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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
工程生物学与材料科学：跨学科创新研究路线图
编者按：2021 年 1 月，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EBRC）发布《工程生物
学与材料科学：跨学科创新研究路线图》
（Engineering Biology &Materials Science:
A Research Roadmap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这是继 2019 年工程生物学
路线图和 2020 年微生物组工程路线图后，EBRC 发布的第三份研究路线图。路
线图聚焦工程生物学与材料科学交叉融合后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将该领域分为 4
个技术主题（合成、组成与结构、加工处理、性质与性能），阐明了 4 个技术领
域未来 20 年的发展目标，以及如何利用工程生物学与材料科学的融合解决目前
5 个应用领域（工业生物技术、健康与医药、食品与农业、环境生物技术、能源）
面临的挑战。本期快讯梳理了路线图的主要内容，并介绍了路线图 4 个技术领域
未来 2 年、5 年、10 年和 20 年的研究路线图（附录）。

1. 路线图概述
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EBRC）2021 年 1 月发布的《工程生物学与材料
科学：跨学科创新研究路线图》（简称“路线图”）是继 2019 年发布《工程生
物学：下一代生物经济研究路线图》和 2020 年发布《微生物组工程：下一代生
物经济研究路线图》后工程生物学领域的又一路线图。路线图讨论了合成生物学
和材料科学领域的趋势和创新，确定了与新型材料以及材料特性交叉融合的合成
生物学的挑战与瓶颈。同时，还详细阐明了这些科学进步能够以何种方式应用于
不同的产业领域。EBRC 旨在通过路线图全面了解两个领域交叉融合的现状，帮
助制定该领域的长期目标，推动该领域的发展。路线图是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
期间制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远程办公进行。路线图工作组召开了多次视频
研讨会和专家咨询，邀请了 60 多位政策工作者、行业专家、博士后和研究生等，
对路线图内容进行调整和完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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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程生物学与材料科学跨学科路线图制定的时间线

1.1 技术主题
工程生物学与材料科学跨学科创新研究路线图由 4 个技术主题组成，包括能
够实现从工程生物学获得材料的工具和技术。这 4 个技术主题分别是：合成
（Synthesis）、组成与结构（Composition & Structure）、加工处理（Processing）
和性质与性能（Properties &Performance）。
 合成：通过工程生物学制造材料成分，或是研发和生产原始的材料成分。
包括利用或运用工程生物学生产单体、聚合物、生物分子和大分子，并
用作材料的组成部分。
 组成与结构：利用工程学设计或控制材料的成分，涉及生物活性或生物
组分的工程学改造，以及这些组件的二维和三维空间。包括材料内部工
程化的相互作用，例如生物-非生物界面以及嵌入的生物分子、酶和细胞；
还包括对材料的物理和容量特征进行工程化改造，例如生物分子（如蛋
白质）结构和材料的三维结构。
 加工处理：对生物进行工程化改造，通过聚合和降解、模板化、图案化
和打印等“单元操作”，构建或破坏材料。包括工程化的生物挤压
（biological extrusion）或材料的分泌、材料沉积、自组装和自拆卸；还
包括利用以工程生物学为基础的技术、工具和系统（例如无细胞系统）
进行材料的制造、回收和净化，以及生产在非自然环境和极端条件下发
挥作用的工程生物材料。
 性质与性能：对材料动态特性和活性的工程化，包括传感和响应、通信
和计算，以及通过生物成分的加入或激活进行自我修复。包括工程化材
料以用于提供信号、储存和释放能量或信息，通过工程学改造生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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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材料中生物和非生物成分的动态相互作用的工程化修饰。性质与性
能还关注用于表征活体材料和含有生物成分材料的动态活性和性能的
相关工具、方法和技术的挑战。
4 个技术主题都是围绕能够显著提高两个领域交叉融合的突破性能力而构建。
突破性能力进一步被划分为 2022 年、2025 年、2030 年和 2040 年（分别是未来
2 年、5 年、10 年和 20 年）能够实现里程碑研究的路径。2022 年和 2025 年的短
期里程碑计划可以通过现有项目、基础设施等实现。2030 年和 2040 年的长期里
程碑可能需要在技术和经济上进行长期支持。

图 2 工程生物学和材料科学的交叉学科促进创新的技术进步

为了展示路线图每个技术主题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它们如何以彼此为基础，报告通过组
分的顺序聚合，从天然或单体材料开始合成。通过对组成和结构的控制，可以实现可编程的
高阶结构和总体架构。通过对膜动力学的从头预测，组分可以精确地分布在整个膜上，从而
指导细胞和生物分子或其他非生物组分的相互作用和包容性。通过在生物传感平台上沉积或
打印，通过加工可以进一步控制和规范材料。这种可编程的模式是关键的功能，能够在复杂
的生物环境中实现复合传感，证明了工程生物学和材料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助于新型动态的活
动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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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用领域
路线图的应用领域来源于工程生物学路线图（2019）：工业生物技术、健康
与医药、食品与农业、环境生物技术以及能源。这些应用领域和相关社会挑战都
是从工程生物学获得的。每个应用领域都强调了工程生物学材料的应用实例，它
们或将帮助人们克服普遍存在的社会挑战，例如，实现并建立更清洁的环境、支
持不断增长的人口健康和福祉、加速产业创新与经济活力等。路线图报告进一步
确定了这些典型应用所需的潜在技术成果。这些典型应用和技术成果反映并结合
了路线图技术主题中所设想的成果。应用领域的内容是“自上而下”构建的：考
虑到公认的社会挑战，路线图工作组对工程生物学材料的无数选择和创新机会进
行了考量，从而确定克服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并进一步促进技术的进步。

2.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学的历史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冶金和陶瓷的学术部门将重点扩展到材料之外的领
域，使材料科学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美国前沿研究计划署
（ARPA，即现在的 DARPA）20 世纪 60 年代就资助了一系列高校实验室，在材
料科学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早被称为材料科学，反映了其起源的高
度跨学科性质），其中一些实验室直今仍然高度活跃。这些实验室的任务是“扩
大材料科学基础研究和培训的国家计划”。虽然从根本上讲与凝聚态物理同义，
但材料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对材料工程性质的理解。该领域现在涵盖了各种材料，
包括陶瓷、聚合物、半导体、磁铁、生物材料、软物质、纳米材料和复合材料。
近年来，材料科学变得更加跨学科，整合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和工程。研
究的进步推动了新型实验工具的发展，同时对计算建模和机器学习的需求日益增
长，这些发展和需求旨在发现和理解凝聚态物质的新现象、发现和开发新材料、
预测它们的性质并造福世界。这些内容涵盖在材料基因组计划（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的任务中，这是一个多机构发起的倡议，旨在协调政策、资源和基础
设施，支持美国机构对前沿材料的发掘、制造和部署。
工程生物学领域（也称为合成生物学）已经彻底改变了研究和应用生命系统
的方式。工程生物学利用化学、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设计和构建新型生物分子和
细胞并改造现有的生物系统。工程生物学建立在 4 个指导原则之上：1）已经通
过改进工具和技术，利用基本元件构建功能性生物系统，实现建模和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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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观察中进一步学习；2）通过在分子水平上调控系统，可以创造更好或全新
的生物组件和系统；3）通过设计和构建生物系统，而不仅是观察自然进化，可
以使生物系统更容易学习和相互作用；4）生物学可以作为一种技术，用于处理
信息、生产能源、制造化学品和材料等。
工程生物学作为一个领域出现只有大约 20 年，至今仍是一门新兴学科。然
而，其快速发展和众多基础性成果使得人们看到了工程生物学对其他科学、工程
领域及应用的潜在影响。将利用带有活的和工程化的生物分子或细胞的纺织物、
电子和塑料相结合的潜力生产无数新产品，赋予其创新的能力，扩展信号和通信
范围，解决工业、卫生、农业和环境的挑战。基因和代谢回路工程的突破已经可
以调控细胞的生长和功能、定义细胞和生物系统相关产物、操纵或支配细胞通讯
方式等。新型和非天然化学物质、氨基酸和生物分子的结合极大地扩展了生物学
所能调控和利用的可能性。
生物学设计和生产的材料需要人们不断扩展设计细菌、真菌、其他细胞和无
细胞系统的能力，从而生成新型材料。目前，Bolt Threads、Spiber、Ecovative Design
和 bioMASON 创新公司正在深入研究该领域，并展示了工程生物学模仿或替换
已知材料的能力。虽然该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却具有无法想象的巨大潜力。

3. 生物学与材料的交叉
生物学工程化可以延伸到由生物体制造并结合生物物质的材料和装置的工
程化。生物学已经产生了人们每天使用和消耗的各种材料，例如木头和棉花；也
带来了尚未充分利用但拥有潜能的材料，例如蜘蛛丝、菌丝体和二氧化硅。除此
之外，工程生物学还可以通过结合新型和非天然化学物质、构象和功能化实现全
新材料。利用工程生物学工具和技术、材料科学能力和其他技术，有望在受控条
件下制造或复制天然和新型材料，并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还有望实现这些材料
的规模化应用，并应对持久性的挑战。生物材料具有固有的适应性，通过进化选
择并利用工程生物学可以赋予其新的化学性质、可调节的性质、具有感知和自我
修复能力等。
为了利用这些物质带来的潜在机会，需要更好地了解它们的组成、产生和破
坏方式，以及它们的性质，例如强度、弹性、导电性等，并在材料或生物成分的
生命周期内实现进化和改造。此外，将细胞和生物分子连接到非生物材料上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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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好地理解和操纵表面结构和动力学、相互作用、粘附以及通信途径。
目前，工程生物学的研究可以直接促进材料的设计和生产。生物聚合物的合
成、蛋白质工程、非天然或非自然核苷酸与氨基酸的结合，可以使生物分子材料
的研究范围更广。工程电路、路径和无细胞系统可以扩展生产材料的类型、结构
以及生产环境。细胞和生物分子的整合可以通过提供信号和响应、材料生成和修
复、数据处理和存储的新途径来扩展现有材料的功能。生物材料的传统定义主要
集中在医学应用材料上，然而，更广泛的生物材料定义正在从生物学衍生或启发
的材料，或从生物学应用中获得的材料等发展起来。这一更宽泛的定义反映了生
物材料在传统医学应用之外的重要性，包括新型结构材料（例如生物混凝土和生
物聚合物）、新型涂层和表面处理、新燃料和润滑剂（生物来源和更新的）、新
的传感器和诊断、食物/水/能源相关的新材料，甚至是新型信息存储和处理材料
（生物计算机），例如，活性物质的新领域主要是通过探索新的生物高聚物或远
离平衡的生物激发液晶系统来开拓的。该领域是基础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前沿。

4. 创新与进步的挑战
尽管工程生物材料具有巨大潜力，但是需要以对生物学特性的理解为基础，
将其作为材料使用或整合到材料中才能实现，因此，必须在生物分子、细胞和生
物系统的表征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与金属和塑料等非生物材料的特性相关或一致。
生物学动态特性的直接行为不平衡，需要新型工具和技术将其量化和使其可控。
生物材料应用的加工处理和规模化也是重要挑战，特别是当生物系统的性质随着
其扩展而改变时。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最前沿，需要考虑
工程生物学应如何利用可再生和可回收的材料，进行设计并控制生物降解。
将生物学与材料科学结合起来的挑战源于生物学基本单元，即细胞的结合。
材料设计的生物灵感或生物模仿由来已久，随着技术和能力的扩展，必将出现新
型材料。然而，将细胞整合入材质矩阵，通过增加材料的功能和可编程性或将模
糊材质和设备之间的界限。当与材料接触时，生物相容性、信号转导和生物系统
控制都是关键要素。在任何应用中，结合生物分子和细胞的动态性和活性更具挑
战性，这导致了高度多维且与时间相关的数据空间。目前尚无可用于指导这一探
索性研究的基本知识。本报告已经在探讨可能的材料和生物学交叉领域，强调了
开发新型理论和计算工具的必要性，例如机器学习。

工程生物学与材料科学：跨学科创新研究路线图

合成生物学快讯 2021 年 03 月（总期 110 期）

附录：工程生物学与材料科学的技术主题路线图
1. 合成
突破能力

里程碑

非天然和/或非生物化学单体的生物合成和/或聚合，氨基酸除外
鉴定和设计酶用以识别

通过设计原位聚合反应

和聚合常规化学单体

的代谢途径来生产乙烯

（例如丙烯酰胺）

基单体

开发代谢途径以生产适
合开环聚合的手性环状
单体

扩展可通过进化酶聚合

通过酶系统实现复杂聚

的化学单体库

合物的生产（如共聚

复杂正交转化系统的工
通过活细胞催化的生物

程化，包括正交核糖体

反应验证聚合物支架侧

的工程化，用于新型

链的修饰作用

（非氨基酸）化学方法

物、顺序控制聚合物、
拉丝聚合物）

定点掺入聚合物中

化学和生物混合合成方法
实现混合流化学-生物催
化合成系统
表征和改进正交转化系统（OTSs）的酶学，用于
新型化学物质定点掺入聚合物中

非均相化学反应和生物

可以逆向合成具有所需

催化作用完全整合在模

特性（例如导热性或弹

式化平台上，并可长期

性）的材料

保存后维持稳定及促进
产品转换
2022

2025

2030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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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成与结构
突破能力

里程碑

使生物材料可控
聚合物支架的工程库，
可将活细胞或无细胞系

工程细胞感应能力（例
细胞材料内的定向分隔

如边缘检测），可模仿

统限制在材料中

自然系统的自足性

具有增长或打印多功
能、特定子结构和功能
的多组分生物材料的能
力

在多细胞（混合、复合或活体）材料中实现所需的细胞外基质（ECM）
将动态细胞骨架网络和
非天然类似物中心用作
细胞外基质材料，使其
具有动态组装/拆卸行为
在细胞-细胞外基质界

以编程细胞表型

面上识别适合工程设计

对活细胞与非生物材料

的生物受体、传感器和

互作的分子理解

驱动器

开发高灵敏度方法来表

将细胞外基质和细胞以
空间组织的方式整合到
组织样的结构中

按需生产功能性活体、
混合和复合材料

征和量化细胞外基质的
化学和原位结构，用以
确认实现所需的细胞外
基质

膜动力学的从头设计和/或预测
开发计算方法以准确预

天然和非天然膜蛋白的

测生物膜的物理特性，

设计，这些蛋白可以分

以及整合跨膜蛋白位置

类并定位在细胞和合成

和膜组成的关系

膜的位置（域）中

控制无细胞系统在人造
膜上的位置和响应，以
及调控活细胞中正交

在合成膜中设计无细胞
合成蛋白运输

DNA/RNA/蛋白质位置
的合成机制

生物/非生物界面工程
改造细胞表面生物分子
相互作用支架，以促进
与非生物材料的缔合
（例如粘附、结合）
开发具有可控的拓扑、
机械和功能特性的纳米
结构和介观结构（生
物）模板（例如

使生物共轭方法能够结

实现材料与活细胞间分

合生物和非生物材料

子界面的完整表征

DNA、病毒衣壳、蛋白
质），用于指导纳米合
成并控制与邻近生物系
统（即细胞或组织）界
面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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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工处理
突破能力

里程碑

在不破坏细胞的前提下，使单体或聚合物的分泌成为可能
能有效分泌蛋白质/多

得益于合成生物学发

肽，包括含有非标准氨
基酸的蛋白质

一锅发酵和共轭或大分

改进生物工艺技术用于

子组装用于简化分离

发酵中分离分泌的疏水

展，设计和制造真核底
盘和分泌系统，实现合
成途径的分隔和时序控
制

物质

整合协调功能生产底
盘，用于各种单位级别
材料构建（原位）复杂
的有图案的材料（即硅
藻沉积的二氧化硅结合
细菌蛋白功能化）

能够控制基于生物分子或嵌入材料的自组装和拆解
材料设计方法的开发，
允许对自组装和拆卸的
程序控制

了解细胞外基质的细胞
重塑机制以及细胞与模

控制和指导分层自身组装以实现所需的材料结

板材料之间的动态相互

构、性能或功能的能力

作用

能够控制分子和大分子在生物和非生物表面的沉积、图形化和重塑
在生命系统和半导体/电
提高在各种底物上沉积

子表面之间建立稳定的

或构图生物分子的能力

界面，以传感和操纵生

改造能够响应外部刺激

物过程的能力

从而改变表面特性的生
物体，以便按需模板化

控制生物体外部的蛋白
质，以便与材料前体选

生产具有非典型生物学

择性反应，从而形成尺

形状或尺寸的模板材料

所需的材料

可控制地形成具有所需
特性的生物有机体为模
板的按需宏观材料

寸和形状受控的材料

在不同的条件下实现生物分子和细胞的图形化和打印
开发能在二维空间中以
高分辨率将单个细胞放
置在特定位置的技术，
作为材料的生物模式
建立用于生产生物（活
体）复合材料的 3D 打

在各种环境条件下从二
维图案打印微生物和/或

随时间推移保持所需的

根据需要在任何表面上

培养所需的三维群落的

微生物群落结构组织

打印细胞结构

能力

印方法

工程细胞在最佳的环境中生产材料的离体材料
为可能在水性或发酵环
境中生产的非生物和非
天然单体开发其他聚合
策略（例如过氧化物催
化、可逆或不可逆的共
价偶联）
设计用于生产和加工生

管理实验模型系统中的
工程化嗜热微生物生产
生物质或生物分子，用
于在高温中/高温下生产

宿主物种

材料
在无水条件下生产和加

物材料的最小细胞（例

工生物材料

如无染色体细菌细胞）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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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细胞系统对材料进行强力加工
建立无细胞“分布式处
将无细胞系统扩展到不
同的细菌和哺乳动物细
胞

建立按需和个性化生物

使用无细胞系统大规模

理”，以实现可持续的

生产复杂的生物制剂，

原料利用

包括具有翻译后修饰的

利用冷冻干燥的无细胞

开发用于工业规模生产

蛋白质

系统增强材料，以进行

材料的碳优化的无细胞

按需实时诊断

生物转化

制造平台的无细胞系统

通过工程生物学实现组件和材料的选择性降解（例如，尤其是容
易被酶激活的键的降解）
能够降解或逆转用于偶
鉴定和改造酶（例如酯

联蛋白质和聚合物的点

酶），用以互作和降解

击化学反应的工程酶，

具有可调性能的聚合物

同时保持聚合物和蛋白

底物

质的完整性

工程化改造多特异性

改造活细胞使其生产和

酶，使其可以破坏杂原

鉴定能够与聚合物系统

分泌目标酶，且能在原

子之间特定种类的化学

的硬链段和软链段相互

位调节聚合物支架

键（例如 C-O、C-N）

作用并降解的酶

启用强制应用和特定的

和不饱和键（例如易

ECM 结合（AND 门）

位）

设计和工程细胞的半衰

触发 ECM 降解

期和图案化，以保持材

使水性生物分子与现有

料的持久性

的不溶性聚合物以高亲
和力相互作用

工业基础设施和加快含生物成分材料的下游加工
通过采用过程强化原理
设计的模块化单元，使

结合领域专业知识，对

系统能够以半连续模式

模块化和需求点的生物

运行，从而加速运输和

制造进行过程监控

反应速度

具有分离功能的非均相
生物和非均相化学和生
物催化的细胞操作的完
全整合

在大规模生产生物分子
和生物材料的需求时，

建立多个（5 个以上）

快速建立基础设施

生产生物分子和生物材

建立强大的中试规模设

料的中试验规模设施

施网络（25 个以上），

开发生物分子和生物材

（300-10000L）；这些

用于生产生物分子和生

料的需求点

设施都需要进行发酵、

物材料

下游加工和原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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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质与性能
突破能力

里程碑

通过引入反馈回路，使生物材料能够自我调节，以保持性能，适
应波动的环境条件，并展示不平衡行为
利用 DNA 和 RNA 纳米
结构构建组件和材料以
刺激动态重组

通过对细胞材料蛋白质
的翻译后修饰维持工程
化反馈通路的稳定

在细胞外基质材料中嵌

在广泛生物体中快速创

入主动反应机制

设计遗传线路将环境刺

建具有精确定义特征的

激与输出联系起来，例

新逻辑门

如确定细胞机械特性的
细胞内蛋白质或参与复
合材料或细胞外基质的
分泌蛋白质
开发能够快速为反馈线

材料能使细胞能够对多
个外部信号进行更复杂
的逻辑门处理，并使其
与生物功能相关联

路，抵消特定刺激并限

路（包括传感器、传感
器、逻辑门和执行器）
提供模式元件的能力，
这些特征在模式生物中

在细胞中加入控制线
制或阻碍反应

针对计划操作响应不同
刺激的工程反馈机制

具有精准定义的特性

使材料具有自我修复能力
在细胞内设计通路，使
其功能适应不断变化的
使更广泛的天然自我修

改进和优化生物合成材

复生物分子可以用作物

料的结构-性能指标

质生物成分，包括蛋白

（例如修复时间、强

质和氨基酸

度、刺激范围）

条件、从故障中修复并
根据需要重新配置功能
模仿自然的自我修复
（例如在生物体内），
以在自主和自我驱动的
非生物和复合材料中实

设计合成细胞系统，可
以构建分层的自我修复
复合材料，该材料可以
在宽带频率下运行（感
知、响应、通讯和计
算）。

现自我修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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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材料能够感知、编码和存储多模态、多路复用的环境信号
使用 3D 打印或其他自

将具有刺激反应功能的

上而下的方法组装并量

蛋白质用作生物材料，

身定制的细胞传感器和

以实现新颖传感和信号

执行器阵列

传导特性
使用生物分子信号库
（例如 RNA 或蛋白

快速创建具有精确定义

质）记录多种类型的时

特征的新传感器

域和空域事件，以存储

能够设计新的异源复合

利用带有哨兵传感器网

物表面受体，进行多重

络的工程材料，感知和

传感和细胞间信号传递

整合海量信号

不同类型的信号并通过
高通量测序等方式输出
除了化学通信外，开发
通过可激发的膜并基于
支持将信息从生物传感

离子通讯的方法，从而

器传递到机器可读形

实现更快、更准确的通

通过细胞或无细胞通路

式，反之亦然，从而更

讯定位

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

可靠地解释生物信号

能够制造新的表面受

内对信号进行定制集

体，以进行传感和传递

成，以处理输入信号并

细胞间信号的能力

指导细胞响应

刺激暴露后 2-3 分钟内

在生物分子（例如多

即可实现细胞或无细胞

肽）中开发储存信号的

系统反应

新机制

从生物系统中开发新的
通讯形式，例如使用光
（包括红外和射频）或
机械力（例如声音）

通过非生物材料实现生物控制
将能够感应非生物刺激
开发可以产生分子信息

的多种天然蛋白质整合

的类细胞材料

到生物复合物中，并展
示组合感应

建立能增强生物功能的

开发可增强天然活细胞

利用刺激反应性蛋白

通过外部刺激或细胞感

聚合物支架或类细胞材

功能的聚合物支架或类

（例如光响应、pH 响

应到不存在监控的环境

料的关键设计原则

细胞材料

应、温度响应、机械响

条件，设计在任务完成

应）并证明其在增强聚

后可以阻止新陈代谢或

合物材料性能中的应用

程序性细胞死亡的系统

利用生物学来实现材料的化学、热、动力学和电储存和释放
设计更高效的生物分子
和可以存储、释放能量
的应变底盘
开发生物结构以定位并

设计来自生物成分并响

可以按需存储和释放能

应环境刺激的能量存储

量（如热、化学、电）

和释放

到各种刺激的工程材料

在单一材料中结合多种
存储-释放机制的能力

动态释放非生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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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材料生物组分动态的工具和技术
开发存在非生物材料成
分的情况下测量细胞特
性和功能的技术，这些
能够可视化材料变形时

技术通常会干扰当前的

的细胞行为（如生存能

测量方法

力、形态、运动）

使技术能够确定分子级

开发自动化和其他高通

动力学捕获的生物材料

量方法来测试细胞在各

的构象和构型熵，以设

种条件下以及细胞悬液

计和控制功能和特性

时间变化条件下的反应
开发自动化和其他高通
量方法来测试固体（生
物或复合材料）中各种
动态条件下的细胞感官
响应

利用高通量方法在一系
列实际使用环境中现场
测试感官响应材料
开发表征方法以理解剪
应力下的细胞行为（运
动、变形、生存力）

测量以生物产量和规模运作的材料特性和性能的工具和技术
为包括活细胞在内的材料开发适当的建模技术，

在体内实时表征材料生

这些活细胞与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特性密切相关
从用于测试材料性能的不同类别实验中学习模型

开发高分辨率和三维成

通过高通量筛选具有生物成分的材料进行结构-特

像方法用以捕获材料中

性映射

生物成分的细微差异

产

将二维测量方法扩展到
各向异性三维结构

实现用于表征物理性能的高通量方法（例如附着
力、拉伸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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