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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季度合成生物学投资报告 

 

2019 年 7 月 17 日，合成生物学创新网络（SynBioBeta）发布了 2019 年第二

季度的合成生物学投资报告。报告指出，合成生物学产业在 2019 年第二季度有

37家公司筹集了 12亿美元，其中 Impossible Foods、Poseida Therapeutics和Autolus

是最大的三家筹资方，分别筹集资金 3 亿美元、1.42 亿美元和 1.09 亿美元。其

他筹集到资金的公司还包括 Twist Bioscience、Synlogic、Verve Therapeutics 等（图

1）。 

在第一季度之后，合成生物学领域有望创下投资交易总数的记录，尽管投资

总额预计不会超过 2018 年的 38 亿美元。不过，2019 年第二季度的交易总额是

有史以来最好的，甚至超过了第一季度，这说明投资者对合成生物学市场的兴趣

强烈并且在持续增长。 

 

图 1 合成生物学公司以及筹集的资金（2019第二季度）（资料来源：SynBio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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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年上半年投资的总体趋势 

2019 年上半年，共有 65 家合成生物学公司筹集到 19 亿美元的投资（图 2）。

公司数量和投资数量都比 2018 年之外的任何一年要高，这也表明该领域的增长

非常迅速。如果继续保持这个速度，2019 年有可能会获得与 2018 年持平的投资

金额。 

 

图 2 2016年至 2019年上半年的合成生物学投资（资料来源：SynBioBeta） 

 

2. 2019 年合成生物学投资成果：重新塑造制药业 

2.1 2019 年第二季度首次获资金的合成生物学公司 

2019 年第二季度获得投资的 37 家公司中，有 7 家公司是首次获得投资，其

中 6 家与治疗应用相关（表 1）。这可能表明合成生物学技术和工具正在使小型、

创新性、高速发展的公司重新塑造制药业，并且寻求之前无法获得的市场机会。

更重要的是，随着小型和大型公司参与到小型治疗市场，患有罕见病以及尚无治

疗手段的疾病患者将会受益。 

表 1  2019 年第二季度首次获得投资的合成生物学公司 

Verve Therapeutics 开发基因编辑疗法从而降低成人冠状动脉疾病风险 

Strand Therapeutics 使用合成生物学工具进行 mRNA 基因编辑以实现免疫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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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topen 开发用于加速细胞疗法发掘和制造的平台 

Fauna Bio 
采用动物已经具有的适应机制，例如冬眠和潜水，以开发治疗人

类疾病的新方式 

Vigene Biosciences 用于研究及临床应用的、基于病毒载体的基因交付服务和产品 

Shiok Meats 将基于细胞的甲壳类动物肉（虾、蟹、龙虾）推向餐桌 

Strateos 
将化学、生物学、组织分析的自动化推广到闭环机器人实验室，

从而推动药品研发项目 

 

2.2 合成生物学领域投资总额仍由少量巨额投资占主导 

在 2018 年的 SynBioBeta 投资者研讨会上，来自 Genoa Ventures 风险投资公

司的 Alicia Jackson 表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是无限量的，但是优秀的企业

家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如此，2019 年仍然有望比去年增加三分之一的投资轮次

（图 3），这表明投资者对合成生物学企业家及其技术的支持依然高涨。 

 

图 3 合成生物学的投资轮数 

 

总的来说，目前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筹集资金的数量与少量巨额投资轮次的关

系更加密切，而不是筹资到资金的公司数量。在 2018 年也有一些巨额投资，例

如，Moderna 和 Zymergen 合计获得的 10 亿美元融资才促成了领域内融资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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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增长。尽管 2019 年 Impossible Foods 获得了一笔 3 亿美元的巨额融资，但还

是需要更多类似的融资才能突破之前记录。与首次获得资金的公司一样，医疗相

关的公司在 2019 年第二季度中占据重要地位（表 2）。 

表 2  2019 年第二季度获得资金前五的合成生物学公司 

Impossible Foods 3 亿美元 该公司直接从植物中获得肉类、乳制品和鱼肉 

Poseida Therapeutics 1.42 亿美元 用于治疗癌症的新一代 CAT-T 细胞疗法 

Autolus 1.09 亿美元 用于治疗癌症的 T 细胞工程及制造技术 

Twist Bioscience 8400 万美元 
能够生产高品质合成 DNA 的、基于芯片的创

新性 DNA 合成平台 

Synlogic 8000 万美元 设计能够以新方式治疗疾病的活体治疗方案 

 

3. 合成生物学堆栈的投资方向 

合成生物学堆栈（Synbio stack）的概念，是一种将合成生物学产品按照其在

合成生物学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进行划分的方法（表 3）。堆栈底部是能够迅速、简

单和可靠地改造的生物系统，使其实现特定功能的使能材料和工具。沿着堆栈向

上走，可以看到基本以合成生物学为基础，但是能够实现其他领域应用的产品。

可能包括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产品，例如工业化学品或是能够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

品。 

表 3  合成生物学堆栈 

应用层 
有价值的产品，例如皮革、肉类、工业化学物质、芳香物质、香

料、药物 

生物 CAD/CAM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CAD/CAM）软件设计应用，例如 DNA

组分设计软件、数据分析工具、实验设计（DOE） 

过程运行 
实现生物 CAD/CAM 软件所描述自动化过程的硬件，例如液体

处理机器人、声音分配、云实验室/CROs、微流控 

生物制剂 
进行生物组成部分的组合从而创建应用程序，例如合成 DNA、

标准元件文库、模式有机体 

 

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堆栈上的公司都获得资助才是构建稳健和健康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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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所必需的。通过将第二季度的投资以其在堆栈中的位置进行细化分解，可以发

现整个堆栈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了投资者的关注。 

3.1 生物制剂 

为了构建具有基因工程学生物系统的产品，需要有目的地改造系统基因组的

工具。这是制剂公司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提供新型系统，可以更快、更简便、

更便宜地构建生物体。Twist Bioscience 提供合成生物学公司所需要的大量 DNA

片段，成为制剂堆栈非常重要的推动者。该公司于 2018 年上市，并在 2019 年第

二季度完成了后续发行，共筹集 8400 万美元用于进一步研发。 

3.2 过程运行 

目前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革命性驱动因素之一就是生物流程自动化和过程优

化，实现了成千上万个生物设计的高通量构建和测试。 

Inscripta 正在为合成生物学研究人员开发一套新工具，2019 年 4 月又获得

2000 万美元的 C 轮融资。Inscripta 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可拓展的台式数字基因

组工程平台。公司最新公布了包含大肠杆菌多种编辑类型的生物合成途径，由 20

万个编辑试验构成的文库，揭示了新型赖氨酸代谢途径生物学。 

Kytopen 是该领域的一家新兴公司，在种子轮融资中获得 360 万美元，用于

实现其 Flowfect 技术的商业化。通过他们的工作，细胞疗法的开发和制造将大大

简化，为一整套新的适应症开启新的治疗方式。 

3.3 生物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CAD/CAM） 

为了在已经开始进行的过程运行中实现所有试验的设计和追踪，生物学软件

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2019 年该领域的投资明显减少，筹集到资金的公司中仅

有 3%属于此类公司，是近年来的最低水平。无论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投资者对此

类公司的兴趣降低或是该领域公司匮乏，都需要密切关注，从而确保堆栈组成部

分能够得以维持。 

Riffyn 是一家在该领域的代表性公司。公司授权研究人员将其在实验中获得

的数据转化成为下一轮设计所需的信息。为了支持这项工作，Riffyn 在 2019 年

5 月份筹集了 1500 万美元，希望会为该领域带来更多的软件解决方案。 

3.4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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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完整合成生物堆栈的原因在于：生产的生物设备能为非合成生物学领域

的用户提供价值。虽然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些应用证实了合成生物学可以在多个

领域发挥作用。2019 年第二季度获得资金的公司通过健康、化学和时尚品的开

发证实了这一点（图 4）。 

 

图 4 合成生物学投资：应用 VS工具和技术 

 

Codexis 是一家蛋白质工程公司，在私募资金中筹集了 5000 万美元。Codexis

的蛋白质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该公司与 GSK 和默克合作，将蛋白质作为治

疗方案开展研发工作。Checkerspot 是一家筹集到 1300 万美元的使用微藻生产高

性能材料的公司，他们的微藻能够生产具有独特化学特性的脂肪酸，并且这些脂

肪酸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Checkerspot 的材料将有可能以新型服装的形式出

现，不过他们不是唯一致力于使用生物学力量来升级时尚领域的公司。Pili 正在

开发生物来源的染料，用于取代目前来源于石油的染料。由于生物来源的染料毒

性较小，这种改变对环境和消费者都有益。为了支持这项工作，公司宣布获得 400

万美元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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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 年第二季度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投资分析 

4.1 投资者 

2019 年该领域新投资者数量激增：这部分归功于 Impossible Foods 的 E 轮融

资，该轮融资有一批投资者的参与，包括 Katy Perry 和 Kirk Cousins。由于意识

到计算机和生物学结合的潜力，很多传统风险投资者从信息技术领域进入合成生

物学领域。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投资者还包括慈善团体或家族理财办公室，他们也

意识到了合成生物学产品推向市场时所将带来的环境和人类影响。 

 

图 5 新的合成生物学公司投资者数量（2012-2019第二季度） 

 

4.2 区域投资 

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是合成生物学新投资的历史受益者，旧金山/硅谷以及

剑桥/波士顿的生物技术巨头占据了合成生物学投资的最大份额。上个季度，波

士顿筹资 2.95 亿美元，是主要引导者。中西部地区获资 1.62 亿元，紧随其后。

旧金山以 6400 万美元位居第三。第二季度旧金山以 5.7 亿美元名列第一；波士

顿公司 2.3 亿美元，位居第二；圣地亚哥的阳光海岸居于第三，Posieda Therapeutics

的巨额 C 轮融资将该区域的总融资额增加到 1.5 亿美元（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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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9年第二季度按区域划分的合成生物学投资 

（本季度以旧金山湾地区为主导，投资额达 5.42 亿美元，紧接着是波士顿区域，投资额达

2.3 亿元。美国其他地区的总投资额为 1.47 亿美元。） 

 

第一季度美国中部的投资有所增强，中西部的一些公司获得了巨额投资。第

二季度的趋势更为明显，旧金山湾地区的投资处于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埃默里维尔的 Impossible Foods，该公司获得了 3 亿美元的投

资。合成生物学工具和技术将在何种程度上引导生物技术企业，将资本吸引到美

国中部新兴的生物技术中心以及世界范围内，仍需拭目以待。 

 

4.3 根据公司阶段进行的投资 

初创市场的一般趋势是后期阶段的公司获得大比例的投资。这些资金往往数

额更大，因此筹集资金总额增加，但是获得资金的企业数量并不多。投资广泛地

流向初创公司，说明由于缺乏创新，市场的持续性较差。 

根据公司阶段进行投资。合成生物学公司的投资在早期、中期、后期阶段一

直是一致的。投资组合表明新公司继续以健康的速度进入这个行业（图 7）。 

在过去的几年间，早期、中期、后期的分布没有显著的变化。后期阶段公司

依然仅占全部投资总额的 10%。该领域投资总额的增加更有可能是因为筹资到

资金的公司数量全面增加，表明有更多的新公司涌入合成生物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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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根据合成生物学公司阶段进行的投资 

 

5. 总结 

合成生物学产业在 2019 年第二季度创造纪录，投资者仍然看重生物学解决

重要问题、创造更好产品、驱动新型市场的能力。IPO 之后的表现也很稳健，Twist

和 Beyond Meat 等公司的估值依然远高于其首次发行价格。 

合成生物学行业的持续增长与更广阔的市场有关，并且可能受到社会和政治

因素的显著影响，例如绿色新政策，美国工程生物学路线图，甚至是作为一个与

公众接触的领域使其生物工程产品获得信任度的能力等。就目前而言，似乎投资

界正在全速前进。 

 

 

刘晓 熊燕 编译 

来源：SynBioBe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