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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 

能源和电力领域的未来发展 

 

编者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通讯、能源、电子、

医药、运输、国防等各个领域的能力。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全球基础研究领域

的不断创新：发现新的知识、开发新的科学见解，以及技术与工程的能力等。2018

年 3 月，美国国防部与英国国防部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合成生物学应对目

前能源和电力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潜力，研讨会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和西北大学的

科研人员总结并发布。 

本期快讯介绍研讨会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能源和电力领域面临的挑战，合

成生物学在应对这些挑战中的作用，以及未来 20 年需要开展哪些研究以实现两

个领域交叉融合相互促进。 

 

美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副部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Research & Engineering）下属的基础研究办公室（Basic Research Office）支持

的“未来方向系列研讨会”，旨在探索最有可能改变未来技术能力的研究和工程

学新兴领域。该系列研讨会会邀请全球杰出的学术研究人员，就新兴基础研究领

域的前景、挑战以及对未来能力的影响进行交流互动，探讨学术研究如何影响未

来的技术能力、未来几十年科学成就的轨迹，以及研究所面临的最根本挑战等。 

该系列研讨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联合英国国防部于 2018 年 3 月举行了“合

成生物学在能源和电力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研讨会。研讨会汇集了 26 位来自

合成生物学领域、能源/电力领域的学术界、工业界和政界人士，分享了当前各个

领域的研究状况，确定了能源/电力研究领域的机遇，探讨了合成生物学应对能

源和电力系统挑战的潜力，并绘制了未来 20 年间实现这些机遇所需要开展的研

究。 

1.概述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生物系统有能量转换和储存、自我修复以及适应

各种外部环境的能力。这些能力在逐渐被发现的同时也开始用于开发生物燃料以

替代化石燃料。然而，生物学可以解决能源和电力的挑战，远远不仅局限在传统

能源的简单替代品。特别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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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创建全新的、具有能源和电子系统转化潜质的结构和材料。 

合成生物学是生物学与工程学的交叉学科，致力于生物体及其成分的合理设

计与工程化。现在可以为生物系统增加特定功能，或是构建全新系统。正如计算

机科学家可以为计算机编程，电子工程师可以设计和组装电路一样，合成生物学

家也可以通过 DNA 语言的编辑实现对生物体的阅读、编写和改造。通过使用合

成生物学的新工具，微生物可以用作工厂、实验室和工程设备。受到自然世界复

杂性的启示，生物体能够通过改造实现特定理想性能，进行各种高度定制材料和

结构的设计和生产（图 1）。合成生物学不仅可以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其新的生

物工程学工具也可能会改变非医疗技术领域。 

 

图 1 生物系统可用于制造一系列具有原子级精密度的材料 

 

对于能源和电力系统，合成生物学的潜在应用包括：由细胞和生物材料驱动、

从环境中获取能量的无人机（UAV）；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新型火箭燃料；用于植

入性医疗器械的新型生物相容性电池；在透明材料中实现能量的产生和储存；嵌

入到纺织品、塑料和 3D 打印材料的功能化的自供电系统。 

人们对利用合成生物学工具创造更小、更轻、更便宜、降低环境影响、确保

安全可靠的能源技术具有极大的兴趣。目前，能源的生产和储存严重依赖于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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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一部分电能是由煤炭或天然气燃烧产生的，运输部门几乎完全依赖汽油和

其他石油衍生燃料储存的能量。近几年，全球都在致力于推动降低能源生产与储

存领域对化石燃料使用。与其他发电形式相比，太阳能和风能具有极大的成本优

势，在世界某些地区已经成功实施。然而，这些非化石燃料技术的间歇性需要以

电能或其他化学形式实现能量的储存。因此，在交通领域，电动或燃料电池汽车

使用以电池或氢的形式储存起来的电能，也需要考虑同样的问题。为了实现电池

和燃料电池技术，其性能、成本和可持续性必须得到提高从而能够广泛实施。 

合成生物学非常适合解决三个高水平的能源和电力挑战：（1）电动性和系统

网络独立性；（2）回收和可持续性；（3）精密材料合成。 

1.1 电动性和系统网络独立性 

目前，新型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成本接近 10 美分/千瓦时，这个价格与传统

化石燃料相比是具有成本竞争力。如果人们能够将这种可再生电能储存在化学键

中（电化学能量储存），将显著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此外，对清洁能源的需

求将会通过电动性和系统网络独立性来潜在改变人们出行和生活方式。功能强大、

重量轻且可靠的电池将有可能使运输部门采用电动车辆，允许分散、分布式的能

源生产，例如由风能和太阳能供电的智能建筑。这种系统网络独立性技术对国防

具有重大意义，能够在一系列不同系统电网环境下提供安静、自给自足的能源。 

最近，通过低成本和电化学来推动能量储存的研究成果非常适合合成生物学。

例如可靠的、持续不断地从当地环境中获取能量的研究。生物系统在多种外部环

境中发挥生物能量功能，从陆地到水体、高压到低压、温度以及任何其他条件。

他们还合成了用于实现这些活动的结构矩阵。由于生物学阐明了这些过程发生的

机制，合成生物学工具包可以设计快速合成矩阵并从环境中利用材料的微生物，

利用阳光、尿液，甚至是即食餐（MRE）来发电。这种能力可以实现较低且一致

的功率密度，减少对现有电网的需求。 

1.2 回收和可持续性 

随着越来越多电池的停止使用，回收其组成成分以重新获得稀有或昂贵元素，

例如钴或铜，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电池回收受到高成本、高能量密度和苛刻处

理条件的限制。尽管这些技术的使用可能对环境无害，对原材料采购、制造和处

置的持续需求仍然会带来巨大的环境影响。无需高温和严苛化学物质的新型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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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材料回收方法能够改善储能技术的环境足迹，为材料供应链提供安全保障。 

生物开矿领域已经开始应用微生物。在铜矿工业中，采矿现场自然存在的微

生物被用来从矿石中提取铜，与传统采矿方法相比降低了能源需求。除铜之外，

微生物也被用来提取铀、金、钴、镍和稀土元素。改进微生物或无细胞系统的新

方法可以通过多种化学物质来提高能量储存的回收技术。这也有可能改变电力和

能源平台的运行方式，依赖材料的可持续性和循环利用。这种方法代表了新型能

源材料，例如提取用于核动力的铀。 

1.3 精密材料合成 

高性能材料是实现小型、轻量化和廉价能源设备的关键，可以作为电池、燃

料电池、电解槽、太阳能电池或电容器使用。材料的改进需要创新的合成技术以

及理论、计算和模拟相关的研究，从而筛选和预测新型高性能材料。 

与人工方法相比，生物系统能够以可再生和低成本方式合成更加复杂的各种

多功能结构。从编码信息的 DNA 和 RNA 到执行化学和结构功能的碳水化合物，

自然界呈现出显著的高分子结构多样性。例如，蛋白质能够自我组装，形成高度

结构化的环境。由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为纳米水平控制化学和物理空间提供了独

特的模板。例如，蛋白质中氨基酸的初级序列决定了功能和层次结构的形成（二

级和三级结构）。多肽骨架的旋转弹性以及氨基酸单体的化学多样性具有重要意

义。值得注意的是，生物聚合物可以将少数相对简单的单体组成一系列具有潜在

功能的高级结构。 

生物系统也能够进行精确到纳米级的合成，实现化学方法无法获得的键和结

构。此外，极端微生物能够在极端环境条件（温度、化学条件、酸碱度）下生存，

可以提高新材料的能力。利用和改造这种强大的细胞结构能够产生具有独特催化、

离子传输和能量储存功能的材料。正在进行的改进电路设计、进一步控制聚合物

序列和合成、可能包括天然和非天然元素（例如，使用并行和独立的翻译系统拓

展遗传编码化学物质）的合成生物学工作可以为应对能源/电力领域挑战的材料

带来变革性影响。 

2. 能源和电力研究面临的挑战 

随着能源格局不断变化和发展，需要解决可持续性、成本、安全等问题，这

就需要新的技术。可持续和低成本的存储技术作为能源需求和可再生资源获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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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桥梁，发挥着关键作用。锂离子电池通常用作消费电子产品、电动汽车储能

方式的主力军，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军事和航空航天领域。但是锂离子电池价格

昂贵，需要稀有元素，由于含有毒性和易燃成分存在安全隐患。与太阳能和风能

发电（约 10 美分/千瓦时）相比，锂离子电池的成本很高（约 300 美元/千瓦时），

这意味着这些电化学储能装置需要循环使用 10000 次以上才能够在成本上与太

阳能和风能发电抗衡（图 2）。 

 

图 2（a）美国太阳能成本显著低于整体电网和化石燃料生产价格； 

（b）锂离子电池成本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红点代表预测的未来成本。 

 

 

图 3以 ppm对数形式报告的地壳化学元素丰度。对常见岩石形成的元素进行了重点标注。 

需要注意的是，钴、镍和锂都是相对稀有的元素。 

 

新型化学工艺和新型材料是实现可持续、低成本存储技术所必需的，例如电

池、燃料电池、液体电池还有尚未发明的设备。其他的挑战包括开发依赖于比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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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镍更丰富地球元素的材料（图 3），改进 H2、NH3和碱金属氧化物生产过程中

化学转化的催化动力学（图 4），稳定具有可逆性离子和电子运输的电化学界面，

识别在室温下能够作为离子快速导体的聚合物。 

 

图 4 依赖于电化学能量转换的未来能源前景示意图。包括将水分解为 H2和 O2，碱金属（Li

和 Na）—空气电池、锂和钠离子技术（M=Ni、Mn和/或 Co），以及将 CO2还原成化学燃料。

这些技术将改变为车辆、建筑提供动力的方式，实现高度分布式的能源系统。 

 

一般来说，电化学装置由两个电极组成，它们在带电界面（电极-电解质界

面）将电子电流转换为离子电流。如图 5 所示，这些电极由离子导电但电绝缘的

电解质材料隔开。为了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电子必须在带电界面进行转移或储

存在化学键中，例如燃料电池中的氢或锂离子电池电极中的金属氧化物键（例如

LiMO2，其中 M=钴），通过形成电双层电容或法拉第反应（假电容）储存在活性

材料的表面。在电化学电容器的设备中，这种表面存储机制具有高反应速率和能

量储存能力，但是重力能较低。可以通过宿主结构的锂嵌入和脱嵌入来实现在活

性材料中储存化学能。锂离子电池中的锂金属氧化物和石墨提供高重量能和相当

高的速率能力（功率）。目前使用这些化学物质的锂离子设备主导了便携式电子

产品、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以及固定存储设备的市场（图 6）。锂离子技术的储能

密度存在局限性，钴或镍金属位于正极，只能存储一个电子。由于地壳中钴和镍

储量有限，限制了这些电池在未来电动性和系统网络技术中的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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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储能装置示意图。a）锂离子电池，b）超级电容器和 c）电解槽/燃料电池。每种装置

都包含两个由电子绝缘离子导体分隔开的带电电极。 

 

因此，开发新型化学和材料从而实现利用存在于空气、水或岩石的元素进行

可持续、可扩展的电化学储能技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如图 6 所示，通

过化学转化形成能量载体，将能量储存在化学键中能够进行比锂离子化学物质更

多的能量储存。 

尽管新能源材料开发的广度和难度很大，但依然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这些

成果的转化提高了商业化设备的性能。过去 10 年间，锂离子电池的价格下降了

10 倍，由于材料和制造工艺的不断优化，预计价格还将继续下降（图 2b）。 

本次研讨会确认了跨越多个技术、最适合合成生物学的机遇与挑战。主要分

为三个领域：电催化、电子存储和离子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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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比较理论最大特异性能量和多种储能技术实际能量密度。仅使用电极上活性物质的质

量和密度来计算数值，代表理论上可以达到的最大值。这些计算以每次充电时每种状态

（充电或放电）的充电量为基础，分别比较每次充电的重量。 

 

2.1 电催化 

催化剂通过降低中间体所需的能量来提高化学反应速率，这对于从化石燃料

向可再生能源经济的转变具有关键意义。不幸的是，能量载体的形成普遍需要氧

气还原和释放，其动力学速度很慢。这些缓慢的动力学限制了此类设备的效率，

使其远低于锂离子电池。此外，二氧化碳（CO2）和氮气（N2）还原成氨的动力

学要比氧气释放更慢，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设备的效率。因此，需要更多的活性催

化剂来提高反应动力学。但是，新型催化剂的开发存在理论和技术上的挑战。 

对于 CO2 还原反应，铜是目前最常用的催化剂。然而，其性能取决于不需要

的产物——氢气的生成，这会抑制所需产品的产量。此外，对促进特定通路的方

式不够了解，难以控制所需 CO2 还原产物的选择性生产。 

氨生产的挑战在于开发能够在低温和低压条件下工作的催化剂，以取代高温、

高压、能源密集型的 Haber-Bosch 法。 

在燃料电池/电解槽中，与氧还原和氧释放催化（ORR/OER）相关的过电位，

以及催化剂材料的可用性是催化剂开发的关键挑战。ORR/OER 反应速率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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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电极上的氢释放/氢氧化（HOR/HER）（图 7）。此外，氧反应的最佳催化剂

是类似钌和铱的稀有贵金属，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是有限供应的。如果将 H2 用作

未来能源基础设施的储能介质，发掘具有低过电位的新型非贵金属作为 ORR 和

OER 催化剂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目前正在开发新型催化剂材料和结构，通过活化位点周围的化学诱导效应对

金属催化位点进行修饰，从而提高催化能力。但在开发这些新型催化材料之前，

必须克服关键的障碍。首先，需要对活性位点进行原位表征，更好地了解反应物、

中间体和与表面结合的产物。这对指导新材料的合理设计至关重要。第二个挑战

是实现相关反应中间体结合能的最小化，因为它限制了为实现低过电位而进行的

反应能量的自由调整。 

 

图 7氧和氢电催化作用的超电势图。氧反应严重限制了燃料电池和电解器的能源效率，因

为即使是用最佳催化剂，驱动反应也需要大量过电位。 

 

综上所述，适用于合成生物学方法的关键电催化研究的挑战包括： 

 开发对 ORR / OER 反应、CO2还原和 N2 还原具有更快动力学的催化剂 

 提高催化剂选择性，在不产生 H2 的情况下使 CO2还原产生高价值产品 

 合成在低过电位下可以进行氧还原/释放的非贵金属催化剂 

 开发技术以更好地识别和理解催化反应的活性位点 

 设计和制造新型材料和结构，打破反应中间体与催化剂表面的结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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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子存储 

电子存储对电池和电化学储能材料至关重要。大部分关于电池材料的研究将

锂离子技术作为重点，与其他电化学储能技术相比，它具有较高的能量密度（图

6）。而基于其他替代化学物质，如钠和镁的技术可以提高可持续性和安全性，但

它们的能量密度和工作电压低于锂。锌在地壳中含量要远高于锂，安全性和能量

密度也更高，但是由于缺乏可逆性而发展受限。 

为了稳定锂金属和电解质之间的界面，并用锂电池中的锂离子取代石墨层，

人们已经采取了许多设计策略。由于电位低、容量高，锂金属是理想的阴极材料，

可以实现能量密度的翻倍。然而，由于树突形成导致的电池短路，带来了相关安

全问题，同时由于锂电镀、剥离和副反应的低效率导致的循环问题，阻碍了该技

术的商业化。对于正极来说，正在研究减少钴含量的新型金属氧化物，但是由于

更高电位下不可逆的氧损失，这些系统的稳定性很低。就金属氧化物阴极来说，

硫具有成为高能量密度电池的潜能，容量非常大，几乎是金属氧化物阴极的七倍。

但是，在转化反应中会形成多硫化物，并且在液体电解质中是可溶的，这种溶解

限制了稳定的循环。 

除了锂离子技术的改进，研究人员还在研究新的电池概念，如液流电池以及

基于钠、镁、锌离子的电池系统。人们也将新的有机分子作为金属化合物替代品

进行研究，液体电池和钠离子电池的活性材料引起了关注。 

总之，适用于合成生物学方法的核心电子存储研究的挑战包括： 

 电极电解质界面稳定性的设计 

 大容量电池电极的稳定，包括锂金属和氧化还原配体（例如硫） 

 发现“超越锂离子”的化学和设备概念，实现高能量密度和大规模的能

源存储 

2.3 离子传输材料 

通过不同界面、电极材料或大量电解质的离子传输是电化学能量存储的关键

步骤。运输情况的改善必须克服许多挑战，包括：选择性，化学、机械和热稳定

性以及性能。 

目前，包含能够填充有机液体电解质的多孔聚合物隔离器的电池能够在室温

条件下达到～102 S/cm 的离子导电率。然而，这些有机溶剂具有高度易燃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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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隔离器限制热量散失的能力有限，这也是常见的电池起火或爆炸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锂离子和其他电池装置的安全性至关重要，因此需要新型

非易燃的电解质。此外，液体电解质通常对阳离子（锂离子或钠离子）的传输选

择性较低，迁移数典型值（电解质中由特定种类离子所携带的电流比例）大约为

0.2。这会导致电池极化，并且阻碍效率的提高。 

由陶瓷和聚合物材料制成的固体电解质因其能够降低易燃性，有望取代有机

液体电解质（图 8）。陶瓷固体电解质，例如 Li10GeP2S12，具有与液体电解质等

同的离子导电率，但很多此类陶瓷材料的电化学稳定性窗口小，在循环过程中与

电极活性材料起反应，缩短了电池的寿命。因此，需要开发新型化学物质或材料，

稳定电解质与电池电极的界面。开发离子导电率超过液体电解质的“超离子”导

体或将改变储能技术。 

 

图 8 离子导电率作为液体电解质（蓝色）、聚合物电解质（虚线）、无机固体电解质（实

线）的温度函数。一些固体电解质已经证实离子导电率与液体电解质（LGPS）相当。 

 

聚合物电解质材料几乎完全依赖于聚合物（环氧乙烷）（PEO），室温条件下

导电率限制在 10–5S/cm 左右。小分子陶瓷添加剂可以达到 10–3 S/cm，但通常会

破坏机械或电化学稳定性。与液体电解质相比，聚合物电解质的迁移率也很低。

因此，需要除 PEO 以外的聚合物设计来提高室温下的离子导电率，并且通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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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传递来选择性转运阳离子。水合聚合物也常用作燃料电池的电解质，全氟磺

酸是酸性电池中质子（H+）转运的金标准。目前尚未发现在碱性条件下能以同样

的负离子（OH-）导电率用于燃料电池电解槽运行的物质。需要开发一种与全氟

磺酸具有类似离子导电率的阴离子交换膜来实现碱性介质中的催化。 

综上所述，适合合成生物学方法的核心离子传输材料研究挑战包括： 

 防止热量损失的非易燃电解质或系统 

 能够用于储能装置，具有高阳离子迁移率的电解质（锂离子和钠离子） 

 在锂离子电池电极中稳定的固体陶瓷电解质 

 离子导电率与液体和固体陶瓷电解质相当的聚合物电解质 

 离子导电率类似全氟磺酸中质子的阴离子（OH-）导电膜 

 能够满足军用或其他高要求应用的，具有宽温度稳定性窗口的安全固体

或液体电解质 

3. 合成生物学的最新进展和未来机遇 

合成生物学旨在利用工程学原理改进现有生物系统或创造新生物系统。在早

期阶段，合成生物学家研究某种特定基因，进行改造，并使该基因发挥所需功能。

最近，DNA 读取、编写和编辑能力的大幅提高，让人们能够在前所未有的水平

上对生物系统信息流进行调控。例如 DNA 合成成本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每个

核苷酸合成成本不到 10 美分，并且还在继续下降（图 9）。改造能力的提高以及

成本的降低促进了新型 DNA 元件的设计和构建研究，反过来也能够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制造全新生物系统，带来了开发复杂遗传项目和功能并应用于多种领域的

机遇。现有的能力包括在细胞中通过计算机编辑的遗传代码进行 DNA 合成，并

实现特定功能。重新编码生物体的能力拓展了它们的生物学功能。随着对生物系

统的进一步研究，新型细胞功能及其潜在机制也将逐渐被阐明。 

遗传设计和调控工具的最新进展越来越多地与自动化筛选技术相结合，从而

创建敏捷而稳健的设计-构建-测试循环（图 10）。 

随着合成生物学工具包不断扩展，包含例如 DNA、RNA、蛋白质和碳水化

合物的生物元件，还有将其构建成发挥特定功能的连贯生物系统的必要设计规则。

DNA 调控元件，还包括通过表征、标准化和分类进行工程化的启动子、核糖体

结合位点和终止子。此外，刚刚起步的 DNA、RNA 和蛋白质结构预测工具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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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改善生物系统设计。无细胞系统、高通量、自动化的细胞工程学平台，作为

合成生物学整体系统和元件的原型和检测方法也已经得以实现。综合起来，合成

生物学工具包通过向传统生物系统中引入非典型氨基酸和核苷酸，使得人们能够

调控生物化学转化，创造新型细胞设备和治疗方法，拓展生物化学领域。近期细

菌基因组中的化学合成以及对人工细胞系统的研究或许代表了未来具有发展前

景的领域之一。 

 

图 9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NHGRI)资助的测序中心：与 DNA测序相关的成本。 

 

 

图 10 合成生物学工具的开发实现了高效的设计-构建-测试循环。 

 

合成生物学发展的速度与计算机工业相似，也说明了机遇的快速增长与应对

能源和电力挑战的传统方法相辅相成。从酶催化到小分子和材料合成，合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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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通过创建新型生物系统，正在准备解决与能源产生和存储相关的重大挑战。研

讨会审查了当前和未来可能影响能源/电力研究的合成生物学能力，将其分为三

个主题： 

 用于催化的合成生物学 

 材料的生物合成 

 生物/非生物界面的微生物 

3.1 用于催化的合成生物学 

自然界已经进化出一套称为酶的生物催化剂，用于加速化学反应。这些蛋白

在环境条件下催化密度高、选择性和特异性高。从耐高温和耐酸碱生物体中分离

的酶能够提高催化的稳定性。各种已编辑好的基因组序列提供了丰富的多样性酶

资源，从而确认所需功能的生物催化剂（图 11）。 

 

图 11 生物系统中催化中心举例。 

 

因此，合成生物学要做的，是如何利用这些特性，改善在能源应用领域的催

化能力的重要机遇。 

（1）酶作为催化设计指南 

实现催化剂设计和优化的计算和试验方法都是热门的研究领域。酶通过数百

万年的进化，能够可靠、安全、选择性地发挥作用，并且可以整合到现有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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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识别所需催化反应的设计原则。尽管有很多单独存在的酶，它们能够被广泛

地通过共用构象和保守氨基酸进行家族分类，提供研究结构-功能关系的契机。

可以通过高通量设计-构建-测试-学习循环实现能量催化的结构-功能关系，任何

已知的规则都可以促进最小化（例如单原子）催化剂的设计，与整体酶相比，具

有更小的足迹和更高的稳定性。如此微小的催化剂也可以避免使用稀土金属。 

酶反应和代谢途径也提供了设计多级级联反应的机会。在任何特定细胞中，

可以同时进行通用前体的数百个反应。尽管催化剂和反应物的混合物是多相的，

天然生物合成通路能够生产具有高度特异性的化学物质。通过划分和配制策略，

将酶组装成精密结构，促进反应物的高效利用，并驱动反应物沿所需路径的流动。

酶和催化活性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结构-功能关系，可以从进化代谢通路中获得多

步反应和级联反应的设计规则，并将其转化成为新的催化过程。这些过程不仅包

括多酶反应，还包括由多相和同质催化剂或结合了两种或多种混合催化方式的级

联反应。 

（2）直接用作催化剂的酶 

正如在自然界中发挥的作用一样，酶可以直接用于能源/电力催化。合成生

物学能够通过创造足迹更小的流线型酶来提高性能。此外，尽管许多酶具有新功

能，但效率仍不够高。可以通过在稳定和活跃的构象中制造缺少催化活性非必需

结构的酶来克服这些问题。考虑到细胞内分子的多样性和密度，酶具有极强的选

择性，可以进一步改造从而提高化学催化能力。除了优化已有的催化作用，合成

生物学工具还可以拓展酶功能，包括非天然的化学物质。例如，从头开始的酶设

计正在成为计算机模拟评估新型酶的方式。通过使用分子转化的必需酶，能够在

细胞内和无细胞体系中构建酶的级联反应，实现能量的生产和存储。 

重要的是，酶提供了识别和利用可能不存在或难以合成的化学物质的独特

机会。例如，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国阿诺德实验室制造出的新型酶，能催化高

效、具有硫碳铁位点、铁碳烯和碳环选择性的非生物反应。它们还提供了连接电

子运输链、使用 ATP 驱动反离子反应、直接与能源（例如太阳能）偶联的催化机

制。 

未来具有吸引力的发展方向可能是：由代谢通路和化学合成来源元素组成的、

负责生物分子的多步酶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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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材料的生物合成 

关键能量步骤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并且涉及原子和电子水平的变化。因此

从可再生资源中获取和存储能量需要具有纳米级分辨率的材料，并且在原子水平

发挥功能，以实现更高的性能级别。从作为分离膜的丝蛋白到以蛋壳为灵感的压

电材料，自然界充满了能够用于能源技术的独特自组装材料。具有纳米级精密度

合成材料的制造能力，生物机器还提供了创造定制聚合物或其单体单元的方式。 

研讨会探讨了合成生物学使用组合设计、合成和适合的高通量筛选来改善现

有方式，从而实现所需特定功能的合成生物学机遇。与生物系统进化的能力相结

合，将实现用于新型材料和结构开发的强有力工具。精确合成可以产生新型功能

材料，例如，高离子导电聚合物和具有能量传输结构的离子传输材料。 

生物衍生聚合物可用作锂离子及其他电池化学物质的电解质材料。合成生物

学工具包的应用也作为改造电池中电极-电解质界面的潜在方式进行了讨论。界

面的稳定对于 LIB 的高效性和长期循环稳定性来说至关重要。通过研究细胞膜

中离子选择通道的作用方式以及将这些设计概念转化为固体聚合物电极，生物学

能够创造提高锂离子迁移选择性的材料。 

 

图 12 对翻译系统进行改造从而制造指定序列的引物。核糖体底物和功能库的拓展具有制

造功能范围更广聚合物的潜力，但这种潜力仍未得到充分开发。通过改变核糖体用途，或

将开启材料科学、医学和合成生物学的新研究领域。 

 

聚合物相关的例子是特定序列聚合物（SDP）的合成。SDP 是能够在原子水

平对化学和物理性质进行编辑的大分子。目前还很难量身定制合成非天然 SDP

（具有特定原子序列、精确的单分散长度以及程序化立体化学），不过针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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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合成路径的发展，有望在先进功能材料、纳米技术、电力、电子产品等领

域实现技术突破。解决方式之一就是改造和重新调整翻译机制的用途（包括核糖

体和聚合所需的相关因子）以生成新型 SDP（图 12）。事实上，翻译机制用途的

重新调整有望降低原有化学合成方式的成分调控水平，优化翻译系统，开发聚合

物序列、聚合物组成、聚合物功能之间基于经验或是基于模型的关联。这将可能

通过知识积累的方式实现新型材料的设计。同时，还将利用生物学最显著的特征

之一，即进化能力来寻找新的物质形态。 

除了由细胞聚合酶合成的聚合物，细胞生产的生物材料也表现出类似的单体

精确度并为能源系统提供平台。有机聚合物，例如黑色素和其他颜料具有精确的

单体单元，能自组装成三维结构（例如导电芯周围的绝缘护套）。这些材料提供

了能够与电池结合的电子、质子和离子导电非晶半导体（图 13）。此外，它们将

紫外线和辐射转化为热量，成为极端环境中保护组分的基础，包括核反应堆和基

于空间的能源系统。 

 

图 13 天然黑色素有望成为一种新型有机电池材料。 

 

合成生物学也可以用于开发新型结构，包括二维叠加层、孔隙系统，甚至三

维结构，其中小单元（蛋白质、DNA 等）可以自组装成层次结构。微生物纤维

素可以制造具有指定孔隙，大表面积的水凝胶，从而集成到低成本电池中，降低

贵金属（如铂）的使用。丝绸和其他基于蛋白质的材料具有可编码的自组装潜力，

并且能够融入 3D 打印平台。最后模板化材料，例如噬菌体制成的材料，能够用

作电池组件，生产性能改善的电池（例如，结构刚度）。 

新型材料和新型结构的组合可以实现与能源/电力相关的离子运输系统。例

如，具有精确特定生物学转运体和膜孔的新型工程膜系统可以提供新型合成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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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电子传输装置，用于能量的存储或转换，并有效地与电子/离子传输偶联。同

样，具有良好指定手性特征的新型分子可以促进分子自旋电子学（或基于自旋的

电子学）的研究进展，以应用于电化学驱动能源/电力。 

除了简单地使用生物衍生材料取代传统材料，还要强调利用合成生物学能力

开发独特和非传统途径，解决能量存储问题。首先，需要识别满足设计标准的新

型生物化学物质。未来，研究人员可能会开发达尔文选择方法从而获得所需材料

特性。开发能够通过多种长度水平的程序化自组装以实现功能性材料或设备构建

的系统。研究人员不仅应该模拟现有化学解决方案，而且要设想以独特方式满足

或超越指定设备性能标准的生物系统。 

3.3 生物/非生物界面的微生物 

另一个与能源/电力应用相关的重要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是生物/非生物界面

的微生物。一般来说，生物/非生物界面被定义为系统中生物组分（细菌细胞、活

组织、蛋白质等）和非生物组分（医疗器械、表面之下的化学物质或电极）之间

的相互作用位点。虽然长期以来生物/非生物界面在很多社会领域（如医疗设备、

腐蚀和船舶污染）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在近 20 年，人们才意识到活细胞可以在

这个界面以电子形式交换电化学信息。

随着自然发生系统进化到能够与矿物质

相互作用的程度，许多被称为产电菌的

微生物可以与电极材料发生电化学连

接。这些发现引发了一些新研究，探索生

物/非生物界面的电荷转移机制，开发微

生物电化学技术，例如微生物燃料电池。 

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揭示了微生物

与其环境之间电子流动的多种机制。细

菌已经进化出多种电子传递途径，可以

高效和快速地适应生物环境中的能量需

求，生物/非生物界面潜在的快速能量变

化取决于表面之下的化学物质（图 14）。

细菌细胞可以使用氧化还原活性蛋白质

图 14 生物/非生物界面的微生物可以相互转

换化学能和电能（上图），带来了表征（下图）

和工程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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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执行与电极之间的异质性电子转移反应。有报道称这些多血红素细胞色素 c

能够在细胞的氧化代谢和细胞外环境之间形成电子转移管道。此外，一些细菌能

够形成跨距为 10 微米，传导性与合成聚合物相当的传导性生物膜。这些研究提

供了用于生物/非生物界面电荷转移的设计规则以及合成生物学的“组分”。 

微生物燃料电池（MFC）使用微生物介导的有机分子氧化反应来产生电能。

由于可以利用较少的化学能源来产生电能，微生物燃料电池有望成为偏远地区

包括海底的持续能源。另一项新兴技术，微生物产电电池，能够使用可再生能源

制造共价键，包括使用 CO2 合成燃料。合成生物学可以实现这些技术，并进一步

调控生物/非生物界面的过程，从而用于能源和电力平台。例如，具有广泛代谢范

围的微生物被设计成产能菌，增加了制造电力的燃料种类和数量。 

4. 合成生物学研究的挑战和建议的发展方向 

为了实现合成生物学在前沿材料、能源和电力应用的潜能，未来 20 年需要

克服几个关键的概念和技术障碍。 

最重要的是，需要建立合成生物学和能源研究领域之间的跨学科合作。目前，

每个领域都缺乏对其他领域需求、兴趣和能力的认识，特别是定量的性能指标。

这会导致误解并错失机会。即使是研讨会参与者使用的语言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例如，催化、协同因子和稳健性等常用术语对物理和生命科学研究人员来说具有

完全不同的含义。由于两个领域的词汇含义不同并且互动有限，需要新的机制来

帮助建立跨学科的联系并促进合作。随着合作越来越普遍以及研究人员数量的增

加，将有助于开发交叉区域的交流语言。研讨会提出了重要的技术挑战： 

 计算框架以及用于建模和预测生物材料设计的理论 

 在生物和生物衍生系统中表征界面和电荷转移的分析工具 

 制造适当规模生物衍生能源材料的生物工艺工程化策略 

 分离细胞和工程化目标的策略 

 分散式的按需合成工艺 

 能够从环境中获取能量的长期生物系统 

“展望未来，使用合成生物学工具实现细胞机器新型催化系统的工程化将

会打开发现新型化学活性位点或结合环境的大门。” 

具体的合成生物学研究挑战和建议的发展方向是围绕以下四个主题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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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生物启发的催化剂，（2）生物衍生的储能材料，（3）用于制造新型生物

材料/聚合物的生物工艺工程学框架，以及（4）生物/非生物界面。 

4.1 受生物启发的催化剂 

虽然人们一致认为合成生物学应用具有巨大潜力，但也意识到某些发展过程

中具有障碍。首先，需要进一步研究生物催化剂的基本机理，将其独有的功能转

化成为材料科学家创建新型设计所需的原则。为了获取这些信息，需要新型的表

征技术，以更好地理解催化剂活性位点并识别调控活性、选择性和稳定性的相关

机制。一旦对生物催化剂的认知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可以同时向三个方向发展：

（1）材料科学家可以开发基于生物系统的设计概念，并使用这些概念合成高性

能催化剂；（2）合成生物学家可以改进细胞机器，通过减少酶足迹或修饰活性位

点提高现有生物催化剂的性能；（3）材料科学家和合成生物学家可以协同工作，

利用生物和材料制造多功能催化剂。 

无论使用酶启发更好的催化剂还是直接通过改造来促进反应，该领域仍然存

在许多研究挑战。为了有效实施任何来源于生物系统的设计原则，材料科学家需

要开发新型合成方法以便更好地调控和设计活性位点。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法是利

用合成生物学工具制造传统合成学或纳米技术方法无法获得的合成催化材料或

结构。这需要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密切合作从而开发出用于材料合成的全新生物工

具包。 

现有生物催化剂的改良也需要大量工作。深化对结构-功能的认识后，人们

就可以确定能够实施所需功能的最小生物催化剂尺寸，从而促进更低足迹催化作

用的工程化。进一步讲，使用合成生物学工具对包含细胞机器的新型催化系统进

行工程化改造，将会为新型化学活性位点或结合环境的发现提供机遇。高通量筛

选可能是实现利用进化论或基于文库进行特定生物催化位点修饰的途径。 

合成生物学方法同样可以用于开发借鉴生物和化学催化剂优势，同时避免其

缺点的新型混合催化剂。例如，以高亲和力结合目标反应物的蛋白质结构用于提

高非均相反应和均相反应中的选择性。或者，新型材料可以用于稳定和增强具有

较小足迹的酶。混合催化剂也有望创造新的级联和多级反应，实现单一类型催化

剂无法生产的化学物质。将生物和材料多样性纳入高通量的设计-构建-测试循环

是开发这些新型技术的可能途径。 



合成生物学：电力和能源领域的未来发展《合成生物学快讯》2019 年第 10 期（总期第九十四期） 

与会者讨论了新型计算框架的并行增长，加深对新进展的认识，推动生物启

发和生物催化剂的设计。这样的框架有助于研究人员确定最佳的催化性能，建立

更好的酶结构与活性或选择性之间的联系。然而，这些进展需要更快和更详尽的

表征技术，从而提供精确驱动这些计算模型所需的数据。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提

出了以下研究方向： 

短期研究方向（5-10 年）： 

 开发生物启发的催化活性位点设计 

 创建新型表征工具，包括原位技术，用于识别活性位点的中间体结合的

几何结构 

长期研究方向（10-20 年）： 

 开发基于生物学的新型工具包，创建用于催化合成的材料和结构 

 利用细胞机器减少酶足迹并引入活性位点的修饰以提高性能 

 建立多尺度计算方法，用于理解并预测能够合理设计的结构-功能关系 

4.2 生物衍生的储能材料 

生物学家和材料科学家之间的共同语言以及相互理解对生物衍生储能材料

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研究人员清楚地表达和理解材料和设备特定性能以及

关键参数所必需的。 

一旦建立了清晰的沟通，研究人员就可以使用合成生物学来合成有用储能材

料。主要挑战在于大规模合成生物衍生材料，对方法进行表征以及协调生物化学

物质与反应性储能环境的相容性。 

最重要的是，需要新型技术和理论来辅助开发这些新型材料。需要新的测试

平台进行多个长度水平材料特性的表征，合成生物学的潜在能力需要新型理论框

架以推动生物学分子结构与材料特性之间的联系。理想情况下，这些新的框架将

有助于提供认识和预测材料性能和结构的建模工具。计算方法也将有助于研究人

员调控生物材料生产和组装过程。此外，也需要材料本身的新型生物催化方法。 

短期研究方向（5-10 年）： 

 在合成生物学和能源领域建立更好的沟通，加深对设备/材料属性和指标

的认识 

 确定满足设计标准和扩大化学/生化反应能力所需的新型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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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制造新型序列特异性聚合物的工程学翻译系统 

长期研究方向（10-20 年）： 

 使用独有的合成生物学方式开发非常规材料和方法 

 开发多尺度计算和表征方法，进一步理解结构-功能关系并推动合理设计 

 通过引导生产和组织实现储能材料/装置的自我组装 

4.3 用于制造新型生物材料/聚合物的生物工艺工程学框架 

与合成生物学在生物医学的应用不同，能源/电力挑战领域的扩展需要进行

更大范围地考量。扩展问题将创造新型生物工艺工程学系统的重大需求和机会，

满足能源和电力应用对高容量材料的需求。生物工艺框架的讨论包含了对合适的

效价、速率和相关流程收益率的认识。 

实现大规模生产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平衡合成工程化目标及由此产生的对微

生物内源性代谢过程和功能的干扰。生物学的新认知完善了电路设计，推动了各

种生物工艺。另一种解决方案是使用无细胞体系（图 15）将细胞的内源性目标与

其工程学目标分离开。无细胞体系具有特殊的优势。首先，反应的开放性允许用

户直接影响特定的生化系统。因此，可以添加或合成新型成分并保持在精确的浓

度。其次，无细胞体系不受生存能力限制，可以生产高效价的蛋白质，在活细胞

中这种浓度水平可能具有毒性。此外，通过几天或数周的时间实现体外的设计、

准备和执行，可以在整个蛋白质组规模上应用自动化能力实现高通量生产。 

 

图 15 无细胞合成生物学正在成为理解、利用和扩展自然生物学系统的变革方法 

 

除了无细胞体系，其他潜在制造策略包括混合生物/化学合成、微生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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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细胞生产高能材料的过程中，核心挑战在于将特定聚合物或纳米结构的需

求转化为多个基因的控制。单体前体的生产涉及向不同的生物体中导入重组基因，

通过新陈代谢实现碳纤维的优化，包括从糖到前体代谢物。为了创造自然界中不

存在的理想结构，需要来自不同生物体/途径的多种酶的结合，从而将化学修饰

的代谢物转化成为所需的终端化学物质。需要对大型酶文库及其计算方法的特性

和兼容性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准确地结合这些酶，并从代谢物中合成最终化学物

质。此外，微生物构建复杂非碳（金属，硅酸盐等）通路的方式依然不太清楚。

设计特殊纳米结构的能力需要调控基于金属载体、蛋白质和脂质的机制，实现复

合结构的结晶和分层。为了充分挖掘生物学潜力，必须开发自组装机制。需要使

用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以及 DNA/RNA 技术来创造纳米水平结构。组装从微

米到米水平的结构需要长距离和跨越生长过程的调控。这将需要更精确地调控细

胞通信和不同分化水平细胞的分裂，并在不同时间阶段对复杂材料合成和构象进

行紧密调控。例如，一个逐步的过程可能包括：（1）聚合物主要组成部分的初始

生产；（2）聚合成为精确的初级结构；（3）对 3D 装配的调控；（4）产品的最终

后处理。 

短期研究方向（5-10 年）： 

 建立试验台和设计指标，确保生物来源材料的性能符合规范要求 

 制定培训计划，教育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物理学家和生物科学家之间的通

用术语 

 开发新型理论实现工程化生物独有材料的建模和预测 

 建立对生物系统和离子传输机制的基本认识 

 开发计算框架以推进生物设计（包括催化剂和聚合物材料的活性位点） 

 开发将化学物质/材料（例如有毒产品）生产与活细胞维持需求分离开的

新方法 

 开发生物材料的快速设计技术，用于在设备中大量生产原型材料 

长期研究方向（10-20 年）： 

 开发序列特异性聚合物结构的合成框架 

 利用预测的生物聚合物结构模型进行材料的定制设计和合成 

 构建可以从多种废弃物资源中获得能量的现场分布式生物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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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用于快速扩大生物材料生产规模的生物工艺战略和灵活的生产设施 

 集成大规模化学和生物处理工艺 

 整合能够简化特定物理性能材料设计的平台，例如速度和规模度量，从

而创建能够实现和扩大生产规模的遗传系统 

 整合原子、微观和宏观水平的设计 

4.4 生物/非生物界面 

虽然将活的微生物作为活性催化剂进而促进电荷转移和存储，对于分布式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的潜力，此类技术发展成熟到与传统电池和燃料电池装

置相比其竞争性程度仍存在很大挑战。使用活体系统 VS 生物启发或生物衍生催

化剂的主要优势在于活体系统的自我再生能力。然而，与非活体生物催化剂类似，

活体系统需要更深入地理解新型设计规则并将其整合成为能源相关装置或材料

的机械原理中。与非活体生物催化剂一样，这可能需要开发新型表征技术，包括

开发能够在非生物表面结合电荷转移和细胞能量转移的高通量电化学筛选技术。

通过加深对细胞增长和能源需求之间推拉关系的理解，以及细胞作为电荷转移介

质或存储设备的能力，研究可以向生物启发催化剂部分提到的三个方向移动。 

实现生物体作为精确电荷转移介质或电荷存储设备潜能的主要障碍在于系

统本身的复杂性。只有少数完善的模型系统，包括 Geobacter 和 Shewanella，研

究人员缺乏通过基因组测序预测蛋白质功能或宏观结构的能力。此外，这些细菌

中的电子传递通路需要金属辅助因子，并且已知与尚未研究清楚的复杂调控系统

相关。因为这些原因，合成生物学家难以将它们转移到其他可能更适合的电力和

能源的有机体上。由于需要考虑蛋白质功能的许多方面，包括膜定位、辅助因子

等，也给蛋白质工程化的预测带来了挑战。此外，代谢模型是预测细胞生长及蛋

白转变能量需求所必需的，以便精确地控制细胞所保留的、用于自身新陈代谢而

不是转移至电力系统的电子数量。 

微生物电化学是跨学科领域，也被称为电微生物学，在过去 20 年间，人们

对细菌胞外电子转移的理解呈指数增长。由微生物学家、电化学家、物理学家和

工程师组成的跨学科团队致力于解答一些关于远距离生物电荷转移本质的基本

问题，不过这类过程的细节仍然不清楚。需要新仪器在生理相关条件下监测电子

和离子传输。任何新技术也应适应高通量的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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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方法可用在生物体中精确控制电子传递介质的产生，满足储能装

置的需求。例如，如果已知设计要求，电子转移通路可以转移到高碱性或酸性条

件下生存的细菌中。合成生物学也可以使用类似的能量代谢方式进行建模和调整

碳细胞代谢和能量存储，用以生产生物燃料和药物。 

研讨会讨论了扩大生物/非生物界面开发研究者群体的必要性，也包括开发

跨越多个相关学科的新型交流词汇。 

短期研究方向（～5-10 年）： 

 为电气工程、光合作用等领域引进新工具以进行表征 

 开发更高通量的实验和模型来预测离子/电子流 

 使用生物/非生物界面来刺激行为 

 开发教育、培训、跨学科的社区 

长期研究方向（10-20 年）： 

 研究目标生物的基本过程和组分 

 将蛋白质工程引入该领域 

 设计存在于有机/无机界面的系统 

5. 结论 

合成生物学代表了从描述性科学到新兴创新技术的生命科学发展趋势以及

应对重大挑战的新方式。并且已经为生物医学做出了直接贡献，也开始通过生物

燃料进入能源和电力领域。合成生物学工具包的进一步扩展或可使新型解决方案

满足全球能源的需求。 

研讨会达成了一致共识，认为合成生物学在能源和电力领域的应用，特别是

存储和离子运输领域具有重大潜能。为了实现这一潜能，需要进行以下基础研究：

（1）促进合作并开发合成生物学与能源领域的共同语言；（2）提出新型综合理

论从而建模并预测催化剂、材料和界面的性能；（3）支持高通量实验工具和分析

以加速设计-构建-测试循环；（4）促进新型材料的制造；（5）制定用于大规模生

物制造的战略，以及适合分散式、按需合成，包括无单元系统的战略。 

可持续和高效能源平台的开发是目前的重大挑战，需要创造力和跨学科方法，

包括化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使用已知方法简单地改良现有技术已经不足以满

足未来的能源需求。因此，需要新型概念、设计工具和技术来开发用于捕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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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存储能量的新方式。合成生物学和能源/电力交叉研究领域，或将开发出强

大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能源需求，支持未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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