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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合成生物学对生物贸易、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潜在影响 

 

编者按：2019 年 12 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报告《合

成生物学及其对生物贸易、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潜在影响》（Synthetic Biology and 

its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BioTrade and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报告探讨了

生物贸易、合成生物学概念与方法，分析了天然产物、合成和合成生物学的相关

案例，并通过对生物贸易和合成生物学交叉领域的法律和政策问题的讨论，总结

了合成生物学对生物贸易、获取和惠益分享（ABS）的影响，提出了相关建议。 

 

第一部分：生物贸易、合成生物学的概述 

联合国生物贸易倡议伙伴（BioTrade Initiative partners）提出需要合成生物学

的相关指导、对合成生物学相关主题的认识，以及其潜在的生物贸易应用。因此，

本报告探讨了关于合成生物学（SynBio）的新兴议题，主要概述了生物贸易、合

成生物学领域，以及化学合成与生物合成之间的差异。 

1.1 生物贸易与合成生物学 

生物贸易（BioTrade）是在符合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的标准下（即生

物贸易原则及标准，BT P&C），涉及当地（物种和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商品

和服务的收集、生产、转化和商业化。生物贸易的前提是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

产品，在符合公平、公正和可持续性原则基础上，为当地生计提供坚实的基础，

尊重传统习俗、价值观、生物多样性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此外，需要区分符合 BT 

P&C 的生物贸易与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产品贸易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所有生物

资源的商业应用都可持续。 

生物贸易应用于多个领域，例如个人护理、制药（植物药）、食品、时尚、

观赏植物、手工艺品、纺织品和天然纤维织物、可持续旅游以及以林业为基础的

碳信用（carbon credit）活动。生物贸易产品的举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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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和伙伴优先考虑的生物贸易领域 

尽管合成生物学不是与所有生物贸易领域都相关，但其产品可能影响下列领

域的生物贸易价值链：个人护理、药物（植物药）、食品、时尚、纺织品/天然纤

维。本报告主要展示化妆品和香料行业现有及新兴合成生物学产品的案例研究，

从而证实其对生物贸易价值链的潜在影响。 

框 1：生物贸易案例 

2009 年，瑞士公司 Weleda 生产天然和有机美容产品和仿人体仪器。该公司作为生物

贸易的伦理联盟（Union for Ethical BioTrade）成员在斯里兰卡发起了一项有机和可持续的

檀香种植项目。檀香是 Weleda 多种产品中必不可少的精油和芳香物质……对 Weleda 来

说，所使用的檀香油不仅来自有机物和可持续资源，也有助于增加斯里兰卡的檀香树种植

并提高当地生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Weleda 与当地一家家族企业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斯里兰卡高原

上的废弃老茶园附近，发现有近 1000 棵檀香树（包括幼树）。由于飞鸟传播种子，树木才

得以自然生长并在茶树宽阔根系的保护下，在陡峭的地形上茁壮成长。在 Weleda 的支持

下，当地公司投资土地和有机、可持续的檀香采集工艺。 

符合生物贸易伦理标准（基于 BT P&C），Weleda 檀香项目具有很强的社会性。Weleda

签署了一份协议，承诺支持该项目并获得该公司多年的独家代理权。它还支持建立苗圃以

及相关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中心。中心不仅关注檀香，还包括植物、茶叶和肉桂树的种植。

不仅培育多种作物，也是当地粮食安全和收入多样化的关键。当地公司已经通过有机认

证，可以独立进行其他作物的收获和商业化。 

领域 产品类型 

个人护理 精油、天然染料、肥皂、奶油和黄油、化妆品等 

制药（植物药） 药用植物提取物、胶囊和注射剂等 

食品 果肉、果汁、果酱、饼干、调味汁、香料、坚果、块茎、零

食、食品补充剂、凯门鳄鱼肉、鱼肉等 

时尚 来自凯门鳄和宽吻鳄的皮革、腰带、箱包等 

观赏植物 海螺花、兰花、蝴蝶等 

手工艺品 珠宝、基于本地物种的装饰物、服装等 

纺织品和天然纤维织物 以天然纤维为基础的家具和装饰物、箱包、鞋子等 

可持续旅游 生态旅游、自然旅游、社区旅游等 

林业碳信用活动 减少森林退化和毁坏导致的排放，保护和可持续地进行森林管

理并提高森林碳储量（REDD+），制定特定价值链的温室气

体（GHG）减排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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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2 年开始，《生物多样性》（CBD）缔约方会议一直在研究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合成生物学议题。第十二次缔约方会议上成立了合成生

物学技术专家组（AHTEG-SB），其任务之一是进行合成生物学可操作性定义，

并于 2015 年发布，认为合成生物学是“整合了科学、技术和工程学的当代生物

技术新维度，用于促进和加速对基因材料、生物体和生物系统的理解、设计、重

新设计、制造和/或修饰”。第十四次缔约方会议后，赋予了 AHTEG-SB 新都任

务，包括汇总现有知识分析其潜在正面和负面影响，需考虑合成生物学近期及未

来应用对人类健康、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当地居民和社区生物多样

性价值的影响。本报告是依据 AHTEG-SB 的定义，阐述了合成生物学应用、产

品性质及其对生物贸易的影响。由于不属于生物贸易范畴，报告中不涉及以下主

题： 

 农业生产中向环境释放的合成生物学产品，例如卡塔赫纳议定书涵盖的

改良活性生物体（LMOs）； 

 合成生物学医疗卫生应用（基因治疗、细胞疗法、抗体疗法、疫苗、抗

生素、维生素、益生菌等）； 

 （来自于藻类、酵母、细菌的）合成生物学生物燃料； 

 合成生物学环境应用（使用生物传感器的环境监测、生物修复、废物处

理、基因驱动等）； 

 合成生物学工业化学品（组分、聚合物、酶、表面活性剂等）； 

 合成生物学所带来的 LMO 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 

1.2 合成生物学方法 

报告确定了与合成生物学概念密切相关的三大主要方法： 

①生物砖（BioBrick）工程（具有标准化前缀和后缀的 DNA 序列，可用于

常规组装）； 

②基因组工程（合理的重编写、编辑或整个基因组的全新设计）； 

③代谢工程（直接改造微生物合成多种产品的代谢途径）。 

对生物贸易和 ABS 的影响 

合成生物学工具和方法显著影响了生物贸易和 ABS。使用基因组工程技术

的代谢工程将影响目前用于生物贸易的产品，例如可以对生物体进行设计使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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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贸易价值链中的化合物（图 1）。信息技术（生物信息学和设计工具）和生物

技术（基因组测序、基因组编辑、基因合成和生物铸造器）的迅速发展已经显著

加速了用于发现、优化代谢途径的设计-构建-测试-学习循环，包括通过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这些提高了研发速度，可以更快地在市场上投放能够与生物贸易

产品竞争的新型生化产品。 

对 ABS 来说，如果天然来源的遗传资源能够用于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和开发，

将会非常有益。如果研究和开发仅依赖于数字序列信息（DSI）和 DNA 合成，也

可以减少对天然遗传资源的依赖。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使用可能意味着提高基于

ABS 产品的开发速度，带来更多利益共享，或者更快地开发规避 ABS 需求的产

品。实际的影响依然有待观察，但是技术也正在迅速发展，并且在更快地进行产

品开发和商业化。 

 

图 1使用遗传改造的酵母生产合成生物学组分 

1.4 化学合成和生物合成之间的差异 

化学合成 

化学合成是“使用简单化合物构建复杂化合物”。每个步骤都涉及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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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计试剂和条件，在耗能最小的情况下获得足量的净产品。它以简单、商业

化的石化或天然前体为基础。合成可用于生产有机和非有机化合物，许多具有经

济价值的物质都是通过化学合成获取（例如药品、香水、香料等）。它可能“包

含从可用的起始材料到所需最终产品的大量独立反应。” 

生物合成 

生物合成是在生物体中将前体化合物转化成为更复杂化合物的多步骤过程，

通常采用代谢途径。它存在于所有生物中，无论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或是在实验

室中改造的。高价值化合物的生产，例如源自天然产物的化合物，可以“受益于

生物合成的特异性，通过将副产品产量最小化获得大量高纯度产品。此外，对复

杂天然产物来说，“可能不存在用于商业化生产的化学方法。因此生物途径是获

取目标产品或半合成中间体的新途径”。图 1 展示的是在基因改造微生物中实现

这一途径，通过发酵过程进行生物合成，采用基因修饰改造或非基因修饰的微生

物，在精心设计的条件下，利用天然来源前体生产具有高价值的生化物质，这个

过程也称为生物转化。化学合成和生物合成不一定是互斥的，“在未来化学物质

的生产中，工业化学合成将经常需要采用生物合成和传统化学合成工艺的优势，

两者并用实现整体合成途径的优化。” 

对生物贸易和 ABS 的影响 

一个半世纪以来，化学合成产品一直与天然产品竞争。例如“1867 年 Adolf 

von Baeyer 合成靛青，德国和瑞士染料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靛青及其他来自热带

地区的天然染料进口量下降”。不过在某些市场领域，这些产品必须贴上“人工”

标签（例如，食物中的人工香料或人工色素）。消费者的顾虑使得导致公司远离

这些产品，为天然来源成分及生物合成类似物提供更多机会。目前通过生物技术

工艺生产的成分可以标记为“天然”产品，不论生产工艺如何，只要终产品不包

含转基因（GMO）。天然产品的成分边界模糊也影响到了生物贸易。 

第二部分：天然产物、合成和合成生物学案例研究 

大多数合成生物学研发工作都是“发展的、非革命性的，涉及现有生物体的

调整以及天然产品模拟。”因此，它的目标物质是现有源自天然的生化试剂。本

节介绍了设计封闭式用途的合成生物学生物体，这是采用合成生物学生产天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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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类似物的最突出方式。这些生物体用于“工业发酵或在其他密闭环境中，例如

实验室或池塘……生产商用化学物质、燃料、特种化合物或中间体、酶、聚合物、

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剂。”这些应用产物的味道或气味与天然产物几乎相同，有些

已经出现在市场上。2015 年以来，许多制造商已经远离人工成分，致力于寻找天

然替代品。支持者认为这种产品比现有化学品成分更天然，而天然来源的产品无

法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天然产品可能具有合成生物学产品所没有的特质，

原因在于它们由多种生化物质复合物组成，与分离纯化的生化物质相比具有不同

作用。 

2.1 香料和香水 

近年来，利用生物技术生产香料和香水正在迅速发展。这种趋势背后的主要

经济驱动力是“希望建立与基于大规模有机化学合成经典方法相比，对环境无害

的可靠、经济上可盈利的生产系统。”第二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是欧盟和美国通过

立法，允许通过活生物体产生的化合物标记为“天然”而非人工制品。下面介绍

香料香水行业中天然来源产品与合成生物学生物体来源成分相互竞争的应用案

例研究。 

香草 

天然香草香水来自两种不同种类的香草，扁叶香草（Vanilla planifolia）和大

溪地香草（Vanilla tahitensis）。这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作物，估计每年有 20 万人参

与生产。世界上约 80％的香草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小农户，当地通过人工授粉，采

用传统方式腌制豆荚。这种方式产量低，生产 1 公斤腌制豆荚需要 600 朵人工授

粉的花，生产 1 公斤香草豆提取物需要大约 500 公斤豆荚。提取物含有 250 多种

香料和香味化合物，根据产地不同香草豆具有不同的香味和作用。 

由于产量低，世界市场上香草香水中仅百分之一来自真正的香草。香草香水

的合成替代品已经存在数十年，绝大多数不能标记为天然香料成分。近年来，每

年大约生产 18,000 吨的食物级香草香水，约 85％是从石化前体中合成的香草素。

其余的来自于木质素，木质素是纸浆和纸张产业的废弃物。然而，这两种工艺都

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环境后果。香草素的化学合成需要使用有机溶剂和有害化学物

质，根据计算，利用木质素的合成方法每合成 1 公斤香草素就需要安全处理 160

公斤废弃物。加拿大已经停止了所有木质素来源的生产，美国由于环境考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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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挪威的一个主要供应商。香草素生产的全部工艺见图 2。 

非基因工程生物（酵母、真菌和细菌）的特定发酵工艺可以利用天然成分生

产香草素，例如基于（从丁香油中提取的）丁香酚、异丁香酚以及（从米糠油中

提取的）阿魏酸的工艺。由于可以标记为天然产品，这些产品在市场上需要溢价，

但是由于其前体价格要远高于化学合成前体，因此产量受到限制。丁香酚和阿魏

酸对微生物具有毒性，此工艺也产生副产物（例如香草醇和香草酸），这些都是

该工艺的局限性。 

Evolva 生物技术公司开发了利用葡萄糖生产香草素的合成生物学方法。由于

生产 Evolva 香草素的微生物被认为是加工助剂，因此采用这种香水的产品不属

于美国人工香水标签要求的范畴，可以称为“非人工成分”。2011 年 Evolva 与

国际香水香料协会（IFF）合作进行香草素合成生物学生产工艺的开发和商业化。

2014 年它以商品名 Always Vanilla，由 IFF 推向市场。尽管 Evolva 网站依然在进

行合作关系的营销，该产品在商业上不太成功。一家市场研究公司认为 IFF 可能

担心消费者强烈反对合成生物学产品。冰淇淋和巧克力行业占香草素市场份额的

75％，在 IFF 推出该产品后，引发了大规模抵制在冰淇淋中使用合成生物学香草

素的抗议。Evolva 的 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从一开始，IFF 就已经拓宽了含有

香草素的混合物范围，但是与公司最初的期望和市场潜力相比，交易量仍然较低。” 

 

图 2 香草素不同提取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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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将生物合成香草素作为“天然”产品将会导致与香草豆提取物的竞

争。不过由于消费者更喜欢复杂浓郁的味道，天然来源的香草素价值更高。因此

天然来源的产品可能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吸引力，因此生物合成香草素可能

不会对该产品的生物贸易造成重大影响。生物合成香草素更有可能直接与其他生

物转化产生的“天然”香草素竞争。 

Symrise、Givaudan、Mane 和 IFF 等香水制造商制定了协助生产者获得高质

量、可持续供应香草素从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计划。这些动作用于应对近年来的

价格波动，原因在于疾病和恶劣气候条件导致的歉收（与合成香草素相比，这两

种情况对天然香草素生物贸易的威胁更大）。为了增加收入，农民获得了有机、

公平贸易和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证书，这可能与 BT P&C 保持一致。 

广藿香 

广藿香精油是一种传统的香料产品，香料行业仍然对其具有强烈依赖性，用

于化妆品、空气清新剂、洗衣清洁剂和其他家用香味产品。传统上该精油从广藿

香草（Pogostemoncablin）中获取，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和菲

律宾的约 12,000 个小农户进行种植。印度尼西亚是目前最大的生产国，供应量

约占全球市场 80%。广藿香酚作为竞争性合成生物学产品已经出现，生物技术公

司 Amyris 与 Firmenich（瑞士香料和香水公司）合作进行广藿香酚商品化。该成

分于 2014 年推出，以“CLEARWOODTM”商标销售，据说已经成为主流香水。

然而，Firmenich 称 CLEARWOOD 不会取代天然广藿香精油，由于不包含相同

的生物化学混合物，因此可以作为新的成分。 

柑橘 

柑橘油是一种能以廉价方式从柑橘皮中获取的天然产品，广泛用于香料和香

水行业。有价值的基础化合物是瓦伦烯，它提供了产品的柑橘香味，是果汁行业

的副产品，由果实榨汁后剩余的果皮冷轧而成。瓦伦烯主要应用于饮料调味（包

括果汁和浓缩果汁），有时也用作香水。柑橘油中瓦伦烯的含量仅有 0.5%，因此

生产需要大量柑橘油。这种生产方法有两个主要缺点：首先，组分的质量和数量

严重依赖于天气条件；其次，柑橘绿化病（黄龙病）是目前柑橘生产的主要新兴

威胁。Isobionics 和 Evolva 已经获得了合成生物学瓦伦烯。这些产品的优点是“不

受限制、保证可用性、质量恒定、高纯度和低价格。”Evolva 与法国 Chirur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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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ation S.A.S.（FCI）合作，扩大瓦伦烯在欧洲的销售、市场和分销；

Isobionics 已与 DSM 营养产品有限公司合作拓展全球分销。 

甜菊糖苷 

甜菊是菊科植物家族的一员。在甜菊属的 230 种植物中，只有 rebaudiana 和

phlebophylla 产生甜菊糖苷。传统的甜菊应用方法用热水提取全叶粉，叶粉中含

有包括甜菊糖苷在内的多种生化化合物。纯甜菊糖苷现在是世界范围内应用的主

要商业产品。与合成甜味剂（如乙酰磺胺 K、阿斯巴甜、糖精和三氯蔗糖）相比，

是低热量、高强度的甜味剂（比糖甜度高 250-300 倍）。甜菊糖苷作为甜味剂、

糖替代品和膳食补充剂的全球需求迅速增加。 

从种植的甜叶菊中提取甜菊糖苷是当前甜味剂市场发展最迅速的领域，可用

于“数百种食品和饮料，包括谷类、茶、果汁、脱脂牛奶、酸奶和碳酸饮料”。

这种作物主要由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农户种植（超过 80%来自中国，其原产国巴

拉圭仅占 3%）。通过化学和物理工艺进行糖苷提取，其中一些工艺环节对环境不

友好，终产物会残留有毒物质。有些国家的国家级指南中禁止在标签上将这些纯

化的甜菊糖苷标为“甜菊”或“天然的”，因为这会误导消费者（例如，德国、

瑞士和奥地利）。 

在美国，甜菊叶和粗甜菊提取物不是公认安全（GRAS）的物质，美国食品

和药品管理局（FDA）未批准其作为食品使用，它们属于美国进口的警报物质，

入境时发现将被扣押，除非“产品被标记为膳食补充剂或仅作为膳食补充剂产业

所需的膳食成分”。2017 年之前，欧盟认为甜菊叶属于第 258/97 号新型食品法

规范畴，禁止此类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除非它们通过欧盟科学委员会的安全评估

并得到欧盟委员会批准。此后，欧盟修改了部分规定，将甜菊叶提取物作为甜味

剂或香料应用批准适用于茶、草药和水果饮品。2011 年以后，基于欧洲食品安全

局的安全评估，甜菊糖苷作为食品添加剂在欧洲被批准。 

已有几家公司开发了用于甜菊糖苷生产的合成生物学途径。例如，Evolva 开

发了甜菊糖苷的生物合成途径（Rebaudioside B 和 Rebaudioside M），与 Cargill 公

司合作，以 EverSweetTM 品牌推出。2016 年，Cargill 向 FDA 提交了“从表达甜

菊糖苷生物合成途径的酿酒酵母中提取甜菊糖苷方法”的 GRAS 豁免申请，FDA

回应称“甜菊糖苷在特定用途中隶属于 GRAS”。Cargill 与 Royal DSM 合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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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产线，成立 Avansya 合资企业扩大生产。Amyris 也在销售品牌名称为 No 

CompromiseTM 的合成生物学甜菊糖苷产品。为了实现商业化，Amyris 加入了拥

有多米诺糖和 C&H 糖品牌及 C&H Sugar 的 ASR 集团，集团将甜味剂销售给巴

西市场的零售商。生产方面，Amyris 已经与巴西蔗糖生产商 Raizen 建立生产合

作关系。 

考虑到天然产物处理的不一致性，巴拉圭正在改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世界卫生组织（WHO）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制定的国际

标准（并拓展到美国和欧洲的国际标准），使他们不再歧视化学纯化或合成的甜

菊糖苷。 

由于甜菊生产商无法在许多市场中销售甜菊叶产品，并且在某些市场上禁止

将甜菊糖苷提取物标记为“天然”，因此天然来源的甜菊叶的供应链存在着实际

的转移风险。由于合成生物学公司可以将其甜菊糖苷产品作为天然产品，“可以

采用某种消费者会意识到该甜味剂提取自天然甜菊叶的方式销售此类添加剂。”

不过目前看来，大多数甜菊糖苷仍然从甜菊叶中提取。这已有十几年历史，价格

也低于糖或高果糖玉米糖浆。植物性甜菊糖苷提取物纯度很高（95-98%），并且

生产规模不受限制（与香草提取物不同）。考虑到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甜菊糖苷

可能具有一个超过其他合成甜味剂的优势，但对“Amyris 和 Avansya 来说，在吸

引食品和饮料供应商方面，口味比成本更重要……纯分子口感优于植物性产品的

概念必须在市场上得以证明”。 

2.2 医药和植物药剂 

青蒿素 

天然产物 

青蒿素来源于一年生灌木青蒿（又称黄花蒿或甜艾）。传统中医对这种植物

药用价值的认识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现在使用传统制备方法将其用全球的

疟疾治疗，已经证明其干叶片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植物药（图 3）。也有人认为，

由于多种活性成分的协同作用，传统制备方法优于分离提纯的分子。 

2002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将基于青蒿素的治疗方法作为特定种

类疟疾的一线或二线治疗方法。WHO 提出建议后，“青蒿素的可获得性和价格

波动巨大，有些年份供应紧缺，有些年份供过于求。”青蒿素生产的大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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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高产品种的筛选和培育，例如瑞士的项目成功培育了高产品种 Artemis。

尽管青蒿素生产还有其他途径，天然来源的青蒿素仍然在全球药物供应市场中占

比 75%。2013 年，青蒿素来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越南）和非洲种植黄花蒿的

100,000 个小农户。 

科学家理解了分子化学结构后，开始研究青蒿素完全合成的潜能。第一个整

体合成于 1983 年报道，后面也发现了几个其他途径。不过这些涉及很多步骤，

整体产量低，因此无法提供成本效益高的大规模生产方法，从黄花蒿中提取青蒿

素依然是主要来源。2004 年合成生物学技术领域进行了重要工作，用于解决天

然生产引发的价格和供应波动。2005年，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OneWorld

卫生研究所，用于开发经 Amyris 工程学改造可以制造青蒿酸的酵母，青蒿酸是

可以经化学合成生产青蒿素的前体。初步工作完成后，Amyris 在免版税的基础

上将知识产权提供给 Sanofi，该公司于 2013 年实现了工艺商业化从而生产半合

成青蒿素（SSA）。Sanof 建立了能够满足全球约 1/3 需求的产品工厂，但是由于

该工艺成本效益不够高，因此没达到预期产量，2016 年 Sanof 出售了该工厂。此

后该工艺的效率有所提高，现在SSA全球总产量相当于全球青蒿素需求量的25%。

预计 2017-2021 年间青蒿素的需求将达到 221 吨，“合成青蒿素的第二轮比赛已

经开始”。Amyris 继续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改良青蒿素生产工艺，其他几家

生物技术公司也获得了盖茨基金会资助，开发可持续、低成本的 SSA 供应。 

 

图 3 青蒿干叶药物 

生物合成青蒿素会给种植黄花蒿的农民带来深远影响，它可能最终消除，或

显著减少天然产品市场。这取决于合成生物学产品能否在基础价格上与天然产品

竞争。2018 年以黄花蒿废弃物应用为基础，开发出新型高效液相色谱青蒿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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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ArtemiFlow 公司实现了该工艺商业化。这种工艺价格与天然来源青蒿素持

平，低于合成生物学方法。由于黄花蒿现在可以作为两种青蒿素生产的植物组分，

因此为继续种植黄花蒿的农民提供了额外经济刺激。尽管 SSA 作为天然来源青

蒿素的低成本替代品得到了大力推广，目前来说，它只是弥补生产差距或刺激需

求的补充来源。不过如果盖茨基金会实现了以每公斤低于 100 美元的 SSA 合成

成本，就很可能会“显著增加 SSA 的使用”。 

表 2能够替代自然来源生物资源的合成生物学产品示例 

化合物 天然来源 状态 生物贸易领域 

β物紫罗兰酮 玫瑰（大马士革玫瑰，百叶玫瑰） 开发中 香料/香水 

木耳芳香化合物 木耳（马蹄金） 开发中 个人护理/化妆品 

青蒿酸 甜艾（黄花蒿） 商品化 制药 

肉桂醛 桂树（桂皮） 开发中 香料/香水 

可可脂 可可树（可可） 开发中 食品 

毛喉萜 毛喉鞘蕊花 开发中 制药 

香叶醇 马达加斯加长春花 开发中 香水 

皂苷 人参（人参、西洋参） 开发中 制药 

柠檬烯 柑橘 开发中 香水 

芳樟醇 多种植物 开发中 香水 

橙花醇 多种植物 开发中 香水 

圆柚酮 葡萄柚（paradisi柑橘） 商品化 香水 

广藿香醇 广藿香 商品化 香水 

覆盆子酮 覆盆子、小红莓、黑莓 开发中 香水 

白藜芦醇 红葡萄（欧洲葡萄） 商品化 制药 

香桧烯 梳齿薄荷（果胶海棠） 开发中 香料/香水 

藏红花 藏红花 开发中 香料 

Santol 檀香 开发中 香水 

莽草酸 八角茴香 商品化 制药 

新泻碱 藻类（脐紫菜） 开发中 化妆品 

甜菊糖苷 甜菊（甜叶菊） 商品化 食品 

角鲨烯 橄榄油、鱼肝油 商品化 个人护理/化妆品 

瓦伦烯 柑橘（甜橙） 商品化 香水 

香草素 香草（白兰地香草V.tahitensis） 商品化 香料/香水 

香根酮 野豌豆（香根草） 开发中 香水 

 

第三部分：生物贸易和合成生物学交叉领域的法律和政策问题 

3.1 食品标签 

合成生物学产品的标签就其对生物贸易的影响而言是重要问题。首要问题是

合成生物产品是否可以因为其在活生物体中生产而被认为是天然成分。在美国和

欧洲，合成生物学产品可以贴上“天然”成分标签，但是这不一定符合消费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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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正如 2014 年《消费者报告》的调查所示，消费者普遍误解了“天然”的含

义，“大约有 2/3 的消费者认为这个词表示不含人工成分、杀虫剂或 GMO 的食

品。” 

美国 

FDA 的监管任务之一是防止食品标签内容误导消费者。20 世纪 90 年代初，

FDA 发布了关于“天然”一词的非正式指南，该词语意为“不含或添加任何人

工或合成成分（包括任何来源的色素），或不希望产品中出现的物质”。作为一

项内部政策，该指南仅具有咨询观点而没有法律效力。这项政策的确立“不是为

了解决食品生产方法，例如使用基因工程或其他形式遗传修饰……也没有明确指

出食品加工或制造方法……”因此，它“无法解决工艺和其他最近关于食品‘天

然性’的技术进展”。因此合成生物学成分是否可以贴上“天然”标签的问题不

在本政策范围内。 

2015 年，FDA 就食品“天然”一词的定义征求公众意见，包括转基因食品

或含有基因工程产物成分的产品。此举是为了回应一些公众的情愿，还有“3 个

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给 FDA 的问题，即根据 21 CFR 10.25（c）法规的行政决定，

采用生物工程方式生产的产品是否可以标记为‘天然的’、‘全天然的’和/或‘100%

天然的’”。公众意见征求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结束，但是 FDA 接下来的措施

还不清楚。到目前为止，FDA 尚且没有就这个问题、政策调整或行政决定发表声

明，但是对指南原文再次重述，它“不反对不含色素添加剂、人造香料或合成物

质的天然产品使用这个概念。” 

2018 年末，美国农业部公布了 2016 年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生物工程

食品公开标准（NBFDS）。NBFDS 取代了州和地方基因工程标签要求，督促农业

市场服务部为生物工程学食品制定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该规定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生效，并将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分阶段实施。NBFDS 要求在美国进行食品零售

的食品制造商、进口商，以及一些美国零售商公开来自可能经过生物工程改造的

食物及成分。该规范将生物工程食品定义为任何“含有经过体外重组 DNA 技术

改造的遗传物质，这种修饰无法通过常规育种获取或在自然界中发现，并且不含

任何无法检测的基因改造材料。含量少到无法检测的基因修饰材料不需要标注”。

由于合成生物学产品不属于生物工程食品定义范围，也不在生物工程食品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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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受 NBFDS 标签要求的影响。 

欧盟 

在欧盟，如果食品含有转基因生物，或含有转基因生物产生的成分，必须在

标签上注明。不过，在微生物辅助下通过基因修饰生产的食品（例如合成生物学

产品）不需要进行标注。欧盟对调味品“天然”标签的管控比美国更严格。只有

调味品“采用适当的物理、酶或微生物工艺从植物、动物或微生物材料中提取，

以原始状态或经过加工，通过一种或多种传统的食品制备工艺获取，才能称为‘天

然’……天然调味品对应的是自然中存在并被发掘的物质”。合成生物学成分对

应自然中存在并被发掘的物质，采用微生物工艺从植物组分中获取。这表明它们

可以根据法规贴上天然调味品的标签。 

2011 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向消费者提供食品信息的 1169/2011

号条例。该条例修订了欧盟现有食品标签规定，旨在让消费者做出明智选择并安

全使用食品，同时确保合法及上市食品的自由销售。第 7（1）（d）条规定“不应

通过外表、描述或图片阐述的方式进行食品信息误导，不应指示某种特定的食物、

成分，而事实上该食品中自然存在的成分或组分已经替换为不同的成分或组分”。

这条款的制定源于“一般消费者会认为特定食品通常是由某种组分制成，或食品

中的某种组分是天然存在的，但是实际上已经被不同成分或不同组分所代替”。

委员会举例如下：使用替代组分时，“产品名称必须紧随其替代组分的名称之后

印在包装或标签上，以确保清晰易懂……食品经营者负责依据食品命名规则，为

这种替代食品取合适的名字”。 

3.2 化妆品 

美国 

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化妆品及组分（颜色添加剂除外）

不需要获 FDA 上市前批准。不过《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授权 FDA 监

管州际贸易中假冒或商标错误化妆品的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商标错误是指“标

签不适合或包装具有欺骗性的产品……也就是伪造或误导消费者的标签”。商标

错误的原因也可能是未能提供重要事实。尽管 FDA 不进行化妆品的上市前批准，

但“可以加强对市场上不合法产品的管理，或制裁违法的企业或个人”。美国联



 合成生物学对生物贸易、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潜在影响     合成生物学快讯 2020 年 4 月（总期 100 期） 

邦贸易委员会已经发布了多项针对企业的行政投诉（并达成和解），这些企业在

产品含有合成组分的情况下声称其产品“100%天然”或“完全天然”，但是这

些行政决策是否包括含“天然”合成生物学组分的化妆品还不太清楚。 

欧盟 

欧盟的个人护理和化妆品行业没有统一“天然”概念定义。唯一的要求是标

签必须真实且不含误导信息。委员会 655/2013 号条例要求化妆品应符合下列通

用标准：1）合法合规；2）真实；3）证据支持；4）诚实；5）公平；6）知情决

策（informed decision-making）。这些通用标准同等重要。通用的标准不用于定义

或限定能够用于化妆品声称的措辞，而是传达的信息必须符合通用标准且与支持

声称的文件一致。 

法规中体现了与合成生物学产品相关的几个方面。例如，关于“真实性”标

准，“如果在产品上声明包含特定组分，那么该组分应该确实存在”。关于“公平”

标准，“化妆品的声称应该客观，不得诋毁竞争对手，不得诋毁合法使用的组分，

化妆品的声称不应造成与竞争品的混淆”。关于“知情决策”的定义，“对普通终

端用户来说，声称内容应该清晰易懂……应包含可以让普通终端用户做出明智选

择的信息……营销宣传应考虑到目标受众的能力（相关成员国人群或人群分布，

例如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终端用户）从而增进沟通。对目标受众来说，营销宣传应

该清晰、准确、相关、易于理解”。 

3.3 自愿认证 

由于缺乏对“天然”声称的监管指导，出现了许多第三方食品和化妆品行业

认证机构，它们都有自己对“天然”的要求。以下将举例讨论这些认证及其在合

成生物学产品中的应用。 

非 GMO 认证 

非转基因项目实行自愿认证，旨在“保护和建立非 GMO 产品来源、教育消

费者、提供可供选择、已确认的非 GMO 产品”。该认证最初只针对食品，但是

目前已经扩展到其他产品，例如个人护理和化妆品。在组分分类方面，非 GMO

项目标准表明“如果是基因修饰的直接产物，那么下述组分不被认可：1）列在

组分表中的已完成零售的食品；或 2）位于原料公开列表上、无零售标签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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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合成生物学产品（合成生物学）”。 

德国“OhneGentechnik”标签适用于没有“采用基因工程工艺”生产的食品，

法律依据为《基因工程实施法案》（EGGenTDurchfG）。该标准要求包括“不含转

基因生物辅助生产的维生素、芳香物、酶和其他食品添加剂”。具体来说，它表

示“对‘OhneGentechnik’产品的生产/工艺来说，不含工艺助剂或第 3a（5）节

所指的其他物质。EGGenTDurchfG 使用含有、组成或由根据 1829/2003 号或

1830/2003 法规贴上标签的转基因生物所生产的产品，当流通到市场时必须贴上

标签。 

COSMOS 

COSMOS（化妆品有机标准）是欧洲范围内的有机和天然化妆品自愿标准。

标准 3.0 版于 2019 年生效。该标准涉及合成生物学产品相关内容，称“禁止 GMO

或 GMO 衍生物作为主要原料或组分。基因修饰原材料或组分的污染必须不超过

该原材料或组分的 0.9%，如果偶然发生或技术上不能避免，仅能超过可靠检测

限的 0.1%”。标准将衍生物定义为“任何来自于 GMO 或由 GMO 制造的物质，

无论转基因生物是该物质的来源或转基因生物与该物质必要转化工艺的最后一

步直接相关”。此外，“采用化学工艺加工农产品组分的制造商……可以使用来

源于培养物或发酵和其他非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组分，但培养物必须仅使用来自于

天然植物或微生物原料的物质，不使用 GMO 或其衍生物（重点补充）”。

COSMOS 标准中的这些规定很明确地旨在排除合成生物学产品或工艺在化妆品

中的应用。 

NATURE 

NATURE（国际天然和有机化妆品协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致力于为全球

消费者利益推动和保护天然及有机化妆品。根据 NATURE 标准制定了三项认证：

1）天然化妆品；2）含有有机成分的天然化妆品；3）有机化妆品。NATURE 标

准禁止使用包含合成生物学产品的 GMO。具体地说，“终产品、原料以及使用

的酶和微生物必须符合欧盟生态法规（834/2007 号法规）标准。该要求也适用于

法规未涵盖的物质（例如非有机认证组分、非食品或饲料物质）”。某些酶存在

非法情况，特别是：“由于目前技术上没有替代品和/或为了提高可持续性，可以

正当使用来自重组微生物的酶（重组酶）制造或加工某些物质，重组宿主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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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使用条件下生长（指令 2009/41/EC），包括根据其指定防护等级及防护措

施所需的任何后期处理”。标准允许使用非转基因修饰的微生物，例如“酶和微

生物反应也只允许采用自然来源的微生物或酶，终产物与天然来源产物完全相

同”。为了明确禁止使用合成生物学产品，在天然组分来源部分，标准表明“禁

止使用重组微生物……可正当应用的重组酶除外”。 

第四部分：关于合成生物学用于生物贸易及 ABS 的讨论 

4.1 关于合成生物学对生物贸易的可能影响 

新兴的合成生物学领域引发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监管问题。正如

AHTEG-SB 指出的那样，“人们所注意到的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关系

的另一方面是其潜在的正面和负面的间接影响，在采用和使用合成生物学生物体、

产品和成分时，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从而确保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应

用”。此外，一些 AHTEG-SB 成员们“注意到国际制度相关需求：处理合成生物

学组分及产品的社会经济学影响”。然而，目前缔约方会议（COP）不会很快解

决合成生物学相关问题。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开发应对新合成生物学技术的方法，

同时继续参与国际水平讨论。目前，这些讨论继续通过扩展的 AHTEG-SB 进行。 

合成生物学具有积极影响社会和生物多样性的潜能，例如“治愈多种疾病，

提供稳定的治疗复合物来源，创造先前仅存在于想象中的新型生物体及产品。”

合成生物学的支持者认为这项技术可以通过减少天然产品依赖引起的价格、产品

可及性、质量波动，有益于公司和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减少一些过度获取、不可

持续管理或非法来源的野生动物，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同时继

续为市场提供所需的终产品。采用合成生物学生产的产品也对生物多样性带来潜

在的负面影响。例如，有人提出由于低成本产品导致的竞争加剧，会影响以天然

产品种植和获取为生的人群。 

此外，目前合成生物学使用的主要原料与农业发展广泛相关，这是威胁全球

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越来越容易接近，实践有可能从

大规模培养用于单一香料或香水作物转变为培养甘蔗或其他能够被高效加工进

而为微生物发酵提供碳源的作物”。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农田已经转向生产合成生

物学公司所需的甘蔗。这种转化可能会“影响最弱势人群的食品价格和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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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合成生物学应用旨在“将‘低价值’的森林和农产品转化为原料”，

这也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合成生物学产品要获得所需的效益，它

们“必须对环境影响小，可持续利用生物原料，根据人体、动物和环境相关的高

安全标准来运行”。 

最后，当合成生物学技术获得的生化物质隶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

易（CITES）公约》附件所列物种时，也会存在难以追踪的问题。合成生物学产

品更高的可用性“可能导致产品需求增加，驱动一些供应商将原始产品混入市

场”。由于这些产品和那些直接来源于 CITES 列表的产品几乎没有区别，“经

销商可能会将其宣称为采用现代技术合成的产品，用于冒充销售或洗白原始产品。

这将对 CITES 所列产品的合法生物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

们建议“产品与 CITES 规定物种无关，但是产品的化学成分与从列表物种中获

得的成分相同（或几乎相同）时，用于区分的证明或许可制度变得必不可少”。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引发了对环境和人类经济发展问题的担忧，类似于过去

的经济转型，并且伴随着潜在的意外后果。”然而，也有可能“合成生物学的宏

伟前景或可怕危险都不会发生……合成生物学会被认为略优于……一项能够完

全管理缺陷并提供逐步进展的技术。”尽管近年来已经出现了重大技术进步，尚

不清楚合成生物学是否会出现革命性或渐进式进展，或者最终影响是什么。“很

多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存在潜在问题和重大障碍”，经公司公布但从未实现商品化

的产品数量也支持这个观点。这是因为“代谢途径工程与微生物发酵可能在技术

上或经济上不适用于所有香料/香水组分……技术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商业逻辑”。 

与此同时，“用于化学制造的合成生物学已经实现了在特定领域的广泛应用， 

但与传统化学制造业行业相比，该市场领域依然相对较小”。无法完全预测未来

合成生物学产品的数量和类型，因为“新产品创意率的提高意味着未来 5-10 年

间生物技术产品数量将会显著高于目前的产品引入率”。考虑到市场化产品的早

期成功，科学和技术快速发展，“有望继续加速采用工业生物学进行多种化学产

品的生产。该领域的发展可以促进应用生物学生产高价值的化学产品，而这些产

品无法使用传统化学方法进行高纯度、高产量的生产”。这些进展也包括目前从

天然来源获得的高价值生化物质。 

消费者偏好开始转向天然成分和“清洁标签”。消费者研究数据表明“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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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端消费者表示愿意为其付款。消费者的担忧、

对天然产品声称的困惑以及美国法律案件数量的增加，都显示“天然”声称没有

满足消费者期望。美国法院认为“FDA 的非正式‘天然’政策无法避免欺骗性

商业活动和虚假广告”，法律诉讼的目标公司采用包含 GMO 的产品，但是通过

广告宣称其是“天然”的。2012 年有一个类似案件：Jamba 果汁公司错误地将其

冰沙宣称是“完全天然”，但实际上含有非自然加工、合成和/或非自然组分包

括……甜菊糖苷。该案在 2015 年开庭审理前已经结案，Jamba 果汁公司同意不

再声称其冰沙是“天然的”。 

“天然”声称相关诉讼数量的显著增加证明消费者感觉到被“天然”这个词

所误导，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天然合成产品的接受度。许多或大多数消费者完全

搞不懂这些产品声称的含义，错误地相信‘有机的’和‘天然的’有相似的含义，

或者至少存在很多共同点。更具体地说，消费者错误地认为食品标签上的“天然”

一词包含多个属性，例如无毒性农药/肥料、非转基因生物、无人工颜色或风味

添加剂、无人工成分、最低限度地加工、符合政府标准等。当公众意识到“天然”

标签产品越来越多地包括合成生物学组分时，会进一步削弱消费者对标签的信心。 

商业参与者认识到消费者对天然组分的偏好是市场的关键驱动因素。如果能

够从可持续资源中自然地获取天然组分，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向可持续资源、天然

成分和“清洁标签”的转型将推动生物贸易的发展。或者，如果法规继续将合成

生物学产品视为“天然”，这种转变可能会由于产品替代导致无效或负面影响。

一些企业决定选用高成本的自然来源产品（例如香草豆提取物），原因在于其具

有更高的市场价值，而其他公司将使用允许贴上“天然”标签的低成本合成生物

学产品。公司的问题在于采用价格更高的天然来源产品是否具有质量优势。这可

能是一个特定领域的决策。如果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天然”合成生物学产品符合

制造商要求，那么天然来源的产品将不会是首选方案。 

4.2 合成生物学对 ABS 的潜在影响 

合成生物学可能对 ABS 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影响。从正面角度看，合成生

物学依赖于遗传资源，可以通过基于事先知情同意（PIC）和双方同意条款（MAT）

进行 ABS 交易。这可能会为遗传资源提供附加值并使提供国和社区以货币和或

非货币方式的惠益分享。尽管对生物技术领域来说，数字序列信息（DSI）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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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重要，“天然产品及其衍生物仍然是发掘新型生物活性化合物的重要资源。

它们代表了新化学实体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在合成化合物开发途径和药物靶点识

别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感兴趣的化合物往往在原始来源中含量较低，合成

生物学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以这些天然产物为基础，发展生物经济。利用合成生物

学增加植物天然产物的产量、降低作物对病原体敏感性，或开发满足当地需求的

全新产品。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适当支持下，这些资源可以

被引入生物技术企业。几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制定合成生物学、生物产业化、未

来生物经济相关的国家战略，包括许多新兴市场，例如南非、巴西和墨西哥”。 

然而，合成生物学也会给 ABS 带来负面影响。例如“ABS 规避工具”或“数

字盗用”工具。例如，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NCBI）的 BLAST“有助于在其

他生物中发现相同序列（通过使用公开访问互联网数据库中的序列信息）。学术

界和公司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获取上传到互联网的遗传密码，并通过 DNA 合成

器重新创建、修改从而生成新的物质，甚至可能是新生物体，同时没有任何有意

义的方法来追踪作为该成果基础的遗传信息起源。” 因此，人们担心 BLAST 及

类似软件可能会用于规避 ABS，为了达到该目的，研究人员可以在有 ABS 规则

的国家确定感兴趣的序列，然后在 ABS 管理较为宽松或者没有 ABS 规则的国家

所具有的物种中寻找这些序列。公开遗传起源、来源和/或遗传资源的合法来源

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确定遗传信息的来源依然存在挑战，特别是在私营

部门。 

4.3 对生物贸易发展的相关建议 

国家和国际水平的政策制定者参与合成生物学对经济发展、社会问题、自然

资源利用和环境的潜在积极效益和负面影响，这具有重要意义。合成生物学领域

正在发展，政府需要跟上新进展的步伐，从而评估其对生物贸易的影响。世界经

济论坛 2015 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强调“开发高价值农业出口产品的廉价合成替代

品……可能会通过消除农民依赖的收入来源，使脆弱经济体突然变得不稳定”。 

因此，有必要评估合成生物学产品和工艺对谋生方式、生产消费模式的影响

并开发创新业务模型。合成生物学给不同的价值链造成的影响不同，因此“需要

逐个评估合成生物学应用的潜在效益和负面影响，在基于证据的推理与前瞻性情

景之间保持合理平衡”。甜菊的案例中有明确的建议。就这一点而言，必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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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合成生物学应用潜在效益和潜在负面影响评估需要在多

个发展阶段进行，从早期或活跃的理论研究领域到上市阶段。因此，与这些应用

相关的潜在效益和负面影响的时间框架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政府需要积极主动地告知市场变化中供应链参与者并解决流离失所问题，这

可能包括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或向新型生物贸易价值链过渡的过程中向生产者

提供帮助。这与 BT P&C 标准 3.3 条款一致，即“生物贸易组织致力于促进本地

社区、其他经济行为体及市场的互动，在提供必要机会的同时促进此类市场准入

信息的最大程度应用”。 

这也符合 BT P&C 原则 4 的相关内容，涉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首先，BT 

P&C 标准 4.1 规定“为了保证可持续性，生物贸易产品应该具有与现存特定产品

及服务市场相关的市场潜力。需要考虑与贸易工具、信息、战略合作和广告需求

相关的特定产品或服务需求（创造市场）。”其次，标准 4.2 规定“生物贸易组

织应具有长期经济可持续性潜能，根据企业内部的活动和组织系统。”还有标准

4.3 指出“当地发展是增加生物贸易组织附加值的方式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创

造天然资源所在地就业机会、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机构支持

这种发展的方式之一是提供当地社区能够增进商业实践并尽可能实现供应链增

值的工具”。 

美国总统委员会就生物伦理学报告提出建议，公正与公平原则应该促进合成

生物学的发展。这一原则与全社会范围内的福利和负担相关，还会延伸到国际社

会。在合成生物学这样的新技术背景下，原则的应用建议社会设法确保共享新技

术的效益和负担，满足个人和团体合理合法的期望。这是一项复杂的评估，（青

蒿素案例也有所体现）： 

“我们该如何衡量和比较技术创新的效益与负面影响？效益在于创新以空

前的规模、低廉的成本提供有效医疗服务，负面影响在于破坏并取代了先前存在

的技术，损害了依靠这些技术生存的人群。” 

公正与公平原则表明社会应该设法确保技术进步的负担（例如合成生物学） 

不应不成比例地落在任何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身上。对 BT P&C 价值链社会经济影

响的评估和调整将帮助确保生产商不会遭受天然来源产品替代和置换所带来的

潜在破坏。在无法避免取代的领域，政府必须考虑为生计受到创新影响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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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经济和/或技术支持。 

消费者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反应，无论是积极或消极，对产品在市场上的成

功并潜在替换和取代天然产品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消费者目前对“食品组分、

食品技术、食品成分术语缺乏足够认识，市场的声称不利于消费者评估产品或组

分是否为‘天然’”。监管机构有义务确保制造商对合成生物学组分进行了明确标

识，使消费者能够自己选择是否购买天然来源的产品或含有合成生物学组分的产

品。 

就食品而言，有人建议合成生物学产品的标签上应告知消费者是利用 GMO

生产，尽管终产品不含 GMO，这具有重要意义，可能带来长期效益，“这将使

消费者能够清楚地区分：含有复杂香料化合物混合的天然产品，以及含有一种天

然提取物来源的香料化合物的生物技术产品”。因此，合成生物学产品可以被视

为以更加环保的方式生产，与现行大规模化学合成来源化合物完全相同的方式加

以推广，同时不会在产品起源方面误导消费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为是否应该

给合成生物学香料贴上天然标签，普通大众对不够明显和清楚的食品标签不了解，

标签政策不够清晰使得消费者越发怀疑“天然”食品以及整个食品工业。 

管理者应该优先考虑澄清合成生物学产品是否属于食品、香水、化妆品领域

的“天然”组分。这不是国际法律问题，而是不同行业的国家标准及商业标准问

题。企业“依赖标准和法规维持透明度以及公平的经济竞争”，除非采用明确的

“天然”定义，与采用宽松标准的公司相比，采用天然来源原料的供应商将面临

不公平竞争。这将损害那些从事生物贸易产品的公司，伤害整个价值链中的参与

者，尤其是生产者。一家香料和香水行业供应商认为“该行业需要特定的全球组

分标准，用于帮助香料、食品和饮料生产商简化了他们的原料获取工艺”。这将

允许“原料供应商通过复杂的监管迷宫来指导客户，使他们找到支持产品声称的

正确成分”。国际标准化组织已经采用化妆品指南（ISO 16128），即“提供一个

根据组分特征来确定产品的天然、天然来源、有机、有机来源概念的框架”。但

是指南不涉及“产品宣传（例如声称和标签）、人体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

因素（例如公平贸易），以及化妆品的包装”。 

目前，为了将合成生物学产品从生物贸易产品中划分出来，政府和价值链参

与者应关注促进天然来源生物贸易产品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交叉利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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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碳效

益，就业、减贫、性别福利）。消费者越来越愿意购买天然来源、可持续生产、

可以提供多种社会经济效益的产品。生物贸易参与者应利用这一趋势。一种方法

是通过自愿认证计划（如 COSMOS，NATURE、非-GMO、有机）。 

最后，BT P&C 可能会考虑其规定涉及某些隶属于合成生物学范围内的特定

类型技术和产品。这可能包括建立与特定合成生物学技术以及生物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为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产品相关的特定要求或考量。这

与当前（含蓄地）禁止在生物贸易产品中使用 GMO 的方法一起，关注来自本地

生物多样性的产品和服务。 

建议 

①当市场上出现了合成生物学替代品时，提供国可能需要评估其对国家重要

价值链的社会经济影响，从而确定其对工作和生活的潜在影响。 

②如果工作和生计面临重大风险，提供国可以协助生产者向不同生物贸易价

值链转化，使其偏离现有价值链，从而防止影响生计和生物多样性。 

③考虑生物贸易背景下，定义“天然产品”或“来源于天然生物多样性的商

品和服务”的必要性和潜在影响。这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最好由国家决

策者和标准制定机构决定。 

④考虑如何采用生物贸易原则和标准来处理隶属于合成生物学范畴的特定

类型技术或产品。这可能包括以下问题：广泛的方法是否可取，或者基于可持续

性标准的个案方法是否适当。 

⑤考虑在生物贸易产品中采用逐案（case-by-case）方法处理转基因/合成生

物学生物体来源产品是否合适，已证实它们比天然衍生的同类产品更具可持续性

（例如，隶属于 CITES 贸易禁令、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单上的物种）。 

⑥如果采用逐案方法，考虑开发从 CITES 列举的物种中提取组分的可追溯

机制，用于证明它们采用合成生物学工艺，而不是直接源于这些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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