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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 利亚 联邦 科 学与 工业 研究 组 织
国家 合成 生物 学 路线 图
编 者按 ：2021 年 8 月，澳大利亚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
发布《国家合成生物学路线图：确定澳大利亚的商业和经济机会》（A
National Synthetic Biology Roadmap: Identifying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Australia）。路线图 报告详细 分析了澳大利亚在合成生物
学 领 域发展的优势，提出了澳大利亚在未来短期（ 2021-2025 年）、中期
（2025-2030 年）、长期（ 2030-2040 年）的合成生物学发展路线图。报告
指出，合成生物学未来或将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 ，在未来 4
年重 点关注 在澳大利亚 建立 的合成生物学生态系统 ，并为此提出了 4 个
方 面 的 10 项建议 。

1. 澳大利亚的合成生物学前景
1.1 研 究 前景
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研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15-2020 年的合成生物学论
文量在全球排名第 10 位。目前，澳大利亚有 26 个合成生物学研究组织、11 个
ARC 合成生物学卓越中心（CoESB），以及 2 个全球生物基金联盟成员。
澳大利亚正在通过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和麦格理大学建立的设施提升基础
研究能力（表 1）。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国家合作研究基础设施战略（NCRIS）资
助的项目，使用澳大利亚生物平台、国家生物制品设施、澳大利亚表型组学和澳
大利亚植物物候学等前沿基础设施。政府已经投资超过 8000 万澳元，将进一步
提高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的研究能力。主要公共投资包括：


7 年内为 ARC CoESB 提供 3500 万澳元



为 CSIRO 的合成生物学未来科学平台与生物铸造厂提供 2770 万澳元



为 NCRIS 建立国家共享的生物能力提供 830 万澳元



为麦格理大学生物铸造厂和合成生物学研究投资 550 万澳元



为升级昆士兰科技大学麦凯可再生生物产品试验工厂提供 520 万澳元
表 1 澳大利亚从事合成生物学研究的机构
所属地区

研究机构

澳大利亚国家合成生物学路线图

国家机构

西澳大利亚州（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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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ARC CoESB 成员

（CSIRO）

生物基金联盟成员

西澳大利亚大学

ARC CoESB 成员

科廷大学

ARC CoESB 成员

默多克大学
南澳大利亚州（SA）

阿得雷德大学
南澳卫生与医学研究所

维多利亚州（VIC）

迪肯大学
拉筹伯大学
莫纳什大学
墨尔本大学
彼得·麦克卡勒姆癌症中心

新南威尔士州（NSW）

麦格理大学

ARC CoESB 成员
生物基金联盟成员

纽卡斯尔大学

ARC CoESB 成员

新南威尔士大学

ARC CoESB 成员

西悉尼大学

ARC CoESB 成员

悉尼大学
悉尼科技大学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CT）

NSW 初级产业部

ARC CoESB 成员

ANU

ARC CoESB 成员

堪培拉大学
昆士兰州（QLD）

昆士兰大学

ARC CoESB 成员

昆士兰科技大学

ARC CoESB 成员

阳光海岸大学
格里菲斯大学
詹姆斯·库克大学
贝格霍夫医学研究所

1.2 产 业 前景
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的产业规模相对较小，但在持续发展。近年来，澳大利
亚至少成立了 10 家初创企业（表 2）。其中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吸引本地和国际
投资，例如，Nourish Ingredients 和 Provectus Algae 获得的投资总额达到 2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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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元。此外，已经有 20 家澳大利亚企业参与更广泛的合成生物学相关活动，包
括研究合作和提供使能技术或服务。例如，Nuseed 正在将澳大利亚开发的、生产
omega-3 的油菜作物商业化。
虽然澳大利亚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行业意识还相对较低，但一些企业已经注
意到合成生物学的潜力。例如，BHP 在 Cemvita 工厂（美国）中拥有战略股份，
该工厂开发用于碳利用、提高石油回收率和生物开采应用的生物工程途径。ARC
CoESB 还与一系列行业伙伴开展合作。这种早期的行业活动是有前景的，但如
果要建立合成生物学行业活动的关键质量，澳大利亚还需要加速合成生物学应用
的转化和商业化。
表 2 澳大利亚成立的合成生物学初创企业
Bondi Bio 正在对蓝藻进行工程学改
造，旨在可持续地从光、水和 CO2 中
生产高价值的化合物，例如香料、香
精、健康与医药、农业和特种化学品。

Nourish Ingredients 正在工程化改造
与动物产品中油脂相当的新型、特
殊的食品油脂。这些产品目前处于
原型开发阶段。

Change Foods 正在开发无动物奶酪
和其他利用微生物生产的乳制品。公
司在澳大利亚成立，现在总部在美
国。

PPB 技术公司正在开发利用合成生
物学的生物传感器技术，使得食品
公司能够检查其产品是否满足消费
者的安全和质量需求。

Eden Brew 正在利用合成生物学产生
的蛋白质开发无动物奶制品。

Provectus Algae 正在优化合成生物
藻类平台，生产用于化工、食品和
农业等行业的高价值化合物。

HydGENE 可再生能源公司利用合成
生物学技术改造细菌，从而利用可再
生植物材料现场生产氢气。

PYC Therapeutics 正在利用合成生
物学开发 RNA 疗法，用于治疗现有
药物无法有效靶向的疾病。

MicroBioGen 正在开发用于生产生
物燃料和高蛋白饲料的优化酿酒酵
母工业菌株。

Samsara 利用合成生物学改造可以
安全有效地降解聚合物或化学品的
酶。

2. 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的机遇
2.1 2040 年 澳大利 亚潜 在 的 市场规 模
利用经济分析评估 2040 年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的商业机会。考虑到新兴技
术未来市场规模估计相关的不确定性，选择了两个全球合成生物学发展水平的矩
阵框架，以及两个水平上澳大利亚潜在的市场占比份额。在全球高增长、高市场
份额的情况下，到 2040 年，澳大利亚的总经济机会可能达到 277 亿澳元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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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并新增 4.4 万个工作岗位（图 1）。数据包括食品与农业行业的 190 亿
澳元以及卫生与医药行业的 70 亿澳元（表 3）。

图 1 澳大利亚到 2040 年潜在收入和就业矩阵框架

表 3 2040 年高增长、高市场份额情景下的市场细分
食品与农业
到 2040 年的潜在
全球收入（澳元）
2040 年澳大利亚潜
在年收入（澳元）
到 2040 年澳大利
亚潜在员工数

健康与医药

其他

总额

4282 亿澳元

2411 亿澳元

282 亿澳元

6974 亿澳元

193 亿澳元

72 亿澳元

7 亿澳元

272 亿澳元

31200 份工作

11700 份工作

1100 份工作

44100 份工作

总和的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的差异。

2.2 应用 评估框 架
如果澳大利亚要追求经济分析中的高市场份额，就必须考虑哪些市场和应用
最适合本国范围内的开发和商业化。然而，由于潜在效益的多样性以及大多数应
用程序的成熟度比较低，对合成生物学不同应用领域间的比较是有挑战性的。为
了应对上述挑战，需要开发应用评估框架（表 4），评估了一系列标准中的 19 个
潜在合成生物学应用领域。应用领域的选择由经济分析、研讨和文献回顾综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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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体的研究计划和商业案例应该考虑到应用领域内各自的优势。框架主要考
虑了以下标准：


澳大利亚到 2030 年的准备情况：到 2030 年，该应用领域在澳大利亚商

业上可行的可能性？这一评估考虑了社会接受度、法规、技术准备水平以及
合成生物学是否有望成为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


潜在母市场增长：数据确定的潜在母市场（addressable parent market）的

现有年增长水平是多少？“高”年度增长表示每年超过 100 亿澳元，“低”
表示增长低于每年 10 亿澳元。虽然相关，但不应将其解释为应用领域市场
规模或增长率的代表，因为合成生物学在不同母市场产生的影响不同。


价值体积比：每单位可获得多少利润？“高”表示高价值、低体积（利

基）应用，“低”表示低价值、高体积（商品）应用。


国家科研实力：澳大利亚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很好地支持合成生物学

的解决方案？这项评估考虑到澳大利亚在合成生物学领域所占份额以及各
个应用领域的合成生物学相关出版物、利益相关者的定性见解。


国内终端用户行业：澳大利亚拥有多大程度的终端用户行业和相关服务

供应链网络，才能保证解决方案符合目的并有利于当地产业？


主要主权价值：应用领域为澳大利亚带来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价值的

主要形式是什么（需要注意所有应用都可以提供多种类型的价值）？

澳大利亚国家合成生物学路线图

合成生物学快讯 2021 年 10 月（总期 117 期）

表 4 应用领域评估框架
合成生物
学类型

应用领域

食品
与农
业

食品
（例如，无动物蛋白质
和脂肪）

生物制造

高：国际上已经出现一些相关应 中（特色食品配料市
用，且该领域有 1 家澳大利亚初 场）
创企业。

高

高-4%

中：强大的农业产业， 提供环境可持续的制
但食品制造业有限
造工艺或能源

动物饲料产品
（例如，提高营养吸收
的酶添加剂）

生物制造

高：澳大利亚内部正在开发的一 高（全球动物饲料市
些应用，很可能实现商业化。
场）

中

高-4%

高：强大的农业产业及
动物饲料生产率

农药
生物制造
（例如，化肥、杀虫剂、
除草剂）

中：一些应用显示出技术可行
性，但商业规模的挑战仍然存
在。

高（全球农业化学品
市场）

低

高-4%

低：强大的农业产业， 提供环境可持续制造
但化学品制造业受限
工艺或能量来源

农业和食品的生物传感
器
（例如，检测空气和液
体中的污染物）

合成生物
学产品

高：一些应用在澳大利亚已经实
现商业化。

低（全球生物传感器 高
应用、制造行业市场）

中-3%

高：强大的农业行业

支持现有关键国家行
业的竞争

农业领域生物处理
（例如，基于 RNA 的局
部喷雾剂和化肥的生物
替代品）

合成生物
学产品

中：与永久性基因改变相比，短
暂的表达可能更容易被社会接
受，然而，仍然存在一些技术挑
战。

中（全球农业、生物
技术、生物学市场）

高

高-5%

高：强大的农业行业

支持现有关键国家行
业的竞争

工程作物
合成生物
（例如，营养强化作物） 学产品

中：现有成果有望扩大实施，但
新的应用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原
因在于监管和开发时间较长、开
发成本高。

中（全球农业生物技
术、生物饲料技术）

低

高-4%

高：强大的农业行业

支持现有关键国家行
业的竞争

药品

中：已证明技术可行性，但尚无

高（活性药物成分市

高

高-4%

低：药品制造业受限

支持澳大利亚的健康

生物制造

潜在母市场增长

国家科研实
力（论文量
占比）

市场

健康

澳大利亚到 2030 年准备情况

价值体
积比

国内终端用户行业

主要主权价值

提供环境可持续制造
工艺或能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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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
药

环境

化学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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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抗疟药物前体
青蒿酸）

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新产品或将
面临很长的上市时间。

场）

基于生物传感器的诊断 合 成 生 物
工具
学产品
（例如，快速即时诊断）

高：无细胞和体外诊断工具的使 中（全球生物传感器
用率很高，TRL 的某些应用可能 应用，即时+居家诊
到 2030 年实现商业化。
断）

高

中-3%

低：少数医疗技术生物
传感器公司

支持澳大利亚的健康

工程生物疗法
（例如，CAR-T 细胞疗
法和 mRNA 疫苗）

合成生物
学产品

高：一些 CAR-T 细胞疗法已经 高（生物治疗药物全
存在，并且近期政府向 RNA 构 球市场）
建能力的投资将加速这个应用
领域的成熟。

高

低-2%

低：少数生物治疗公司
和 CSL 疫苗公司

支持澳大利亚的健康

废物管理解决方案
（例如，用于废物处理
的工程酶或昆虫）

合成生物
学产品

中：可能缺乏所需的商业驱动因
素，但在政府支持、高 TRL、高
社会接受度和低监管壁垒的情
况下是合理的。

低（全球废物管理设
备市场）

中

高-5%

中：很少有商业公司提
供技术解决方案，但存
在大量废物管理行业

保护澳大利亚独特的
环境

环境生物传感器
合成生物
（例如，全氟和多氟烷 学产品
基物质（PFAS）、重金属、
抗生素的检测）

中：可能缺乏所需的商业驱动因 低（全球生物传感器
素，但在政府支持、高 TRL、高 应用，环境市场）
社会接受度的情况下是合理的。

中

中-3%

中：可能与许多行业相
关，但商业需求有限

保护澳大利亚独特的
环境

环境生物修复
（例如，用于去除 PFAS
的工程酶或生物）

合成生物
学产品

低：高社会接受度和一些高 TRL 高（全球生物修复市
示例，但许多解决方案面临监管 场）
壁垒和商业驱动力薄弱的问题。

中

高-4%

中：可能与许多行业相
关，但商业需求有限

保护澳大利亚独特的
环境

基因害虫控制
（例如，用于果蝇和蚊
子数量控制的无菌昆虫
技术）

合成生物
学产品

低：技术准备度较低，高监管和 低（全球生物害虫防
社会接受壁垒。
控市场）

高

高-8%

高：在生物安全、农业
和环境领域，害虫防控
解决方案需求量大

保护澳大利亚独特的
环境

精细化学品
（例如，生产角鲨烯，用

生物制造

中：高 TRL，但存在与现有化学 高（全球精细化学品
品生产竞争的重大商业化挑战。 市场）

中

高-4%

低：化学制造业受限

提供环境可持续的制
造工艺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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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护肤品和疫苗等高利
润产品）
大宗化学品
（例如，乙烯和乙醇等
化学中间体的生产）

生物制造

低：生产规模面临重大的技术和
商业挑战。

高（全球商用化学品
市场）

低

高-4%

低：化学制造业受限

提供环境可持续的制
造工艺或能源

生物制造材料
（例如，生物塑料和纺
织品）

生物制造

中：到 2030 年，商品规模化生
产将面临挑战，但高价值、低产
量的简单生物材料可能会获得
商业成功。

高（全球生物材料市
场）

低

高-4%

低：材料制造业受限

提供环境可持续的制
造工艺或能源

功能生物材料
（例如，用于国防的再
生复合材料）

合成生物
学产品

低：低 TRL 和优先级目标应用
尚未被识别。

高（全球生物材料市
场）

高

高-4%

低：材料制造业受限

提供环境可持续的制
造工艺或能源

能源

生物燃料
（例如，生物质发酵生
产氢气）

生物制造

低：到 2030 年可能只有离网、 高（全球生物能源市
利基应用。
场）

低

中-3%

高：能源投入的大型出 提供环境可持续的制
口商（如液化天然气、 造工艺或能源
煤炭）

矿业

生物采矿
（例如，用于可持续采
矿实践的生物浸出或冶
金）

合成生物
学产品

采矿业变革步伐缓慢，监管壁垒
高。

中

高-5%

高-大型采矿行业

材料

低（全球生物采矿市
场）

提供环境可持续的制
造工艺或能源

注：TRL（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技术准备水平。TRL 指数是全球公认的基准测试工具，用于跟踪从 TRL1（基本原理的发现和阐述）到 TRL9（完
整系统演示）的特定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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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粮食和 农业 —— 澳 大利 亚的机 遇 ： 到 2040 年年收 入 达到 190 亿 澳
元 ， 就 业岗位达 3.12 万 个
2.3.1 应用
气候变化、耕地减少以及对环保产品需求的日益增加给传统农业生产带来了
挑战，合成生物学可以实现食品和农产品的可持续生物制造，并为农业部门的生
产力和环境挑战创造生物解决方案。
表 5 食品和农业应用
应用

描述

举例

食品

多种食品和成分的生物制造，包括高价值
的特殊香料、甜味剂、色素、维生素、食
品加工酶、脂质和营养药品。将有助于通
过减少土地利用、水资源利用或反刍动物
排放来提高粮食生产的成本和可持续性。

Nourish Ingredients（AUS）正在利用发酵来生产模拟
动物脂肪分子结构的特殊脂肪和油，从而改善植物蛋
白质的风味。
Eden Brew（NSW）正在开发发酵工艺，以无动物和
更可持续的方式生产乳制品。

动物
饲料
生产

牲畜和水产养殖饲料配料和添加剂的生
物制造。利用合成生物学的制造业可以减
少对具有生态局限性的野生饲料鱼的依
赖，降低水产养殖的成本并提高可持续
性。

Deep Branch Biotechnology（UK）是一家工程学微生
物公司，他们将烟道气中的 CO2 和氢转化为蛋白质，
从而取代水产养殖和农业饲料中的大豆和鱼粉。
Bioproton（AUS）正与 QUT 合作，设计虾青素（动
物饲料和水产养殖的营养抗氧化剂）的发酵，从而取
代基于石化的生产方法。

农业
化学
品

农业化学品的生物制造，包括化肥、杀虫
Provectus Algae（AUS）正在设计基于藻类的生物制
剂和除草剂。有助于提高生产系统的可持
造平台，用于农用化学品（例如生物农药）的生产投
续性，或降低农药残留对土壤和水质的负
入。
面影响。

农业
和食
品生
物传
感器

工程蛋白质或基于细胞的传感器，用于食
品安全、生物安全、质量控制、来源追踪
和农业条件监测，如水需求和污染物暴
露。基于合成生物学的生物传感器可以检
测新的目标，实现比现有产品更复杂的功
能和更高的效率。

农业
生物
处理

可持续作物保护中心（AUS）正在开发一种基于 RNA
的生物农药喷雾剂，用于减少化学品的使用、提高生
农作物的生物处理，包括化肥和杀虫剂的
产力和作物种植的可持续性。
替代品。工程生物处理可能为传统农业化
Pivot Bio（US）已经工程化改造土壤微生物，用于提
学品提供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替代品。
高其固定氮的能力，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并减少
传统的氨肥使用。

工程
作物

新作物特性的工程学改造，包括疾病、昆
虫和抗旱，增强固氮，提高产量以及提高
营养含量。这些特性有助于减少食品和其
他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废弃物及所需投
入。

澳大利亚葡萄酒研究所、QUT 和 CSIRO（AUS）合
作探索利用生物传感器快速检测酿酒葡萄中的烟雾
污染水平，从而实现更高效的葡萄酒生产。
PPB Technology（AUS）将生物传感器技术商业化，
用于实时检测食品安全、营养价值和质量，从而降低
检测成本和时间延迟问题。

Nuseed（AUS）与 CSIRO 和 GRDC 正在开发一种油
料作物，用于生产来源于鱼类的 ω-3 脂肪酸。
Tropic Biosciences（英国）正在利用 CRISPR 基因编
辑技术设计抗巴拿马病的香蕉作物，巴拿马病正在亚
太地区造成作物损害，包括澳大利亚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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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对澳大利亚的综合分析
产业实力：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关键产业，占澳大利亚商品和服务出口额的
11%。澳大利亚的农业以大规模、高度自动化、高效运作以及高技术的使用而闻
名。这使澳大利亚在合成生物学农业应用的商业化和部署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到
2040 年，全球农业和食品合成生物学市场的价值可能高达 4300 亿澳元。
破坏风险：如果全球无动物食品市场继续以目前潜在的轨迹增长，可能会影
响澳大利亚农业的出口收入。澳大利亚可以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通过开发新的、
有竞争力的食品，实现出口产品的多样化。非乳制品产品已占美国乳制品市场的
15%。有预测估计，到 2035 年，发酵生产的蛋白质可能比动物蛋白质便宜 10 倍。
研究转化优势：澳大利亚有悠久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历史，已经成功实现
将合成生物学方法应用于作物培养。澳大利亚 1996 年首先实现了商品化转基因
棉花的种植，现在澳大利亚超过 99%的棉花含转基因成分。Nuseed、CSIRO 和
GRDC 正在澳大利亚利用合成生物学开发生产 ω-3 的油料作物。
保护自然资源和出口价值：农业生物传感器可以帮助检测入侵性害虫和疾病；
减少出口价值损失，保护澳大利亚独有的动植物群。澳大利亚拥有价值超过 6 万
亿澳元的环境资产，在全球享有高质量食品和农产品出口的声誉，这两项是澳大
利亚必须要保护的，以防范更频繁和更严重的生物安全事件。
2.3.3 需要考量因素
扩大生物制造：商品化的食品需要投入大量资本才能建立实现经济可行性所
需的规模化基础设施。例如，Clara Foods 公司（美国）正在投资将其发酵技术产
能扩大至 50 万-100 万升左右，目标在于降低成本并增加无动物蛋产品的供应，
从而与现有市场竞争。
上市时间：与通过 RNA 干扰或含 RNA 的食品和农产品生物制造进行的其
他非永久性基因改变相比，提高生产力和功能性的作物工程可能面临产品开发的
时间和成本的挑战。例如 Nuseed 已经向 ω-3 油菜研发投资了至少 5000 万澳元，
花费了 10 年以上的时间才使得工程作物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获批种植。
废物生物量：需要对合成生物使能制造废物流中的废物生物量进行管理，从
而确保不会将活性转基因生物在未经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释放到环境中。为了
帮助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EBRC）制定了研究目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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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同时高效生产多种产品且减少制造废弃物的微生物。此外，如果能够满足监
管要求，废物生物量有望用于其他增值机会，如动物饲料。
社会接受度：CSIRO 进行了公众对合成生物学态度的研究，结果发现公众的
支持可能由几个因素驱动：产品与当前解决方案相比较的优势以及感知效益（例
如环境效益或改善动物福利）。鉴于某些食品和农产品比其他食品和农产品具有
更大的收益，公众接受度和相关消费将因应用而异。
2.4 健 康 与医药 —— 澳 大利 亚的机 遇 ：到 2040 年 年收 入达到 70 亿 澳元 ，
就 业岗 位达 1.17 万个
2.4.1 应用
预计到 2030 年，澳大利亚医疗支出占 GDP 的比例将增长到 11.7%。为当前
和新兴健康挑战制定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对澳大利亚保持为世界上最健康国家
之一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有机会应用合成生物学能力开发新的高价值健康和医疗
产品，实现更便宜、更可靠的药品生产并加快产品的开发时间。
表 6 健康和医药应用
应用

生物制药

基于生物传
感器的诊断
工具

工程生物疗
法

描述

举例

生物制造可以有效生产目前由植物衍生或
化学合成的小分子药物成分或前体。有助于
降低生产成本，稳定某些药物的供应。
生物制造已广泛用于生产胰岛素和治疗性
蛋白质生物制剂。合成生物学工具和工作流
的应用也可能加速生物制剂的发现或促进
生产宿主的改进和开发。

Amyris（US）开发的酵母菌株已进行商业规模生
产，用于抗疟治疗的半合成青蒿素（SSA）。其
他公司正在探索利用细菌和植物细胞生产 SSA。
Bondi Bio（AUS）正在利用光合蓝藻工程生产疫
苗佐剂角鲨烯以及具有抗癌和抗炎治疗价值的
多种萜烯。
赛默飞（NLD/US）的 Patheon 在布里斯班生产
40 多种不同的临床和商业蛋白质生物疗法。

合成生物学可编码 DNA、蛋白质、酶和基
于细胞的生物传感器，用于各种诊断应用，
包括快速即时测试和连续监测系统。这可以
支持对传染病的快速反应，扩展医疗对策工
具包，使医疗状况的检测包括了感染、肠道
炎症、败血症和耐药性等。

PPB Technology（AUS）正在扩展由 CSIRO 开发
的生物传感器技术，从而能够检测动物和人类疾
病的生物标志物。
Caspr Biotech（US）正在开发基于 CRISPR 的诊
断工具，用于多种应用，包括病原体检测和基因
分析。

合成生物学有可能加速针对新兴病原体和
现有疾病的工程生物疗法（包括基于细胞的
疗法和疫苗）的设计、规模化和生产。活体
生物系统（例如细菌）可以设计用以提供有
针对性的治疗效果，但这些新的治疗方法还
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

辉瑞/BioNTech（US/DEU）和 Moderna（US）已
经部署基于合成 mRNA 疫苗应对新冠大流行。
Cell Therapies（AUS）获得许可生产诺华（US）
开发的 CAR-T 细胞治疗方法，用于 B 细胞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Cartherics（AUS）正在开发异源基因 CAR 免疫
治疗产品，用于癌症治疗，其影响可能大于当前
需要使用患者自身干细胞的 CAR-T 细胞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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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对澳大利亚的综合分析
产业实力：医疗技术和药品是澳大利亚的增长产业之一，2019 年澳大利亚
该领域的出口额为 82 亿澳元。澳大利亚也因其高质量的早期临床试验而获得认
可，这些早期临床试验 2019 年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 14 亿澳元。基于比较优势
和战略需要，医疗产品是国家的优先项目，也是国家现代制造业战略的组成部分。
研究优势：澳大利亚有一个相对较小但保持世界前沿水平的医疗技术研究生
态系统。2019 年，澳大利亚在医疗技术、生物技术和药物研发上投入 16 亿澳元。
主要优势包括强大的公共投资和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基础设施，例如，国家生物
制品设施、Peter MacCallum 癌症中心的细胞免疫治疗卓越中心等。
国家需求：新冠大流行表明强大的国内卫生和药品供应链的重要性。合成生
物学可以支持一系列平台医疗应对能力，进而提高澳大利亚对未来传染病爆发的
恢复能力。
2.4.3 需要考量的因素
制造能力：澳大利亚拥有的生物制造设施，能够生产临床试验和小型商业生
产的重组蛋白和生物制剂，但大规模治疗药物制造能力有限。能力差距包括缺乏
GMP 病毒载体和 mRNA 生产设施和大规模 GMP 细胞生产设施。如果澳大利亚
致力于作为全球制药生产的领导者，需要显著扩大整个价值链（从活性药物成分
制造到填充和添加）能力。
市场成熟度：随着大型跨国制药和疫苗制造商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澳大利亚更有竞争力的方面可能是应用合成生物学工具和工作流开发新一代医
疗产品和解决方案。新的医疗创新可以在澳大利亚商业化，也可以授权给国际公
司。新型 mRNA 治疗应用、新型细胞免疫疗法的开发、疫苗包封溶液的改进和
用于生物制剂生产的新哺乳动物细胞系统都可以作为创新示例。
上市时间：人类健康应用需要通过临床试验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严格验
证，而临床试验延缓了上市时间并增加了开发成本。与药物或生物制剂相比，医
疗技术应用（例如诊断工具）通常面临更短的上市时间和更低的开发成本。因此，
基于生物传感器的诊断工具对澳大利亚早期商业化来说可能更具前景。
开发家用测试：根据《2010 年医疗用品除外用途规范》（Therapeutic Goods
Excluded Purposes Specification 2010），澳大利亚禁止家庭使用严重疾病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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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管理局（TGA）经公开磋商，政府修改了条例，对有资格
被批准列入澳大利亚的治疗用品登记册（ARTG）的严重疾病和病症进行家用测
试。合成生物学的诊断工具可以考虑针对更明确的监管途径的疾病开发家用测试。
社会接受度：CSIRO 研究发现，当合成生物学满足公众健康或环境需求时，
澳大利亚公众对合成生物学的支持度最高。然而，与新冠疫苗相关的错误信息表
明，需要持续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研究，才能有助于公众了解合成生物学健康解决
方案的风险和监管。
2.5 其 他 领域 — —澳大 利亚 的 机遇 ：到 2040 年年 收入达 到 7 亿澳 元 ，就
业 机会 1100 个
随着早期合成生物学应用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以及商品化潜能，工程生物学应
用很可能影响更广泛的行业。澳大利亚更关注合成生物学在食品与农业，以及健
康与医学方面的应用。未来 20 年内，这些市场将是澳大利亚最具商业意义的市
场，但其他领域也非常具有前景。
2.5.1 化学品、燃料和材料
合成生物学的生物制造业可能会帮助取代石化衍生化学品、燃料和材料，减
少对石化产品的依赖，改善可持续性，从而减少与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生
物制造解决方案也正在开发中，旨在利用 CO2 作为原料（如工程藻类和蓝藻）实
现负碳制造。在低碳替代品有限的情况下，合成生物学或将瞄准利润率较高的应
用，例如生产航空用高能量密度燃料。
表 7 化学品、燃料和材料应用
应用

描述

举例

生物制造可用于从可再生原料中生
产化学品。这有可能提高化学品生产
过程的可持续性或效率。

Novamont（ITA）的生物技术工厂利用生物制造（发
酵）生产工业规模的丁二醇，用于生物塑料。
Provectus Algae（AUS）和 Bondi Bio（AUS）正在工
程化改造藻类，利用 CO2 作为原料生产多种目标化
学品和其他分子。

生物燃料

生物制造生产生物燃料。由于与农业
的竞争，第一代生物燃料具有重大的
社会经济影响，合成生物学可以实现
农业废物和 CO2 等原料更可持续的
有效转化。

Lanzatech（US）正在利用合成生物学从废气和合成气
流中开发乙醇和其他高价值燃料。
HydGENE Renewables（AUS）正在工程化改造细菌，
从可再生植物材料中高效地现场生产氢气。

生物制造
材料

生物制造可用于更可持续地生产聚
合物、蛋白质和其他材料，或用于不
同市场的新特性。

Bolt Threads（US）使用工程酵母实现蜘蛛丝蛋白的
商业化生产。
Zymergen（US）利用生物制造技术生产用于电子设备

精细和大
宗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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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的新型透明聚酰亚胺薄膜。
功能生物
材料

合成生物学可以制造包含工程生物 该领域未确定任何应用研究项目，但利益相关者指出
系统或组分的前沿功能性生物材料。 早期应用可能包括用于国防应用的前沿功能性生物
此应用程序尚处于非常早期的开发 材料。
阶段。

2.5.2 环境与资源
合成生物学工具和方法可以提高废物管理，提高采矿的可持续性，解决环境
污染，保护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害虫、杂草和疾病。回收和清洁能源、
资源技术和关键矿物加工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现代制造业战略的组成部分。对
于需要在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的应用，建立公众信任和满足高监管标准可能是
主要的挑战。因此，限制性（如废物管理）和无细胞应用（如生物传感器）可能
比入侵物种控制等应用更可行。
表 8 环境和资源应用
应用

描述

举例

废物管理

能够分解废物的生物解决方案有助于实
现向更可循环经济的过渡，并实现废物流
的价值回收。

Samsara（AUS）正在开发工程酶，进而安全有效
地降解聚合物或化学品。

工程微生物已显示出从矿物中提取金属
的潜力。合成生物学可用于工程学改造新
的生物催化剂，从水溶液中的矿石、精矿
和废料中提取金属（生物湿法冶金）。

BHP（AUS）已入股 Cemvita Factory（US），探
索生物开采和酸性矿井的生物修复等。
CSIRO 探索了嗜酸性生物采矿微生物的工程学，
使其对矿石或工艺用水中可能存在的抑制性化合
物更具弹性。

无细胞（如 CAS 酶）和基于细胞的环境生
物传感器可以为污染物检测提供快速且
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Bio Nano Consulting（UK）与帝国理工学院合作，
正在开发一种基于酶的便携式生物传感器，用于
快速检测饮用水中的砷污染。
无细胞纸基生物传感器具有检测重金属和抗生素
等环境污染物的潜力。

利用微生物来降解有机污染物，将其用作
生长能源，或将无机污染物转化为危害较
小的形式。合成生物学可以用来制造在修
复环境污染物方面更有效的酶和微生物。

尽管取得了早期技术成功，但新的环境生物修复
技术市场似乎有限，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商业实例。
利益相关者提出，per-和聚氟烷基物质（PFAS）的
修复可能。由于缺乏有效的替代方案，或将成为一
个宝贵的机会。

对入侵物种种群的基因控制有助于保护
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并提高农业生产
力。合成生物学正被用来帮助识别害虫基
因的定向修饰，使后代不育、仅限于单一
性别或其他种群抑制选择。目前正在探索
各种害虫的基因控制方法，包括蚊子、杂

阿得雷德大学和 CSIRO 合作，以岛屿上攻击性啮
齿动物为目标研究啮齿动物基因遗传控制。
作为澳大利亚入侵物种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麦格
理大学和 CSIRO 正在合作开发验证脊椎动物概念
遗传生物控制方法。

生物采矿
与生物湿
法冶金

环境生物
传感器

环境生物
修复

入侵物种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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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老鼠、甘蔗蟾蜍、鲤鱼和野猫。

3. 到 2040 年的路线图
合成生物学的市场应用场景或将成为支撑澳大利亚生物经济繁荣的关键国
家能力。本报告提出了澳大利亚到 2040 年实现这一愿景的途径，这需要持续投
资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同时，增加对生态系统最关键挑战的支持：工业转化和规模
化；还必须平衡合成生物学应用的短期商业验证需求与投资战略研究和开发长期
机会的需求。报告的建议旨在为未来 4 年建立强大的合成生物学生态系统奠定基
础。2025 年以后的行动应通过审查初始阶段活动的有效性进行调整。

图 2 澳大利亚到 2040 年的发展愿景

3.1 2021-2025 年 ：建 设能 力并证 明商 业可 行性
3.1.1 支持研究转化
澳大利亚学术研究院委员会（ACOLA）指出，澳大利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
商业化产品的能力有限，这是最大的障碍。这背后有许多复杂和相互交织的因素，
包括行业研究合作水平低、低于经合组织风险资本投资中值等。支持澳大利亚的
研究转化活动，证实合成生物学的商业可行性，将有助于提升更广泛的产业认知、
建立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并提供跨其他新兴领域的应用。
建议 1：优先转化能够最快证明商业可行性的应用
作为相对较小的国家，为了在全球新兴市场中建立领先地位，澳大利亚必须
在短期内证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商业可行性，将转化投资重点放在 2030 年前商
业上可行的高价值、小批量应用，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私人和公共投资并加速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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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合成生物学的商业验证。根据应用评估框架提出的优先排序，表明生物制造
食品、农业和食品生物传感器、工程生物治疗以及医疗诊断用生物传感器可能是
有前景的初始投资方向，这些机会有助于澳大利亚证明短期的商业可行性。
建议 2：建立生物孵化器，支持合成生物学初创企业发展
生物孵化器的商业化开发可以支持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将想法转化为商业成
果。生物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共享办公室和实验室设施，以及建立概念验证和
吸引私人投资所需的商业指导和研究服务。
生物孵化器可设置在现有或规划的能力中心和研究基础设施附近（包括共享
基础设施），专注于支撑技术能力或追求解决共同的行业挑战。
生物孵化器项目通常提供有竞争力的补助金，使初创企业能够负担得起。投
资应该考虑创业者在短期内的商业验证、社会或环境影响的能力。加入加速器项
目还可以帮助成熟的初创企业为全球市场准备产品或服务，从而增加价值。
3.1.2 开发共享基础设施
为了开发合成生物学使能商业化渠道，澳大利亚需要加强新兴生物基础研究
能力，开发新的共享的基础设施，支持示范和规模扩大。解决这些与转化和商业
活动相关的基础设施缺口将有助于澳大利亚初创企业的维持和发展，同时也有助
于吸引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投资。
建议 3：支持国家生命铸造厂规模和能力的发展
生命铸造厂提供自动化、高通量的生物体设计服务，从而支持学术研究和工
业研发。进一步开发这些能力将有助于在商业验证初期提供商业机会。
澳大利亚目前有两个组织正在开发生物基础能力：昆士兰的 CSIRO 以及新
南威尔士州的麦格理大学。2020 年，联邦政府承诺向国家合作研究基础设施战
略（NCRIS）提供 830 万澳元，进一步完善国家合成生物学基础设施。
这些生命铸造厂的进一步开发和可持续性需要强大的项目支持，然而，澳大
利亚对以成本为代价的生物数据生成项目需求很少，国家能力发展需要政府的支
持。提供项目资助以支持企业获得生命铸造厂的服务，可能是澳大利亚发展可持
续合作项目的途径。
建议 4：开发经认证可用于转基因生物的试点和示范规模的生物制造设施
国际合成生物学初创企业对访问可负担得起的生物制造设施具有强烈需求，

澳大利亚国家合成生物学路线图

合成生物学快讯 2021 年 10 月（总期 117 期）

目的在于实现合成生物学应用的示范和推广，但是使用转基因生物设施通常需要
2 级实验室（PC2）认证。除生物医学重组蛋白生产能力外，澳大利亚的 PC2 认
证生物制造基础设施非常有限。规模化合成生物学能力的局限性也阻碍了一些国
际公司在澳大利亚进行工业研究和开发活动。同时，与 PC2 认证相关的监管要
求给初创企业带来了大量额外的前期成本。生物制造食品或医药产品等的应用，
对基础设施也提出了额外的监管要求，进一步增加了成本负担。
澳大利亚已经有一些用于中试规模发酵的现有设施，升级这些设施以获得
PC2 认证可能是开发能力的高成本效益选择。例如，联邦政府在 2021 年 5 月承
诺提供 520 万澳元升级 QUT Mackay 可再生生物商品试验工厂的生物质加工、发
酵、分离和净化设备，从而增强其合成生物学应用的能力。
CSIRO 的应用评估发现，利用合成生物学使能技术制造食品和饲料产品，是
一个有希望的短期应用。为了实现这一契机，澳大利亚可以考虑支持建立可及性
食品级生物制造基础设施（用 PC2 认证的精确发酵和下游处理能力）来支持新
兴企业验证与食品相关的合成生物学应用。示范规模因应用而异，但至少达到
1000L 工业发酵系统。
表 9 生物制造系统的典型规模
试点规模

验证水平

商品化水平

生物制造系统

产品实例

实验室规模

流程开发-市场评估-规模化生产

工业发酵（酵
母或细菌）

蛋白质，
化学品

mL-L

10 L-1000+L

1000L-10000+L

10000-100000L

生物疗法（哺
乳动物细胞）

生物制
品，疫苗

mL-L

500mL-10L

10L-2000L

500L-15000L

3.1.3 吸引国际企业和人才
吸引国际企业和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工作，将有助于通过转化关键知识、创
造就业和培训，加快发展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企业的临界质量，帮助加速强有力
合成生物学生态系统的增长。这是一项支持澳大利亚国有企业和初创企业发展和
增长的补充战略。
建议 5：吸引国际企业在澳大利亚的商业运营
为了加速发展一批关键的合成生物学使能工业活动，澳大利亚可以考虑支持
或鼓励更成熟的国际企业在澳大利亚建立业务。这有助于展示合成生物学创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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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商业影响的潜力，并促进知识和技能的转化。联邦和州政府、工业机构和研
究组织都可以在确定合适的国际合作伙伴和提升澳大利亚的优势及能力方面发
挥作用。
建议 6：吸引领先的国际研究人员并加强国际研究合作
为了加速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生态系统的建立，研究机构和公司可以吸引优
秀的国际人才。现有的政府计划，如联邦政府全球人才计划和维多利亚州的维斯
基创新研究金计划，可用于吸引和安置人才。
与国际企业和研究人员开展新的研究合作也有所帮助，将使当地研究人员能
够接触到世界领先的技术 并展示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研究能力，有助于吸引国
际研究人员和企业。
3.1.4 加强基础生态系统推动因素
随着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其他能力的日益成熟，领导力和管理能力、行业研
究合作和技能发展等重要的、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也随之成熟。
建议 7：成立国家生物经济领导委员会，为政府战略提供建议
随着消费者的需求和政府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生物经济的增长，对合成生物学
等使能平台的投资需要考虑到其他针对类似市场和全球挑战的工具。成立生物经
济领导委员会将表明生物经济是澳大利亚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委员会需要为制定和不断完善国家生物经济战略作出贡献，战略要促进跨区
域和组织的协调、沟通和差异化，防止重复工作并确保国家投资符合长期战略。
委员会的职责可能还包括促进与生物工程负责任创新相关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并
向产业界推广澳大利亚的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能力等。
建议 8：维持合成生物学应用的安全和公平管理
为了维护公众对合成生物学技术安全和负责任发展的信任，澳大利亚必须建
立适合的监管框架，并为合成生物学国际标准和伦理原则的制定做出贡献。
合成生物学应用的监管可能涉及多个机构。所有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应用和产
品均由基因技术管理机构（基因技术管理办公室(OGTR)协助）监管。然而，许多
产品，包括食品、农用化学品和治疗产品，都需要遵守其他特定行业的标准和法
规。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必须拥有充足的资源，确保当前和未来的监管和立法审查
能够跟上合成生物产品数量、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增长。维护有效的沟通渠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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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TR 和最终产品监管机构之间清晰的责任划分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既有利
于实体的高效运营，也有利于建立尽可能简化的监管审批框架。
积极参与合成生物学相关的国际标准、协议和伦理原则，也将有助于安全有
效地管理本国的合成生物学技术和应用。这种国际参与可以由国家生物经济领导
委员会协调，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国家计量研究所、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
建议 9：投资用于提高经济、数字、社会科学以及生物物理科学的基础技能
澳大利亚在生物物理科学领域（例如生物工程）具有优势，但在未来几十年
中，为实现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生态系统持续增长，需要整合其他科学领域，特
别是：


经济学：经济评估工具（包括技术经济建模和生命周期分析）提供了关
键的决策工具，通过评估新兴应用的潜在影响，帮助指导应用研究投资。



数字和数据科学：应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自动化，加快合成生物学
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开发。其他相关技能包括生物信息学、计算建模与仿
真、自动化与工程学改造工艺、机器人技术和软件工程等。



社会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持续考虑有助于支持合成生物学负责任的伦理
发展，并将建立公众对合成生物学创新的信任。

建议 10：开发和加强地方产业-研究合作，建设能力、共享知识并增加就业途径
CSIRO 调查表明，85%的澳大利亚人对合成生物学及其应用知之甚少或一无
所知。随着商业活动的增长，合成生物学更广泛的行业意识也在发展。ARC
CoESB 有多种行业合作伙伴。应建立有针对性的网络，进行任务驱动的合作研
发，可以加速合成生物学在解决关键国家挑战中的应用。
由于对该行业认知有限，许多毕业生会在其他行业就职，或移居国外。早期
职业研究人员和博士实习是提高合成生物学研究人员就业能力的有效方式。
3.2 2025-2030 年 ：早 期商 业成功 和建 立临 界质 量
3.2.1 建立行业活动的临界质量
随着更多的企业应用合成生物学的相关服务，枢纽（hub）或生物中心可能
会自然围绕澳大利亚的生物孵化器、生命铸造厂和共享基础设施而建立。选择成
功的区域可能有助于特定能力（例如生物制造）或终端市场（例如食品和农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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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政府支持的有效形式可能是共同投资行业项目，而不是投资共享
基础设施。然而，如果到 2030 年，对额外可负担的示范规模设施的需求继续增
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虑。继续通过生物孵化器项目为共享基础设施访问计
划提供补贴，可能仍然是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生态系统实现持续增长和发展临界
数量的有价值的方式。
到 2030 年，早期成功的澳大利亚初创企业和准备成为合成生物学产品早期
终端用户的企业应致力于与亚太地区供应链深度融合。此外，已建立的生命铸造
厂应以资金可持续性为目标，回收提供服务的全部成本。
3.2.2 关注长期应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合成生物学应用和企业证实商业化的可行性，对合成生物学
更广泛的行业意识和兴趣有望增长。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应该会导致更多私人投
资用于转化；允许更多公共投资重点放在支持具有重要国家的长期应用上。可能
包括为关键行业（例如农业、资源）实现效益的应用，或更具有公共利益层面（可
能需要持续公共补贴）的应用，例如针对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应用领域。
尽管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和盈利的需求，大批量（商品）产
品不太可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技术进步或政府政策可能会推动中等价值、中
等规模的商业案例，尤其是考虑扩大市场规模（如亚洲）的情况。
3.3 2030-2040 年 ：通 过扩 展市场 决定 的应 用 领 域优先 级实 现增 长
这 10 年间，利用合成生物学设计的新型工程生物体有可能在商业上得到广
泛应用。随着合成生物学方法对某些市场和应用的潜力日渐凸显，澳大利亚应继
续评估这些应用中哪些最适合国家的优势和需求。专注于这些优先领域，澳大利
亚可以将定位为成熟的生物制造基地，为亚太地区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和初创
企业提供优质的合成生物系列产品。
刘晓 编译自 CSI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