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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基础设施：工业生物技术创新与合成生物学加速器 

 

编者按：根据欧盟竞争力委员会的要求，欧洲研究基础设施战略论坛（The 

European Strategy Forum on Research Infrastructures，ESFRI）需要定期更新其路

线图并提供连贯的战略远景，以确保欧洲在所有科学和创新领域拥有出色的科研

基础设施。2018 年的 ESFRI 路线图报告是在 2016 年基础上的更新版，记录了从

2008 年到 2018 年十年间 ESFRI 各项目的运行结果以及筛选出未来要建设的新

设施。工业生物技术创新与合成生物学加速器（Industrial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ynthetic Biology Accelerator，IBISBA）便是在 2018 年的路线图中提出的。 

本期快讯主要对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和合成生物学加速器 1.0（IBISBA 1.0）

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包括设立该项基础设施的目的、参与的成员、设施的架构、

研究网络中参与机构的职能、未来设施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等。 

 

1. IBISBA 1.0：促进端对端的生物产业发展 

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和合成生物学加速

器 1.0（Industrial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ynthetic Biology Accelerator，IBISBA 

1.0）是 ESFRI 于 2018 年批准的、新兴的

欧洲研究和创新分布式基础设施。设施旨在通过支持工业生物技术和合成生物学

来促进欧洲向循环生物经济的转型。 

目前，有 9 个欧洲国家参与到了 EU-IBISBA 的开发，目标是创立能够强化

每个合作伙伴研究设施的运营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一流的研究基础设施，并且

为端到端的生物工艺开发过程提供可靠的服务。 

1.1 工业生物技术是生物经济的关键使能（KET）技术 

当前，工业生物技术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领域也值得给予

特别关注和通过共同努力进行大力发展。生物催化具有将复杂生物资源转化为一

系列有价值产品的独特能力，但将工业生物技术作为制造技术的潜力尚未被完全

开发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速将科学理论向工业化应用研究创新

（Research &Innovation，R&I）阶段的转变，并且这些新转化的工业化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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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可调整性。 

欧洲拥有大量的科研基础设施，可用于加速创新生物产业的发展。目前，这

些科研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无法高效的进行科研创新。因此，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新的路线图希望将这些科研基础设施进行联网，减少重复研究和降

低资助成本，创造协同作用，并且增进各领域专家之间的交流协作。 

2. IBISBA 1.0 的任务 

IBISBA 1.0 是由地平线 2020（Horizon 2020，H20201）资助的项目，旨在建

立欧洲分布式研究设施网络，提供创新服务并加速生物科学研究向工业应用的转

化。 

IBISBA 1.0 将为所有工业生物技术专业人员提供专业研究设施，包括学术研

究人员、中小企业和大公司。 

IBISBA 1.0 网络还将通过其跨国访问（Transnational Access，TNA，免费为

外国用户提供 IBISBA 1.0 的专业研究指导和科研设施，包括提供用户旅行和生

活费用）计划为科研人员提供补贴，并开展各种活动，包括培训等，这将有利于

更多的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 

IBISBA 1.0 项目还会更加专注于电子服务，开发一个专门的知识中心，为用

户提供对各种项目资产的公平访问（Fair access，即对所有用户具有相同的访问

权限），例如标准操作协议（SOP），公开的工作

流程，项目成果和数据库等。 

IBISBA 1.0 项目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欧

洲分布式研究基础设施，为欧洲和全球的工业

生物技术社区提供一系列研究支持服务。而

EU-IBISBA 的最终目标是将工业生物技术作

为成熟的制造技术加以推广，从而促进欧洲循

环生物经济的发展。 

3. IBISBA 1.0 项目成员 

由法国主导的EU-IBISBA伙伴关系目前由

                                                   
1 “地平线 2020”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欧盟研究和创新计划，在 7 年内（2014 年至 2020 年）提供近 800 亿

欧元的资金，此外，还将吸引私人资助。计划承诺通过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将实现更多科学研究的突

破和发现，以及创造更多的世界第一。 



工业生物技术创新与合成生物学加速器          《合成生物学快讯》2019 年第 5 期（总期第八十九期） 

来自 9 个欧盟成员国的研究运营商（RTO、高校等）组成。 

目前，IBISBA 1.0 由广泛互补的 9 个欧盟成员国的 16 个合作伙伴组成（图

1）。这些合作伙伴的选择是基于其具有相同目标并拥有充足的基础设施，卓越的

科研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业绩，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建立一个非常独特的科研基础

设施网络，而且还要实现更长远的目标。因此，IBISBA 1.0 汇集了欧洲工业生物

技术领域的一些最杰出参与者，以及其他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将提供创建

具有特定功能的 IBISBA 1.0 网络所需的关键专业知识。重要的是，大多数成员

在之前的合作研究项目框架内与一个或多个其他 IBISBA 1.0 成员已经有过合作。 

图 1 IBISBA 1.0的 16个合作伙伴 

 

4. IBISBA 1.0 的项目结构 

IBISBA 1.0 项目由 8 个工作包（work packages，WP）组成（图 2）：五个网

络活动，工作包 1-5（NAs, WP1-WP5）；两项合作研究活动，工作包 6-7（JRAs, 

WP6-WP7）；以及一个致力于合作伙伴之间协调和管理的工作包，工作包 8（WP8）。

此外，项目至少包括一个装置的基础设施将提供跨国访问。 

工作包 1：为研究人员和科研机构提供培训 

工作包 1 将提供一系列培训模块或课程。首先，该工作包将提供一些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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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SBA 1.0 团队所需的内容。工业生物技术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生物学家和

化学工程师在跨学科知识间的差异，因此，培训的关键是加强这两个学科科研人

员之间的交流、联系。有关术语、工作流程和数据标准化的研讨会将有助于所有

合作伙伴分享知识和相互学习。这个培训对于实验联合研究活动的顺利进行至关

重要，因为这将要求不同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根据标准化流程进行实验。 

其它培训任务将使 IBISBA 1.0 项目公开化，为非受益组织的研究人员提供

培训模块。这也将进一步提高 IBISBA 1.0 的影响力，让研究人员了解此项目具

有跨国访问的机会和培训。最后，培训工作包还将着重于分析当前工业生物技术

的培训挑战，并提出改进教育课程的建议。 

 

图 2 IBISBA 1.0项目的总体结构 

 

工作包 2：沟通，宣传和传播 

工作包 2 将设计、创建和促进通信工具箱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通信工具箱

要贯穿整个 IBISBA 1.0 项目。为宣传项目，工作包 2 将开发所有要素和工具（例

如项目徽标，幻灯片模板等），使 IBISBA 在欧洲和全球工业生物技术机构中具

有更高的辨识度和认可度。 

工作包 2 将结合社交媒体和社区论坛上的 IBISBA 1.0，高效的提供宣传结

果、意见和远景文件。与其他工作包合作，工作包 2 还将负责创建门户网站，该

网站将提供启动和管理跨国访问计划的方法。在工作包 2 中，知识管理技术将用

于构建基于超级图形的语义网络，描述 IBISBA 1.0 的设施、设施之间的联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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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它们的专业知识背景。这将用非常直观和具有吸引力的方式，使用户对 IBISBA 

1.0 网络的强度和深度有一定的认识，并了解这个网站可以为用户提供哪些服务。

最后，工作包 2 将为公共机构提供具体材料，因为 IBISBA 1.0 的目标之一就是

为这些利益相关者提供扩展服务，以便建立可持续性的全欧洲基础设施的可行性。 

工作包 3：建立团队和更广泛的网络 

工作包 3 将重点构建和整合内部网络的相互操作性以及扩展和丰富网络，并

将其与其他相关计划连接起来。关于机构内部的相互操作性，将执行若干关键活

动，首先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IBISBA 愿景。这项工作将使用内部和外部专业知

识进行运作，提供预期目标和路线图，并将其传递给各个项目团队。第二项活动

将侧重于统一学术术语并对工作流程进行标准化。为了能够在工业生物技术等多

学科领域实现互操作性，并为研究人员提供优质服务，关键是要能够轻松分享想

法和概念，以可重复的方式进行实验并生成可共享的数据。为实现所有的这些目

标，工作包 3 的重点是确定核心的概念、流程和程序，这样才能为工作包 1 制定

培训课程。最后，建立一个最终为工业生物技术提供分布式研发基础设施的网络

需要借鉴以前的经验，可以通过利用现有基础设施，整合新成员来填补空白和扩

展服务，以及通过在欧洲和国际上寻求合作来实现，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并且

还能促进相互合作。为实现所有这些目标活动，工作包 3 将整合并利用更广泛的

基础科研设施、公司和国际组织等。 

工作包 4：成果转化的创新研究 

工作包 4 将专注于解决与公司客户相关的问题和成果转化。在这个工作包

中，目标是解决与公司业务发展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并将 IBISBA 1.0 与公司负

责人员进行沟通。通过与工作包 2 密切合作，工作包 4 将创建 IBISBA 品牌，并

建立一个业务开发团队，致力于在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行业利益相关者之间

推广 IBISBA 1.0 的概念。通过一系列子任务，解决相关问题，包括如何更好地推

广对公司客户而言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服务。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未来

商业模式的探索，与公司客户关系的维持，以及知识产权的处理等。知识产权的

处理将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方面要通过数据和知识共享来促进创新，另一方面

要协调好公司客户最常要求的保密性。 

工作包 5：访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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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包 5 是项目最后才进行的，完成联络整合工作。该工作包将整合开放访

问 IBIBSA 1.0 基础结构所必需的不同流程。工作包将设立一个管理小组以确保

工作的卓越性和关联性，包括项目选择小组和访问管理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将共

同确保每个提交的项目都符合规范，并实现项目之间的平衡性。此外，本工作包

中的任务将监控每个访问过程，并保证整个过程都符合规范。最后，通过与工作

包 2 和工作包 4 合作，这个工作包中的活动将确保来自研究基础设施薄弱的研究

人员，和中小企业的研究人员在项目进行中有使用权限。 

工作包 6：提高工业生物技术公司间的相互操作性 

工作包 6 将侧重于设计、构建、测试和学习（Design, Build, Test, Learn，DBTL）

这个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同时展示 IBISBA 1.0 网络在标准化、共享协议和协调

程序框架内执行协同工作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将组建包括早期博士后研究

人员在内的多伙伴工作组，以对目标进行 DBTL 操作。在设计步骤中，将一系列

预测工具（例如全基因组信号通路模型和信号通路预测工具）与流程图/流程建

模一起部署，从而提供工业约束和决策的早期集成。在构建步骤中，将使用一系

列技术操作（例如 DNA 合成，使用 CRISPR-Cas9 技术来编辑基因组），采用或

开发标准操作步骤并将其整合到网络共享资产中。此外，在此阶段，将重点进行

小规模的高通量筛选，以确定可靠的生物标记物。在测试阶段，将进一步扩大规

模，完成从小规模到高产量转化的挑战，采用分析方法来评估数百或数千种株系

的性能。因为在这个阶段不能够进行培养条件的优化，也无法进行大规模分析，

所以此阶段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来自如何以可预测的方式测量株系的反应结果，另

一方面来自如何选择正确的株系，并在受控的生物反应器中进行测试及预测其在

更大的生产规模下的适应性。 

工作包 7：为多设施项目运行构建电子工具 

工作包 7 将提供电子基础设施支持，以便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来启动和监控

研究、发展与创新（R&D&I）的一系列流程。为实现这一目标，工作包 7 将研究

出多合作伙伴、多站点、多组件的工业生物技术项目所需的、最新的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调整并开发新工具。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工作包 7

将重点使用可互操作的语言编写工作流程，在其业务流程建模环境中进行工作部

署，这样将使其得到的结果具有可追溯性。此外，工作包 7 将与工作包 3（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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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协调）进行合作，研究如何使用丰富的元数据来描述和保留项目的各个组成

部分的常见相关视图（例如工作流程、数据、模型、标准操作、样品和人员等）。

最后，工作包 7 还将提供用于储存、共享和启动工作流程的在线存储库和门户网

站。总体而言，该工作包的目的在于示范工作流程和与之相关联的中介数据，这

些都是为相互协作和知识共享而服务，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和可协调程序都将使项

目执行起来更加便携，并且可以获得具有可重复性的研究结果。 

工作包 8：合作伙伴间的协调和计划管理 

IBISBA 1.0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项目，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良好

的整体管理将是成功的关键。管理团队将与所有工作包的负责人密切合作，确保

项目进度符合工作计划，并实现预期目标和获得有用的成果。此外，管理团队将

监督财务资源的使用，确保具有良好的内部沟通，使工作在有良好的管理实践中

进行，以及符合欧洲委员会（EC）的规章和程序。 

5. IBISBA 1.0 的研究网络 

目前，IBISBA 1.0 的研究网络由欧洲 9 个国家的 16 个合作伙伴组成，包括

研究院所、大学以及企业：法国的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国家农业

科学研究院（INRA）以及下属的转化公司（INRA Transfert，IT）、图卢兹国家科

学研究所（INSAT）、南特大学（UN），意大利的国家研究委员会（CNR），西班

牙的国家研究委员会（CSIC）、巴塞罗那自治大学（UAB），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协

会界面和生物工程技术研究所（Fraunhofer IGB），希腊的雅典国立技术大学

（NTUA），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UNIMAN），比利时的佛兰芒技术研究所

（VITO），芬兰的国家技术研究中心（VTT），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

（WUR），以及数据挖掘平台股份有限公司（KNIME）、LifeGlimmer 股份有限公

司（LG）。 

5.1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致力于将

研究领域和工业进行连接，是法国乃至全世

界研究和与创新领域杰出的参与者之一。它

从四个主要领域进行研究、发展与创新：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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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核能（裂变和聚变）、工业技术研究、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法国国家测序中心（Genoscope）将其研究活动的重点放在环境、人体消化

道和污水处理相关的微生物的环境基因组学上。Genoscope 通过在化学合成中寻

找生物学解决方案，发现新的生物催化剂，来帮助减少环境污染，以及能源和化

石燃料的消耗。 

HelioBiotec 是艾克斯-马赛大学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所的一个生物技术

平台2，由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艾克斯-马赛

大学共同运营。HelioBiotec 致力于开发用于富含能量或高价值化合物的工业生产

的微藻菌株。该平台所进行的研究活动结合了遗传学和合成生物学的方法，使用

高通量筛选的方法，进行菌株性能评估（实验室规模光生物反应器，光合效率）

和生物质组成分析，特别是进行脂质组学分析。 

5.2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是最大的公共组

织，旨在知识发展的主要领域开展、传播、

转化和促进科学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应

用于科学、技术、经济和国家社会发展中。

该委员会通过各研究所的网络分布于意大利

各地，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与各个地方性的公司和组织也有紧密的联系

与合作。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ProtEnz 是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个多站点和多学科的基础设施，其研

究重点是蛋白质和酶的发现、生产、特性分析和工程应用，并且特别关注极端微

生物的研究。ProtEnz 将提供以下设施的使用权限： 

 那不勒斯生物科学和生物资源研究所（IBBR-Naples）专注于发展蛋白质

和酶工程，其中重点研究来自极端环境中生长的生物所提取的碳水化合

物活性酶，以及在化学和生物学两个交叉学科之间如何更好地进行研究

                                                   
2 HelioBiotec 是一个生物技术平台，以应对生物能源的挑战，该平台建立于 2008 年，旨在研究微藻在电

力生产中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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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那不勒斯地中海环境中的畜牧生产系统研究所（ISPAAM-Naples）致力

于研究对发展生物技术有应用价值的靶细胞的定量蛋白质组学、重组蛋

白的特性，特别关注重组蛋白的翻译后修饰，以及原核/真核来源的重组

蛋白的相互作用组学。 

 阿韦利诺食品科学研究所（ISA-Avellino）在重组酶/蛋白质的基础上对

光学蛋白质生物传感器进行设计和开发，用于在工业过程中进行连续监

测分析。 

 米兰洛迪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技术研究所（IBBA-Milan-Lodi）专注于优

化真核宿主中的蛋白质表达和分泌，分析此途径中翻译和翻译后在修饰

中蛋白质的折叠，以及用于鉴定新微生物和筛选工业酶的环境宏基因组

学。 

5.3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CSIC）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是西班牙最大的

公共机构，也是欧洲第三大研究机构。其使命

是促进、协调、发展和增进多学科性质的科学

和技术研究，以加快知识和经济、社会和文化

的发展，培训工作人员并向公共和私营实体提供咨询。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生物学研究中心（CIB）是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最大和最有声望的研究中

心之一。它是一个多学科研究所，涵盖结构和细胞生物学、医学、农业、环境科

学、化学和生物技术等一系列学科。多学科特征使 CIB 能够促进整合不同实验方

法。 

国家生物技术中心（CNB）也是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最大的研究中心之一，

以其多功能的跨学科研究而著称，该中心将分子生物学方法与功能和结构生物学

领域的最新技术相结合。在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 CNB 已被公认为是八个杰出的

塞维罗-奥乔亚中心之一。 

5.4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界面和生物工程技术研究所（Fraunhofer IGB） 

Fraunhofer IGB 是弗劳恩霍夫协会的一部分，协会是一家专注于应用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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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非盈利组织。它开发和优化医药、制药、

化学、环境和能源领域的工艺和产品。它的

核心竞争力是生物工程和分子生物技术。研

究所在基因组数据库的计算机筛选，宏基因

组文库的开发和筛选以及重组酶和真核生

产菌株中异源表达的优化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包括开发出适当的分析检测方

法。 

5.5 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INRA） 

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是欧洲最大

的农业研究机构，也是世界第二大农业研究

机构。研究所开展以任务为导向的研究，旨

在为人们的健康和福祉开发高质量、安全、

可持续的食品; 保护环境和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可持续农业; 为地区服务发展生物

经济。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MICALIS 是一家大型研究机构，专注于微生物系统生物学和合成生物学。 

该研究所的一个团队正在致力于代谢工程和合成生物学（Bio-RetroSynth：使用

基于逆向合成的代谢工程）。 

图卢兹-怀特生物技术（TWB）是由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支持的行政机

构，是在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签署协会协议后创建的。TWB 于 2011 年 10 月启动，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

约 30 个合作伙伴，他们随后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先锋的公共-私人联盟，其目标

是加速工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并促进生物经济。TWB 涵盖广泛的技能，从生物工

程（酶和代谢工程，合成生物学）到工业化前试验性规模的开发。 

5.6 法国图卢兹国家科学研究所（INSAT） 

法国图卢兹国家科学研究所是一所国际

多学科工程学院，其教育是五年制，提供八种

工程专业，包括计算机科学、土木工程、数学

工程和生物化学工程。其课程得到了前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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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实验室的支持，而这些实验室得到了大型工业集团的支持，包括航空、纳米材

料和环境保护技术等。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生物系统和生化工程重点实验室（LISBP）是一个由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

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图卢兹国家科学研究所联合创办的研究机构，位于

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的图卢兹校区。LISBP 具有国际认可度，在生命科学与工

程科学领域的创新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在基础和应用生物学、微生物学、微生物

生理学和代谢、工程，发酵和过程方面也位于世界先进水平。LISBP 研究工作在

工业生物技术方面有很大的应用，如生物能源和绿色化学、水处理、食品加工和

健康等方面。LISBP 将提供以下设施的使用权限： 

 MetaToul 提供专业的和最先进的质谱分析（MS）和核磁共振分析（NMR），

可以获得微生物代谢组及其对遗传或环境变化响应的详细图谱，以支持

功能基因组学或系统生物学项目。 

 GeT（转录组生物芯片）是一个支持各种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项目的平

台，通过使用微阵技术或新一代测序技术（NGS）来分析真核和原核基

因组。 

 I-CEO（组合工程和初始酶活性的高通量筛选）具有能够进行充分的蛋

白分析和纯化的技术，提供有效探索和分析蛋白质功能多样性和改善蛋

白质功能的方法：突变体文库构建，基因组文库筛选，具有特殊目的筛

选试验的开发，酶活性分析等。 

5.7 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转化公司（INRA Transfert，IT） 

IT 公司是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所的

全资子公司，利用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和创新

技术，将其发展为具体的商业机会。其使命

是帮助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和受益人建立响应欧洲委员会号召的项目，

并在欧洲委员会确定项目资助后对其进行管理。公司管理图卢兹-怀特生物技术

部门执行委员会，并支持该部门的业务开发和增值活动。安全协作的工作区将提

供 IBISBA 1.0 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在中心地点使用项目资源和文件，从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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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知识管理和流畅的信息交流。 

5.8 数据挖掘平台股份有限公司（KNIME GmbH，KNIME） 

KNIME®通过构建软件，以便快速、轻

松、直观地访问高级数据科学。KNIME 分析

平台是首选的数据驱动创新解决方案，旨在

发现隐藏在数据中的潜力，挖掘新的见解或

预测新的未来。 

十多年来，60 多个国家的数据科学家一直在使用公司的平台处理各种数据：

从数字到图像，分子到人类，信号到复杂网络，简单统计到大数据分析。 KNIME

总部位于苏黎世，在康斯坦茨、柏林和奥斯汀设有办事处。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KNIME 将提供对云平台的访问，用来管理、共享和执行工作流程。 

5.9 LifeGlimmer 股份有限公司（LG） 

LifeGlimmer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小

企业，其目标是为工业生物技术和环境研究

团队提供外包科学计算和建模所需的有效方

法。自成立以来，LifeGlimmer 一直为许多学

术和工业机构提供软件即服务（SaaS）。

LifeGlimmer 还专注于数据管理、分析、可视化和集成，以及逆向工程和建模。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BIODASH 是一个决策支持系统，有助于缩小数据可用性与新生物技术应用

发现之间的差距。 BIODASH建立在使用语义网技术的集成系统生物仪表板上，

解决了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有价值资产的关键挑战，这些固定资产可供给中小企业、

生物信息学和生物技术行业中的企业使用。 

5.10 雅典国立技术大学（NTUA） 

雅典国立技术大学是希腊最大和最古老

的工程大学，也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读本科

时的首选。NTUA 参加了过程分析和工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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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院的工业系统工程单元（IPSEN）的研究小组。IPSEN 结合了先进的系统工

程方面的经验，在生物可再生能源建模中具有长期的设计记录。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生物技术建模平台（BIOMP）汇集了欧盟领先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开发建模

技术和工具，将实验开发相互联系起来，并评估其在建立可持续和经济上具有吸

引力的工业生物技术过程中的重要性。建模开发是独特的、先进的，并与工业项

目相关联，确保模型值得、有价值并与实际目标保持一致。BIOMP 使用不同的

建模平台，涵盖过程和产品综合、工业流程和模拟、过程和产品优化、价值链分

析、属性和热力学模型，以及用于早期筛选和概念分析的捷径成本和 LCA 模型。 

5.11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UAB）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是西班牙主要的公立

大学之一，该大学有科学和技术组织 UAB-

CIE Sphere，其中包括科学和技术服务、研究

中心、研究所和大学医院。 它还包括 UAB 的

研究园区（PRUAB），其任务是帮助和促进

UAB-CIE Sphere 研究小组的知识转化，并提供其研究、发展和创新的能力，以

满足社会和经济环境发展的需求。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UAB 综合生物过程工程平台（PlatBioEng）结合了基础设施和跨学科研究环

境，整合了细胞工厂工程和生物过程开发。PlatBioEng 将提供以下设施的使用权

限： 

 生物过程工程实验室（BioEng）是一个在微生物发酵过程开发领域开展

研发加创新项目的工厂，重点关注运营策略、过程监控、建模和控制以

及扩大规模。 

 系统生物学实验室（SysBiol）是一家致力于微生物系统代谢工程的工厂，

专注于在生物过程应用中生物组学平台和系统生物学工具的使用。 

 应用生物催化实验室（Biocat）是一个主持生物催化领域研发项目的工

厂，重点强调工艺优化，包括生物催化剂固定化、中等工程、多酶级联

反应、操作策略、多相反应、辅助因子回收和过程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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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酵试验工厂（Fermentation Pilot Plant）是一个多功能设施，提供设施、

设备和专业知识，用于开发酶和微生物发酵过程（包括初级分离步骤），

以获得制药、农业食品、诊断或化妆品等行业的生物产品。它还为工业

生物技术公司提供科学和技术支持，以扩大生物过程。 

5.12 南特大学（UN） 

南特大学是一所多领域的大学，其主要目

标是大力提高其科学活动水平，以及培养更

多的硕士和博士生，提升他们的国际标准。联

合国（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大西洋

高等矿业电信学校和南特兽医及食品科学与

工程大学一起）管理法国环境和食品加工过程研究实验室（GEPEA），该实验室

拥有应用于微藻的生物过程工程的长期专业知识，并得到广泛的出版记录的支持。

GEPEA 已被国家评估委员会评为顶级实验室。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AlgoSolis 是一个公共设施，属于南特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AlgoSolis 已将欧洲能源研究联盟（EERA）的生物能源联盟作为一个设施，在工

业化前的规模下进行研发，以便在转化到工业之前调查和优化解决方案。通过整

合不同的技术和微藻工业开发来研究微藻的工业应用。 

5.13 曼彻斯特大学（UNIMAN） 

曼彻斯特大学是英国最大的单一校区大

学，具有跨所有科学学科的研究实力。该大学

的曼彻斯特生物技术研究所（MIB）和计算机

科学学院将参与 IBISBA 1.0 项目。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基于 MIB 的英国研究理事会资助的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正在利用合成生物

学开发更快、可预测的新型的精细和特种化学品生产路线，为扩大规模和工业制

造提供新的化学多样性。 

FAIRDOM 是一个为系统生物学建立数据和模型管理服务设施的平台。通过

支持系统生物学项目，使其数据、操作程序和模型可查找、可访问、可相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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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重复使用，为研究人员、学生、培训师、资助者和出版商提供支持。 

5.14 佛兰芒技术研究所（VITO） 

佛兰芒技术研究所是关于清洁技术和可

持续发展领域独立的研究和咨询中心，其研

究在欧洲具有领先地位，研究所为未来的重

大社会挑战制定解决方案，例如：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可持续能源供应、人口老龄化和

资源稀缺。其分离和转化技术业务部门（SCT）的研究重点是可持续化学，特别

是通过将分离技术与化学过程的生物技术相结合，使用替代原料并且强化使用过

程。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佛兰芒技术研究所的生物过程强化技术。VITO 的生物技术团队是生物过程

强化专家，专注于将膜技术与各种用途的工艺相结合。包括： 

 将微滤膜或超滤膜耦合到实验室规模的发酵罐，用于高细胞密度发酵。

该设施可以调整为任何类型的连续发酵过程。 

 膜过滤（级联）与实验室规模的酶转化过程的偶联。该设施已在（半）

连续模式下进行优化，采用单级或级联膜过滤设计。该技术可以很容易

地扩展到任意一个酶转化过程，例如酶保留，产物分馏或分离。 

 将膜分离技术耦合到实验室规模的酶促或全细胞转化以进行原位分离

产品回收（ISPR）：生物反应过程有可能会受到来自底物或产物的抑制

而降低效率，终产物的不稳定性也有可能影响生物反应的速率。通过整

合合适的 ISPR 技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来提高产量和/或生产率。技

术选择取决于要添加或去除的分子的性质以及环境条件。 

 将渗透蒸发分离技术耦合到 ISPR 中试规模的发酵罐。该技术已经在中

试规模的连续发酵试验中进行了测试，用于在几周的试验期间回收丙酮

-丁醇-乙醇。 

5.15 芬兰技术研究中心（VTT） 

芬兰技术研究中心由多个学科的专家组

成。 该中心为公共部门和公司以及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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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研究、开发、测试和信息服务。芬兰技术研究中心可以结合不同的技术，创

造更先进的创新以及大量的世界级技术和应用研究服务。该中心还拥有用于菌株

和酶筛选的自动化高通量平台。此外，也拥有与生物量处理、化学、生物技术生

产相关的广泛试验设施。总的来说，这些技术从菌株构建、处理和进一步加工来

建立生物学过程。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VTT 工业生物技术（VTT IB）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菌株和菌株生理学的

高通量选择和测试，以及生物信息学和建模工具支持的微生物发酵的优化，升级

和试验。VTT IB 将提供以下设施的使用权限： 

 VTT-Bioreactors 是一个生物反应器和生物过程套件，用于并行应变评估，

工艺优化和工艺规模扩大。 

 VTT-HTS 是一种机器人系统，它允许对大量转化细胞和/或培养条件进

行高通量筛选，以及分析用于离线发酵分析的各种化合物。 

5.16 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WUR） 

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是一家国际领

先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它是荷兰最大的非医

学生命科学研究组织，特别是可持续生物技

术和可持续能源与产品系统。该大学还将系

统与合成生物学作为其战略先锋之一，由来

自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共同组成。 

为 IBISBA 1.0 提供基础设施： 

ISBE.NL 是欧洲系统生物学的基础设施，专注于与多尺度建模、模型集成、

模型工作流程和针对工业生物技术定制的模型驱动设计相关的服务。ISBE.NL 还

为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员工提供针对系统和合成生物学的数据管理、培训和教育。 

UNLOCK 是一个多站点基础设施，能够为生物催化、混合微生物的动态培

养、高通量基因型、基因表型分析和生物催化剂制造建立多个微生物组群进行分

析。 

6. EU-IBISBA 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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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创新服务 

为了支持合成生物学及集成生物工艺的发展，EU-IBISBA 将为工业生物技

术社区提供若干创新服务： 

 提高互操作性和再现性的工作流程和标准。 

 基于网络的工业生物技术相关知识资产库。 

 用于完善生物工艺设计的知识工程驱动方法和人工智能（例如，决策支

持系统和生物工艺的数字化）。 

 供学术研究人员使用的资助型研究基础设施希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工

业前创新。 

 集成生物工艺开发的无缝“设计-构建-测试-学习”循环，能够交付用于

工业 R&I 开发的生物工艺。 

6.2 支持的其他服务 

EU-IBISBA 将形成了一种纽带关系，将多种工业生物技术利益相关者联系

起来并为其提供广泛服务。 

 欧洲工业论坛，包括个体公司、商业集群和工业联盟。 

 公共当局合作伙伴正在寻求泛欧洲前景和科学技术前沿从而支持区域

投资。 

 为区域合作伙伴和更广泛的公众提供工业生物技术信息，阐明工业生物

技术将如何通过应用区域资源来帮助制造新产品并实现增值。 

 其他欧洲基础设施活动中心正致力于向工业生物技术部门提供服务。 

 对早期职业阶段的研究人员以及资深专业人员提供工业生物技术领域

最前沿的培训。 

6.3 建设未来 

工业生物技术将在欧洲新兴的循环生物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历史上，欧洲

在这一领域具有优势，拥有许多跨国公司的领导者。然而，循环生物经济转型的

成功将取决于工业生物技术的广泛采用，而不是行业专家精英群体。 

欧洲已经出现了几个工业生物技术热点，未来也将开发其他热点。为了在整

个欧洲实现工业的合理部署、区域间合作对于优化资源使用、促进卓越和创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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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确保充分利用资源从而满足欧洲大陆的需求来说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公共当局需要工业生物技术专家对投资目标的见解，预测未来需求并与欧洲工业

生物技术区域参与者协作。 

刘晓 熊燕 编译 

来源：IBIS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