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成生物学产业报告 

 

生物制药和健康领域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 

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 

2019 年 4 月 



合成生物学产业报告：生物制药和健康领域     《合成生物学快讯》2019 年第 4 期（总期第八十八期） 

合成生物学产业报告：生物制药和健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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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2 期的《合成生

物学快讯》主要介绍了合成生物学在化学品与材料领域的发展。 

本期快讯主要节选了报告中有关生物制药和健康行业在合成生物学方面的

发展，包括当前生物制药行业的主要公司和行业动态、价值链结构分析等。由于

大型制药企业越来越关注价值链的下游，减少了内部研发环节的投资，并开始更

多的与关注研发的高校和初创公司合作，这就给医药领域的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

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基于上述分析，报告总结了合成生物学可以解决的生物制药

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1. 当前生物制药行业概况 

人类健康的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行业之一，相关因素包括疾病、遗传、损伤、

饮食、锻炼、环境暴露、药物、外科手术等等。在过去的 30 年间，生物制药，

与所谓的小分子药物（如青霉素）相反的大型、复杂生物分子（如胰岛素）的应

用成为一个世纪以来行业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生物分子可以解决免疫学、肿

瘤学、遗传缺陷疾病以及许多其它小分子药物无法治疗的情况。但是，生物分子

的发现、创造、大规模制造、下一步规划以及向病人的传递是完全不同的情景，

存在更多的困难。由于改造基因和蛋白质的传统方式已经达到了技术和经济的瓶

颈，合成生物学就成为了关键的新工具。当今的生物制药前沿，不仅仅改造基因

或蛋白质，还将整个细胞作为治疗制剂，这是更加适合合成生物学的工具和技术。 

1.1 市场细分、规模和历史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使用植物及其提取物治疗疾病。从 19 世

纪中叶起，药剂师和药店开始了现代医学的前身，不过“蛇油”疗法仍然司空见

惯。当今的制药业在 20 世纪初对成熟的生物科学（例如对传染病的认识）以及

化学制造业进行了整合。在过去 120 年间的大多数时候，像拜耳这样的公司在生



合成生物学产业报告：生物制药和健康领域     《合成生物学快讯》2019 年第 4 期（总期第八十八期） 

产药物，例如阿司匹林的同时，也制造染料、塑料和其他工业化学品。首个大型

生物药物是人类胰岛素，由 Genentech 公司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生产1。 

小分子药物（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 生物分子（胰岛素） 

 

 

 

尽管全球医药总支出数额巨大（约 1.1 万亿美元）并略有增长（每年 2-5%），

这些整体数据掩盖了市场多种细分领域存在显著差异的轨迹2。像 Vioxx、Lipitor

和 Zoloft 这样的单个“巨头”每年可获益 10 亿美元甚至更多。但是当某种疾病

发病减少或根除，或当药物达到了专利保护期限时，收入将会减少甚至可能为零，

实际上一些子领域正在缩减。当现有药物失去了专利保护，而新药尚未完成研发、

通过临床试验、进入市场（这可能需要 10 亿美元和 10 年的时间）的时候，很多

制药商将面临“专利悬崖”。 

与小分子药物相比，生物药物的制造成本以及患者用药费用通常要贵得多。

麦肯锡估计，大规模生物技术制造设备的建立需要 2 亿至 5 亿美元或更多，而类

                                                   
1 在 Genentech 利用基因工程菌生产人类胰岛素之前，糖尿病患者使用的胰岛素需要从屠宰场动物的胰腺

中提取。生产一公斤胰岛素需要大约五万只动物。https://www.gene.com/stories/cloning-insulin 
2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1764/global-pharmaceutical-industry/ 

http://pharmaceuticalcommerce.com/business-and-finance/global-drug-spending-was-1-135-trillion-in-2017-

saysiq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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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规模的小分子设备可能只需要 3 千万到 1 亿美元3。不过，虽然患者用户较少，

它们依然占据了整体医药市场收入水平的 15-20%左右，并且是高增长的部分

（15-20% CAGR），原因在于其相对新颖（大多数用于治疗难以或无法使用小分

子药物的疾病），并且具有复杂性，即使是失去专利保护也难以被模仿（又称为

生物仿制药）。例如，2017 年抗炎生物药物 Humira 为制药商 AbbVie 创造了 180

亿美元的收益；尽管该专利于 2018 年到期，不过由于世界上很少有公司能制造

这种产品，它很可能继续带来高收益。基于这些领域的相对增长轨迹，估计在

20222028 年之间，生物药物的收益将超过小分子药物。 

1.2 主要公司和行业动态 

制药业是一个大型的全球性产业。根据《财富》杂志的全球 500 强排名，世

界上最大的制药商的年收入从 220 亿美元到 820 亿美元不等。大多数企业的总部

位于美国和欧洲，其中有两家中国公司：国药集团和中国华润。 

表 1 福布斯全球 500强制药企业 

500 强排名 公司 2017 年收入（百万美元） 

86 中国华润（China Resources） 82184 

100 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 76450 

169 罗氏公司（Roche Group） 56634 

187 辉瑞公司（Pfizer） 52546 

193 拜耳公司（Bayer） 51933 

194 国药集团（Sinopharm） 51844 

203 诺华公司（Novartis） 50135 

271 赛诺菲（Sanofi） 40810 

276 默克集团（Merck） 40122 

290 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 38868 

422 艾伯维（AbbVie） 28216 

455 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26107 

491 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 23888 

来源：福布斯 

                                                   
3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harmaceuticals-and-medical-products/our-insights/rapid-growth-in-

biop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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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生物制药领域的非公司团体 

除了这些全球性的大型制药巨头，生物制药行业也包括政府、高校研究机构、

以及由初创公司和风险投资者组成的重要生态系统。生物技术仍然是全球最大的

风险投资领域之一；毕马威声称，医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逐年大幅增长，

从 2016 年的 122 亿美元增至 2017 年的 166 亿美元。与此相比，在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领域的风险投资从 2016 年的 60 亿美元翻番到 2017 年的 120 亿美元4。其

他的重要动态还包括： 

 新兴市场正在崛起 

（传统和生物制药领域中）的新兴市场制药商的迅速崛起是长期从业人员必

须意识到的关键问题。清单上的大多数公司是具有数十年历史的大型国际公司。

中国将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视为技术实力的重要支柱，国药集团（Sinopharm）

2013 年才进入全球排名，中国华润（China Resources）2010 年进入全球排名，北

京基因组研究所（BGI）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因测序中心。 

 生物技术与制药和其他行业逐渐融合 

目前，制药（小分子）和生物技术（生物分子）制造商之间的界线依然非常

清晰，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公司同时进行两个领域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制药

公司进入生物制药行业，特别是通过并购，例如，罗氏以 470 亿美元收购了

Genentech。此外，这些制药商和其他卫生相关行业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强生公司

是收益最多的美国制药公司，但其产品范围包括很多消费产品，例如爽身粉，外

科手术用医疗器械等。药妆和营养品（药物与化妆品、药物与食品的结合）的市

场日益增长，希望缓解慢性疾病和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 

1.3 价值链结构 

与化学药物一样，公司将生物药物从研发推向市场时也遵循类似的典型步骤，

通常称为价值链，实际上是产品开发的过程。由于研发在（生物）制药业中的重

要地位（通常需要 10 亿美元以及 10 年的时间），实际的制造价值链相对不那么

重要。 

在简化的价值链中，从研发到市场的过程包括下列步骤： 

 

                                                   
4 https://home.kpmg.com/sg/en/home/media/press-releases/2018/01/kpmg-venture-pulse-q4-2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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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制药产业的价值链 

 

 药物发现 

科学家们试图找到能够靶向人体中某个特定分子并具有治疗效果（例如，作

为激动剂、抑制剂、拮抗剂、模拟物…）的新型活性分子。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之

前，许多研发工作致力于靶标的确定：体内的分子（通常是蛋白质，如受体蛋白

GPCR），然后开发出能够与该分子对接并改变其行为的药物。基因组计划允许每

个人访问关于靶标的数据，但是没有关于它们引发疾病的原因或何种分子能够与

之对接并改变疾病进程。制药商可能会筛选数百万种化合物，从而找到有效性、

溶解性、可制造性等因素的最佳平衡方案。活化的化合物被称为新型分子实体

（NME）或新型化学实体（NCE）。 

 临床前试验 

一旦确定了一种可行的候选 NME，研究人员就在细胞水平（体外）进行测

试，接着是动物试验（体内）。如果疗效和毒性结果看起来很有希望，他们将开

始研究新药过程（IND），并将其用于人体试验。 

 临床Ⅰ期 

如果这种药物通过了动物试验，并证明有效，它将进入人体试验阶段。Ⅰ期临

床阶段，健康的志愿者（通常是由非疾病患者组成的少于 100 人的小型团队）服

用这种药物，确认该药物是否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虽然成功的动物学试验与人

体试验之间转化程度的高低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一项研究5认为只有 8%），不

过一旦药物进入人体试验阶段，成功率就会有所上升。对将近 186000 个临床试

验进行的研究发现，在进入Ⅰ期临床阶段的药物中，仅有 13.8%最终获得了批准

6，尽管该比例仍然很低，但是考虑到人类生物学和疾病的复杂程度，还是可以接

受的。通过对小分子药物与生物药物比例的详细分析，研究发现了类似的成功率

                                                   
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902221/ 
6 https://cen.acs.org/content/cen/articles/96/i7/Drug-development-success-rates-high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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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在 12%到 18%之间。这种变化有些是源于生物药物的新颖性，这些没有形成

统一的分类：生物分子通常属于 FDA 的 BLA（生物许可证），但是 BIO 报告指

出“在某些情况下，FDA 会将更大的分子视为 NME，例如蛋白质和肽”。 

 临床Ⅱ期 

在Ⅱ期临床阶段，将会在所靶向疾病的患者（通常数百人）中进行候选药物

的检测。目标在于确认合适的剂量和频率，从而在无不可接受副作用的前提下，

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根据人数的不同、疾病进程阶段以及其他因素，Ⅱ期临床

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大多数药物（75%以上）可以通过Ⅰ期临床，多

数（33%或更少）可以通过Ⅱ期临床，其原因在于它们要么对疾病没有治疗效果，

或是具有不可接受的不良副作用。 

 临床Ⅲ期 

Ⅲ期临床试验的目标在于确认这种新型药物是否优于现有的治疗方法（如果

不存在治疗方法，可以使用安慰剂进行对比）。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Ⅲ期临床

试验可能需要数千名患者，花费多年的时间。例如常见损伤的临床试验较为容易，

因为有很多患者并且可以直接观测效果。然而很难找到罕见慢性病的病人，并且

他们需要长期进行监测。尽管尚且没有替代人体试验的方法，一些公司希望可以

通过在整个流程中尽早地使用计算机和动物模型，在进行时间更长、成本更高阶

段之前淘汰掉较弱的候选药物。 

 发布 

在最初发现和筛选的数以百万计的候选分子中，极少数可以最终推向市场。 

在某种药物通过临床试验并显示出治疗疾病的一定效果后，制造商必须申请监管

部门的批准：通常美国每年只有大约 30 种新药获得批准。然而，迄今为止，获

得这 30 个分子的成本已经大大增加，并且继续上升。在 2000 年代初期，制药商

每年在研发上的投资为 700-800 亿美元；到了 2000 年代末期，该数字已经飙升

至 1300 亿美元。即使这样，测试过程也不一定是完整的，如果在产品投放市场

之后发现了副作用，FDA 可能会要求进行Ⅳ期临床试验，或“上市后监管”，从

而确定影响药物使用者的新因素。 

                                                   
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rd.2016.85 
8 http://www.biopharminternational.com/clinical-development-success-rates-examined-new-bio-report 



合成生物学产业报告：生物制药和健康领域     《合成生物学快讯》2019 年第 4 期（总期第八十八期） 

1.3.1 价值链的战略转变 

在药物研发的过程中存在数以千计的价值链变化。近年来最重要的转变之一

是前期和后期过程步骤的分离，这也为公司和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提供了合作机

会。 

由于临床试验阶段（甚至是发布后，例如上市后监管）日益增加的监管审查

和投资者压力的驱动，许多公司越来越关注下游：Ⅱ期和Ⅲ期人体试验、市场发

布、制造和产品销售。他们减少了内部研发环节的投资，依靠与高校的合作伙伴

关系、对初创企业进行风险投资、进行其他形式的“开放式创新”，在不对研究

进行风险投资的情况下获取 NME。例如在《从研发价值链中释放制药环节》中，

管理顾问 AT Kearney 解释了他们的观点： 

临床概念验证阶段将高风险、前端创新项目与精心策划、可实现的发展计划

区分开来。计划和执行需要不同的能力；一些制药公司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根

据两个价值链阶段的能力和风险概况来确认和调整其内部组织结构。我们预测到

实现两个模型明确分离的趋势，例如拆分和股权割让。关注未来利润增长的制药

公司将重新配置价值链、新股权模式和商业模式。药物价值链的重新配置将导致

两个主要的新型商业模式：“发现分子”和“实施治疗”9。 

 

图 2 生物制药产业价值链：现在主要制药公司的研发组织在价值链上具有断裂点 

来源：Fierce Biotech；A.T.Kearney analysis 

                                                   
9 https://www.atkearney.com/health/article?/a/unleashing-pharma-from- the-r-d-value-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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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型中，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由于关注基因组学、筛选和蛋白质生物

技术而受到偏爱。某些技能的增加，尤其是药理学技能，将使它们成为现有制药

商的开发单元合作伙伴10。药物传播是生物分子药理学中特别棘手的领域，致力

于这个问题（以及像生物纳米系统这样的子领域）将降低初创公司的风险并提高

吸引力。 

2. 合成生物学可以帮助解决的生物制药所面临的挑战 

生物制药公司面临很多机遇和威胁，合成生物学或许可以应对生物制药行业

面临的问题。机遇和威胁的主要驱动力都是技术创新本身——新的领域，例如

CAR-T（嵌合抗原受体[CAR]T 细胞）和更加广泛的免疫治疗11、（Codexis 等公

司正在努力进行的）酶替代疗法12、细胞治疗（Giliad 以 5.67 亿美元收购 Cell 

Design Labs 就是关键的例子）13。合成生物学使得小型实验室和公司能够一个接

一个的实现重大突破，他们不仅是突破性进展的再次发现者，而且是对生物学潜

在机制具有前瞻性的工程学认识，并且能够反复实现的平台。合成生物学着眼于

生化操作系统，将每个基因组视为一个应用；将每个基因和蛋白质作为特征。 

以麻省理工学院的 Tim Lu 为例，他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的工作是电气工程和

计算机科学。除了是麻省理工学院合成生物学团队14的核心教员外，他还参与创

办了几家诊断和治疗的初创公司，包括 Sample6、Senti Biosciences、Synlogic、

Eligo Biosciences、BiomX 和 Engine Biosciences。在现代社会中，一位科学家能

够在如此广泛的技术和商业成就中具有核心地位实属罕见。 

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正在推进生物制药前沿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早期研发工具 

合成生物学正在创建简化上游研究的新型测试和系统；DNA 合成是研究中

最早的应用之一，像 Twist Bioscience 这样的公司正在为生物制药和其他产业构

建大型文库。A-Alpha Bio 使用工程学酵母细胞在单个样品中同时测量数千种蛋

白质相互作用，有助于更早地识别候选分子。类似地，Atomwise 使用人工智能

                                                   
1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94275/ 
11 https://blogs.plos.org/synthetic biology/2018/04/18/synthetic-biology-approaches-to-improving-

immunotherapy/ 
12 https://www.codexis.com/showcase/optimized-proteins-improved-manufacturing-processes/ 
13 https://www.genengnews.com/gen-news-highlights/gilead-kite-to-acquire-cell-design-labs-for-up-to-567m-

growing-car-t-footprint/81255253 
14 https://be.mit.edu/directory/timothy-k-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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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特别是深度学习）进行候选药物的筛选；公司声称筛选速度是每天 1000-

2000 万个化合物，并且与默克、阿布维和拜耳达了合作伙伴关系。 

除了合成生物学之外，Distributed Bio 还利用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来创建

大型抗体库。Xeno Cell Innovations 希望加快遗传密码的系统化和模块化进程，

Octant 正在合成嗅觉受体（ORs），一种使得哺乳动物具有嗅觉的 G 蛋白偶联受

体（GPCR）15。 

2.2 合成用于测试和生产的活性分子 

许多生物分子既复杂又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难以在自然界中聚集或通过实

验室合成、试验并最终用于制造。几家公司正在生产难以收获或制造的活性物质，

例如“Antheia”，它致力于在酵母中合成鸦片和其他药物。Renew Biopharma 正

在开发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创伤性脑损伤和疼痛的大麻素活性分子的微生物生

产，而 Demetrix Bio 在大规模合成和优化天然药物分子（Jay Keasling 是联合创

始人，他在 Amyris 进行的青蒿素生产工作是合成生物学的首个成功案例）。

Oxford Genetics 正在利用合成生物学和机器人技术加速治疗药物的生产。 

2.3 CRISPR/Cas9 的治疗方法和诊断 

CRISPR/Cas9 是基因编辑技术的核心酶，由于其革命性，被称为“分子生物

学新时代”16。一些合成生物学公司正在利用它进行各种各样的应用。例如，Intellia

提供用于体内免疫肿瘤和自身免疫 /炎症性疾病，特别是肝脏应用的

CRISPR/Cas9 酶；公司还与诺华合作创建造血干细胞和以 CART 为基础的癌症

治疗方案。 

CRISPR Therapeutics 利用 CRISPR/Cas9 进行药物发掘，Mammoth 使用

CRISPR 开发靶向基于 DNA 或 RNA 生物标记物的新型蛋白质，嵌入纸质诊断试

条上。Synthego 正在开发 CRISPR 工具包和服务。当然，CRISPR 并不是唯一的

基因编辑技术；Thermo Fisher 的 TALENs 和 Intrexon（用于修饰 CAR-T 细胞）

的 Sleep Beauty 也是值得关注的范例。 

 

                                                   
15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biorxiv/early/2018/06/28/358739.full.pdf 
16 https://international.neb.com/tools-and-resources/feature-articles/crispr-cas9-and-targeted-genome-editing-a-

new-era-in-molecular-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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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非天然核苷和氨基酸 

DNA和RNA的天然遗传字母表使用 4个核苷碱基（分别是ATGC和AUGC），

然后使用含有 20 个氨基酸的字母表编码天然蛋白质。一些合成生物学公司，尤

其是 Ambrx 和 Synthorx 已经开发出使用字母表中附加化学“字母”的蛋白质疗

法，这提高了药物在体内的性能。 

 

图 4 Synthorx的非天然核苷酸和氨基酸 

 

2.5 微生物诊断和治疗 

人体的多种微生物（肠道、皮肤等）关系到人体健康的方方面面。合成生物

学的初创公司正在开发一系列用于复杂系统中诊断和干预的新型技术。Azitra 对

皮肤微生物表皮葡萄球菌进行修饰从而分泌治疗多种皮肤疾病所必需的一系列

蛋白，而 SciBac 正在致力于在微生物中进行细菌的遗传修饰从而治疗抗生素耐

药性疾病。类似地，Siolta Therapeutics 正在进行微生物改造以治疗哮喘和其他疾

病。Locus Bio 对噬菌体进行修饰用以生产抗细菌感染和微生物的抗菌剂，Vedanta 

Bio 有一条由工程学微生物材料组成的生物药物生产线。Eligo Bioscience 正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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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新型基因（“遗传电路”）通过噬菌体向微生物进行传递的途径，用于治疗各

种各样的人和动物疾病，也用于化妆品、工业生物技术、食品和饮料等。Prime 

Discoveries 是一家致力于表征微生物的早期阶段公司。 

2.6 细胞疗法 

生物分子比小分子药物复杂得多，细胞疗法对整个细胞甚至细胞联合体进行

改造，这些细胞都被归为药物。种类繁多的细胞为研发人员提供了大量适合工程

化的特性和功能。例如，Synlogic 生产用于治疗罕见遗传代谢性疾病以及主要疾

病的合成生物制品，并与 Ginkgo Bioworks 合作开发治疗神经和肝脏疾病的新型

活体药物。Senti Bio 正在研究基因和细胞疗法，公司的投资者和合作者包括安进

风险投资、卢克斯资本和 DARPA。Bell Biosystems 正在开发能够转染真核细胞、

聚集磁性粒子的趋磁细菌，从而可以通过磁共振成像（MRI）来追踪宿主细胞。

在 CAR-T 领域，Legend Bio（DNA 合成公司 GenScript 的子公司）获得了 Janssen

提供的 3.5 亿美元，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潜在治疗17。 

2.7 器官工程 

比整个细胞更高的水平上，合成生物学是器官再生和印记领域的关键。例如，

eGenesis Bio 对猪器官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人类免疫系统从而可以进行移植。Prellis 

Biologics 是许多从事器官工程学 3D 打印的公司和实验室之一。 

3. 行业战略建议 

除了长期存在的威胁，例如监管和临床试验过程、加工和配方，该行业还在

药物发掘、专利渠道、小分子药物与生物分子药物的区别、降低突破性药物的依

赖性等领域面临战略挑战。长期来看，存在的问题包括行业将如何从急性转变为

慢性、生活方式疾病（消费者产品制造商或许能更好地提供服务）。甚至药物是

什么这个定义也受到了质疑，“治愈病人”的概念正在逐渐让位给“通过强化人

体和延长寿命从而提高正常人群的健康水平”。 

由于大部分非技术原因，小分子药物行业变得愈发艰难，现有的制药商已经

不得不在生物制药这个更复杂的领域开辟新领土。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开发商获

得新的工具和技能，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制药商需要继续向前发展，最有可能通

                                                   
17 https://www.genscript.com/legend-biotech-announces-closing-of-global-strategic-LCAR-B38M-Car-T-Cell-

Immunotherapy-collaboration-with-janss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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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未来的道路就是合成生物学。因此，报告提出了以下建议： 

 利用来自合成生物学的研发人员和工具来扩展内部研究技能 

合成生物学的工具包正在迅速扩展，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发掘，使之成

为生物制药研发的关键领域。作为具有新概念和观点的新兴领域，它将有助于吸

引和留住研究人才。富有创造性、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将确保因日益动荡的商业环

境而导致的各种场景中的产品生产线的灵活性。 

 在合成生物学领域与初创企业的投资与合作 

典型的生物制药初创公司往往追求单一或小范围的适应症，合成生物学初创

公司要广泛得多。随着资金的增加，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将继续成为制药领域、

类似或其他行业，如农业和消费品行业的关键创新点。由于生物学的基本机制（更

不用说工作人员和设备）可以使多个应用程序受益，因此这些非竞争性公司在合

成生物学领域的投资依然有益于生物制药。 

 不断拓展战略视野，推进器官置换和寿命延长的未来科技发展 

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启了人类健康领域创新的大门，如今更多项目，例如（映

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的）人类蛋白质组计划、（映射大脑神经连接的）人类

连接体计划也有望实现。尽管器官置换和人类寿命的延长可能看起来是太超前的

科学（甚至有些科幻），但它们是合成生物学驱动的前沿领域。 

 

刘晓 熊燕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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