然界中非常罕见，通过采用工程学改造的微生物实现靶物质合成则相对较为容易。

事实上，人类胰岛素是首个源于基因工程的商品化合物。今天，即使是更常见的

特种化学品，如萜烯、粘合剂和多元醇，都可以很容易地在细菌中合成。例如

Evolva的香草醛28和Solazyme（[被Corbion收购的TerraVia]的食品以及Solazyme

的其他化合物）29。 

2. 行业战略建议 

化学品和材料行业是最早认识到合成生物学重要性的行业之一，并且自

2005 年左右开始，在合成生物学的扩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许多内部项目、

合作伙伴关系和收购都是投机取巧的，并且缺乏紧迫性。现在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化学品制造商已经做好准备——比当年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和钢厂所有者准备的

更充分——那时行业突然开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转变。 

2.1 合成生物学：慢速产业中的快速优势 

Rita Gunter McGrath 在哈佛商业评论文章《瞬时优势》30中提出了管理具有

竞争优势的战略组合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打破了对处于变革阵痛中的行

业来说已经不再可行的“长期、可持续优势”的传统观念。事实上，她鼓励跨越

行业界限的“竞技场”心态，由于生存威胁和机遇往往来自于不同但相邻的行业。 

竞技场是客户、报价以及报价所达到程度的整合体。现在的策略涉称之为“竞

技场”的竞争性行为。竞技场是客户群体、报价以及报价所达到程度的整合体。

这不是说各个行业不再相关，只是行业层面的分析已经无法给出完整的图景。 

                                                   
27 https://cen.acs.org/articles/95/i8/Delivering-spider-silks-promise.html 
28 https://www.evolva.com/vanillin/ 
29 http://terravia.com/ and http://solazymeindustrials.com/ 
30 https://hbr.org/2013/06/transient-advantage 



合成生物学产业报告：化学品与材料领域       《合成生物学快讯》2019 年第 2 期（总期第八十六期） 

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公司需要自查的问题清单，从而确定他们是否存在变得

无关紧要的危险，也就是说“为了在瞬时优势的经济形式中竞争，你必须愿意诚

实地评估当前的优势是否存在风险。”看到下列问题，大多数化学品工业的参与

者都对其中多个做出肯定的回答。 

图 5 是否是让化学工业承认暂时优势转变的时机？ 

 

McGrath 还描述了建立和管理投资组合

的五个阶段，包括启动、升级、利用、重新配

置和脱离，对应着随时间的推移，优势的发展

过程（通常与技术或新型商业模式有关）。合

成生物学为化学品和材料工业公司，或者说

“竞技场”提供各种各样的、展示自己与众不

同的竞争机会。 

化学品工业的变化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慢，所以即使是在十年的时间框架中，

该行业的工艺和产品可能也与今天的机构类似。然而，商业化化学品制造商将与

NOC 及其分支机构高度整合起来，使得传统化学品工业迫切需要新型化工产品

的出现。所有的盈利能力和增长将决定性地转移到： 

 具有更高/新颖性能和特质的材料； 

请自查这些情况是否适用于贵公司。 

 我不购买自己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我们在相同或更高的水平投资，却没有获得更好的利润或成长。 

 客户正在寻找更便宜或更简单的解决方案从而达到“足够好”。 

 在我们从未想到的地方出现了竞争。 

 客户不再对我们提供的产品感到兴奋。 

 我们不再被我们愿意雇佣的人认为是最适合工作的地方。 

 我们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正在离开。 

 我们的股票一直被低估。 

如果您同意上述四项或更多内容，那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您可能面临

迫在眉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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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供应、使用到生命末期的整个过程是可持续的； 

 让完全商业化的（例如，不由国家支持的）行动者摆脱当今行业兴衰的

周期循环。 

由于行业变化缓慢，该行业的公司只能缓慢转变，因此他们需要为十年规划

做准备。 

2.2 过程 

要如何开始？将合成生物学应用于化学品企业战略不是一夜间就能实现的，

不过初步的计划可能只需要不超过一天时间的研讨会31。探讨了关于威胁、机遇

和解决办法的数据和想法，大多数化学品和材料公司的内部团队可以在三个时间

水平制定初始战略： 

 1 个月：原型和典型 

第一个月，目标在于扩大公司能够采用合成生物学、运用创造性的推测和探

索式思维进行开发的潜在新产品范围。原型检查产品的技术可行性，新型数字化

工具，例如 TeselaGen 和 Synace 可以帮助在计算机上实现合成生物学原型解决

方案32。使用设计思维和预分类等方式，深入关于新型生物性能材料的市场问题，

“预分类”是谷歌开发的用于创建未来虚构人工制品的方法，用于测试客户如何

使用可能的产品33。最后，银杏生物工程和 ETH Zurich34已经完成了艺术家进驻

合成生物学项目。 

 6 个月：计划 

以第一个月产生的最佳想法为基础，开始制定如何尽快获得成果的计划。要

开拓自己的视野，寻找合作伙伴——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企业伙伴以及客户。

不幸的是，学术实验室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常没有那么灵活。 

 12 个月：产品 

在任何行业中，从创意到产品都需要一年的时间，在化学品行业更是如此，

五年甚至十年都被认为是快速的。麦肯锡对化学品商业化时间表的调查结果显示，

2 年到 19 年不等，不过“熟悉程度较低的技术会显著增加商品化所需的时间（到

                                                   
31 See What’s Your Bio Strategy?, page 158 
32 https://www.teselagen.com/ and https://synthace.com/ 
33 http://www.pretotyping.org/historical-artifacts.html 
34 https://www.ginkgobioworks.com/creative-residency/ and https://www.biofaction.com/call-for-artist-in-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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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年）”。相反，“市场和技术相关的知识能够转化为较短的商品化时间（2-5 年）

和高成功率（40%到 50%）。”35考虑到具有深厚合成生物学知识的公司将具有优

势，化学品和材料公司对这些知识的努力获取和拓展也是势在必行。  

3. 结论 

从长远来看，一旦探索、评估和开发了上述机遇，化学品和材料行业的公司

将会进行从内到外，自上而下的转变。在精细化工领域，像 Conagen 这样的初创

企业对微生物进行修饰，使其能够产生用于香料和香水的萜类化合物，以及用于

食品和动物饲料的氨基酸，例如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在燃料领域，

Butamax 公司最近获得批准，加入 16%的混合燃料，大大推进了其商业化进程，

也为其竞争对手 Gevo 吹响了号角。与此同时，全球生物能源公司在法国获批，

可以在基于生物的汽油和乙醇混合物中使用生物异丁烯（以 ETBE 和异辛烷的形

式）。下一阶段的部分策略还包括： 

 成为化工材料的全周期管理者 

现在，化学品摇篮到摇篮的生命周期非常分散，负责管理采购、精炼、配方、

应用、使用和回收的公司千差万别。扩大的生产者责任法规正在拓展，并将迫使

化学品制造商开发毒性更低、生物降解性更强的材料。更进一步，由于他们设计

的新型材料成为生命周期最终的生物原料，微生物能够分解常规石油化学品，化

学品制造商将从整个循环中获利36。 

 为灵活性制造而缩小规模 

石化精炼厂通常规范极大，资金密集，并且使用成本尽可能低的特定原料生

产相对固定的化合物。这反映出在假设市场长期稳定的情况下，效率、一致性和

低可变成本的优先级。从消极的角度看，在不太稳定的市场中，随着市场需求的

转变来改变投入和产出（以更高的成本）的灵活性较低。与石油化工不同，生物

工艺能够很容易地缩小规模、提高效率、迅速切换原料和产品。随着大规模生产

多种化学品的小型工厂数量的增加，化学品制造商将消除供应链中的浪费情况，

并且更加适应当地市场的变化。Amyris 开始制造药品（疟疾药物）、与 Total 合

作开发工业化规模的燃料（并供应给像 Cathay Pacific 这样的航空公司），现在专

                                                   
35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dotcom/client_service/chemicals/pdfs/chemical_innovation_an_in

vestment_for_the_ages.ashx 
36 https://cen.acs.org/articles/94/i11/Bacteria-feast-plast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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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美容、健康、香料和香水，这些都采用了基于植物原料和工程化酵母加工技

术。其他大型、多种材料开发企业包括 Intrexon、Ginkgo、Zymergen 和 Codexis。

更加新颖、灵活的开发者包括 Azeda，它与 Mango 类似，使用甲烷作为原料，生

产用于树脂、油漆、尼龙和合成橡胶的 1,3-丁二烯，同样也生产作为酯、烯烃和

丙烯酸酯前体的乙酰丙酸。Lygos 生产丙二酸，通常用于精细加工的化学品，例

如香料、香水和药品，但也用于聚合物、溶剂和粘合剂产品。Reverdia 正在开发

基于生物的琥珀酸的食品相关应用，例如包装和一次性器具，以及更传统的化学

药品如油漆和涂料。 

 进入新材料市场，用性能材料取代木材和金属 

从最初的日用化学品到今天的性能化学品、特种化学品和精细化学品，合成

生物学不断取得进展。新兴的合成生物学初创企业和研究人员不仅生产特定的分

子，而且能生产像蜘蛛丝和贻贝胶粘剂一样的前沿材料，提供石油化学制品几乎

无法比拟的性能。未来的合成生物学家将越来越多地将宏观生物模拟与分子生物

化学结合起来，开发具有可塑性或彩虹色等在其他天然或人造材料中尚未发现的

新特性37的新型材料，例如木材和贝壳。它们的强度、重量及其他特性将使得之

能够与无机材料竞争，比如金属与玻璃。 

 新的行政角色：首席生物学办公室 

现在 CIO 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 1987 年 CIO 杂志成立的时候，这个想法是

开创性的——甚至是被嘲笑的。许多公司都有“MIS”（管理信息系统）部门，

但是这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会计人员的自动化保持系统。即使到了 90 年

代中期，MIS 杂志数据库中列出的 4000 个 IT 部门中，“只有 10%使用了 CIO 的

标题。”38当然，今天每个公司的存活都依赖于其信息管理系统，无论是利用人工

智能每天进行数十亿美元交易的投资银行、教育学生并通过平板电脑应用程序追

踪其成绩的学校、还是使用 GPS 数据和自动拖拉机来精确进行种植和土地施肥

的农民。同样，考虑到生物技术的迅速进步，化学品和材料公司在一个部门内实

现这些活动、资产和收入的强化也将是日益司空见惯的事情。研发、新产品开发

团队和公司风险组织将向首席生物学办公室（CBO）报告。 

 

                                                   
37 https://www.nature.com/news/interdisciplinarity-bring-biologists-into-biomimetics-1.19188 
38 http://www.cio.com.au/article/451627/how_cio_came_history_chief_information_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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