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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1世纪初，工程学思想策略与现代生物学、系统科学及合成科学的融合，形成了以采用标准

化表征的生物学部件，在理性设计指导下，重组乃至从头合成新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人造生

命为目标的“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的崛起，开启了可定量、可计算、可预测及工程化

的“会聚”研究新时代。

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科研机构的前沿和交叉研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于

2010年底专门组建合成生物学战略情报团队，旨在通过信息跟踪、监测和分析，开展长期、

专业化的信息情报研究，并形成系列情报产品，面向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提供知识服

务。近10年来，合成生物学情报团队持续跟踪Nature、Science、Cell等专业期刊、智库报

告、政府网站、企业网站、新闻报道等，整理全球最新的前沿研究进展、企业研发动向、产

业投融资等信息，编辑发送了130期《合成生物学信息参考》，为国内500多位科研和管理

人员提供合成生物学领域及时、全面的动态信息，并通过上海市工程学会的公众号推送。

2019年起，合成生物学情报团队重点聚焦并系统梳理合成生物学及交叉领域的科技政策与

规划、技术与应用、产业动态和安全监管等，以期为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战略专家、科研人员

和管理人员提供多角度的专题信息，为建立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综合信息平台奠定基础。为进

一步发挥相关信息情报的决策参考作用，情报团队已经连续三年推出《合成生物学专题信息

合辑》，得到领域专家和管理人员的积极反馈。

《2022年合成生物学专题信息合辑》主要分为“战略与规划”、“技术与应用”、“产业

与投资”、“安全与监管”等四个部分。文中如遗漏和错讹之处，敬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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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

《气候与可持续发展路线图》中期报告

▲

2021年11月，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EBRC）发布《气候与可持续发展路线图》（Climate.&.

Sustainability.Roadmap）中期报告。该路线图旨在探讨工程生物学的创新研究可以在哪些方面帮助应

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中期报告主要分为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两个部分，每部分都探讨了相应的技术主题和在这些技术主题下，工程生物学有助于减缓气候危机的研

究和应用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编者按：

1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全球面临的气候危机需要减碳，并在多个领域实现

转型，以消除和防止温室气体的进一步排放。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分析表明，

CO2去除（CDR），即从大气中去除CO2并将其

封存，将是把全球气候变暖控制在1.5℃以下并在

2050年实现美国和全球减排目标的关键。在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可以利用捕获、转化等工程

生物学方法和消除温室气体的技术。减少排放并应

对特定应用领域的气候挑战，主要包括可持续的粮

食和农业系统、能源生产和运输、用于化学品和材

料生产的工业生物工艺；缓解气候变化进而改善生

物多样性和恢复生态系统等。与现有技术相比，该

报告介绍的很多研究路径需要更长时间的部署，而

且需要研究、投资以及跨学科的合作。因此，这些

研究可以作为一套气候的广泛解决方案进行开发，

并在对不同地理、文化和经济体产生有效影响力的

背景下进行。

1.1 技术主题：实现温室气体的大规模生物

封存
生物圈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之一，但由于气候变

化，生物圈捕获碳的能力正在降低。工程生物学可

以恢复甚至提高生物圈的碳吸收量。实现温室气体

的大规模生物封存需要重点关注两个研究目标：

1）如何通过工程化的生物体实现对温室气体进行

大规模捕获、储存和利用；2）如何利用工程生物

学增强自然系统进行碳捕获的能力，进而缓解气候

变暖。

在第一个目标下，该路线图希望探索工程学改造光

合生物的几个研究里程碑，使其能够更高效吸收

CO2。例如，短期里程碑包括工程学改造固碳关键

组分，提高植物中CO2吸收效率，将CO2浓缩机

制（CCM）从蓝藻和藻类转移到植物和模式生物

中。路线图还介绍了利用生物进行温室气体储存和

利用的里程碑，包括对生物体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将

CO2和甲烷转化为化合物，用于长期储存（如碳酸

钙或生物塑料等产品）。此外，路线图还重点关注

了扩大生物封存技术的路径，例如，通过解决改进

气体发酵技术的挑战，长期目标是使生物体能够从

浓缩气流和环境空气中捕获不同类型的温室气体。

在第二个目标下，路线图重点关注利用工程生物学

强化自然系统，以增加碳吸收并缓解气候变暖。陆

地和海洋共同负责吸收全球约50%的CO2年排放

量，但未来几年，该碳汇效率将减少。路线图通过

生物工程学解决土壤固碳问题，并将在多个领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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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里程碑进展，例如，对植物、作物进行改造使其

根部储存更多的碳，工程化的土壤微生物组能增加

碳封存，改造生物体以减缓湿地退化，因为湿地是

巨大的自然碳汇。提高海洋碳能力的里程碑包括设

计和工程化改造生物体（例如微生物、浮游植物、

藻类）和系统（如病毒分流），从而在海洋表面以

及深海捕获和封存碳，达到缓解海洋酸化的目的。

此外，还包括缓解气候变暖的研究途径，例如开发

冰核微生物，将这些微生物放置在陆地上，用于维

持积雪，在高山和极地环境中创造更多反射表面，

以保护永久冻土并防止碳释放。

与其他CO2去除技术一样，基于生物的碳捕获不能

替代大幅减排，必须与其他途径一起开发。此外，

利用工程生物学在生态系统中进行碳捕获还面临着

必须解决的独特的环境影响，包括工程生物体之间

的生物污染（biocontainment）以及工程生物体

与非工程生物体、本地物种之间的潜在竞争等。

1.2 技术主题：在应用领域应对气候变化
(1) 食物和农业

农业领域是人为甲烷排放的最大来源。作为应对气

候变化途径的一部分，减少这种温室气体排放已成

为当务之急。当前的农业实践还会产生其他温室气

体，例如合成肥料时产生的N2O将导致生态系统流

失和富营养化。该路线图制定的工程生物学研究目

标，主要用于实现温室气体低排放量的粮食和作物

生产。

哈伯（Haber）过程是现代农业的基石。在此过

程中，空气中的无机氮与氢（主要来自天然气）结

合生成氨，氨可以用来制造肥料。然而，哈伯过程

属于能源密集型，依赖天然气并产生大量N2O，

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的潜

力是CO2的300倍。路线图侧重更可持续、对水需

求更低生物基肥料作为替代品的开发，使边际土地

（marginal. land，即灌溉条件差或养分不足的土

地）能够用于种植植物，并防止因水溶性硝酸盐流

失导致的生态破坏。重要研究目标之一是开发微生

物和营养固定途径，并将共生细菌（如根瘤菌）整

合到非豆科植物中，将作物改造成能够更加有效吸

收氮、磷和其他对作物生长至关重要的养分。另一

个目标是恢复土壤健康，促进边际土地上的作物生

长。实现目标的里程碑包括改造植物根系，在土壤

中储存更多养分的同时改造土壤微生物群落，提高

保水性和养分吸收。

为了解决家畜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特别是反刍

动物的排放问题，路线图探讨了改造其肠道微生

物组，抑制甲烷产生的方法（例如，通过饲料或

接种，在反刍动物肠道中定植甲烷利用菌），以及

改善动物饲料的营养状况，例如使微生物能够合成

未加工饲料中天然存在的营养素（例如，必需氨基

酸、微量营养素、维生素等）。

替代肉类和蛋白质提供了另一种养活不断增长的全

球人口、同时减少土地、水、化肥和杀虫剂消耗的

方式。路线图探讨了如何使替代肉类和蛋白质在口

味、价格、安全性和可及性方面能够与传统肉类和

蛋白质相比更具竞争力，包括推进蛋白质工程，改

善细胞肉类的质地和营养价值；开发微生物和发酵

过程，为植物来源的蛋白质增加复杂风味和质地；

通过生物合成、开发新型低成本细胞农业原料，降

低关键成分（如调味品、酶）的成本。长期里程碑

可能是新的食品生产平台，包括具有校准营养含量

和风味的新型蛋白质来源，通过完全循环过程生产

的食品（例如能够将工业或农业副产品转变为食品

的微生物）。

工程生物学还可以帮助食品和农业领域更好适应不

断变化的气候。密集和频繁的干旱和炎热使世界各

地的农业产量大幅下降，南半球尤其严重。路线图

重点关注工程生物学帮助作物抵抗生物和非生物胁

迫的研究，包括通过工程化改造叶片和根系，改善

作物对干旱和洪水的耐受度；设计土壤微生物群落

以改善植物健康，提高植物在压力环境下（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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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高盐度）的生存能力，在不使用对环境有害的

杀虫剂的情况下提高作物对病原体的抵抗力。气候

变化下弹性农业的其他里程碑还包括开发藻类和海

带养殖、推进城市和室内养殖等。

气候变化也给粮食运输带来压力，同时增加了粮食

变质的可能性，威胁到全球粮食供应链。路线图提

出减少食品腐败并确保食品安全的研究目标。里程

碑包括开发食品表面安全剂，延长产品的保质期，

使食品供应商能够检测和控制产品成熟的时机，创

建生物传感器系统检测病原体或早期腐败迹象等。

(2) 运输和能源生产

当前，几乎3/4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来自能源生

产。路线图重点关注两个目标，减少这些排放：①

开发工程生物学方法减少航空和航运排放；②使生

物能够补充可再生能源。

第一个研究目标是减少交通运输的排放。航空、海

运和重型运输占全球7.4%的排放量，但由于目前

的技术无法提供其所需的能量密度，因此很难脱

碳。生物燃料可能会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在

某些情况下，生物燃料可作为“降排量”燃料，只

需对现有发动机进行较少改动。路线图介绍了推动

前沿技术，使生物燃料更具可持续性、可扩展性和

经济性所需的研究。短期里程碑包括实现原料作物

在边际土地的生长，提高原料的碳利用率（例如，

更有效降解木质纤维素）。中期里程碑重点关注改

善原料发酵，实现可持续生物燃料规模化的工业生

产，包括减少发酵过程中的加工时间、改造生物使

其利用所有可用的碳源、为发酵过程的每个阶段选

择并优化生物体，以及改造极端微生物使其在特定

工业规模上将生物质转化为碳氢化合物。长期里程

碑主要致力于解决生物燃料在储存过程中的氧化和

降解问题，提高生物燃料的润滑性和导电性。此

外，路线图还基于生物的应用领域进行研发，例

如，通过在船体表面涂覆环境友好的防污生物材

料，减少船舶的水阻力，提高海运的运输效率。

第二个研究目标聚焦生物系统储存和生产能源。主

要致力于探索如何利用工程生物学提供可再生能源

生产所需的稀土元素，推动生物来源的燃料电池和

生物质能储存（例如，将可再生能源转化为生物

质，释放多余电能）。最终的里程碑将重点关注降

低现有能源基础设施的排放。

(3) 材料生产

材料制造消耗大量能源，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重要来源。未来的材料生产将重点关注通过具有

可持续性的生物替代品取代排放密集型和环境破

坏性的材料，包括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塑料和

纺织品等。

建筑材料制造业是能源和碳密集型行业：钢铁和

水泥生产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0%，预计未

来10年内还将继续增长。路线图着眼于利用工程

生物学促进可持续建筑材料的生产，例如，低碳混

凝土和高密度木材。实现这一目标的里程碑包括工

程学改造生物水泥微生物，使其生长更快，产生更

强（即承载能力更强）的生物水泥；工程化改造树

木用于生产高密度的建筑用木材，扩大可持续生物

墙体材料的生产（例如，来源于菌丝体的隔热材

料）；开发可通过生物矿化修复建筑物的生物体，

合成新型生物材料（例如工程蜘蛛丝），加强材料

结构。

另一个研究旨在推进化石燃料来源的塑料的生物替

代解决方案。全球每年生产3.8亿吨塑料，几乎所

有塑料都来自于化石燃料，其生产的每个阶段都会

排放温室气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短期里程碑

重点关注降低成本，提高生物来源包装材料的性

能（例如，使用生物聚合物或菌丝体），并希望可

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塑料包装。中期里程碑包括使用

不同材料制造可广泛应用（如电子产品）的生物塑

料，开发负碳生物塑料制造工艺，生产不会成为环

境废物的生物聚合体等。

路线图还重点关注通过工程生物学减少纺织业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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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足迹。纺织业除了消耗大量水和生产化学废物

外，还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10%。里程

碑计划旨在使生物纺织品和染料比现有产品更经

济、更可持续、性能更好。短期到中期的里程碑包

括合成各类生物聚合物用于制造纺织品；工程学改

造微生物从而生产持久的生物颜料，以及扩大生物

材料的生产规模，例如，工程化蜘蛛丝和菌丝体替

代皮革制品。

1.3 技术主题：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威胁着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关键驱动因素。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

清楚地认识到，完整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以及缓

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至关重要。路线图重点关注利用

工程学生物的方法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研究目标还包括解决生物污染问题。

极端气候事件（例如，野火、干旱、热浪和洪水）

已经影响到社会发展，随着地球持续变暖，这些极

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和激烈。路线图探讨了工程

生物学方法来帮助缓解这些事件带来的风险。里程

碑包括但不限于，在树木上种植工程学生物，增加

保水性、改善碎石和灌木丛的生物循环，以防止野

火；工程学改造土壤微生物群落，减少土壤侵蚀，

制定缓解沿海附近藻华等措施。

路线图另一个研究目标侧重于利用工程生物学预

防、限制或逆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问题。短期和中

期里程碑着眼于推进各种用于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

的技术，例如，增强珊瑚的耐热性或低pH耐受性

（例如，通过改造共生藻类），帮助沿海植被（如

红树林）更好适应海平面上升，拓展DNA测序加

速对现有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使用合成替代品逐

渐取代野生来源和不可持续的自然产品（例如合成

棕榈油、象牙、角鲨烯）等。长期里程碑包括恢复

生态系统平衡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例如，对生

态系统的重新整合和“复兴”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而灭绝的物种。

路线图介绍了减少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病原体和入侵

物种传播的研究，里程碑包括发展限制疾病传播媒

介的基因驱动，工程学改造蜜蜂和其他传粉者的微

生物组，使它们免受病原体和杀虫剂的侵害。工程

学改造土壤微生物群落以抵抗入侵植物的渗入，放

置监测病原体和入侵物种传播的前沿传感器网络。

另外，生物防护对于防止负面环境影响至关重要。

建立强有力的生物防护措施的里程碑包括开发监测

并检测生物释放后的防护能力，设计故障保护系

统，确保工程生物无法在预期环境之外生存；确定

基因驱动的生态影响，例如，基因驱动可能对非目

标种群产生的任何不利影响等。

2  环境与可持续性

环境与可持续性方面的重点是推进工程生物学实现

长期可持续发展，造福人类和地球。该报告提出一

个问题，如果气候危机得到解决，将会存在何种可

持续性挑战？工程生物学将如何帮助应对这些挑

战？从广义上讲，本章节研究目标侧重支持生物工

程系统应用程序开发相关技术和工具，通过减少废

物、环境修复和环境监测来保护环境。

2.1 技术主题：促进可持续的工业和化学工艺
现代化的工业和化学工艺对于向更可持续、对人体

健康和环境损害更小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需要重

点关注工程生物学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的3个领域：化学合成、塑料废物、采矿业。

化学生产支撑着包括纺织、电子和化妆品在内的多

个行业，但也因此有大量有害废物的排放。联合国

正在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尽量减少化学品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影响。路线图为工程生物学提供了研究

途径，用于减少化工生产对环境的影响。里程碑包

括使生物体在工业水平生产化学前体；延长生物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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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的保质期，使其更便宜、更耐用；在生产过程

进行酶的鉴定和试验，从而降解有毒化学物质。其

他里程碑主要解决生物技术行业内的化学废弃物问

题，例如，从产生许多有毒化学物质的DNA化学

合成转变为酶促DNA合成。

塑料污染对多个生态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太平

洋垃圾区到南极微型塑料。由于具有长烃聚合物

链，塑料有很高的耐腐蚀性。工程生物学将从两个

方面提供解决塑料废物的方法：①开发新型生物塑

料，②创造新工艺降解和更新塑料废物。前者涵盖

气候缓解和适应方面的材料生产的内容；几乎所有

塑料生产都来自化石燃料，本节主要针对后者。研

究里程碑包括开发能够高效降解常见塑料的微生物

实现混合废塑料的分解（例如，多层塑料，如地毯

或鞋子中的塑料）；工程学改造生物体用于降解不

同生态位（如土壤、海底）的塑料；开发生物和生

物工艺用以将废塑料转化为高价值产品。

从采矿中提取的金属常用于消费电子产品、风力涡

轮机、太阳能电池、电动汽车面板等众多领域。与

此同时，每年都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贵金属由于没

有回收而消失。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路线图致力于

利用生物技术从金属矿石和废料中提取和回收金

属。中期里程碑是开发一系列生物系统，积累不同

类型的金属，并使生物系统可以从电子废物中提取

贵金属。长期里程碑包括工程学改造生物系统，实

现现场检测和降解剧毒污染物，例如，清理采矿副

产品甚至核废料。

2.2 技术主题：减轻环境污染
上一个技术主题探讨了减少工业过程产生的废物的

方法。这里重点关注减轻已经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

物的方法。

路线图研究目标旨在改进生物传感器检测污染物的

方法。与传统传感器相比，生物传感器更便宜、更

便携，并能检测范围更广的污染物。短期里程碑集

中在开发能够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限值或

低于EPA限值检测水污染物的生物传感器，可以

提供快速读数并同时检测多种污染物。中期里程碑

包括与数字基础设施兼容性更好的工程生物传感器

（例如，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将生物传感器整合

到传感器网络中，生产对污垢和降解稳定性更强的

生物传感器。此外，许多微生物能够感知环境污染

物。相关里程碑主要探讨如何利用这种能力进行污

染检测的同时解决生物污染问题。

路线图还将侧重推动生物修复的最新技术。里程碑

将包括提高当前生物修复的成本效益，识别用于清

理重金属和石油泄漏的新酶和微生物，工程化改造

大型藻类，使其在海洋环境中结合毒素，让生物体能

够抵抗毒素的积累（例如工程化生物体具有较强的吸

收系统）。生物修复也有助于确保饮用水安全，特别

是在易受洪水和暴雨径流影响的地区。里程碑介绍了

开发可以捕获粪便中大肠菌群的生物系统，降解农业

和水产养殖的营养流失，减少抗生素和杀虫剂污染，

跟踪废水系统中废物的传播。其他里程碑还包括设计

生物过滤器，用于淡化水和去除污染物。

3  社会维度和政策杠杆

起草路线图时，需要考虑如何采用工程生物学解决

世界性问题时，新型技术也可能导致新问题或扩大

现有社会与政治的不平衡。为了实现正面结果最大

化，需要协调技术、研究，以及社会、文化、政治

和经济前景，因此需要协调科学和工程学之外的专

业知识，包括艺术、人类学、社会和行为科学。

本章节包括一些应用生物技术解决气候和可持续性

问题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影响的挑战、知

识缺口及潜在的解决方案。此外，也希望以更深入

的形式继续进行这些讨论，例如阐明具体需要和建

议的政策文件。

这里介绍的主题是从现有研讨会上收集的，在继续

制定路线图的过程中，这些主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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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深。这些主题分为3领域：研究企业、公

共参与、管理指导。

路线图中提出的所有研究路径都需要跨学科的知识

共享与协作。为了应对路线图中提出的技术挑战，

路线图提出建议，有助于工程生物学界发展具有一

致性的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态系统，消除合作障碍。

这些改进将有助于评估拟议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对

其可能产生的社会与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公众参与是成功吸收新兴生物技术的重要方面。应

该努力开发可持续生物技术，既不会对环境造成进

一步损害，又可以使这些技术及其衍生产品的价格

图1　工程生物学在应对气候挑战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方向

合理且易于获得。路线图探讨了如何向公众清楚传

达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生物技术的优缺

点，以及如何在干预决策中纳入当地实际情况的考

量和社区利益相关者。

最终，路线图还将评估有助于加速工程生物学创新

的政策杠杆和监管框架，从而对抗气候变化并推动

可持续发展。路线图介绍了一些问题的潜在解决方

案，例如，进行经济创新加速研发和应用（例如碳

价上升、新型基金机构）；将生物经济与循环经

济进行整合（例如，用于绿色城市规划的生物技

术）；更新国际生物工程学监管框架，反映该领域

目前的前沿技术，预测未来的进展。

来源：EBRC

上
海
市
生
物
工
程
学
会



合成生物学 2022 年专题信息合辑

9

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

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生物学：更清洁未来的研究路线图

▲

2022年9月，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EBRC）发布《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生物学：更清洁未来

的研究路线图》（Engineering.Biology.for.Climate.&.Sustainability:.A.Research.Roadmap.for.a.

Cleaner.Future）。这是EBRC发布的第四份路线图。该路线图确定了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工程生物

学研究新方法，提出了在未来短期、中期、长期实现的相关目标，这将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和

消除污染，促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同时，该路线图还分析了在食品和农业领域、运输和能源领

域，以及材料与工业领域利用工程生物学使能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编者按：

时，详细阐明了工程生物学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如何

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路线图还介绍与分析

了实际案例，为工程生物学领域研究人员提供更具

参考价值的工具和方法。

虽然工程生物学无法全面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所有

威胁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但是如果EBRC路线图

所设想的能力和技术能实现，或将为缓解气候变化

做出重要的贡献。路线图范围的界定开始于2021

年初，工作组要求90多位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行

业专家、非政府组织成员、博士后和研究生等，经

过多轮的线上研讨会和编写会讨论，对路线图内容

进行调整和完善。

1  路线图背景概述

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EBRC）2022年9月

发布的《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生物学：更清

洁未来的研究路线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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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发布《微生物组工程：下一代

生物经济研究路线图》，以及2021年发布《工程

生物学与材料科学：跨学科创新研究路线图》后工

程生物学领域的又一路线图。路线图探讨了工程生

物学研究在应对气候危机及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长期

可持续性方面做出贡献的机会，确定了缓解和适应

气候变化的工程生物学研究的新方法与目标。同

2  路线图概述

2.1 路线图的组成
路线图主要由两部分共六个主题组成，分别是技术

主题和应用领域，详细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下，

工程生物学研究可能的突破和里程碑。

第一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技术主题，这些主题侧重于

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并旨在建立和确保生态

系统复原的新能力。

○.温室气体的生物封存主题探讨了利用工程工程

学从大气中捕获和去除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

有害气体，并实现和加强碳储存及转化。

○.减轻环境污染主题强调了利用生物修复、生物

封存和生物降解等途径预防与解决环境和点源

污染物中工程生物学可以发挥的作用。

○.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主题探讨了工程生

物学有助于监测生态系统的状态、分布和多样

性等，并提出所有工程生物学应用都需要强有

力的生物遏制战略。

第二部分是应用和影响领域，重点关注工程生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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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领域如何提供气候友好、可持续的产品和

解决方案：

○.食品与农业主题探讨了减少食品生产过程和废

弃物中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机遇，以及如何使

农业和食品系统更加适应气候变化。

○.交通与能源主题讨论了生物燃料、电力生产、

储存，以及减少交通、航运和航空的温室气体

排放。

○.材料生产和工业工艺主题确定了在建筑环境、

纺织品和其他消费产品中，如何通过工程生物

学的发展，减少人为碳足迹，减少毒素和废弃

物，并可持续地回收有经济价值的资源等。

2.2 路线图的要素
路线图的每个主题都分解为一系列的路线图要素。

自上而下而言，最高层次的要素是“目标和突破性

能力”，这是社会层面的关注点，旨在让非技术人

员和工程生物学领域之外的人更容易理解。“里程

碑”是直接涉及到实现目标和突破性能力所需要开

发或启用的工程生物学工具和技术，这些工具和技

术需要在短期（2-5年）、中期（5-10年）和长

期（10-20年）的时间内进行部署。“瓶颈和潜在

解决方案”则更加详细说明了工程生物学研究领域

在实现每一个里程碑方面需要关注的技术挑战。自

下而上来说，路线图要素为工程生物学问题和研究

主题提供了一条路径，可以应用于气候和全球生态

系统的缓解、适应和可持续发展。路线图要素与相

关的里程碑代表了实现突破性能力所需的一些工程

生物学研究成果，或者是实现部分目标所需的突破

性成果的集成。

2.3 案例研究
除了技术路线图，工作组还开展了社会和非技术维

度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旨提供技术资源，为

研究人员和工程师解决研究中的非技术问题及挑战

提供信息、学习工具，以及讨论的机会，帮助他们

在工程生物学研究和开发过程中寻找潜在影响因素

和问题解决方案。具体案例包括：

○.案例研究1：在美国加州沿海水域释放增加碳捕

获能力的工程藻类。

○.案例研究2：将基于工程根瘤菌的生物肥料应用

于美国中西部的玉米田。

○.案例研究3：在内华达州用工程微生物进行高效

率的锂生物开采。

○.案例研究4：改善牛肠道中微生物组以减少美国

农业的甲烷排放。

附录：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生物学研究路线图

1 温室气体的生物封存

目标 突破性能力 里程碑

目标1：工程化有机体，用于大规模捕获、存储和利用温室气体（GHG）

通过工程化改造更加有效的光合作用有机体（植物、藻类、蓝藻）来提高CO2的吸收

短期 中期 长期

工程化改造植物，用于优化光收集和更

有效地利用捕获的光进行光合作用

工程化改造光合有机体中的通路

和酶，从而提高固碳速率和效率 整合和重新布局天然的CO2固定通路

（如C3和C4通路），工程化改造能够

使用多重碳固定通路的有机体通过对绿藻和蓝藻进行工程化改

造，开发大规模碳捕获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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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程学改造化能自养生物，实现高效碳捕获

绘制并识别CO2固定通路的组成部分，

从而提高化能自养生物的固碳效率

工程化改造自养生物的复合物和

代谢通路，从而提高固碳效率

实现工程化改造自养生物的使用，从而

在环境或工业过程中捕获更多的CO2

赋能有机体以使用捕获的碳来生产增值的化学物质和材料

工程化改造有机体，从而将二氧化碳、甲

烷或其他C1资源和中间体（包括甲醇、

甲酸盐、醋酸盐）转化为增值化合物

优化点源所释放二氧化碳和甲烷

的生物利用
整合和重新布局天然的固碳通路，工程化

改造能够使用多重碳固定通路的有机体
改善气体发酵技术

通过酶或无细胞系统赋能碳捕获和利用

开发可以从大气中富集碳的高效酶 开发能够使用甲烷、甲酸盐或

CO2来生产商用燃料和化学物质

的高效及大规模无细胞系统

开发自成一体和/或独立的无细胞共固定

系统，用于实现生物人工光合作用

开发大规模无细胞系统，作为碳捕获和

生物转化平台

开发用于在无细胞系统中实现多重酶固

定的新型平台工具

目标2：通过工程生物学强化自然系统，从而提高碳吸收并减轻环境变化

通过工程生物学提高土壤固碳能力

短期 中期 长期

了解土壤微生物组在改变（特别是提高）

土壤固碳能力中的作用 使土壤微生物能够稳定、长期地

储存碳，例如通过引入真菌来增强

风化作用

开发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原位改良方法，

从而增加处于风险中的土壤的碳储量

改造模式植物，增加根系生物量，促进

地下碳储存

改造作物和非模式植物的根系从而储存

更多的碳

识别和表征有助于增加植物或土

壤碳储存能力的外部代谢物

改造植物根系刺激代谢物分泌，将不稳

定的植物分泌物富集转化为稳定土壤碳

的微生物

使永久冻土中的微生物群落能够

保留和/或捕获温室气体

恢复受干扰的自然生物结皮并增加干旱土地的碳封存

在多重干旱环境中评估人工结皮

（biocrust）的碳去除潜能

在干旱环境中建立工程化生物结

皮群落从而隔离碳

工程化改造和部署人工生物结皮，从而

恢复和提高天然生物结皮和沙漠生态系

统的气候恢复力

通过工程学改造微生物来提高反照率

识别并改造能够提高冰核作用

（ice.nucleation）的微生物
证实模拟环境中的生物冰形成

部署工程化微生物进行冰成核并帮助保

存环境中的积雪

通过工程生物学增强海洋和沿海碳容量

工程化改造厌氧和嗜盐微生物以及黏菌，

补充沿海湿地土壤，从而提高碳储量 对大型藻类（包括海藻和海带）

进行工程化改造，从而实现碳捕

获并减少海洋酸化

系统地对海洋生物碳泵进行工程学改造，

从而提高海洋中难降解有机碳的数量工程化改造浮游植物，使其更能适应不

断恶化的海洋条件，包括水温升高、酸

化、富营养化和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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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减轻环境污染

目标 突破性能力 里程碑

目标1：快速检测和持续监测环境污染物

使用生物传感器可以检测和持续监测环境中的污染物和优先污染物

短期 中期 长期

针对优先污染物设计高度特异性、低成

本和可现场部署的生物传感器（如基于

纸张（paper-based）的无细胞系统）

展示具有新型检测模式的生物传感器
工程化改造自主的、自我调节的生物

传感器，能够检测和修复污染物
工程化改造生物传感器，使其兼容数字

基础设施

实现生物传感器的现场部署，以及长

期环境监测

目标2：通过生物隔离和生物降解来减轻目标环境的污染

通过工程生物工艺降解塑料垃圾

短期 中期 长期

工程化改造微生物、微生物群或酶，从

而有效降解常见的塑料聚合物

实现用于当地所需塑料废弃物处理的

降解酶整合

工程化改造有机体或酶从而实现不同

生态位（例如土壤、海底）的“负

碳”塑料降解

开发微生物群和酶混合物，用于高效

降解混合塑料垃圾（例如地毯和鞋子

中的多层塑料）以及“脏”/使用过

的塑料（如外卖容器）

设计具有先天降解机制（例如嵌入式

酶）的生物塑料

将工程化改造无脊椎动物（如蜡虫）

整合到塑料降解过程中

工程化改造微生物和/或开发能够将

塑料水解物回收利用为增值产品的生

物过程

在水和土壤中赋能壬氟烷和壬氟烷类物质（PFAS）的生物降解作用

验证可控环境中（如水处理植物、生物

传感器）PFAS、全氟辛烷（PFOA）

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的生物降解

在稀释废液流（浓度低于200.ng/L）

的条件下进行PFAS的酶和微生物降

解，例如城市水源

在半管理或未经管理的环境中（例如

农田、沿海地区和海洋环境）进行

PFAS、PFOA和PFOS的生物降解

环境中实现大规模的重金属生物隔离

识别和工程化改造耐受微生物，从环境

中进行重金属生物隔离

实现具有成本效益的金属结合蛋白或

生物分子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工程化改造植物以提高其重金属吸收

和积累能力
工程化改造微生物通路，从而高效表达

选择性金属结合蛋白和生物分子
开发微生物从而选择性矿化或转移环

境中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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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3：减少人类产生的废液污染物

可对城市废水中的污染物进行生物修复

短期 中期 长期

利用大规模、高效的工程化微藻生

物，生物降解城市废水

工程化改造微生物/微生物群和酶，从而

降解和/或捕获城市废水中多余的药物和

内分泌干扰物（例如节育激素、农药代

谢物）

工程化改造活的生物膜，从而持续捕

获饮用水中的各种污染物

工程化改造能够从城市废水中去除润滑

油和燃料的微生物

开发生物系统，从而捕获水中传播的

病原体（如粪便大肠菌群）

工程化改造基于生物的过滤器，从而去除

无机污染物，例如淡化水或去除微塑料

工程化改造微生物，用于将城市污水及

污染物转化为增值产品

实现农业和水产养殖业污染物的生物修复

工程化改造土壤微生物，从而隔离和

浓缩土壤柱（soil.column）中的无

机污染物（如微生物诱导的方解石沉

淀（calcite.precipitation）

工程化改造微生物、微生物群、无细胞

系统或生物材料设计，旨在靶向和捕获

合成肥料中的氮、磷和钙

为农业和水产养殖业而改造出具有可

控制使用时间的生物修复微生物、微

生物群、无细胞系统或生物材料

工程化改造靶向、捕获和降解农业/水产

抗生素和杀虫剂污染的微生物、无细胞

系统或生物材料

工程化改造植物，通过与根系的相互

作用来检测土壤污染，并对污染状态

进行可视化输出

实现捕获径流养分（runoff.nutrients）

的生物回收，并用作新的肥料

工程化改造大型藻类，用于结合和降解

海洋环境中的毒素

对工业废水中的化学废物进行生物修复

实现建模预测有毒化学物质的生物降

解途径

将工程微生物或无细胞系统整合到化学

生产中，从而原位降解有毒化学物质

使分解产品和废物的价格稳定，例如

通过直接耦合生物能源产生或从工程

化修复的有机体合成高价值产品

识别和改造微生物以生物降解危险化

学物质（如酚类、内非泌失调化学物

质、碳氢化合物、重金属）

设计无细胞系统从而降解化学生产中

产生的有毒化学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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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目标 突破性能力 里程碑

目标1：提高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增强森林从火灾和其他环境压力中恢复和重建的能力

短期 中期 长期

在微生物、真菌、植物和昆虫中发掘

具有热应激和耐旱性的基因

工程化改造共生真菌（如丛枝菌根真

菌）来增强有益的共生特性（即营养

交换、水分保持、抗逆性），从而在

森林重建中培育幼苗

部署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工程化有机体

以恢复土壤

工程化改造植物和微生物群，帮助植物

适应新的气候，如物种迁移或在原生范

围之外进行种植
在高风险地区工程化改造和实地测试

耐热和耐燃微生物 工程化改造本土植物和树木，使其能够

抵御病原体和害虫入侵

通过工程生物学和生物材料来提高海洋生态系统对不利环境的恢复能力

对海洋物种进行生物观察和分析，从

而确定有潜力的海洋模式生物，特别

是那些对气候变化适应力强的生物，

例如扁平菌丝体

工程化改造微型和大型藻类，用于捕

获、降解和去除污染物，包括农药、

除草剂和石油

工程化改造生物材料和生物涂层，从而

保护水生生物免受污染和海洋酸化

提高海岸附近土壤和植物的耐盐性

工程化改造浮游生物，使其能够适应

不断恶化的海洋环境，包括水温升

高、酸化、富营养化等

工程化改造海带和浮游生物，提高其

对热、酸和盐压力的耐受性
工程化改造能够应对海洋盐、酸和微量

粒子/溶质波动的生物材料

减少气候变化引起的病原体和入侵物种的出现

开发疫苗从而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免受

新型病原体伤害

开发生物传感器，用于检测已知和新

发人畜共患病的遗传和分子特征 工程化改造传粉昆虫（例如蜜蜂）的微

生物群，从而保护它们免受特定病原体

和农药的伤害
扩大环境DNA（eDNA）和蛋白质

的监测/检测以及代谢物分析能力，

从而监测病原体和入侵物种的传播

开发基因驱动从而控制入侵物种（例

如蚊子、树皮甲虫、甘蔗蟾蜍）

目标2：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

利用生物传感器和报告器实现对生态系统健康的监测

短期 中期 长期

改善敏感生态系统成员（即受威胁

和关键物种）的线粒体数据收集和

DNA文库

利用基因指纹图谱和标记物监测，建

立物种的种群和进化数据库，为保护

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通过扩大生物分子取证（DNA、蛋白、

代谢图谱）以及基因条码，进行供应链

的追踪

扩大活动监控（多功能基因组学、代

谢组学、稳定示踪分析），从而在多

样化的环境中追踪关键的系统功能

增加遗传标记物监测的应用 开发综合、连续生物传感器，从而在

目标生物群落中追踪社群成员的生态

能力（例如扩散、漂移和筛选）

上
海
市
生
物
工
程
学
会



合成生物学 2022 年专题信息合辑

15

加强和保护重点物种和受威胁的物种

为当前受威胁的物种建立可参考的基

因组文库

利用遗传监测来确定引入和优化群体

内遗传变异的最佳方法

设计和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基因驱动，将

有益或适应性的性状引入受威胁的物种

对关键物种和受威胁物种进行工程学改

造，使其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更具适应性或稳健性，例如通过工程化

微生物组的稳健性

目标3：确保工程生物遏制方法的可用性

了解和建模工程生物对环境的潜在和已实现影响

短期 中期 长期

开发整合现场生物传感器，用于检测

和监测工程生物体

设计并开展环境案例对照研究，在模

拟环境中比较工程化生物群落和对照

生物群落，用于评估工程生物对生物

多态性的影响

建模和预测高度培养有机体和工程生物

（例如基因驱动）及其对生态系统多样

性的影响

制定强有力的生物遏制战略

证明在与预期释放环境相同或接近

的条件下成功地对工程生物进行生

物遏制

开发出一种方法，在无法控制的情况

下将工程化物种从生态系统中移除

合成互补的生物遏制战略（例如依赖非

典型氨基酸、遗传编码方案、死亡开

关、基因组减少、合成物种），从而实

现低风险/高遏制的环境释放

开发追踪环境中工程生物并测量其持

久性的方法

制定战略，以更好地了解特定环境中

生物遏制破坏对不同生物体的影响，

以便能够实施适当的强力和/或分层

生物遏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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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与农业

目标 突破性能力 里程碑

目标1：减少食品制造工艺产生的温室气体

使用可持续、气候友好的生物来源的肥料

短期 中期 长期

扩大工程化根际微生物和群落的工具箱

（包括分离可追溯的微生物、遗传元件）

测试根际工程化微生物的生物遏制

策略

工程学改造氮密集性作物，使其与固

氮微生物形成共生关系

开发基于噬菌体（bacteriophage-

based）的工具，用于原位检测和工程

化改造根际微生物（rhizosphere.mi-

crobes），并且不需要在实验室中进行

培养
工程化改造固氮、吸收磷及其他营养

物质的土壤酶，提高其活性

提高在相关土壤条件下不同细菌生长阶

段基因表达动态的认知

建立专有的植物-微生物群生态系

统，进行工程化微生物的遏制

工程化改造基因和酶，促进植物和土壤

微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推动营养

固定并减少径流（runoff）
发掘和工程化改造植物特定根系分泌

物的分解代谢途径，用于控制微生物

组成员的耐受性并防止其扩散到脱靶

植物根际
在田间条件下评估生物基肥料和肥料成

分及配方的保真度和寿命

工程化改造排放密集度较低的农作物

在更多的作物品种中加入植物保护剂，

从而减少农药的使用

改造稻田微生物，使得甲烷产量减少

至少50%

工程化改造抑制杂草（weed-

suppressing）等位基因的作物，

从而将耕作和除草剂的使用降低至

少50%

工程化改造更多的耐旱通用水稻品种，

用于减少稻田灌溉时间

工程化改造营养固定菌（例如根瘤

菌）和非豆科植物之间可调节和定向

的共生关系（包括在环境中需要的持

久性工程化改造的时间）

开发具有磷和氮生物传感器和具有报

告功能（reporting.capabilities）

的作物，实现有针对性和精确的补充

/施肥

通过牲畜和粪便管理减少甲烷的产生

工程化改造反刍动物肠道甲烷营养体 通过饲料或接种，在反刍动物肠道中

定植工程化甲烷菌

开发能够减少甲烷排放的反刍动物饲

料作物

工程化改造反刍动物肠道微生物群，减

少氢气的产生，从而减少产甲烷菌产生

的甲烷 发展用于肥料管理的酶或微生物工

艺，用于生产沼气、生物油、生物

碳，并重新获取肥料的基本组成
使用现有厌氧消化技术来捕获甲烷，进

行肥料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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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替代肉类和蛋白质的可持续生产

为微生物源性牛奶蛋白的商业化生产提

供精准发酵

工程化改造微生物或植物的脂质生

物合成途径，生产与动物来源相同

的脂肪

工程化改造营养作物，将下游工艺优

化成为特定的肉类和蛋白质食品

工程化改造低成本和可拓展的生长培

养基，特别是生长因子，用于替代肉

类生产预测和模拟植物基蛋白质的功能和感官

特性
开发在作物中进行蛋白质富集和分离

的可持续生物（vs化学或机械）加

工方式

改善化学自养蛋白质表达工具
对作物进行高蛋白质产品和功能改

造，从而降低对下游加工步骤的依赖

利用工程生物学将食品和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增值产品

工程化改造有效的微生物、群落或无细

胞系统，用于食物和农业木质纤维素废

弃物来源的沼气和生物能源生产

食品工艺副产品或支线产品，例如麦

糟的固相发酵，从而生产蛋白质和酶

工程化改造能够稳定和解毒生物量的

微生物，实现长期保存不腐败
工程化改造廉价的多酶固定化通路，用

于从废弃食用油和动物脂肪中大规模生

产生物柴油 工程化改造高效的水解途径，使其成

为从混合废液流中回收脂肪酸、糖、

氨基酸和磷酸盐的联合体工程学改造微生物或微生物群，用于从

厌氧消化的沼气中生产商品和高价值的

化学品 工程化改造微藻联合体，使其在纯商

品化食品废物上生长，生产藻类生物

量/饲料
实现食品添加剂生产原料（例如氨基

酸、维生素等）的多样化，通过代谢工

程将其转化成为木质纤维素生物量、单

碳分子以及工农业废弃物

利用生物处理技术从废水中回收营

养，并作为肥料在工业水平进行再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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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2：帮助食品和农业部门适应气候变化

感知和报告土壤和作物健康状况以及对气候压力的反应

短期 中期 长期

开发生物传感器，用于检测土壤微生物

中植物根系分泌物（例如阿拉伯糖、水

杨酸、香草酸、柚皮柑）

在田间条件下使用工程化土壤微生物

传感器，检测土壤健康状况

工程化改造能够感知环境压力源或病

原体的生物传感器，激活土壤微生物

群修复/自我调节途径确定报告基因表达，作为土壤和农业环

境中的生物传感器输出

测试土壤中的有效部署策略以及工程化

生物传感器的持久性
跨水平连接传感网络，促进百亿级建

模，将土壤微生物群扰动与植物产

量、养分含量和其他土壤和植物健康

指标联系起来
开发基于细胞或无细胞的生物传感器系

统，以指示作物病原体的存在

改造土壤和作物，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

识别和工程化改造遗传、代谢通路或工

艺（例如非光化学猝灭、C3植物更有效

的碳固定从而减少光呼吸），用于改善

模式生物在应激环境条件下的植物健康

将能够提高压力环境条件下植物健康

水平的遗传或代谢通路引入最有可能

经历特定气候挑战地区的物种和品种

工程化改造叶子和茎的微生物群落，

用于防止生物和非生物压力源，例如

减少蒸腾作用但可以完全渗透二氧化

碳和氧气的生物膜

工程化改造作物和/或相关微生物群落，

从而支持在不充分的生产环境中更有效

地获取营养和水分

工程化改造更多样化农业作物的遗传

通路（不仅限于主要作物），增加对

环境压力的恢复能力
将无法通过育种或在相关时间范围内

无法通过育种实现的遗传多样性引入

农作物，从而提高对病虫害的抵抗

力。例如识别效应物并启动效应物引

发免疫的抗性基因

进一步开发土壤和植物微生物改良剂

（例如苏云金芽孢杆菌），通过表达拮

抗化合物或通过生态位排除抑制生物应

激源

工程化改造更多样化农业作物的遗传

通路（不仅限于主要作物），从而提

高作物对病原体的抗性，特别是由于

气候变化而出现的病原体

证明在受控环境中（例如温室）合成

微生物群落可以促进植物从环境压力

中恢复

工程化改造合成蛋白或化合物的作物，

提高害虫抗性，特别是由于环境变化而

增强或外来入侵的害虫

工程化改造整个植物生物群落（包

括作物、叶片微生物群、土壤微生

物群），从而获得最佳的恢复能力

和产量

工程化改造食品和生物材料，从而检测、减少和防止腐败

使用基于细胞或无细胞的生物传感器系

统，实现食物变质早期的监测

工程化改造腐败病原体不易感的水果

和蔬菜

开发生物材料或生物基涂层（例如含环

糊精），用于抑制导致腐败的因子

工程化改造可以按需成熟的水果和蔬

菜（例如控制乙烯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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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与能源

目标 突破性能力 里程碑

目标1：减少航空、航运和重型运输设备的排放

使利用可再生原料生产能源密集型生物燃料成为可能

短期 中期 长期

提高边缘土地上生物能源原料的产量

（例如柳枝稷、高粱、芒草）

培养微生物和酶，用于更有效地降解木

质纤维素，为航空和海运行业大规模生

产经济上可行的生物燃料

工程化改造能够进行分布式代谢的微

生物群落，用于捕获系统中所有可用

的碳（封闭的循环生产）

实现生物涂层和生物材料的生产，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开发无毒的生物基涂层或材料，用于

防止船舶的生物污染并减少摩擦

工程化改造形成生物涂层的生物组分

（菌株、酶或核酸），使其寿命更长，

从而降低应用频率
开发新型、自我修复的微生物群或无

细胞生物涂层，减少陆地运输车辆的

剪应力，从而减少摩擦开发新型、自我修复的微生物或用于船

体上的无细胞生物涂层

目标2：增强可再生能源的存储和发电

通过工程化生物系统实现电力生产

短期 中期 长期

改进微生物燃料电池，从而增强电力

储存和发电能力

工程化改造高效的代谢和微生物电子转

移通路，从而将生物还原辅助因子转移

到生物阴极、生物膜或纳米线
生产和维持稳定、大规模、高容量的

“微生物电池”工程化改造生物电子传递途径（无论

是微生物系统还是无细胞系统），可

以有效地将电子与生物还原辅助因子

（如NAD（P）H）相互转化

开发一种多功能微生物（或无细胞）发

电模块，可以有效地将任何电化学氧化

反应转化为发电

使生物系统能够储存和利用（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产生的多余电力

识别并降低微生物细胞外电子转移

（EET）的限速步骤速率

展示具有成本效益的微生物电子合成系

统（MES），将可再生电力和CO2转化

为C1（如甲烷）或多碳分子（如醇类）
开发能够直接连接到电网的生物电合

成系统

使得生物系统利用可再生资源生产氢气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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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材料生产和工业工艺

目标 突破性能力 里程碑

目标1：减少建筑环境中的隐含碳

生产生物水泥和生物混凝土

短期 中期 长期

扩大微生物诱导的碳酸钙沉淀（MICP），

用于生物水泥生产的自我修复 工程化改造更多环境稳健的微生物物

种或群落，从而进行生物矿化或碳酸

钙沉积

使用生物水泥生产能够承担环境压力

的生物混凝土

提高生物沉淀碳酸钙的固化时间，用于

生物水泥生产和/或裂缝愈合

大规模使用工程化改造的、我修复生

物水泥

促进可持续非混凝土建筑材料的生产

开发生物聚合物和生物衍生聚合物，作

为建筑粘合剂（例如胶水、密封剂）
开发可持续、以生物为基础的阶段改

变材料（PCM），用于温度管理，

从而降低建筑的能量消耗

工程化改造树木，为高层建筑生产更

密集和防火的木材

设计和改造用于建筑的菌丝体材料，例

如绝缘材料

设计具有可调反照率的可喷涂生物涂

层，用于优化建筑物的太阳能增益，

或耐辐射的生物，例如耐辐射球菌
工程化改造微生物群落或其他有机

体，生产纤维素或类似聚合物，用于

修复木质材料

工程化改造生物膜、生物材料或生物图

层，用于构建可以捕获CO2，例如功能

化这些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材料

实现生活建筑的广泛建造和采用，用

于城市空气和水的过滤和净化

目标2：实现塑料和化学物质的可持续生物生产

为工业目的实现生物基和生物可降解聚合物的大规模生产

短期 中期 长期

开发新的生物合成工艺，利用生物质原

料生产商品单体或聚合物前体，如1,6-

已烷-二胺（尼龙前体）、乳酸（聚乳

酸前体）和已二酸

开发从各种原料（如工业或农业废弃

物）合成商用生物塑料的工艺
建立最大化生物塑料循环的工艺

开发能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完全降解的

生物聚合物，例如特殊温度或pH条

件下，或在与盐水接触时
向生物膜中增加可调谐和响应的类塑

料材料属性设计和生产新的生物聚合物材料，从

而取代现有、不可降解的材料

通过生物处理对废液进行升级再利用，生产商业化学品

工程化改造有机体或无细胞系统，使用

废弃塑料生产可降解生物塑料，例如聚

羟基烷酸盐（PHA）

工程化改造有机体或无细胞系统，

使用废弃塑料生产增值化学物质

（非塑料）
在工艺水平，使用工程化有机体或无

细胞系统可持续及可预测地将塑料废

弃物转化为生物塑料和增值化学物质发展以生物为基础的工艺，使用工业

化学废液生产增值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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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3：促进纺织工业生物材料的可持续生产

工业规模纺织染料和颜料的可持续生产

短期 中期 长期

发现和发展微生物代谢物和植物生物合成

基因集群（BGC）来扩大生物颜料范围

工程化改造微生物，生产与合成染料

相比，具有同等水平或更好颜色稳定

性和亮度的染料
通过将物理属性引入生物材料来改变

颜色（例如通过应对或按需变换颜色

的纺织物）实现生物来源纺织染料的商业规模可

持续生产

可持续生物纺织品的商业化生产

实现合成纤维替代品生物聚合物的可持续

生物合成（例如聚酯、尼龙和丙烯酸）
实现生物合成蜘蛛丝纤维的工业规模

生产，用于制造纺织品

设计优于合成纤维的新型蛋白、碳水

化合物、脂质和杂交材料实现现有生物材料（例如菌丝体、大

麻、lyocell）的工业规模、可持续发酵

或生长和加工

目标4：通过生物开采实现资源回收

利用工程生物学从自然环境中开采和提取资源

短期 中期 长期

工程化改造具有关键性状并对高效生物

开采具有耐受性的有机体

工程学改造用于生物开采低级别和复

杂矿石的有机体

将生物呼吸法作为一种金属提取方式

进行研究和表征，与生物浸出法不同

利用工程生物学从废弃物中回收矿物和金属资源

设计和构建基于生物吸附的流动工艺，

用于从废液中持续分离和回收有价值的

矿物

开发工程微生物或无细胞系统，用于

从电子垃圾中回收有价值的金属 通过工程生物系统（例如生物浸出、

生物吸附），实现全球稀土元素

（REE）供应的多样化
将生物吸附与现有矿物回收系统相

结合，从而实现可持续和低成本的

共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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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程生物学

——有助于更好的重建

▲

英国工程生物学领导理事会（Engineering.Biology.Leadership.Council，EBLC）通过评估审查了工程

生物学对刺激英国未来生物经济增长的需求和机遇，以及在化学品和材料、食品和农业、医疗保健等3个

领域的应用，探讨了英国工程生物学对促进不同应用领域技术转化的关键措施和建议，并于2021年5月发

布《英国工程生物学——有助于更好的重建》报告（Engineering.Biology.for.the.UK.-.A.Resource.to.

help.Build.Back.Better）。

编者按：

2016年，英国生物经济全球总产值为2200亿英

镑，未来十年的目标是将这一数字翻一番，达到

4400亿英镑。麦肯锡2020年发布的报告《生物革

命——创新改变了经济、社会和生活》估计，未来

10-20年，全球生物经济价值将超过4万亿美元，

并将合成/工程生物学列为关键平台技术。由于其

巨大的潜力，2021年针对合成生物学初创企业和

中小企业的全球私人投资正在迅速增长，仅第一季

度就筹集了35亿英镑，预计将大大超过2020年全

年的57亿英镑。

迄今为止，英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仅次

于美国。现在，有必要在英国创建一个更加适应生产

力导向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新的应用程

序可以快速转化并进行有效商业化，将全球竞争速

度与创新开发的安全和保障相结合。有效应对快速

变化的环境的最佳方法之一，是提前预测需求并投

资平台技术。英国政府2012年发布了合成生物学路

线图，经过十多年的工作，英国已经建立了工程生物

学相关的工具和技术平台，实现了众多初创企业和中

小企业的商业化。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疫苗开

发过程中展示了工程生物学的潜力，但同时也要强调

基础设施和监管准备、供应链的关键作用，以及与国

际合作伙伴分享知识、制定全球标准的重要性。

2020年，工程生物学领导理事会评估审查了工程

生物学对刺激英国未来生物经济增长的需求和机

遇，确认了在经济和社会利益、提高生产力、提供

广泛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先行动；成立工程生

物学在制造业（化学品和材料）、食品和农业、医

疗保健等3个应用领域的工作组，以确定有助于技

术转化的关键干预措施。同时，EBLC总结了英国

的工作实践和相关建议，优先考虑了将英国“重建

得更好”所需的政策和投资。

1  有助于利用英国工程生物学价值的关键干预措施

应用领域的工作组总结的建议和“问题”大致集中

在4个方面，这4方面的措施关系到生产系统的基

本条件，为一系列降低风险的创新应用提供渠道。

（a）熟练的劳动力；

（b）随时可用的尖端工具和支持性基础设施；

（c）支持商业竞争加速投资增长；

（d）足以支撑标准的制定和规范化市场治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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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干预措施的目标和需求

2.1 持续支持合成生物学前沿研究及其转化，

支持工程生物学革命，培养熟练的多学科劳

动力、技术和创新企业，包括在现有基础上

进行指导和再培训。
英国研究与创新（UKRI）“工程生物学”国家框

架在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阐述中提到，持

续性研究和博士培养是创新的重要环节。因此，需

要增加对衍生企业转化（包括创业和商业技能）的

支持，对专注新兴生物技术的中小企业和老牌公司

的员工进行培训/再培训。

2.2 增加可用资金并根据初创企业和老牌企

业的实际需求进行定制支持，通过合理的价

格、方便、灵活的基础设施解决相关的局限

和挑战。
目前，英国的基础设施仍然不足，一些企业不得不

依赖国外的设施。需要通过提供更经济、更灵活的

设施及示范，促进研究，以用于可扩大规模的制

造，从而满足企业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不断发展的广

泛需求。因此，可以考虑将英国本地优势区域与国

家网络相结合，围绕目前的关键枢纽和专业中心建

立相关的设施。

2.3 刺激资金流入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并进

行长期培育，帮助企业制定降低风险的方案，

吸引私人资金并在全球范围内提高竞争力，提

升英国在工程生物学和应用程序部署方面的

世界领先地位。
调整贷款和资助，例如，增加加速器和IB.Catalyst

基金，更好地满足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需求；协

助企业寻找并访问合适的资源，以帮助展示和降低

创新风险的能力并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利用政府

“软实力”促进英国工程生物学成为对国际伙伴具

有吸引力的行业，并从中获益。

2.4 建立灵活的监管体系，支持外联和沟通。

随着全球挑战意识的增强，市场需求在迅速变化。

制定有效、平衡和精简的法规，更好地适应当前和

未来的需求，使英国成为开发世界一流创新、安全

和可靠的工程生物学技术和解决方案的首选合作伙

伴。监管水平线理事会（Regulatory.Horizons.

Council）目前正在处理与基因编辑相关的监管框

架。这些框架和方法需要辅以公共领域提供的均

衡、相称的信息，并为与更广泛的公众进行及时、

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提供充分的支持。

图1　英国工程生物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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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国近年来建立的世界领先的合成生物学研究

基地，EBLC主要关注建设一个更紧密、更全面的

“生态系统”，以支持英国工程生物学快速、有效

的开发和商业化，并与英国工业战略保持一致。需

要考虑与不同细分市场及其应用相关的具体问题，

分析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2013年，“合成生物学”就被确定为英国的未来

八大技术之一，但当时研究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

国家优先事项与今天也不同。近年来，全球范围内

的研究产出和私人投资都在大幅增长，合成生物学

已进入商业化阶段，许多应用被初创企业和中小企

业采用，并由更成熟的企业进行评估。工程生物学

将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发展生物经济并最终向

未来净零经济（Net.zero.economy）转型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如果合成生物学本质上被视为一个发

散的过程（从研究基础衍生而来并不断向技术平台

扩展），那么工程生物学可以被视为一个更加融合

的过程，即有助于向特定、有价值的终端市场提供

更广泛的机会。因此，EBLC选择了“制造/化学

品”、“可持续食品和农业”和“健康”3个细分

市场，通过与广泛利益相关者的讨论，以确定未来

需要什么措施以确保实现生物经济目标和完成净零

战略。

4.1 材料和化学品的工程生物学
工作组分析了可持续材料和化学品行业的当前趋势

与需求，以及工程生物学可以发挥的作用，并对英

国80家相关中小企业与9位首席执行官进行了调研

与访谈，总结了关键的结论与相关建议（表1）。

3  英国工程生物学应用的细分领域与相关建议

表1　工程生物学应用于材料和化学品行业的具体结论与建议

分类 具体结论与建议

政府/公众支持

●.专利、研发税收抵免和税收激励政策
●.注重政府的“软实力”
●.将工程生物学纳入官方贸易代表团和“英国商业”活动

筹资机制

●.天使基金、种子企业投资计划（SEIS）和企业投资计划（EIS）非常有用
●.一些英国创新计划是有效的，但有关中小企业资产负债等问题需要注意
●.英国风险投资融资相对困难

研发基地
●.英国科学与工程研发基地是世界一流的
●.与英国大学的长期研发合作非常重要

制造业

●.一些公司认为在英国进行研发，在国外进行制造是最好的选择
●.政府需要致力于稳定或重新制定相关支持方案以保持价值
●.国际许可被视为许多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路径

设施

●.非常需要公共资助设施（如生物铸造厂和pulp.mills）
●.中小企业负担不起昂贵的设备，他们需要相关设备和专业知识的支持
●.考虑建立国家化学品生物加工研究所

总结
●.工程生物学对英国生物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关注一系列应用/领域，而不仅是医疗保健，这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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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可持续食品和农业工程生物学
工作组分析了英国农业食品行业的当前趋势和需

求，以及工程生物学可以发挥的作用，调查访谈了

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9家初创企业、1家非营利

性企业、2家大型公司、4家研究机构、1家公共资

助组织和1家风险基金。

工作组提出了该领域的发展目标：（1）保障食品

安全和食品质量，（2）减少碳排放和废物产生，

（3）改善公共卫生，（4）刺激国家经济和自给

自足。提出了5项建议：（1）农业食品领域的战

略投资，（2）绿色技术的战略投资，（3）创造

有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4）支持转化和创新管

道，（5）创建支持性的行业基础架构。这5项建

议相互影响，可能对英国生物经济及实现2050年

净零排放目标产生协同影响（图2）。

图2　农业食品工程生物学领域：可能性和需求概述

4.3 医疗保健领域的工程生物学
2019年，医疗保健行业的全球营业额为700亿英

镑，复合年增长率>3%；该行业增长由于“新市

场”产品的驱动，使其成为英国研发最密集的行

业。工程生物学已被确定为医疗保健、治疗学、诊

断学和公共卫生等多个部门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尤

其是新冠疫情凸显了工程生物学在英国医疗行业的

重大优势。通过工程生物学促进医疗行业的增长，

需要以下5项关键干预措施。

○.建立灵活的监管体系，消除开发和使用新疗法

的障碍，使英国成为全球制药公司的首选地。

○.投资工程生物学增长加速器计划，确保英国的

工程生物学具有超越全球竞争对手的实力。

○.投资工程生物学用于医疗的催化剂和相关基

金，将英国的尖端研究与行业和患者的需求联

系起来。

○.通过资助博士培训项目，培养世界一流的工程

生物学人才。

○.重点资助战略设施网络，这些设施目前是英国

工程生物学研发的关键。

来源：EB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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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的生物经济格局

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学和工程生物学相关机遇

▲

Lewis-Burke.Associates.LLC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2021年7月，该机构发布题为《美国

联邦的生物经济格局：与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学和工程生物学相关的机遇》（The.Federal.Bioeconomy.

Landscape:.Opportunities.Related.to.Biotechnology,.Synthetic.Biology,.and.Engineering.Biology）

的报告。报告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发展未来生物经济的优先事项，总结了联邦政府各部门（国防部、能源

部、国家科学基金、国立卫生研究院、农业部等）在生物技术和合成/工程生物学领域的一些举措。

编者按：

美国联邦政府对合成生物学、工程生物学和生物技

术等相关领域的研发投入历年来都是采取分散的方

式，各机构对生物经济及其组成部分有各自的定义

和标准，这使得捕捉生物经济的广度及其相关的各

个技术领域具有挑战性。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认

识到联邦政府在国家生物经济方面协调努力的必要

性，并通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为促进

和保护生物经济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

◇.2012年4月，奥巴马政府发布国家生物经济蓝

图，旨在指导联邦机构相互合作、与私营部门合

作，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公共

卫生、推进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等。“蓝图”为美

国制定了战略目标，以实现充满活力的生物经

济，强调了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交叉领域的基础

研究和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监管、劳动力发展

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2019年10月，特朗普政府主办了美国生物经济

峰会，联邦官员与私营部门的生物经济专家齐

聚一堂，讨论美国在全球生物经济中的领导地

位，以及与生物经济相关领域面临的挑战与优

先事项。峰会强调了生物技术可以帮助建立生

物经济的“未来产业”，并指出劳动力、数据

和基础设施、跨部门合作以及监管创新对于维

持和加强生物经济都至关重要。

此外，多个智库或社会团体也在讨论生物经济以及

其重要研究方向。2019年，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

联盟（EBRC）发布了题为《工程生物学：下一

代生物经济的研究路线图》的战略研究报告，概

述了技术主题（工程DNA、生物分子工程、宿主

工程、数据科学）以及生物经济的应用领域（工

业、健康和医药、食品和农业、环境生物技术、能

源）。随后，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

和医学院发布了一份《维护生物经济》的报告，并

得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的支持。

报告研究了如何定义、衡量和预测美国的生物经

济，以及如何衡量美国在全球生物经济中的领导地

位，并就生物经济的定义达成共识：

“美国生物经济是由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和

创新驱动的经济活动，并由工程、计算和信息科学

的技术进步所推动。”

1  拜登政府的生物经济优先事项

目前，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从健康和经济的角度

解决持续的COVID-19大流行、促进种族平等和

应对气候变化。生物技术和合成/工程生物学与应

对气候危机、改善公共卫生尤其相关，未来几年，

联邦政府对于这些领域相关的生物技术投资可能会

增加。拜登政府也可能将公平视角应用于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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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物经济的进步，采取措施确保生物技术衍生产

品和服务不仅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并且制造此类产

品的过程不会对弱势群体造成伤害。

由于该领域的去中心化性质，很难计算出2022财

年和前几年联邦对生物技术和合成/工程生物学投

资的确切水平。此外，与其他新兴技术领域不同，

联邦政府不提供年度总支出的估算。然而，拜登政

府在其2022财年预算申请中强调的多个学科和技

术优先事项都涉及生物技术，或将助力美国生物经

济的发展。下面是一些关键信息。

◇.拜登政府提议建立两个新的高级研究项目机

构，一个专注于健康和生物医学（ARPA-

H），一个专注于气候（ARPA-C）。两者都

将投资突破性技术，很可能包括合成生物学和

工程生物学等领域的技术，并有可能随时调整

各自的重点领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将生物技术拟议为

新的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的重点领域。

◇.国防部（DOD）、能源部（DOE）、国家标

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研发活动中都增加

了对生物技术的投资。

除了在年度拨款法案中对联邦机构的支持，拜登总

统还在他提出的美国就业计划中强调了对生物技术

等“未来产业”的持续关注，该计划将促进美国的

基础设施现代化、刺激气候行动、加强劳动力和教

育，提升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如果国会通过，计划

将向NSF拨款500亿美元用于支持生物技术等新兴

技术领域为重点的协作与转化研究。美国就业计划

还将为联邦机构提供300亿美元用于包括生物技术

在内的未来工业。

拜登总统通过选择科学顾问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

室（OSTP）主任，表达了其对生物科学和生物

经济的兴趣。除了首次将OSTP主任提升为内阁

级别外，拜登总统还选择了遗传学家与数学家Eric.

Lander博士担任这一职务。这是首次由生命科学

背景的科学家担任OSTP主任，强调了政府对生

命、生物医学，以及生物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重

视。拜登总统2021年1月给Eric.Lander博士的信

中，特别强调了合成生物学是美国保持经济繁荣和

领导地位的新兴技术之一。

2  国会的关注点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正在起草和推进

2022财年拨款法案，其中包括对生物技术、合成

生物学和工程生物学的投资。撰写本报告时，众

议院拨款委员会已推进了2022财年的全部12项法

案。总体而言，众议院法案普遍支持拜登政府提出

的资助提案，包括增加对NSF、DOE、NIST和

NIH等联邦机构生物技术领域的资助。参议院尚未

提出任何2022财年拨款法案。尽管国会在继续就

2022财年最终拨款进行谈判，但与美国生物经济

相关领域的前景仍然充满希望，因为这些领域在解

决美国全球科学竞争力、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方面

已经证明了其巨大的潜力。

除拨款外，参议院于2021年6月通过《生物经济

研究与发展法案》，并将其作为《2021年美国创

新与竞争法案》（USICA）的一部分。众议院还

于2021年7月重新提出了生物经济法案，并计划在

2021年晚些时候推进。这两项生物经济法案非常

相似，关键条款包括：

◇.通过OSTP启动国家工程生物学研究与开发计

划，加强和扩大国家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包括特

别推进研究与开发、先进生物制造，培养未来的

生物经济劳动力，以及支持在伦理、法律、环

境、安全、安保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支持为生物经济相关研究工作创建数据库和.

工具；

◇.扩大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对下一代研究人员

上
海
市
生
物
工
程
学
会



合成生物学 2022 年专题信息合辑

28

的教育和培训；

◇.为生物经济相关工作的主要联邦机构提供研

发指导，包括NSF、NIST、DOE、DOD、

NIH、NASA、USDA、FDA和EPA；

◇.指导国家科学院评估与工程生物学相关的伦

理、法律、环境、安全、安保和社会问题。

国会可能会在2021年底通过一项生物经济法案，

建立为期10年的倡议，帮助维持美国生物经济的领

导地位，类似于之前在量子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方

面的立法。

3  联邦各机构的相关支持

以下介绍美国主要联邦机构在生物经济相关的研究

重点、资助机会和其他主要行动。

3.1 国防部
国防部（DOD）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办公室

（OUSD(R&E)）指出，生物技术是国防现代化

的优先事项。国防部寻求生物技术支持的新能力，

包括材料和系统工程、军事医学、作战人员性能、

化学和生物防御，以及传感/通信/控制方面的进

步。过去一年中，OUSD(R&E)发布了多个资助

机会，支持生物技术领域的工作：

◇.2020年12月，国防部发布国防教育计划

（NDEP）的资助公告（FOA），寻求在实施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生物技

术，以及公民教育上的创新应用。三个重点领

域之一包括生物技术的推广和劳动力发展。

◇.2020年，国防部宣布向生物工业制造与设计生

态系统（BioMADE）提供8700万美元、为期

7年的资金支持，这是一个由EBRC创建的非营

利组织，旨在促进可持续和可靠的生物工业制

造技术。国防部还支持了先进再生制造研究所

（ARMI），其使命是“使工程组织和相关技术

的大规模制造切实可行，造福现有行业并发展

新行业”。

◇.2021年3月，国防部发布两项提案请求（RFP），

旨在传统黑人大学（HBCU）或少数族裔服务机

构（MSI）建立各自的材料科学和生物技术卓越

中心。

◇.2022财年，陆军申请2000万美元用于应用研

究和5000万美元用于利用生物技术建立新的弹

性供应链（T-BRSC）计划。该计划将探索和

展示新型生物技术工艺和材料如何解决军队供

应链的脆弱性和需求。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生物技术办

公室（BTO）旨在“开发确保生物安全、生物安

保，生物硬件、数据和信息的生物网络安全，以及

保护生物经济的新技术和方法。”.BTO通过广泛机

构公告（Broad.Agency.Announcement，BAA）

寻求和接受研究提案，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抗

击流行病，创新生理干预、人类表现和作战人员准

备，以及对不断变化的生态和环境的深入探索，提

高美国对相应变化的应对能力和复原力。”.

DARPA在2022财年已申请约4700万美元用于5

个新的生物技术相关计划，包括环境微生物作为生

物工程资源（EMBER）、仿生海岸防护、生物网

络安全（BCS）、下一代战斗伤亡护理、分布式

获取关键生物治疗药物。

国防部的以下组织也在支持生物技术/合成生物

学的研究

◇.海军研究作战人员性能办公室。该部门“通过

生物工程和生物机器人系统、医疗技术、改进

人力、人员、培训和系统设计来提高作战人员

的效力和效率。”

◇.人类与工程系统部。该部门的使命是“指导、

规划、促进和鼓励与海军需求有关的认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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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算神经科学、生物科学和仿生技术、生

理学和生物物理学、免疫学、社会/组织科学、

培训、人为因素等。”

◇.作战人员保护和应用部。该部门的任务是“开

展研究和技术示范项目，旨在维护海军和海军

陆战队人员在训练、日常作战、特种作战和战

争期间的生存、健康和表现。”

◇.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化学和生物科学。该部

门的任务是“负责化学与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

活动，支持基础化学、生物学、力学和生物物

理学研究，为空军提供新的选择，提高性能和

操作灵活性。”

◇.陆军研究办公室（ARO）：物理科学。该部

门的任务是“重点发现、理解和利用物理、化

学和生物现象的基础研究。研究具有基础性，

但从长远看，这一领域的发现有望在传感、通

信、保护、伤口愈合、电力/能量存储和发电，

以及材料方面，使陆军系统性能远远超出当前

限制，带来革命性的能力。”

◇.ARO生命科学部。该部门的任务是开展“生物

相关学科，包括合成生物学、生物材料、生物/

生物界面和生物效应等基础研究。”

3.2 能源部
2021财年，美国能源部（DOE）斥资7亿美元支

持生物技术研发，以满足交通、工业和农业的脱碳

工作。能源部的投资主要用于生物工程和生物加工

技术的基础科学和工具开发，改造微生物和植物用

于生产生物燃料和生物产品，以及提高生物能源作

物、残渣和土壤固碳的能力。能源部支持生物技术

的主要项目包括：

◇.生物与环境研究（BER）计划中的生物系统

科学：这个4亿美元的计划支持生物技术方法

开发，例如基因组测序、蛋白质组学、代谢组

学、结构生物学、高分辨率成像及表征，以及

将信息集成到计算模型中，以促进对DOE任

务目标生物系统的预测性理解。其中，生物系

统设计研究是关键，探索基因组途径设计、新

的安全基因编辑技术和多基因堆叠技术，以设

计植物和微生物的新功能。BER还支持微生物

组研究，以提高对环境中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群

落功能基因组机制的理解。这些信息有助于了

解植物和微生物如何影响环境中碳、营养物质

和污染物的循环，建立更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BER还投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大型数据集

分析以帮助发现新的途径以及对生物系统功能

的关键见解。BER目前支持了4个生物能源研

究中心（每年1亿美元），以可持续地从可再

生植物生物质中生产一系列生物能源和生物产

品。BER还投资了新的量子设备，用于成像生

物过程，并以非破坏性的方式对细胞代谢过程

进行可视化。

◇.基础能源科学（BES）中的生物科学：能源部

出资2.28亿美元支持生物化学、化学和生物物

理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植物和微生物的能量捕

获、转换和储存。研究重点包括自然光合作用中

光捕获和能量载体的产生和运输机制，对控制能

量和分子转换的氧化还原和活性位点蛋白质化学

的分子水平的理解，以及生产生物分子的合成途

径的生化和生物物理原理。BES还支持生物分

子材料研究，创建稳健、可扩展、与能源相关的

材料，以及催化科学和太阳能光化学，为构建仿

生、生物混合和仿生系统奠定基础。

◇.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ARPA-E）：过去

几年，ARPA-E投资4700万美元支持了3个

生物技术项目，包括确保清洁能源关键材料

稳健供应的生物技术、农业资源和管理中可

再生运输燃料的监测和分析系统（SMART-

FARM），以及用于生物经济的能源和碳优化

合成（ECOSynBio）。

◇.能量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EERE）中的

生物能源技术办公室：能源部出资5700万美

元用于开发生物工程技术，以优化微生物中燃

料、化学品和材料的生产。该项目支持的Ag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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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Foundry是由7个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组成的

联盟，该联盟利用设计-构建-测试-学习循环，

目标是将新生物衍生分子推向市场的时间和成本

减少50%。该项目还支持生物工程（包括酶水

解、发酵、下游分离和催化），以及塑料解构和

升级循环的生物学方法（包括优化新型酶）。

2022财年，能源部还计划在生物技术方面进行额

外的资金募集，主要包括：

◇.支持新型聚合物升级回收方法的先进制造研究

（1000万美元）。BER更关注生物设计和合成

生物学方法的新扩展，设计新的植物和微生物

衍生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可以推动新生物技术

在资源回收和再循环中的应用。

◇.陆地系统碳封存的生物系统设计（1000万美

元）。支持在植物和微生物中进行有机/无机/混

合材料的可编程生产和/或解构，目标是了解控

制土壤-微生物-植物与控制碳周转的环境相互

作用的关键分子过程。

◇.可编程生物材料和生物催化剂（1000万美

元），包括研究生化过程和结构使其作为具有

所需功能和特性的仿生、生物混合和仿生系统

的基础。

◇.ARPA-E尚未制定2022财年的筹资申请，但正

在探索新的筹资机会，重点是生物燃料的传感、

分析和表型组学，合成生物学用于关键材料的研

究，以及提高生物转化平台碳效率的新技术。

3.3 国家科学基金
根据国家科学基金（NSF）的预算申请，2022财

年计划投资3.8226亿美元用于生物技术研究，包

括数据、工具、基础设施、劳动力能力和创新等，

比2021财年的资金增加了25%。NSF计划在各个

部门广泛支持生物技术领域的活动，包括“基因组

学、蛋白质组学、合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生物

信息学、计算生物学、数据分析、结构生物学、生

物物理学、组织工程和新型生物材料的开发、生物

探针、生物基微电子学和生物制造”。NSF还将

支持教育和培训活动，以确保采用对社会负责的新

兴生物技术。同时，NSF拥有许多支持生物技术

奖项的大型资助机会。NSF在生物技术领域也有

一系列长期资助机会，包括科技中心（STC）和

生物整合研究所（BII）。

NSF的生物科学部（BIO）、工程部（ENG）以及

数学和物理科学部（MPS）在过去几年中对生物技

术的投资最多。MPS咨询委员会还成立了合成生物

学小组委员会，为该领域的未来活动提供建议。

◇.BIO在网站上有关于生物技术活动的总结。现

有和未来的生物整合研究所，以及Rules. of.

Life.Big. Idea支持的项目也将在推进生物技术

的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MPS支持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生物技术分子

基础（MFB）、生物材料（BMAT）、用于

信息存储和检索的半导体合成生物学（Semi-

SynBio-II）.、数学生物学、NSF/NIH联合支

持的生物和数学科学接口（DMS/NIGMS）、

NSF-Simons复杂生物系统数学研究中心

（MathBioSys），以及人工智能和高级数据科

学（SCH）时代的智慧健康和生物医学研究。

◇.ENG通过化学、生物工程、环境和运输系统

（CBET）部门内的工程生物学和健康集群支

持生物技术活动。ENG支持的生物技术计划还

包括：.设计超越进化界限的合成细胞（设计细

胞）；化学、生物工程、环境和运输系统中的

环境融合（ECO-CBET）；通过定向分化编

码（RECODE）实现的可再生细胞和类器官。

2022财年，NSF计划对基础研究（包括上面强调

的项目）进行新的投资；计算和物理基础设施领域

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以及中型设施；概念验证

开发；以及教育和劳动力发展。生物技术将成为

2022财年NSF研究培训（NR.T）计划的重点领

域之一。新的转化、创新和伙伴关系（TIP）理事

会将支持“以使用为灵感、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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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创新”，并将生物技术作为优先领域之一。在

TIP中，NSF在2021年9月征集新的区域创新加速

器（RIA）。RIA将在10年内提供1亿美元资金培

育新的创新生态系统。NSF还支持了“生物经济

创新：促进转化和合作伙伴关系”的研讨会，其中

包括5个生物技术相关主题，旨在帮助确定NSF未

来优先事项：（1）可持续地养活地球；（2）无浪

费的世界：循环生物经济；（3）迈向更健康的星

球：从分子到生态系统；（4）缓解气候变化的生

物；（5）生物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

3.4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在生物经济中的

作用主要是支持新兴生物技术的测量科学、验证数

据和标准开发等。根据OSTP的建议，NIST的任

务是推进“通过生物技术、组学、生物安全和数据

分析等，推动医疗保健药品、制造业和农业等多个

领域的经济增长”的研发。NIST也是美国的国家

计量研究所，为国内外生物技术供应链的国际测量

标准提供可参考材料。

截至2020年2月，NIST支持生物经济方面的投资

总额为3050万美元，包括在工程生物学、生物制

造和再生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NIST材料测量实

验室主要通过生物系统与生物材料部、生物分子测

量部支持生物经济相关的工作。

NIST还通过其制造创新机构（例如美国制造）来

支持生物经济，在技术、供应链和劳动力发展方面

的公私合作来促进先进制造业。以下机构有助于

NIST在生物经济中发挥作用：

◇.国家生物制药创新研究所（NIIMBL）：NI-

IMBL由NIST出资支持，旨在“加速生物制药

创新，制定能够实现更高效和快速制造能力的

标准，教育和培训世界领先的生物制药制造领

域人才，从根本上推动美国的行业竞争力。”

◇.BioFabUSA/先进再生制造研究所（ARMI）：

BioFabUSA由DOD支持，旨在支持“大规模

制造工程组织和与组织相关的技术。”

◇.生物工业制造与设计生态系统（BioMADE）：

BioMADE是国防部支持的研究所，重点关注

推进可持续和可靠的生物工业制造技术。其工

作包括生物工业制造应用，例如：化学品、溶

剂、洗涤剂、试剂、塑料、电子薄膜、织物、

聚合物、农产品（如原料）、作物保护解决方

案、食品添加剂、香料和香精等。

在2022财年预算申请中，NIST与生物经济相关

的资金从1400万美元增加到3400万美元，资金

将主要用于“开发工程生物学的能力，推进生物

制造工艺和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与生物数据融合

创新的新测量技术。”NIST表示，增加对工程生

物学的投资将有助于开发“传染病的快速检测方

法、疫苗和疗法的评估”，以及“减轻两用和新

兴生物技术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2022财年，

在众议院商业、司法、科学和相关机构的法案

中，NIST将增加850万美元用于支持“美国生物

经济”的发展。

3.5 国立卫生研究院
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中与生物经济最直接相关

的领域是合成生物学。美国国家生物医学成像与生

物工程研究所（NIBIB）是资助和协调合成生物学

研究的主要机构，从2017年首次与国家癌症研究所

（NCI）、国家补充和综合健康中心（NCCIH）联

合发布了资助公告，征求关于合成生物学创新工具

和技术开发，以及它们在生物医学研究和人类健康

中应用的研究建议。截至到2021年初，NIH通过该

公告资助了近1000万美元的研究。

随着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扩展，NIH对该领域的支持

与日俱增。2020年秋季新发布的合成生物学在生

物医学领域应用的特别关注通知，有5个研究所和

中心开始资助该领域，分别是：国家人类基因组研

究所（NHGRI）、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IA）、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国家儿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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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NIH相关研究所/中心支持的合成生物学研究方向

研究所/中心 支持的合成生物学研究方向（示例）

国家生物医学成像

与生物工程研究所

●.在生物和仿生系统中实施调节和决策策略的工程生物线路
●.用于治疗和诊断应用的工程细胞和组织
●.用于生物控制的传感器、处理器、执行器和其他模块
●.进行分析检测的生物传感器及用于成像的造影剂和探针

国家癌症

研究所

●.开发与癌症研究和癌症管理相关的新型合成生物学方法和工具
●.使用合成生物学方法开发新的细胞、组织和基于动物的模型系统，用于研究癌症发展、进展和/

或对治疗反应的基本机制
●.利用合成生物学方法开发和评估与人类癌症相关的新型诊断、预防和治疗方法

国家补充和综合

健康中心

●.使用合成生物学工具识别植物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的基因簇或途径
●.利用合成生物学工具提高植物基产品的生产
●.通过合成生物学工具组装生物合成机器，优化植物天然产物在异源宿主的产量
●.合成微生物组和益生菌，用于感知宿主与肠道微生物组的相互作用并改善人类健康.

国家人类基因组

研究所

●.合成基因组工具和方法用于研究全基因组的功能
●.利用合成工具和设备进行高通量的功能基因组分析
●.设计和合成特定序列核酸分子的新方法和工具

国家老龄化研究所

●.为实验动物或人类衍生的类器官和细胞培养系统开发老龄化特征的生物合成模型
●.开发用于调控和重新编程老化系统以加速/延迟衰老的工具和技术
●.应用合成生物学方法开发生物医学技术，以跟踪临床前研究中基于老年科学的干预措施
●.开发适用于老龄人群多种疾病的合成生物学工具和技术
●.应用合成生物学方法对老化和/或病患的神经系统进行重编程和重编写

国家过敏和

传染病研究所

●.基于新的细胞、组织和基于动物的模型系统等基础研究，更好地了解传染病和免疫紊乱的复杂

性和/或此类疾病/紊乱中的免疫反应
●.设计和开发新型传感器、疗法、抗体或疫苗的工具和技术，以克服传染病诊断、预防、治疗和

根除/治愈等方面的障碍
●.用于精确检测、靶向和治疗广泛的传染病和免疫疾病的转化和临床研究，包括重塑疾病微环境

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NICHD）和国家综合医学

研究所（NIGMS）。自2017年以来，特别关注通

知的总体目标已经扩大，其目标旨在：

◇.开发控制和重新编程生物系统的工具和技术；

◇.应用合成生物学方法开发生物医学技术；

◇.增加对与人类健康相关的合成生物学基本概念

的理解；

◇.通过合成生物学方法的应用获得基础生物学.

知识。

表1总结了参与的研究所和中心对合成生物学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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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NIH也会发布与合成生物学主题相关的更具

体的资助公告。近期，NIBIB和NCI联合发布了一

份针对癌症应用的工程生物学方法的征集。该计

划从2021年10月开始通过U01合作协议资助，将

“开发和应用新的合成生物学方法以应对癌症研究

领域的挑战。项目必须定义一个重要的癌症研究问

题，并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解决该问题。”

3.6 农业部
农业部（USDA）校外研究机构国家食品和农业

研究所.(NIFA).提供了许多研究机会，最引人注目

的是竞争性农业和食品研究计划（AFRI）。AFRI.

2022财年预算申请为7亿美元。AFRI的两项研究

征集（RFA）预计未来6个月内公布：

◇.可持续农业系统（SAS）：2021年12月获得

1000万美元的RFA，并有机会获得中型奖项，

包括以下重点领域：

. o.气候智能型农业

. o.清洁能源和其他高价值生物基产品的来源

. o.营养安全

◇.基础与应用科学：2022财年和2023财年的RFA

预计将于2022年初发布，重点关注以下领域：

. o.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 o.人工智能和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应用

. o.机器人、无人机系统、物理网络系统、大数据

. o.增加对植物和动物育种的投资

. o.新兴技术：基因编辑、机器学习、新产品生产

. o.生物安全、微生物组、抗菌素耐药性

3.7 国家航空航天局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任务理事会、生

物和物理科学部门（BPS）支持极端条件下生物

系统的研究，例如重力和辐射改变。科学家们利用

这些数据为重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做出贡献，

不仅使太空探索成为可能，而且使地球生命受益。.

2022财年，NASA预算申请为BPS提供1.091亿

美元，用于“提供竞争性资助，开发关键设备和流

程支持新实验，并与学术界、商业界和其他政府机

构分享成果。”

国家儿童健康与

人类发育研究所

●.在动物模型系统中使用合成生物学工具和方法进行胚胎发育过程的系统和定量研究
●.工程化动物、人类多能细胞和类器官，推进出生缺陷研究
●.开发用于体内测量对胚胎形态发生至关重要的生物物理参数的合成生物学工具
●.开发内源性组织再生研究的合成生物学工具
●.利用合成生物学方法和工具开发诊断、预后、预测或治疗性合成生物标志物，用于NICHD关注

的人群
●.开发与构建合成生物体，将有效载荷递送至目标组织或细胞进行疾病治疗

国家综合医学

研究所

●.建立用于发现、开发或制造生物材料的体内或无细胞方法
●.建立表征和测试复杂细胞和代谢过程（例如微生物组）的模型
●.开发更安全、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早期递送策略，包括用于合成读取和控制目标分子释放的

调控系统
●.单细胞水平的基因型-表型表征的合成报告系统
●.可靠和可重复地构建合成控制网络的基因组编辑工具
●.将生物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转化为新技术（例如，生物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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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在2021年第一季度通过空间和地球科学研

究（ROSES）综合征集发布了年度资助机会。

在2022财年，NASA要求为BPS增加3000万美

元，加速变革性科学，包括加速开发用于空间生物

学应用的月球探索，将“在月球上进行生物研究，

以促进地球上的技术进步并将技术转移到太空。”

NASA先进探索系统（AES）正在开拓新方法，

用于快速开发原型系统、展示关键能力，验证未来

人类任务超越地球轨道的操作概念，包括合成生物

学的应用。NASA.Ames研究中心的太空合成生

物学（SynBio）项目正在开发可以通过生物制造

按需生产有价值产品的技术，例如维生素和药物。

BioNutrients实验是SynBio项目的组成部分，将

测试一种太空营养素的生产方法，该方法利用基

因工程的面包酵母和可延长保质期的生长基质来生

产特定的抗氧化剂，例如胡萝卜素和玉米黄质。

NASA的其他合成生物学研发活动还包括：

◇.SynBio项目团队正在开发一种技术，该技术

可将二氧化碳和水化学转化为有机化合物，这

些有机化合物通过“喂养”微生物生物制造系

统，制造食品、药品和塑料等产品。

◇.Ames研究中心的真菌建筑项目正在设计原型

技术，可以在月球、火星和其他不具有生命的

地方“培育”栖息地，其主要构成部分是真菌

和菌丝体。这项研究得到美国宇航局创新先进

概念计划的支持。

NASA还通过国际空间站国家实验室（ISSNL）

支持生物技术研究。太空飞行研究表明，利用微重

力可以更好地了解基础生物学和植物科学，加速医

疗保健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几家制药公司正在利用

太空飞行对流体动力学的独特影响，寻求改进药物

设计的蛋白质结晶的研究，通过改进诊断和药物输

送系统推动精准医学的发展，利用微重力环境3D

打印人体组织等。

来源：Lewis-Burke Associates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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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合成生物学的前景与协会活动

▲

英美等国的合成生物学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产业发展都已经相对成熟，而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成

生物学仍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资助计划、技术的商业转化、公众认知和监管等各方面都将是

21世纪合成生物学需解决的关键问题。2021年12月，德国的研究团队在Biotechnology.Notes上发表综

述，回顾了德国和欧洲的合成生物学前景，系统总结了德国合成生物学协会（German.Association.for.

Synthetic.Biology，GASB）通过相关活动和社团建设解决合成生物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编者按：

2000年以来，合成生物学领域一直在成长和发

展，并且正逐步走向成熟阶段。考虑到“合成”

听起来像是“生物”的对立面，可能会让一些人

感到困惑。这里的“合成”表示自然界中不存在

的；然而，合成生物学研究的是生物部分。合成

生物学研究的是创造新的生物元件和装置，以可

预测和可复制的方式实现所需的新功能。在许多

国家，社会对合成生物学这样的新兴技术可能带

来的潜在风险、伦理及社会挑战与影响都持有矛

盾的看法。此外，对合成生物学基本原理认知的

缺乏及局限性也导致了这种不信任，这也影响了

该领域发展的政策管理框架。为了推进合成生物

学的发展，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和公众进行全

面公开讨论，以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潜在的挑

战，并且要以公众更易理解的方式。

因此，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合成生物学相关协会，与

合成生物学的专家建立联系，并成立利益集团，

促进该领域的互动、合作、教育、技术转让或决

策等。例如，德国合成生物学协会（GASB）、

美国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EBRC）、加拿大

合成生物学（SynBio.Canada）、法国合成生

物学协会（AFBS），新加坡合成生物学联合会

（SINERGY）、欧洲合成生物学协会（EuSyn-

BioS）、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SBA），以及亚

洲合成生物学协会（ASBA）、非洲合成生物学论

坛（SynBio.Africa）、Omic.Engine（希腊合成

生物学设施）等。

1  德国的合成生物学发展

德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许多非专业人士都认为

合成生物学研究主要是在学术机构进行。公司（少

数初创公司除外）目前很少在官方网页上提及“合

成生物学”这个术语。由于欧洲各高校都在参加

“国际基因工程机器竞赛”（iGEM），合成生物

学在欧洲社会得到了更多关注。欧洲的参赛队伍也

在竞赛中表现出色，这表明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合成

生物学在理念和技术方面都很有竞争力。

从2009年第一批合成生物学研究的教授职位公布

以来（图1），德国高校陆续设立了更多相关职

位，成立了多个研究集群、项目和中心。这些举措

为德国合成生物学的进步，以及更大更强社团建立

奠定了基础。这些中心通常有一个特定的重点，如

合成微生物学、光遗传学、植物合成生物学或代谢

工程，同时也是当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联盟。

例如，MaxSynBio是一个由马普学会和德国联邦

教育与研究部联合组建的分布式研究网络，专注于

研究细胞的基本机制以及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

创造最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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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合成生物学相关出版物中有10%来自德

国，这一比例与英国和中国相似。美国在2015年

相关出版物中占比50%，是德国的5倍。根据澳

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合成生物学研究影响力排名，

2016-2020年，美国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中

国、英国和德国（研究影响力是国家生产力的指标

之一，通过出版物数量、资源、设施以及引用量表

图1　德国合成生物学协会（GASB）发展的时间表

示质量）。尽管德国是领先的工业国家，但是与欧

洲大部分国家一样，德国的研究经费以及分配给合

成生物学研究的经费数额都要低于美国、英国或中

国等国。导致德国研究经费不成比例或者减少的原

因之一可能是德国研究基金会（DFG）的项目中

没有设置合成生物学、生物技术或其他面向生命科

学的应用或领域。

在许多欧洲国家，真正从事合成生物学的公司并不

多，在德国更是如此。只有少数初创公司是利用合

成生物学方法，将生物来源的化合物取代利用化学

方法生产的各种化合物。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创业生

态系统缺乏足够的融资机会、商业培训和监管支

持。后果之一就是，专注于合成生物学的德国初创

公司非常少，而美国和英国有许多合成生物学初创

公司。例如，2019年，德国60亿欧元风险资本中

只有1.5%投资在生物技术初创企业。2016-2020

年，美国对合成生物学的投资近40亿美元，中国

约2亿美元，英国约1.6亿美元，法国约6000万美

元，瑞士约3500万美元，而德国对生物技术（包

括合成生物学）的投资仅1000万美元。拜耳是德

国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工业巨头之一，该公司认识

到合成生物学等生物技术带来的“生物革命”的潜

力，并发起拜耳飞跃计划。2015年以来，拜耳投

资超过10亿美元来应对这些挑战。目前，拜耳飞

跃计划已支持了23家公司开发保健产品，22家公

司开发农业应用。大多数接受支持的公司在美国，

少数在加拿大、以色列和欧洲，只有1家（开发医

疗症状评估应用程序）在德国。与技术转让相关的

基础设施的缺乏和对初创企业资助的不足是合成生

物学行业参与者数量有限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

因素是德国学术研究团体相对更关注基础研究而非

应用领域。

除了上述这些现状与影响因素，合成生物学在德国

的发展仍然比较困难。合成生物学出现的最初阶

段，许多国家和欧洲领先机构编写报告评估这一学

科领域的潜力和风险及其对研究的影响。然而，

20年过去后，德国仍然缺乏自己的合成生物学路

线图，2020年的德国国家生物经济战略也没有提

到合成生物学或相关概念。总体而言，合成生物学

的概念在德国并不一致。这个词本身没有统一定

义，也经常被重新解释，含义也有所不同，这使得

传递合成生物学相关信息具有挑战性，也会影响公

众对合成生物学以及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看法，

进而影响德国和欧洲对合成生物学的监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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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成生物学的社团建设

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多是从其他学科（如微生物

学、植物科学、遗传学、生物物理学、工程学、生

物信息学）进入合成生物学领域，因此，他们通常

也是其他协会的成员。一些协会在其组织结构内成

立研究小组，将从事合成生物学工作的科学家纳入

其中，这有助于将现有学科的利益相关方与合成生

物学联系起来；但由于德国缺乏跨学科的协会，不

同协会的合成生物学工作者之间无法进行充分交

流。尤其是将该领域视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年轻合成

生物学科学家和学生，面临着无法与其他合成生物

学家沟通的挑战。长期以来，年轻合成生物学家唯

一的平台就是iGEM竞赛。

在伦敦举行的合成生物学6.0（SB6.0）会议期

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利益相关方举行会议，

讨论了建立社团的必要性，旨在促进合成生物学作

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此外，在新加坡举办的合成生

物学7.0（SB7.0）会议期间，德国合成生物学家

探讨了德国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以及如何促进与合成

生物学各社团的互动。这些交流为合成生物学协会

和有组织的社团建设奠定了基础。

iGEM的社团建设活动
iGEM竞赛是全球学生参加的合成生物学竞赛，年

初组建团队，提出项目设想，然后在博士生、博

士后及至少1名PI的监督下，一年内完成项目。从

10月底到11月初，参赛团队用海报和演示文稿展

示他们的项目。此外，还要创建一个网站（iGEM.

wiki）详细介绍他们的项目。参加iGEM竞赛意味

着在短时间内学习合成生物学知识，从如何创建模

块化生物元件到与社会伦理问题的探讨。

iGEM在德国有着悠久而成功的历史。从2006年

开始，德国高校就参加了iGEM竞赛。2012年和

2017年分别有11个和15个团队参赛。毫无疑问，

iGEM在全球范围内是许多未来合成生物学家的入

门体验。iGEM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建立合作关系，

促进交流、团队合作和社团建设。每年秋天的“大

狂欢”之前，德国国内或欧洲大陆的参赛团队都会

举行区域会议。

iGEMers相关会议平台的成功弥补了当时缺乏共

同交流的平台，它提供了科学交流、讨论和社团建

设的经验，也最终导致了德国合成生物学协会的建

立，将学生社区与研究人员和其他合成生物学利益

相关者联系起来。

3  德国合成生物学协会：推进国内外的合成生物学工作

3.1“自下而上”的社团基础与工作框架
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第一个研究中心是美国于2006

年成立的SYNBERC，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资助、多家高校参与建设。它支持各机

构的研究人员及其团队开展研究项目，以及培养下

一代的合成生物学家。SYNBERC成立了政策与

实践小组，向公众推广宣传合成生物学的案例。德

国合成生物学协会（GASB）在SYNBERC成立

10多年后才成立，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协会有所不

同。GASB是一个自下而上、社团驱动的组织，且

没有政府资助。它是由博士生和生物学专业学生于

2017春季在马克斯-普朗克陆地微生物研究所和马

尔堡大学创立的（图.1）。GASB是为德国的各种

合成生物学活动服务的公共平台，也是科学互动、

公众、政府及行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枢纽。由于合

成生物学的研究前景非常国际化，因此德国的合成

生物学协会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GASB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和国际利益相关方建

立了联系。例如，GASB是德国生命科学协会

（VBio）和欧洲生物技术联合会（EfB）的组成

部分，还积极参与其他合成生物学协会的活动，如

EUSynBioS、加拿大EBRC.SynBio，牛津大学

SynBio、AFBS、iGEM和AfteriGEM等。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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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的社团组成、政府结构等因国而异，甚

至在欧盟内部也是如此。因此，GASB认为，国际

合作对于全球推进合成生物学发展并将其确立为21

世纪的关键学科至关重要。

3.2 敏捷的组织结构
GASB的组织结构旨在反映德国合成生物学社团

的组成，其目前主要由大学生和研究人员组成。社

团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因此，有必要关注合成生

物学领域的下一代利益相关方。同时，整合当前的

利益相关者方是GASB社团建设多样化的关键。

GASB由指导委员会（SC）和咨询委员会（AB）

两个实体机构组成。SC由本科生和早期研究人员

组成，负责业务运营，包括所有活动、项目、合作

的组织，以及管理和财务。由于GASB是非营利协

会，SC所有职位每年都会增补，属于自愿参与且

没有报酬的。SC的主任、副主任以及财务人员对

协会负法律责任。除此之外，还有10名成员负责协

会的其他工作。AB由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主要利益

相关方组成，他们主要来自高校、研究中心和马克

斯·普朗克或亥姆霍兹学会等机构。AB成员由SC

与AB主席协商后任命，任期两年。

GASB的特点是结构精简，其建立的数字平台促进

了互动和即时决策，使GASB能够快速响应即将到

来的需求并采取行动。AB需要及时提供反馈以便

快速推进，这也是GASB敏捷的组织结构的特点。

GASB组织结构总体上具有高度包容性，促进了整

个社团的参与。

3.3 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进行社团建设
德国合成生物学学界在职业发展阶段和研究重点方

面存在差异，但在社团内部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利

益和需求。

GASB于2017年秋季组织了第一次科学会议（图1

和图2），此后每年都会举行，旨在促进社团内的

互动和交流。GASB会议激发了参与者之间的许

多合作，并有助于培养社团精神。除了研究成果的

交流外，会议还以开放的形式，对广泛议题进行讨

论，例如，德国合成生物学的现状、公众对合成生

物学的看法、欧洲法院关于CRISPR使用的裁决，

以及以合成生物学未来、合成生物学与产业应用、

合成生物学法律和监管要求、媒体中的合成生物学

等为主题的演讲。此外，第一次会议后，GASB创

建了一个合成生物学研究地图集，列出了积极致力

于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团队（图2），并每年更新。

为了促进学术研究以外的社团建设，GASB组织

了合成生物学世界咖啡馆，重点在于学术、工业、

政治和监管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合成生物学的未来轨

迹建立联系并集思广益（图1和图2）。2020年，

GASB还与德国高科技论坛开展合作，为德国联邦

政府提供相关见解（图1）。

3.4 政府参与和拓展
GASB的愿景是将合成生物学确立为21世纪的关

键学科之一，并将德国和欧洲作为该领域的先驱。

GASB的使命是通过与政治和政府利益相关者合

作，批判性地评估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情况，提高对

该领域的认识。

合成生物学与其他研究活动一样，主要依赖公共资

金，而公共资金在许多方面与政治利益相关方有

关，尤其是政府管辖区、条约和法规对德国国内合

成生物学前景产生影响。因此，与政府进行深入对

话有重要意义，也是协会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启动与议员的对话，并延伸到联邦、国家和欧洲各

级部门，是GASB活动的基石。欧洲法院关于使用

CRISPR.-Cas进行基因组编辑的管理决议使得

GASB向欧洲议会和100多个欧洲研究组织委员会

发表首个官方声明（图1和图2），旨在推动基因编

辑在农业和食品生产中的应用潜力。

在德国选举前，GASB还发出了“选举试块”

（Wahlprüfsteine）（竞选问卷；指的是GASB和

其他利益集团向参加联邦或州选举的政党发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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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用于听取该党关于具体议题的意见和计划），

此次问卷提供了对该党关于合成生物学的观点及其

下一届任期计划的见解。

德国以外的法规和政策制定也会影响德国国内合成

生物学领域的未来发展。GASB也积极参加全球生

物经济峰会或“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活动，并做出

了贡献。同时，GASB也意识到了与生物工程相关

的风险。因此，协会也在为提高合成生物学研究人

员对“两用”研究等特定主题的认识，防止因不知

情决策导致的潜在滥用；在相关会议上积极与军方

对话，探讨合成生物学的“两用”风险和潜力（图

2）。此外，GASB目前也正在开展对早期研究人

员进行合成生物学伦理方面的教育项目。

3.5 社会对话中的GASB
合成生物学在医学、食品或农业中的应用可能会

带来范式的转变，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影

响整个社会。公众对生物技术，尤其是合成生物

学的总体看法，受到媒体和流行文化的影响，但

有些观点并不一定是理性和现实的。与公众互动

非常必要，确保在平视的角度讨论其可能性及对

日常生活的影响。

疫情期间，GASB为公众开发了两个数字概念。

一方面，GASB与Oko.Progressives.Netzwerk

合作，定期组织关于可持续性和合成生物学之间的

在线讨论（图2）。另一方面，随着Netflix系列剧

《生物黑客》在2020年播出，GASB发起了“观

影派对”，并组织讨论故事的科学准确性。2021

年第二季度，GASB与Haus.der.Wissenschaft

合作，组织了观影派对后续的专家小组，讨论科学

以及流行文化对合成生物学公众认知的影响（图1

和图2）。

总的来说，GASB的合作活动是多方面的。GASB

试图遵循一种针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整体方法。

GASB认为，只有通过社团与公众、其他组织、

初创企业、成熟的工业部门和政治利益相关方的参

与，合成生物学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图2　定性描述GASB的活动形式及其对研究、政治、社会、产业和社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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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GASB通过相关活动，与合成生物学学界一起致力

于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并解决21世纪的全球

挑战。为了促进包括合成生物学在内的可持续生物

经济的未来发展，GASB建议加强德国国内合成生

物组织的基础建设。同时，相关协会应在国际层面

上团结合作，推进学科在本地的发展，加强社团建

设并满足国内需求。组建国际性的独立组织，为平

视交流提供框架并探讨相关议题。另一方面，合成

生物学仍然面临公众认知、资金、监管和商业转化

方面的挑战，需要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不仅是在德

国，在欧洲和全球也是如此。

来源：Biotechnology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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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十大未来挑战

▲

合成生物学走过了20年的历程，已经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不仅推动了生物经济的重大创新，还促进了生物

医学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多家合成生物学企业以1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基因组工程已经渗透到生命科学

研究的各个领域；DNA的编写、编辑和重新编码正在帮助解决长期存在的遗传疾病，更是在新冠疫苗研

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帝国理工的合成生物学团队2021年8月在Engineering.Biology杂志发表综述

论文，讨论了合成生物学相关的10项技术，包括从制造合成生命、细胞模拟器、定制基因组，到自动化、

深度学习和进化控制等工程生物学新方法；这些技术的预期和进步与合成生物学未来的研究和投资密切相

关。研究团队希望通过整理这份清单，分析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展望技术的发展。

编者按：

1  自动化和工业化组

合成生物学推动生物元件标准化发展的主要包括

2个原因：可重用性（reusability）和易于DNA组装

（ease.of.DNA.assembly）。标准化的建立能够

实现DNA构建的自动化，并扩大规模，以制造可并

行测试的大量工程细胞。这种构建和测试过程的.

“工业化”是合成生物学领域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

但目前仍然不常见。那么未来将会如何改变呢？

一些生命铸造厂和大公司已部署了自动化的“设

计-构建-测试-学习”（DBTL）循环工具。除了

各种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工具外，表征过的

元件库也有助于元件的选择和基因结构的设计。例

如，液体处理机器人能以高精度和快速高通量传输

微升、纳升甚至皮升的试剂，简化了复杂的实验流

程并提高了实验的重复性。数据处理工具对实验设

置进行编码并整理实验元数据，确保错误的可追溯

性。统计分析软件可解析大量数据、形成深层见解

并优化实验设计（DoE）策略，这将有助于未来

实验的开展。

未来十年，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将这些工具组合集

成，形成高效、多功能的管线，快速生成合成生物

学解决方案。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合成生物学新时

代日益增长的数字化，以及对于更好的数据基础设

施、管理和策略的需求。数据交换形式、本体论、

实验操作、实验数据和元数据报告的标准化，不仅

能促进DBTL循环的信息流动和不同平台间的数据

流动，还能实现不同研究团体和企业间更好地进行

开源软件开发和数据共享。除此之外，自动化还将

推动基因元件的标准化及其性能评估的需求，该领

域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可预测性，这也可能促进不同

生命铸造厂中主要宿主细胞和菌株更好的标准化。

应对这些挑战最快速的是几十家生命铸造厂和公

司，他们拥有自动化生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

为“云端实验室”运营的生命铸造厂和公司承诺

向合作伙伴和研究人员提供相关软件和平台，帮助

他们加快DBTL迭代周期，缩短整个领域的开发时

间。云端实验室通过改良工程菌株或进行大规模

筛查实验，可以让那些不具备合成生物学专业知

识或实验设施的人员快速启动科研项目。Ginkgo.

Bioworks和微软公司第二工作站（Microsoft’s.

Station.B）就是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研发集成的生

命铸造厂的典型案列；Synthace和Riffyn等公司

在实验室自动化和数据管理方面也已经占据一席之

地。目前，所有这些案例的重点都是在“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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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而非“构建”和“测试”，这也符合该

领域长期发展愿景。然而，合成生物学现阶段的问

题在于是否能够民主化地推进此项进展。对企业来

说，以专业工程承包商的身份进行竞争时并非是为

所有人开放；学术型生命铸造厂同样也面临挑战，

他们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通过云端实验室进行实验和

工作，其观点与传统科研机构的也不尽相同。因

此，更需要积极帮助学术界和工业界关注和资助合

成生物学，以推动该领域未来向自动化这种更有效

的工作方式转变。

2  DNA设计的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AI）和深度学习是现今期刊

论文、项目资助和初创公司中常见术语。生命科学

早期的显著成果是利用深度学习对显微镜图像进行

分类，以帮助预测蛋白质结构及其可用作抗生素的

药物分子结构。深度学习对合成生物学影响最大的

领域便是DNA设计，因为在DNA中进行遗传编码

其实是语言问题。

设计DNA是合成生物学的关键。然而，即便是编

辑简单的基因，也会让科学家犯难，但深度学习

可以在不知道确切细节的情况下将一类数据转换

为另一类数据，甚至可以在缺少一些系统基础知

识的情况下准确转换。自然语言处理（NLP）模

型GPT-3可以通过“小样本学习”（few-shot.

learning）生成令人信服的“人类”文本，已经引

发伦理争议。这展示了深度学习网络在解释和生成

DNA序列等更复杂语言任务中的巨大潜力。

相比其他学科，合成生物学在DNA设计领域更有

优势。由于基因组编辑和DNA合成技术的进步，

读取和写入数据不仅局限于所收集到的数据.，还

可以生成更具意义的训练数据并嵌入深层次的理

解。作为机器学习的范式，主动学习有助于补充学

习模型，并且能够集成到自动化工作流程中。已有

几家生物科技公司部署了这样的方法，针对性地搜

集生物序列空间。此外，内置数据的管理还减少了

训练模型所需的数据量。

未来深度学习模型可以帮助人们改变现有方法，将

DNA序列标准化并用作生物铸造组件的模块。另

一方面，深度学习本身能受益于人们对DNA序列

更为深入的理解。随着人们对DNA进化更好的理

解，期待能从中获益并带来更好的设计。

3  全细胞模拟设计

随着组学的发展，生物学相关数据每年呈指数级增

长。十年前，研究最小细胞的研究人员率先利用这

些数据模拟了生殖支原体中所有基因和蛋白质的行

为，这种细菌的基因组有大约500个基因。研究人

员开发了细胞中所有关键过程的数学模型，利用组

学数据将这些模型参数化并集成到细胞周期的动态

模拟中。系统生物学这一进展让人们对细胞资源利

用有了新的认识。对合成生物学来说，最令人激动

的或将是预测当基因从基因组中删除或引入时，细

胞会发生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可以利用在线提供的千兆字节组学

数据对常见工程模型生物的细胞及其功能进行类似

或更好的模拟，将会发生什么呢？从理论上讲，可

能会改变合成生物学设计的全过程，可以先设计、

模拟和优化基因回路和代谢途径，再对其预期性能

进行模拟，对宿主细胞环境影响进行测试。“宿主

细胞维度”（host.cell.dimension）将成为基于

模型设计的参数，帮助合成生物学家更好地考虑细

胞内工程的连带效应（ knock-on effects），例如，

资源利用、代谢产物通量、基因调控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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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某种程度上，系统生物学和合成生物学的进

步已接近这个目标。基因组规模的代谢模型现在常

用于推进许多微生物系统中的生物合成细胞工程，

其中最先进的模型包括表达酶的资源成本。全细胞

模拟是这些模型的逻辑扩展，可用于代谢工程之外

的更复杂的合成生物学研究，例如，转录因子水平

变化对逻辑回路的影响。

如果支原体中使用的方法是扩展的，全细胞模拟

或将作为生物设计工具。未来，大肠杆菌的全细

胞模拟是最令人期待的，它将为合成生物学家提

供第一个真正的测试平台，以了解如何设计工程

菌株和基因线路设计，并在理想情况下减少工程

细胞的实验试错。

然而，人们也需要认识到，模拟并不总能给出正确

的预测。模拟可能只是作为缩小设计空间的方法之

一，但希望通过更多人的使用和测试，其预测能力

将不断提高。模拟对于从头设计和构建定制基因组

也至关重要。信息存取和访问也将是关键问题。运

行生殖支原体的约500个基因的细胞周期对计算已

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随着基因数量上升（大肠杆

菌有1000+个基因），网络复杂性也呈指数增长，

会使模拟计算时间激增。随着这一进展的推进，学

术界需要思考如何将这些复杂的模拟变成研究中可

访问的设计工具。

4  生物传感：随时随地检测

然界充满了生物自然感知和响应的信息，将这些机

制纳入工程细胞制造生物传感器，已经成为20年

来合成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研究人员还

在开发活细胞传感技术。当人们能够随时随地检测

任何事物，将在各个方面彻底改变世界，不仅是对

研究领域，而且还包括大流行预防、个人健康评

估、甚至地球健康方面。

如何才能获得通用、模块化的生物传感架构呢？研

究人员们已经利用不同形状和尺寸的蛋白质制造生

物传感器，最近还通过Toehold开关和CRISPR

酶制造了检测DNA和RNA序列的生物传感器。改

进天然蛋白质、寡核苷酸配体和其它大分子的表征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将极大扩展用于检测的目标分

析物。最近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基于

蛋白的通用传感器是可行的，并开始建立核糖开关

设计和定向进化。此外，AlphaFold、Rosetta、

RaptorX等在蛋白结构预测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

未来能够调整蛋白和RNA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以

实现针对不同配体的传感。

生物体响应不同刺激的差异基因表达也可以用作

间接捕获有关细胞响应环境复杂信息的手段，而

无需为目标分子制造单个特定传感器。通过分析

细胞的转录组状态，可以了解其不同“遭遇”的

特征表达谱，为研究那些不存在特定生物感应

器的物体提供途径。在很多方面，这类似于人们

闻到食物时的反应——鼻子里有许多不同分子的

传感器，使大脑能探测到更复杂的刺激的特征模

式。基因逻辑回路和基于重组酶的记忆系统可以

设计到细胞中，响应转录组的模式，并将这些信

号转化成可以读取的信号。

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广泛部署和读取生物传

感器的数据。首先，要考虑生物传感器的寿命。

封装或冻干全细胞或无细胞生物传感器有助于延

长寿命，并且可在没有冷链的情况下运输。将传感

基序设计成自然抗压的生物结构（例如孢子和生物

膜），也可以在恶劣环境下实现传感功能。第二个

考虑的因素是生物传感器的易用性。理想的生物传

感器需要最少的预处理和后处理，自主且易于部

署。第三个考虑的是从生物传感器获取数据。比色

法报告可能对即时诊断最有用。有图像捕捉和处理

能力的智能手机的普及，将推动比色法输出的生物

传感陈列的现场分析。将生物传感器的信息传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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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电子单元可能是长期目标，这将促进对生物的

实时监测。实现这一目标不一定需要物理的生物-

电子接口，例如植物和土壤发出信号，由多光谱成

像的无人机和卫星可进行远程记录。

5  实时精确控制进化

合成生物学的类比和语言构成了工程生物学的研究

框架，就像设计汽车和计算机一样。但大自然不是

工程师，它更像一个修补匠，利用进化修正和改进

生物系统，虽然概念上简单，但进化实现了极其复

杂的系统，并根据环境实现了优化。这也是生物学

的重要特征，研究人员应该致力于将其纳入合成生

物学的研究中。

目前，大多数合成生物学研究项目是设计和构建细

胞或菌株，使其实现生物合成或生物传感等功能，

但生命本质上是动态的，可能会出现突变等问题。

即使是在一个控制良好的环境中进行小规模进化，

突变问题仍无法完全避免。因此，在生物设计中应

利用进化，研究不同环境和应用中如何控制和引导

工程化的基因、细胞和有机体发挥作用。

该领域所需的生物技术工具正在快速涌现。基于

CRISPR系统和黑色素瘤抗原（MAGE）等相

关进展，使人们能够设计、指导和控制生命系统

中某些位点和基因的突变；深度学习模型能预测

DNA和氨基酸变化将如何影响基因调控、蛋白质

结构和功能；定向进化可以产生数百种酶，使宿

主适应更好的代谢生物合成，甚至是优化基因回

路。此外，基因定向进化的分子工具也已出现。

设想构建的工程细胞，其目标基因和染色体具有

外部可控进化的功能，可以随时对其优化使之适

应新环境，或是在原设计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

这样的系统可以快速合成并进行构建，在应用中

不断进化，实现自我优化。

具有进化的合成生物学显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

它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和设计方式。合成生物学

家热衷于对DNA设计的可测量结果进行表征、预

测和标准化，例如，靶蛋白质水平、代谢物产量和

指数增长率等，但是如何设计、预测、评估“进化

潜能”（evolutionary.potential）呢？可能首先

要转变思维范式，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所进展，合

成生物学未来20年的工作方式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6  细胞群和多细胞系统

合成生物学的挑战之一是设计细胞的分化和特异

性，从而在合成多细胞系统中实现有效的“分

工”。迄今为止，合成生物学主要集中在通过单一

任务设计群体中的每个细胞。研究人员其实在以往

实验中已经报道了生物膜的程序边缘检测和基于群

体的振荡器等技术，以及针对更复杂的多细胞功

能的研究，例如，基于群体的运算（consortia-

based.computation）、分子图灵结构、合成形

态发生等。

群落感应系统是细胞间通信的方式，可进行时间、

动态和正交水平上的控制。例如，AHL（N-酰基

高丝氨酸内酯）介导的细菌群落感应系统已有所应

用。真核生物的细胞间的信息是通过生长素或者基

于GPCR（G蛋白偶联受体）的信号进行传导。近

期的研究也表明，哺乳动物细胞中通过Notch信号

通路系统的组合式传感器是非常有效的。研究已经

明确了如何构建一个通信回路，其中最有效的是基

因组件的模块化工具包，为许多细胞提供可靠、动

态和正交的细胞间通讯。然而，仅凭这些并不能构

建可预测的群落和多细胞系统，考虑新的因素（例

如成长竞争、共生关系、细胞合作、休眠和避免突

变）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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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神经网络在复合学习（composite.learning）

中的互相连接和支持，工程细胞的共培养也提供了

相似的优势。共培养可以让不同菌株作为功能模块

提高天然化合物的生产效率，而不需要每个细胞都

承担复杂代谢途径的全部负担。“细胞作为模块”的

方法可以提供“即插即用”的有机体和细胞群体，也

可投入新系统中发挥作用，就像计算机代码中可重

用的函数。实现这样的系统需要确定细胞群落组分

间动态范围的兼容性，以及其通用性和可组合性。

具有多种相互作用的工程细胞系统为推进合成生物

学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这些并不仅限于共培养或

相互依赖的细胞群落。植物和动物等多细胞生物的

复杂性、稳健性和多功能性已经展现了生物自身系

统的强大功能。人们通过编程DNA指导细胞连接

并以不同方式成长的能力正在不断成熟。随着在可

预测生物群落的共培养和工程化方面的发展，应该

同时推进组织和器官的理性设计，使不同层面的工

程化进展实现交叉融合。

7  定制和动态合成基因组

合成生物学大规模解决的下一个领域是合成基因

组。10多年前，J.Craig.Venter研究所首次合成

了具有合成基因组的细胞。此后，研究人员陆续实

现了只含必需基因的最小化支原体基因组，人工合

成的工程化酵母染色体，使用61种密码子合成的大

肠杆菌基因组。合成基因组的标准方法已经开始出

现，尽管目前DNA合成成本和工作量仍然较大，但

已经可以下降到可以由单个团队实现百万碱基染色

体的制造。下一个10年，合成基因组学也将开始瞄

准多细胞生物（例如哺乳动物和植物）的基因组。

目前，大多数合成基因组项目旨在提供新知识，使

人们对基因组编码、内容和组织有新的见解。未

来，随着DNA合成越来越便宜以及自动化和可扩

展的DNA组装出现，面向应用的合成基因组设计

成为新挑战。密码子删减的基因组可以提供遗传密

码扩展到应用的能力，尤其是在细胞制造的蛋白质

中添加非经典氨基酸。为其它应用定制的基因组或

将紧随其后，例如，为特定合成生物项目定制的基

因组。随着该领域出现更大的多细胞生物基因组，

可能只需要定制那些特定作用的基因。例如，细胞

疗法越来越受欢迎，但出于安全考虑，未来更希望

从最小合成基因组的细胞中实现这些疗法，除去与

治疗功能无关的基因，且避免意外风险。

然而，设计定制基因组并非易事。全细胞模拟和组

学实验中的深度学习有望更快接近这一时代，有助

于更好地从头“组合”所需基因和调控序列。也许

在此之前，将会出现更为激进的想法，即动态基因

组，可以有意将重组酶及其结合位点、其他变异热

点纳入现有的基因组，然后触发这些基因组随着时

间推移发生物理变化，以新的方式发挥作用。随着

细胞分化，可以通过删除多余基因来进行精简。不

久的将来，定向进化和动态合成基因组将是可并行

发展的两种强大工具。

8  人造细胞

虽然研究人员为现有细胞合成新基因组付出了相当

大的努力，但一个更为基本的合成细胞方法已在化学

和生物化学领域中出现，该方法纯粹通过组合生化

成分来重建活细胞的基本功能。目标是“自下而上”

地生产人工细胞，以实现生物学中基础细胞的可编

程合成模拟。这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在过去10

年中，人工细胞研究的基础已经解决了许多实际问

题，为不断增多的复杂研究项目提供了发展空间。

通过“构建”来帮助理解是贯穿合成生物学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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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也是人工细胞研究的主要驱动力。当人们从

惰性分子中创造出一个自我复制的实体时，合成细

胞将帮助区分非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屏障。在更实用

的层面上，还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天然细胞的工

作原理。利用人工细胞（例如脂质囊泡原细胞）已

经可以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各个方面。随着微流体、

化学区室化、DNA合成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一

领域有望成熟，帮助人们更好地研究简化生物系统

的工程化。

虽然在原始细胞中实现大规模生物行为（例如细胞

周期）仍旧很棘手，但研究人员正对通过构建微结

构实现吞噬作用、细胞间通讯，甚至自我复制等功

能。巨型脂质囊泡为构建早期细胞样囊泡的实验打

下了基础。作为人工细胞器的囊泡也激发了细胞中

合成和自然成分的混合，例如充当半人工生物反应

器的脂质体。这些模块可进一步开发新的实验方

法，例如与新型化学信使进行细胞间通讯。总的来

说，区块化在细胞内构建了稳定且不受混杂因素干

扰的环境，并通过实验创造能够计算、自我组装，

且有朝一日能够实现自我复制的系统。

随着人工细胞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研究团队开始

合作构建细胞，包括美国的Build-a-Cell和欧洲

的SynCellEU。现在，是时候开始思考人工细胞

实现后有哪些应用。对于合成生物学，可定制的原

始细胞最终可能会取代天然微生物系统，成为合成

生物学工程系统的首选。合成细胞自身的可编码

系统也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或许可以将生物学中进

化、自主性、自我再生等结合在一起。

人工细胞研究与“异源生物学”（xenobiology）

密切相关。过去10年中，DNA、RNA和肽中使用

非经典生物化学分子修饰细胞已经在小规模实验中

取得成功。人工细胞或将成为研究非标准核酸、转

化糖（flipped.sugar）、手性肽以及不同密码子

排列的理想载体。

9  具有DNA编码特性的材料

由细胞群落构成的工程活性材料（ELMs）是新兴

领域。细胞作为工厂推动了合成生物学行业的一些

重大成果，并促进了与食品、时尚等其他领域的交

叉发展。细菌纤维素、蜘蛛丝和蘑菇等材料是用作

纺织品、家具、先进建筑物中建筑耗材可持续性的

基础。此外，得益于iGEM项目，利用微生物大规

模生产材料的范围正在不断发展。除了大肠杆菌，

合成生物学主要相关生物和相关细菌（例如葡糖醋

杆菌和芽孢杆菌）都是分泌纤维素和高度耐用淀粉

样纤维的优质生产者。不久的将来，遗传工具包的

扩展将加速可用于工程材料生产的微生物的研发。

虽然由生物生产的材料替代品构成的绿色领域已

成为可能，但真正面临变革的是生物学作为制造

学科，其优势在于细胞不仅可以当作微型材料工

厂，还可以在分子水平上修改材料，在制造技术方

面几乎没有额外成本。通过光遗传学或细胞间信号

传递进行微图案化，对机器来说或许是一项复杂任

务，但对微生物而言却很容易。这种图案化对于医

疗保健应用或需要微米级特征的先进电子产品十分

有用。此外，还能在材料中引入诸如颜色和疏水性

等高级特性，就像在细胞中插入额外DNA触发功

能蛋白和酶的表达一样容易。当然，能够大规模生

产新材料的制造技术也面临挑战，一旦克服限制条

件，这种新型材料将更具竞争优势。几家合成生物

材料初创企业都在与减碳行业合作。

这些进展和工作为工程活性材料未来的复杂性奠定

了基础。例如，软体机器人是用一种光响应的凝胶

工程材料制成，其中含有能够通过光脉冲触发跳动

的心脏细胞。类似这样的项目也影响着人们对新型

材料的看法。理想情况下，如果合成生物学可以实

现标准化的重大进步，就可以通过细胞内的模块化

DNA编码程序来定义和设计材料的特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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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设计有机体

生物技术一直在改善着人们的生活。过去几十年，

科研人员将大部分精力花在研究人类繁荣和长寿

上。利用合成生物学改善健康是毋庸置疑的，毕竟

当人们听到“生物学”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

体。生物学不仅仅是人类健康，在下个世纪，生物

学或将是预防气候灾害和保护地球环境的关键，而

合成生物学将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

值得庆幸的是，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合成生物学的

关键目标和趋势。全球推动的循环经济将依赖工

业的生物转型，人们也正积极开发和应用工程生

物帮助投资人、公司和国家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

标。工程生物有潜力创造可再生能源、延长产品生

命周期、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提高粮食可持续

性以及改善健康等。合成生物学的进步正加快生物

技术创新，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为现有经济体创造

新价值。合成生物学企业正在成为重要领域并发挥

积极作用，例如固氮、二氧化碳和沼气收集、塑料

回收、植物性产品和污染修复等。植物基肉类和人

造肉也是减少人类对地球影响的重要方式。这些新

型、更可持续、更合乎道德的食品生产方式需要合

成生物学的不断创新。

然而，前进的道路充满挑战。决策者需要有先见

之明，不断争取社会对以生物为基础的策略的支

持。许多技术挑战也仍然存在，例如，在能源和

制造业，扩大生物技术规模仍不简单，需要一套

专业的体系将生物创新从实验室规模转化到工业

规模；需要对生物进行工程改造降低生物技术成

本。这些挑战需要各国决策者和投资者的长期支

持，以及研究人员持续不断的探索。可以相信，

该领域的回报也将是巨大的，不仅是对环境，也

对国家经济。因此，所有的合成生物学家都应该

准备好迎接这些挑战。

结语

于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十大进展，希望在不久的将

来，可以完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然

而，如果不及时解决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问

题，将很难最大限度发挥这些科学进步的作用。

因此，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需要经常与公

众接触、倾听不同观点，并及时调整研究重点。

当涉及像地球健康这样的重大问题时，地球上的

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所有观点都应加以考

量。当为获得安全使用适当的监管时，世界才将

接受合成生物学。接下来的几代人需要负责任地

开发这些技术，理性、公平和安全地使用这些技

术来保护自然，而非消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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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大流行的准备：

合成生物学与生物铸造厂

▲

近年来，SARS、MERS、埃博拉等疫情相继爆发，目前全球还处于SARS-CoV-2疫情大流行中。冠

状病毒发现后，在12个月的窗口期就将新型、安全、有效的疫苗推向市场，显示了生物技术，尤其是合

成生物学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如此，全球已有480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全球疫苗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发传染疾病的频率正在增加，人们的应对能力也必须加快。2022年1

月，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与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未来科学平台的研究人员在Nature.Communications发表

综述，探讨和总结了合成生物学，尤其是其重要的基础设施生物铸造厂，在应对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编者按：

生物铸造厂（biofoundaries）的使用，例如高通

量的DNA和生物工程设施，可以在几天内产生数

百或数千不同的分子结构/菌株。标准化的DNA、

高通量筛选系统、“设计-构建-测试-学习”循环

的迭代工程和机器学习算法，不仅提供了优化设

计选项的建议，还拓展了更快、更大的生物设计空

间。这种大规模的研发与探索工作有望为特定问题

找到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些特点也使得生物

铸造厂在应对流行病、新出现的害虫、病原体等新

兴威胁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建有生

物铸造厂，且这项技术仍然相对较新，需要开发更

多的技术才能实现其全部潜力。

1  生物铸造厂发挥的作用

生物铸造厂有助于疾病大流行的应对，最明显的例

子是疫苗开发。从识别新病毒或变异病毒到疫苗交

付的时间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监管与政策环

境、协调、分配、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因素。此外，

疫苗设计也具有挑战性，需要不断试错，开发速度

依然是疫苗交付的关键瓶颈。对于新发突发传染病

（包括人类、植物和动物），许多国家缺乏独立快

速应对的能力。为了应对新的变种和新出现的传

染性疾病，生物工程学家需要更快地筛选疫苗原型

和诊断候选物，这类技术不仅可以用于开发RNA

疫苗，也适用于“经典”疫苗，包括基于蛋白质的

疫苗，灭活病毒、合成病毒和靶抗原修饰的病毒样

颗粒。生物铸造厂也可用于疫苗的高通量血清学检

测，并加速开发输送疫苗的新佐剂。生物铸造厂与

分布式制造结合，可进行小规模、广泛可用的制

造，将为疫苗交付提供革命性的潜力。

诊断工具的加速开发也可以利用生物铸造厂来实

现。例如，纸质即时诊断试剂盒需要大型文库对蛋

白质/肽抗原变体进行高通量筛选，这种方法可以

通过液体处理机器人以更高的速度实现。同样，

通过高通量方法，还可以加速治疗学的发展和和应

用，包括测试治疗性抗体和重组抗原、小分子免疫

调节剂和抗病毒药物（如蛋白酶抑制剂）等。将诊

断工具与治疗相结合用于疗法的开发，就需要高度

加速地组合矩阵，这正是生物铸造厂擅长的。

除了加速疫苗、诊断和治疗的开发，生物铸造厂

中的液体处理机器人是利用PCR或血清学方法进

行感染的高通量检测的理想选择。这就意味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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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铸造厂可以迅速转化为独立的检测设施并有助

于流行病学分析。随着疫情发展，监测变异至关

重要，尤其是在变异增强传染性或疫苗有效性降

低的情况下。

2  挑战和经验教训

生物铸造厂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大空间中探索科学

和生物工程学，也增加了快速开发疫情应对解决

方案并将其投放市场的机会。然而，作为新兴技

术，人们仍在学习如何更好地利用生物铸造厂，这

种规模的探索需要一种与经典研究截然不同的操作

和实验设计（DOE）方法。国际生物铸造厂联盟

（GBA）是建立在资源和数据开放共享原则上，

帮助加快全球生物铸造厂发展的学术联盟。一些生

物铸造厂也为全球抗击疫情做出了贡献，GBA在

其中促进了信息与方法的快速共享。其主要的经验

教训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人们对生物铸造厂的能力认识不足。需要提高

对生物铸造厂作用的认识，支持各国发展其独

立应对的能力。

●.生物铸造厂需在现有诊断和疫苗开发的框架中

工作，包括监管系统，从而为更广泛的工作

做出贡献。这意味着需要插入现有流程（通常

是封闭系统，而不是生物铸造厂所用的开放平

台）来替代新工艺的开发（信息框1）。

●.生物铸造厂之间可以快速进行技术报告和共享

（信息框1），为各国提供机会，从而在应对反

应中相互支持。因为在疫情中，直到所有国家

都安全之前，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

●.新技术、监管和社会学障碍阻碍了一些生物铸

造厂的有效参与。例如，作为诊断测试设施获

得监管部门的批准，需要极其严格的高水平认

证（如ISO.15189）。

●.供应链问题也影响着试剂的可用性，削弱了某

些生物铸造厂的应对功能。因此，确保试剂在

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可用，实现最大的（检测和

疫苗开发）反应效率，至关重要。

信息框1    生物铸造厂枢纽的案例研究

2020年3月，全球SARS-CoV-2的检测能力还极为有限（例如，英国每天可检测约10000次）。诊断和

无症状检测都缺乏准备，导致全球对仪器和试剂的争夺，各国政府竞相确保其供应链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检

测的广泛延迟不可避免地导致传播增加及随后的死亡率上升。为了应对疫情紧急情况，几家生物铸造厂迅速

利用其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提供了更多检测，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如下所示。应该指出的是，包括伊利诺伊

大学Shield唾液测试项目在内的其他方法也取得了成功，以及Gingko.Bioworks提供的Concentric项目。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生物铸造厂。与其他国家不同，英国采用了两支柱的系统，其大型“类似亚马

逊”的测试实验室从零开始建立社区检测，而现有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HS）的病理学实验室则用于强

化医院检测。2020年2月，伦敦生物铸造厂（LBF）致力于开发一个PCR检测的自动模块化开放式平台，

该平台不依赖试剂、可扩展，并且每天可以进行1000次测试。通过与HNS诊断专家的密切合作，伦敦生物

铸造厂于2020年4月下旬迅速投入使用。2021年初，社区测试“灯塔实验室”成立，每天向英国卫生与社

会保健部（DHSC）提供3000次测试。平台的开放源码和模块化设计已经被用于医院工作人员、学生以及

社区测试。截至2021年10月，超过800,000次测试使用了LBF的平台设计和工作流程。LBF还开发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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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民主化与实现快速应对

生物铸造厂的建设成本高、持续运营费用高、准入

费高，这些也是许多国家在拥有自己生物铸造厂时

面临的挑战。此外，疫情中供应链中断也会给研究

和设施运营造成影响。生物铸造厂的公开访问和/

或全球生物铸造厂网络的建立或将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这一问题。202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建立生物铸

造厂的技术和操作的详细说明，可以指导设施的建

立。在疫情发生前，建立生物铸造厂并用于更广

泛的研究和开发，可以使其在当地发生危险疾病或

全球大流行暴发时起到关键作用。除开发诊断/疗

法外，还可根据需要及时进行本地测试。GBA专

注于开源技术以及数据与信息共享，从而加速生物

铸造厂技术的发展。然而，许多技术都属于私有领

域，并有专利和其他机制保护。允许生物铸造厂修

改现有技术，进而满足当地需求或以较低成本使用

的许可协议将有助于加快应对技术的发展。世界上

最大的生物铸造厂（Gingko.Bioworks）也是私

营部门，虽然其在支持美国疫情应对方面做出了巨

大努力，但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平的准入，还

需要更长期努力以实现生物铸造厂的民主化。

展望未来，生物铸造厂技术的民主化，特别是让发

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这项技术及其产品，将是实现全

球疫情应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做好大流行应对

的准备，各国需共同努力，并与其他关键全球组织

（如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经合组

织、世界银行、慈善基金会、国际生物铸造厂联盟

等）合作，继续开发和改进生物铸造厂技术（信

息框2）。世界各国政府和资助机构必须认识到这

一新兴技术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其能提供新颖的

科学和工程解决方案，还因为其具有独立的生物

工程、生物安全和应对能力，同时还是全球基础设

施/能力应对未来流行病的组成部分。正如当前的

危机所展示的，一个由政府资助的生物铸造厂可以

快速成为中枢，提供有效且统筹协调的解决方案，

进而强化国家应急响应。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

要长期资助支持，并成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

分。生物铸造厂需要与提供诊断、疫苗、治疗方法

和测试能力的机构、企业进行更密切的互动，用于

发掘生物铸造厂加速交付管道的潜力。对基础设施

网络进行应对压力测试的多边支持将是重要的机

会，将确保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好地准备，为下一

次大流行做出更快的响应。

基于噬菌体MS2的开源合成类病毒颗粒，可以用作安全的Cat-1检测对照。该参考材料现在是冠状病毒标

准联盟研究RNA.PCR对照的一部分。鉴于监测变异的重要性，LBF还建立了Nextgen高通量测序工作流

程，已经对帝国理工学院的职工和学生的所有阳性检测样本进行了测序。

美国波士顿大学DAMP实验室。DAMP实验室是由Douglas.Densmore教授建立的生物铸造厂，旨在

使用标准协议以及合成生物学“设计-建造-测试”循环开发新的生物系统。在大流行初期，波士顿大学

（BU）制定了一项检测计划，计划实现45,000次常规检测，每天多达6,000次检测。作为该工作的一部

分，DAMP实验室（与BU精密诊断中心合作）为该测试计划建立并配备了必要的机器人和软件自动化，包

括8台大型液体处理机器人和5台qPCR机器。结果显示，DAMP实验室能够为其社区提供全面的测试。自

2020年7月以来，已经完成了100多万次SARS-CoV-2检测，平均处理时间<24小时。DAMP实验室的该

项服务证明了本地化生物铸造厂专业知识和检测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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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2    生物铸造厂为快速应对做好准备

1.提前准备。将当前经验教训融入运营战略，例如，提高对生物铸造厂能力的认识；在现有框架内开展工

作；获得相关认证；参与监管政策；拥有分布式供应链和/或开发本地低成本的试剂（例如非专利试剂）。

参加旨在改进准备工作的实践并确保建立有效提供大流行防备途径的工作流程。

2.政策制定和公众的广泛参与。采用新的生物技术需要与多方利益相关方进行对话，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和合

成生物学没有得到充分理解或不构成该领域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地区。生物铸造厂还必须符合当地和

国际监管标准，并积极准备与监管机构合作，从而实现这一目标。

3.支持全球公共资源开发以及数据与技术的开放共享，使一个生物铸造厂开发的平台可以快速复制到其他生

物铸造厂中。需要在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的全球虚拟平台上进行有效协调，测量方法和数据类型（计量学）

之间进行良好沟通并保持一致性。与支持发展和共享信息的全球组织有效合作。

4.支持在其他国家访问和/或开发生物铸造厂。公平和准入对于快速反应和技术整体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正

在通过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对合成生物学广泛研究进行评估。该理事会指出，需要以公平、可持

续、团结和谦逊为核心价值观，以实现合成生物学造福人类和世界的真正潜力。

5.有效协调并支持当地和国际应对。当流行病出现时，由于供应链崩溃和疫情的广泛影响，基于云端的访

问、开放数据和全天候并行的全球研究与应对将大大加快发现和开发的速度。

6.支持学术界有效参与生物铸造厂所需的范式转变。生物铸造厂提供了其他方法无法完成的科学研究能力，

以及提供了其他方法无法开发的解决方案。学术界需要接受如何设计合适实验以及有关成本结构的培训。

7.建立长期筹资机制。生物铸造厂的建立和运营成本很高。目前学术界的所有生物基金会都是以获得大量补

贴的模式运作，持续的资金需要与资金组织、政府等持续接触，从而确保他们认识到生物铸造厂对各国应对

疫情的重要性。

8.与公共和私营部门建立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在紧急情况下部署生物铸造厂，产生最大的影响。确定

公共卫生部门的合作伙伴，使生物铸造厂能够得到认可并融入现有的卫生服务体系。

来源：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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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应用

▲

2022年5月，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美国能源部、Ginkgo.Bioworks等机构的数

据科学家与合成生物学家合作，在Communications.of.the.ACM杂志上发表题为《人工智能在合成生物

学领域的应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for.Synthetic.Biology）的综述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AI）的

发展对合成生物学的影响，分析了人工智能给合成生物学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及人工智能融入合成生物学

应用领域后将带来的技术与社会学挑战。

编者按：

生物学在过去20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生物系统

的有效工程化改造成为可能。DNA测序能力提升

推动的基因组革命是这一巨大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基因组革命带来的最新发现和工具之一便是使用

CRISPR在体内精确编辑DNA的能力。遗传密码

的更高层次表现，例如蛋白质合成，被称为表型

（phenotype）（图1和表1）。高通量的表型数

据与DNA精确编辑相结合，将底层代码的变化与

外部表型联系起来。

合成生物学（synbio）旨在设计符合特定规范的

生物系统（例如，使细胞可以生产一定量的生物燃

料，或以特定方式应对外部刺激）。为此，合成生

物学家采用工程设计原理和工程学的可预测性来控

制复杂生物系统。这些工程原理包括标准化的基因

元件以及设计-构建-测试-学习（DBTL）循环，

反复迭代以实现预期结果。其原则如下：

○.设计：假设一个DNA序列或一组细胞操作可以

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

○.构建：在生物系统上实施设计步骤。主要涉及

DNA片段的合成及其成功转化为细胞。

○.测试：生成数据，用于检查和测量表型达到预

期目标的程度，并评估任何偏离目标或不可预

见的副作用的影响。

○.学习：利用测试数据，学习比随机搜索更能有

效地推动循环达到预期目标的原理。通过人工

智能（AI）设计下一次循环，减少实现预期结

果所需的迭代次数。

具体地说，合成生物学通常涉及基因组水平的操

作，从而推动细胞产生特定产品或以特定方式发挥

作用。

本文中，研究人员试图为其他人工智能从业者提供

合成生物学领域潜力的概述，包括一些初步成果以

及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合成生物学领域时面临的

主要挑战，旨在激励人工智能从业者解决这些挑战

并促进对未来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参与。当大

型数据集与技术爱好者相遇，人工智能将取得重大

突破。图像和自然语言处理就是最好的例子。相信

生物学，尤其是合成生物学，为这两个领域的突破

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

信息框1    关键见解

●. 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自然互补，在环境、农业、医药、能源和材料等领域将实现改变世界的应用。

●.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进入合成生物学的各应用领域，但主要的技术（数据、模型、度量）和社会（不同文

化）挑战还持续存在。

●. 正在萌芽的跨学科领域需要更多研究人员的参与，建议开展战略研究工作，支持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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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组学数据体现了细胞遗传密码（DNA）的高水平表现

表1　生物学中经常使用的数据集/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描述 形式

基因组学 驱动细胞代码的DNA
与序列中每个标记相关的DNA序列和质量分数。通常与参

考序列对齐，从而突出显示测量到的任意潜在变化

转录组学 从每段代码创建的转录本（RNA）数量 转录本序列以及代表它们在样本中丰度的数字

蛋白组学
解码产物（蛋白质）的数量，是生命的主要

功能单位
蛋白质序列以及代表它们在样本中丰度的数字

代谢组学 参与细胞内所有反应的化学物质 代谢物（小分子）和代表其在样本中丰度的数字

通量组学 细胞内所有代谢反应的集合 代表细胞中每个代谢反应速率的数字

注：本列表收录不全

1  合成生物学的潜力

合成生物学将对食品、能源、气候、医药和材料等

领域产生变革性影响（图2）。合成生物学已经生

产出胰岛素，而无需从猪的胰脏中提取（在之前基

因工程阶段就能做到）；合成生物学还将带来合成

皮革、无需蜘蛛的蛛丝做的大衣、抗疟疾和抗癌药

物、具有肉类风味的无肉汉堡、可再生生物燃料、

无啤酒花的啤酒花风味啤酒、已灭绝的花朵的香

味、用于化妆品的人造胶原蛋白、通过基因驱动消

除携带登革热的蚊子等。许多人认为这只是冰山一

角，因为设计生物的能力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

这一领域，公共和私人投资都在不断增长（图3）。 图2　合成生物学可能会影响每个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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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人工智能进入第三次浪潮，专注于将环

境融入模型，其影响合成生物学的潜力也在增加。

众所周知，生物体的基因型与其说是表型的蓝图，

不如说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动态系统中的

初始条件。生物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构建和管理

了一系列包含调控、关联、变化率和功能在内的属

性，用来描述这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其他资源

如基因网络、已知功能关联、蛋白质与蛋白质相互

作用、蛋白质与代谢物的相互作用以及知识驱动的

转录、翻译和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型，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来丰富人工智能模型。模型可解释性对发现新

的设计原则至关重要。这些模型为生物学家提供

了回答生物系统更为复杂问题的机会，并建立综合

的、可解释的模型，从而加速发现。知识和资源的

增长在合成生物学出版物的数量以及合成生物学的

商业化机遇中显而易见（图3）。

图3　学术（a）和商业（b）领域的显著增长为AI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数据和环境资源

2  人工智能及其对合成生物学的影响

与影响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潜力相比，人工智能当前

对合成生物学的影响有限。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

能的成功应用，但仍然局限于特定的数据集和研究

问题。目前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如何适用于更广泛的

应用程序和其他数据集。目前，数据挖掘、统计学

和机械建模是该领域计算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

主要驱动力，但它们与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

（ML）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例如，聚类是

一种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识别基因表达数据中的模

式和结构，这些模式可以表明工程修饰是否会导致

细胞的毒性结果。这些聚类技术也可以作为无监督

学习模型，在未标记的数据集中发现结构。随着大

型数据集的普及，这些正在开发的经典技术和新的

AI/ML方法将在未来的合成生物学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和影响。转录组学数据量每7个月翻一番，蛋白

质组学和代谢组学高通量工作流程的可用性也越来

越强。此外，通过微流控芯片逐步实现实验室工作

的自动化和小型化预示着未来数据处理和分析将使

合成生物学的生产力倍增。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

计划局（DARPA）的支持的“协同发现与设计”

（SD2，2018-2021）项目专注于构建人工智能模

型，旨在解决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需求之间的差

距。这一点在一些公司中也很明显，例如，Amy-

ris、Zymergen或Ginkgo.Bioworks等。人工智

能和合成生物学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将现有的

AI/ML应用于已有数据集；生成新的数据集[例如，

NIH的通往人工智能桥梁（Bridge2AI）计划]；创

建新的AI/ML技术应用于新的或现有的数据。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合成生物学克服的一个基本挑

战，即预测生物工程方法对宿主和环境的影响。由

于无法预测生物工程的结果，合成生物学的细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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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标（即逆向设计）只能通过大量试错来实现。

人工智能提供了利用公开数据和实验数据来预测对

宿主和环境影响的机会。

设计可编程细胞的遗传结构。合成生物学的很多工

作都集中在工程化改造基因结构/线路上，这与设

计电子电路的挑战截然不同。设计的基因结构用于

引发细胞的特定反应，类似于设计控制电子系统的

电路。虽然可以将合成的DNA转移到细胞中，但

这种转移对动态生物体细胞机制的整体影响尚未完

全清楚，目前也无法预测。相比之下，电气工程师

拥有设计“静态”电子电路板的工具，可以执行各

种功能，并且不会以有害的方式影响电路板。活细

胞的物理和生物学背后的规则是复杂的、相互交织

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发现。总结如下：

○.设计电路板

	 ●	实现所需电路输出的已知元件集

	 ●	印制线路板（PCB）对阈值/电路的影响以

. ...及反向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	定性和定量元件模型以及电路板用于稳定预

........测电路性能

○.设计活细胞

	 ●	设计基因结构的目标是实现细胞的特定反应

	 ●	不能忽视活细胞对结构的影响以及反向影响

	 ●	预测性能的模型必须同时考虑宿主和结构的

. ...动态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了已知的生物物理、机器学习和

强化学习模型，可以有效预测结构对宿主的影响以

及反向影响，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各种人工智

能技术已经应用于机器辅助的基因线路设计，包括

专家系统、多智能体系统、约束推理、启发式搜

索、优化和机器学习。基于序列的模型和图卷积

网络在工程生物系统领域也得到了发展。因子-图

神经网络（GNN）已被用于将生物学知识整合到

深度学习模型中。图卷积网络（GCN）已经用于

在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中预测蛋白质的功

能。基于序列的卷积和递归神经网络模型也已经用

来识别蛋白质的潜在结合位点、基因的表达和新的

生物结构的设计。人工智能最有用的一些应用是开

发综合模型，从而减少需要进行（或测试）的实验

（或设计）的数量。

代谢工程。在代谢工程中，人工智能几乎已在生物

工程过程的所有阶段得到应用。例如，利用人工神

经网络预测翻译起始位点、注释蛋白质功能、预测

合成通路、优化多个外源基因的表达水平、预测调

节元件的强度、预测质粒表达、优化营养素浓度和

发酵条件、预测酶动力学参数、了解基因型和表型

的关联、预测CRISPR向导的有效性等；利用聚类

发现次级代谢物生物合成基因簇并识别催化特定反

应的酶；利用集成方法预测途径动态、最佳生长温

度，并在定向进化方法中找到具有更高适应度的蛋

白质；利用支持向量机（SVM）优化核糖体结合

位点序列，并预测CRISPR导向的RNA活性等。

人工智能最有希望应用的代谢工程阶段是：作为重

大瓶颈的过程扩大阶段以及下游处理阶段（例如，

从发酵液中系统提取所产生的分子）。

实验自动化。在帮助自动化实验工作和推荐实验设

计方面，人工智能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DBTL循

环的“学习”阶段。自动化正逐渐成为一项关键

实践，因为自动化是获得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所需

的高质量、大容量、低偏差数据的最可靠方式，

也是实现生物工程可预测的重要途径。自动化提供

了向其他实验室快速传输和扩展复杂流程的机会。

例如，液体处理机器人工作站构成了生物铸造厂和

云实验室的支柱。这些铸造厂已经颠覆了机器人技

术和规划算法，实现了DBTL循环的快速迭代。语

义网络、本体论和模型等彻底改变了设计和流程的

表示、通信和交换。这些工具实现了快速实验，并

以结构化、可查询的格式生成更多的数据。在一个

大多数内容要么丢失、要么需要人工记录在实验笔

记中的领域，人工智能的前景推动领域发生重大变

化，从而减少生成数据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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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体是宏观液体处理器的替代品，可以提供更高

的通量、更少的试剂消耗和更便宜的规模扩张。事

实上，微流体技术可能是实现自动驾驶实验室的关

键技术，有望通过人工智能增强自动化实验平台，

大大加快研发过程。自动驾驶实验室涉及完全自动

化的DBTL循环，其中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基于先前

实验的假设结果，积极搜索有前景的实验程序。因

此，这可能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合成生物学领域

的最大机会。自动化的DBTL循环已经在液体处理

机器人工作站中得到验证，未来，微流控芯片提供

的可扩展性、高通量能力和制造灵活性可能会提供

最终的技术飞跃，使人工智能成为现实。

3  挑战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进入合成生物学的应用领域，但

仍然存在的技术和社会问题成为这两个领域之间的

障碍。

3.1 技术挑战
人工智能应用于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挑战包括：数据

分散在不同的模型中，难以组合，非结构化，往往

缺乏收集数据的背景；模型需要的数据远远比单个

实验中收集的数据多，并且缺乏可解释性和不确定

性量化（UQ）；在更大的设计任务中，缺少有效

评估模型性能的指标或标准。此外，实验设计往往

只探索积极的结果，这使模型的评估变得复杂或有

偏差（图4）。

数据挑战。缺乏合适的数据集仍然是人工智能与合

成生物学融合的首要障碍。人工智能应用于合成生

物学需要从单个实验中获得大量标记、精选、高质

量、情境丰富的数据。尽管在建立包含各种生物序

列（甚至整个基因组）和表型的数据库方面取得了

进展，但标记数据仍然很少。此处所说的“标记数

据”是指映射到测量值的表型数据，这些测量值捕

捉了它们的生物功能或细胞反应。这些测量值和标

签的存在将推动AI/ML和合成生物学解决方案的成

熟，和其他领域一样，让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能力相

互竞争。

缺乏数据工程的投资是缺乏适当数据集的部分原

因。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往往掩盖了支持和确保其

成功的计算基础设施的需求。人工智能团体将这种

称为需求金字塔（图5），数据工程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数据工程包括实验规划、数据收集、结

构化、访问和探索的环节。成功的人工智能应用案

例包含标准化、一致性和可复制的数据工程环节。

虽然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细节来收集生物

数据，但这些数据通常不适合立即进行机器学习。

目前，采用团体标准来存储和共享测量数据、实验

条件和其他元数据，在使其更适合人工智能技术方

面仍存在许多障碍。需要进行严格的形式化工作并

达成高度共识，才能使此类标准迅速被采用，并促

进数据质量评估的通用标准。简而言之，人工智能

模型需要在所有实验中进行一致且可比较的测量，

这就延长了实验的时间线。对于已经在按照复杂流

程进行科学发现的实验人员来说，这一要求带来了

大量负担。因此，为了满足项目期限，收集数据的

长期需求往往就被牺牲掉了。

图4　人工智能技术与合成生物学应用集成的挑战

数据通常是多模态的，难以集成且缺乏元数据。已开发

了利用大量数据的模型，但缺乏可解释性和不确定性量

化(UQ)。需要重新考虑衡量指标，以便在更大范围对真

正可用模型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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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通常会造成稀疏的数据集合，稀疏的数据

集合只表示构成组学数据堆栈的多个层次的一小部

分（图1）。在这些情况下，数据表征对集成这些

孤立的数据集进行综合建模的能力有重大影响。目

前，业界在各个垂直领域都投入了大量工作，执行

数据清理、模式对齐以及提取、转换和加载操作

（ETL），用这种方式收集难以控制的数字数据，

并将其转换为适合分析的形式。这些任务占据了数

据科学家近50%-80%的时间，限制了他们提炼

观点的能力。对合成生物学研究人员来说，处理各

种各样的数据类型（数据多模态）是重要的挑战。

由于数据功能的多样性，与数据量相比，随着数据

种类的增加，预处理活动的复杂性也会显著增加。

建模/算法挑战。在分析组学数据时，推动当前人

工智能进步的许多流行算法并不稳健（例如，在计

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当应用于特定实

验中收集的数据时，这些模型的传统应用通常会

遭遇“维数灾难”（curse.of.dimensionality）

（图6）。例如，一个实验人员可以在特定条件下

就一个生物体生成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

组学数据，这些数据将提供12000多个测量值（维

度）。此类实验的标记实例（例如，成功或失败）

的数量通常最多为几十到几百个。对于这些高维数

据类型，很少捕捉到系统的动态（时间分辨率）。

这些测量误差使得对复杂动态系统进行推断成为一

个重大挑战。

图5　规范的AI/ML基础设施可以支持合成生物学研究

图6　维数灾难

深度学习应用中使用的传统数据集由高维空间中的数百万个实例组成。例如，ImageNet以256x256的分辨率拥有超过1400
多万张图像。另一方面，组学数据集通常有100个实例(行)，跨越更高的组学维度空间，可以扩展到超过100k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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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数据与测序数据、文本数据和基于网络的数据

等其他数据模式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经典方

法并不总是适用的。这些数据的相同特征包括位置

编码和关系，以及复杂的交互模式，但也存在一些

根本性的差异，例如：它们的潜在表征、有意义分

析所需的语境、跨模态的相关标准化从而进行有生

物学意义的比较。因此，很难找到有稳健性的生成

模型（类似于高斯模型或随机块模型）能够准确描

述组学数据。此外，生物序列和系统代表了复杂的

生物功能编码，但很少有系统的方法以像类似解释

语义或书面文本上下文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编码。这

些不同的特征使得通过数据探索提炼观点、生成和

验证假设具有挑战性。工程生物学涉及到学习的黑

盒系统的挑战，可以观察输入和输出，但对系统的

内部工作原理知之甚少。考虑到这些生物系统在组

合的大参数空间中运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通过战

略性地设计实验以探测生物系统，从而生成各种假

说并进行验证，等于在这个空间中提出了巨大的需

求和机会。

最后，许多流行的人工智能算法解决方案没有明确

考虑不确定性，也没有显示出在输入扰动下控制误

差的稳健机制。考虑到人们试图设计的生物系统中

固有的随机性和噪音，这种基本差距在合成生物学

空间中尤为关键。

指标/评估挑战。基于预测和准确性的标准，人工

智能评估指标不足以应用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像

R2这样的回归模型或基于分类的准确性度量指标

不能解释人们试图建模的生物系统的复杂性。在这

个领域，量化一个模型阐明生物系统内部运作和获

取现有领域知识的其他指标同样重要。为此，结合

可解释性和透明度原则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是支持

迭代和跨学科研究的关键。此外，正确量化不确定

性的能力,需要创造性地开发新的指标来衡量这些

方法的有效性。

另外，还需要适当的实验设计指标。合成生物学中

模型的评估和验证有时还需要其他的实验和资源。

少数错误分类或小错误可能会对研究目标产生重大

影响。这些成本应整合到人工智能模型的目标函数

或评估中，以反映错误分类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3.2 社会学挑战
在利用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方面，社会学障碍可

能比技术问题更具挑战性（反之亦有可能）。许多

障碍源于完全不同文化之间缺乏协调和理解。虽然

已经有一些举措在解决这些挑战，但学术界和工业

界仍然存在一些社会学问题。

社会学挑战的根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挑战，是

因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专家群体：计算科学家和实验

科学家在研究中碰撞摩擦，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计算科学家和实验科学家的培训方式非常不同（图

7）。通过训练的计算科学家往往专注于抽象、热

衷于自动化、计算效率和颠覆性方法，他们倾向于

任务专业化，寻找将重复任务交给自动化计算机系

统的方法。实验科学家更务实，受过具体观察训

练，更喜欢用可解释的分析来准确描述实验的具体

结果。

这两个世界拥有不同的文化，不仅反映在他们解

决问题的方式上，也反映在他们认为哪些问题值

得解决。例如，在致力于建设支持通用研究的基

础设施与致力于研究特定问题之间一直存在争执。

计算科学家倾向于为各种项目提供可靠的基础设施

（例如，用于应变构造的自动化管道或收集所有相

关数据的中央数据库），但实验科学家往往专注于

最终目标（例如，生产具有商业意义的分子）。在

这方面，计算科学家喜欢开发数学模型来解释和预

测生物系统的行为，而实验科学家喜欢提出定性假

设并进行实验来检验这些假设（至少在处理微生物

时，因为这些实验可以在3-5天内很快完成）。此

外，计算科学家通常会对一些崇高的目标（blue-

sky）感兴趣，比如，工程化生物体应用于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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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生命编译器创建DNA所需的规范，重建树采

用所需的形状，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生物工程化龙，

或者用人工智能取代科学家。实验科学家则认为这

些纯属“炒作”，因为之前有类似案例，通过计算

类型过度夸大但却最后无法兑现，他们更倾向于使

用当前的技术状态能够实现的目标。

应对社会学挑战。解决这些社会学问题的方法是鼓

励跨学科团队合作。在公司（团队荣辱与共）中实

现这种包容的环境可能比在学术环境更容易（研究

生或博士后往往是发表了几篇第一作者论文后就宣

称成功了，而不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整合）。

实现整合的可能途径之一是开办交叉培训课程，

在这些课程中，实验科学家接受编程和机器学习

方面的培训，而计算科学家接受实验培训。最

终，给两个团队都带来一些有价值的、独特的和

必要的文化交流。相关人员越早明白这一点，合

成生物学的发展就能越快。从长远看，需要设计

将生物学和生物工程的教学与自动化和数学相结

合的大学课程。目前有一些学校正在试点这样的

课程，但只是很小一部分。

图7　计算科学家和实验科学家来自不同的研究文化，他们必须学会合

作，才能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的结合中充分受益

4  前景和机遇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在工程阶段打开第三个轴，比如

物理、化学或生物，进而从根本上增强合成生物学

的能力，充分发挥其影响。最明显的是，人工智能

可以对生物工程结果做出准确的预测，从而实现有

效的逆向设计。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科学家

设计实验，选择何时何地取样，而目前这是需要训

练有素的专家来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还可以支持

基于大型数据源（包括历史实验数据、在线数据

库、本体和其他技术资料）的自动搜索、高通量分

析和生成假设；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更快地探索大型

设计空间和推荐有趣的“开箱即用”假设来增强合

成生物学领域专家们的知识。合成生物学为当前的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出了一些独特的挑战，如果这

些挑战得到解决，将在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领域

带来根本性的进步。设计生物系统本质上依赖于控

制系统的能力，这是对系统基本规律理解的终极考

验。因此，能够实现合成生物学研究的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必须能够描述实现最佳预测的机制。

尽管最近基于深度学习体系结构的人工智能技术已

经改变了人们进行特征工程学改造和模式发现方式

的看法，但就推理和解释其学习机制的能力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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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结合因果推理、可解

释性、鲁棒性和不确定性估计需求的人工智能解决

方案在这一跨学科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生物

系统的复杂性使得纯粹基于蛮力关联发现的人工智

能解决方案无法有效地描述系统的内在特征。将物

理和机械模型与数据驱动模型结合起来的一类新算

法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研究方向。目前，这个新方

向在气候科学和计算化学领域已经初见端倪，希望

在生物系统研究中也能取得类似的进展。

不仅是人工智能提供了修改生物系统的工具，合成

生物学还可以反过来激发新的人工智能方法。生物

学启发了人工智能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神经网

络、遗传算法、强化学习、计算机视觉和群体机器

人技术等。实际上，有许多生物现象是需要数字模

拟的。例如，基因调控涉及到一个精细的相互作用

网络，使细胞不仅能够感知并对环境做出反应，同

时保持细胞的存活和稳定。保持内环境稳定（由生

命系统维持的稳定的内部、物理和化学条件的状

态）包括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数量产生恰当的

细胞成分，感知内部梯度，并仔细调节细胞与其环

境的交换。人们能不能理解并利用这种能力来生产

真正的自我调节的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呢？另一个例

子涉及涌现属性（即由系统显示但不包括其组成部

分显示的属性）。例如，蚁群的行为和反应就像一

个单一的有机体，不仅仅是单只蚂蚁的总和。类似

地，意识（即对内在或外在存在的感知或意识）是

一种来自物质基础（例如神经元）的定性特征。自

组织和集体构建结构的群体机器人已经存在。人们

能不能用涌现的一般理论来创造机器人和生物系统

的混合体呢？人们能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底物，

例如晶体管中创造意识吗？最后一个可能的例子涉

及自我修复和复制：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也展示了

自我修复和复制的能力。人们能理解这种这种产生

自我修复和复制的人工智能吗？

虽然这种生物模仿以前就有人考虑过，但“合成生

物”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修补”生物系

统、测试仿生模型和基本原理的能力。例如，现在

人们可以在基因组水平上修补细胞基因调控，对其

进行修改，并测试导致其具有显著韧性和适应性的

原因；或者可以对蚂蚁进行生物工程改造，测试蚁

群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如何影响蚂蚁的存活率；或

者可以改变细胞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复制机制，测试

长期进化对其竞争能力的影响。

此外，在细胞建模中，人们已经能够很好地理解

所涉及的生物学机制。在神经科学领域，就算了

解了神经网络如何检测眼睛的形状，也不太可能

揭示大脑做同样事情的原理，但合成生物学的研

究却可以做到。机械模型的预测并不完美，但能

产生质量上可接受的结果。将这些机制模型与机

器学习的预测能力相结合，可以帮助弥合两者之

间的差距，提供生物学方面的见解，解释为什么

某些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比其他模型更有效地预测

生物行为。这种见解可以引导人们探索新的机器

学习体系的结构和方法。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也可以

帮助人工智能，但最终，这两个学科在持续反馈循

环中相互作用，将创造现在难以想象的可能性。正

如Benjamin.Franklin也无法想象他对电的发现，

在未来有一天会使互联网成为可能。

5  参与进来

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之间的接口是一个新兴的跨

学科领域，需要更多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充分发挥

作用。如何参与进来？本文建议开展下列战略研究

工作，用于支持人工智能驱动的合成生物学的跨学

科研究：

○.参加并组织相关会议，支持数据收集和存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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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促进合成生物学相关实验数据的共

享，从而比较和评估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工具的民主化和易用性。

○.支持和持续跟踪这两个领域的相关会议，例如，

计算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的种子轨迹（SEED’s.

track），以及国际先进人工智能协会（AAAI）

关于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的研讨会。

○.识别类似于蛋白质结构和国际蛋白质结构预测竞

赛（CASP）挑战的典型合成生物学挑战问题。

此外，这些领域的研究有大量公共资金的支持。美

国国防部（DoD）和能源部（DoE）的公共投资

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从识别

新材料的应用到生物燃料的生产。能源部在生物

燃料生产、农业和能源转换等应用领域的投资一

直处于领先地位。国防部在合成生物学方面投入

了大量资金，DARPA的生物铸造厂项目利用自动

化技术成功地将生物的工程化改造时间和成本降

低了10倍。国防部部长办公室（OSD）在2017-

2019年资助了提升合成生物学应用于军事环境

（SBME）能力的优先发展应用研究（ARAP）

计划。这项耗资4500万美元的三军计划利用了国

防部实验室的专业知识，将生物系统应用于国防，

并为合成生物学提供了长期的基础设施和资源。

SBME发起的年度国防合成生物学研讨会，旨在

与学术界和工业界在合成生物学方面实现进一步合

作。通过SBME，空军、陆军和海军的研究实验

室还为国际基因工程机器（iGEM）基金会提供指

导。2019年12月，美国国防部宣布成立生物技术

利益共同体（Biotechnology.Community.of.In-

terest），加强国防部生物技术研发部门和更广泛

生物技术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协作和沟通，包括与

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生物技

术现代化优先项目的一部分，国防部还在支持建设

生物工业制造创新研究所，以便与工业界和学术界

一起扩大生物制造工艺和生物技术的规模。各军种

也将继续通过这些新举措进行合作，推动生物经济

满足军事需求。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和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也在开展合成生物学方面的规划。NIH成

立了一个合成生物学联盟，帮助研究人员确定合成

生物学在疫苗开发、免疫治疗和其他医疗应用研究

领域的路线图。另一方面，NSF正在资助采取更广

泛的方法来理解自然或合成微生物群落中各种生物

网络、计算方法和分子到系统的规则及机械建模的

研究，这些研究都将提升对生物系统的基本理解。

另一个大型项目是“登月”（moon-shot）项

目，历时10-20年，将实验、理论和计算学领域的

专家聚集起来，同时带动下一代的实践者。例如，

由于各种原因植物很难进行工程设计（包括生长周

期长）。一个可能的研究项目可以通过提高植物的

弹性和增加植物吸收的碳量来利用工程植物解决气

候变化问题。

最后，从药物发现到材料科学，再到食品与饮料等

领域的私营企业都在转向合成生物学。Amyris、

Conagen、Giggo.Bioworks和Zymergen等公

司已经在利用生物铸造厂的愿景，设计DNA并实

现自动化，从而快速设计-构建-测试-学习循环，

生产所需的目标产物。

来源：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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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

加速生物制造革命

▲

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快速发展使DNA合成和测序等生物工程操作的成本显著降低，增加了部署可持续、可扩

展和创新生物制造解决方案的机会，与制造业的相关性也越来越强。世界经济论坛（WEF）召开了系列研

讨会，并于2022年2月发布《加速生物制造革命》（Accelerating.the.Biomanufacturing.Revolution）

白皮书，探讨了生物制造领域随着技术进步的发展趋势，旨在确定加速生物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创新

所需的关键合作及相关措施。

编者按：

生物一直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制造力量之一。每个

生物体都能编码详细的指令，这些指令可以实现

原子级精度的自组装，并具有自我复制和扩展的

自然能力。几十亿年来，虽然生物学一直是塑造

世界最有形的自然力量，但直到上个世纪，人们

才对遗传密码——生命的潜在“编程语言”有所

了解。

1.1 什么是生物制造？
生命科学的最新进展带来了不同垂直市场的增长，

目前有许多应用在使用，还有更多的程序正在开发

中（表1）。生物制造广义上是指利用生物系统改

造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链的组成部分。这种定义可

以应用于生产的很多方面：例如，在农业中，传

统的生物制造是通过植物将阳光、土壤和水转化为

营养食品。在生物技术领域，生物制造最常见的认

知是通过液体细胞培养罐中的发酵过程进行药物生

产（例如胰岛素和疫苗原料），类似于啤酒厂的设

施。液体发酵是当今大多数现代生物制造中最常见

的方法。目前，已经在开发利用固态发酵生产更复

杂的生物组织，例如用于培养人体移植用的合成器

官和实验室生长的肉制品等。

1  生物制造：促进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增强生物安全

表1　跨行业的生物制造

10年期间的新兴应用

人类健康
实现快速应对大流行的核酸疫苗开发技术

干细胞来源的可移植器官

农业&食品技术
大规模生产低成本养殖肉类原料，用于取代动物源性替代品

优化作物微生物群，提高生长指标

消费品&服务 通过肠道和皮肤微生物治疗进行定制化的个人护理和营养服务

化学品&材料 为塑料和动物衍生材料提供创新的可持续替代品的高性能生物聚合物

可持续性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生物分离

污染废水的生物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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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成本趋势（2021年）

1.2 发展趋势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27亿美元的总预算中，测序和

组装的成本估计在5-10亿美元。过去的20年里，

DNA测序和合成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使得今天

同等工作的成本不到1000美元。美国国家人类基

因组研究所绘制了每个人类基因组随时间变化的成

本，结果显示与摩尔定律一致。这样的结果表明，

生物学和计算机在成本、可编程性和可扩展方面日

益相似（图1）。计算原理和生物学之间的这种交

叉在合成生物学中得到体现。

此外，新的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出现的频率越来越

高。2021年前三个季度，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积

累了有史以来最高的15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并成

为生物经济领域的先驱，它们正在利用自动化和高

级分析等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和制造解决方案来优化

开发并实现新的应用。

Ginkgo.Bioworks等公司的目标是建立规模经

济，以便系统地降低工程成本，并将这一趋势描述

为“Knight’s.Law”（图1），这与半导体行业

的摩尔定律类似。正如摩尔定律先于计算机革命，

Knight’s.Law是生物制造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号。

1.3 生物制造的前景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10-15年后的生物

经济，每年可以创造4万亿美元的价值，多个领域

都有潜在增长。

（1）促进创新

由于成本问题，传统生物制造技术受高成本/低产

量商品（如药品）或低成本/高产量的化学品市场

（如生物乙醇）的限制。生物制造能力的提高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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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改变新细分市场的价值主张，这些细分市场涵

盖了更广泛的经济实体的投入。事实上，全球经济

中预计将有多达60%的实体投入可能来自生物制

造业。此外，生物制造降低商品销售成本的同时可

以加速产品创新/性能，从而重新确定成本目标。

个人护理、营养、食品与材料都已经看到了更高效

生产方式的创新，以及崭新的、增强的价值链的发

展。近年来，阿迪达斯、香奈儿和泰森食品等主要

消费品牌都在布局新生物制造开发应用的计划。

（2）解决可持续性目标

新的应用有望在未来10-20年内解决一些重大的环

境挑战，例如，正在开发的生物解决方案可用于处

理废水中的有害污染物（生物修复），以及从大气

中捕获温室气体（生物沉降），为微塑料和气候变

化造成的环境危机创造解决方案。养殖肉类和适应

气候变化影响的系统改良作物有望彻底改变当前的

农业系统。

（3）加强生物安保

在全球化经济中，对人类安全的生物威胁不再受限

于国界，地方性疾病会迅速转变为全球大流行，例

如，SARS-CoV-2。

要防范下一次重大疫情，就需要采取整合的全球做

法和投资，从而增强各地的应对能力。要确保所有

国家和社区的安全，包括最脆弱的人群，就要有弹

性的全球应对措施。这需要培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

并建立基础设施。生物制造能力正在成为生物安保

的一个基本要素，并将继续在未来的流行病中发挥

重要作用，使人们能够获得相应的治疗。

1.4 加速生物制造革命
认识到这些机遇，世界经济论坛（WEF）聚集了

来自企业、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界的领导人，以确

定生物制造可能影响可持续性、经济和/或新型创

新产品开发的新兴机遇。随着该行业的新一波发

展，确定未来加速生物制造业包容性、可持续性和

创新所需的两个关键战略：

○.扩大合作伙伴关系，用于支持更快的原型设计

以及向可持续和有影响力创新的过渡。

○.采用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劳

动力发展的相似的最佳实践，培养技能型劳动

力，支持继续教育和提高技能。

2.1 产品开发的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可以显著加快生物制造方法的开发和

利用。一些平台公司（例如Ginkgo.Bioworks、

Zymergen和Amyris）为跨行业共同应用的开发

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这些公司建立平台合作并在其

基础上进行工程设计，为新的开发工作提供了显著

的规模和成本优势。此外，建立在特定技术领域丰

富经验基础上的、以应用为中心的生物制造初创公

司（例如，Impossible.Foods、Bolt.Threads,.

Perfect.Day和Modern.Meadow）可以帮助

直接发展实现产品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性能指标

（KPI）。

（1）细胞开发工具包

平台公司在能够服务多种应用的特定技术生态系统

中利用规模经济。计算中的大多数软件应用程序都

基于通用平台工具包的开发，并且软件与应用程

序本身是解耦的。随着基本生物单元操作越来越

标准化，平台公司正在面向更广泛的生物经济。例

如，Ginkgo.Bioworks正在开发细胞编程平台，

目标是使生物学更易于工程化。其平台汇集了微生

物所需的工具、基础设施和相关人员，并与缺乏大

2  加速商业生物制造的战略伙伴关系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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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生物工程能力且以产品为导向的公司合作，开

发新产品。Ginkgo.Bioworks还推出了一种生物

等效软件开发工具包，用于在iOS和Android系统

上开发应用程序，例如，通过推出细胞开发工具

包（CDK），降低开发新生物制造应用程序的障

碍。细胞开发工具包包含设计生物制造概念所需的

要素：用于优化接受DNA文库的工程细胞、设计

和打印新DNA集的工具、构建和培养工程化生物

体的专用设备，以及表征和验证生物过程性能的自

动化设施、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等。

与生物制造领域的新参与者开始生产材料以测试新

应用所需的主要资金、时间和人力投资相比，这些

平台为这些从事生物制造的公司提供了显著节约成

本的方式。这对技术先驱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可

以使其在没有重大资本投资的情况下测试和扩展其

技术和想法。与此同时，大公司正在利用这类工具

探索新的生物制造解决方案，而无需再开发新的实

验室空间和团队。除了节省成本外，CDK预计还

将开发时间从几年缩短到了几个月。

（2）可持续产品性能

目前，上游生物制造的进展速度（例如，分子的生

物生产或发酵）与将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应用测试

和产品开发速度并不匹配。虽然合成生物学技术开

发者们不一定适合指导下游的纯化、分离和终端制

造产品的工艺，但他们通常会为一类分子的生产带

来技术经验。与成熟产品公司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

可为技术人员提供重要机遇，能够获得关于成功部

署核心上游关键绩效指标的必要反馈，同时为传统

制造商提供快速利用生物制造战略的机会。

2020年，Lululemon和Genomatica宣布合作开

发可持续的生物尼龙。在全球范围内，尼龙是来

自石化衍生物己内酰胺、每年价值100亿美元的产

业。两家公司合作，在微生物中发酵植物糖，用

于可持续的生产己内酰胺，创造消除6000万吨氧

化亚氮的机会。氧化亚氮是一种通常由石化生产产

生的有害温室气体。除了显著减少温室气体，生产

生物尼龙所需的水和能源也明显更少，展示出其更

具竞争性的可持续性优势。即使没有增强的材料性

能，生物尼龙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也会成为其“性

能”指标之一。

（3）制造技术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生物制造应用成本的持续下降，更多行业具有

利用可持续和创新材料的商业可行性。药品通常生

产规模较小（<1000升储罐），这些产品高利润

率，生产成本也较高。生物乙醇等大宗化学品已经

能够实现大规模（>200千升储罐）经济效益，而

制造成本在这种大规模的批量中被分摊掉。许多潜

在的生物制造应用难以平衡小产量生产导致的高成

本，直到建立起足以支持规模化生产的市场生物科

学的进步提高了这些生物转化的效率，生物制造成

本将继续下降。与产品公司的合作有助于加快某些

应用的市场应用，但与制造技术合作伙伴的合作也

可以产生有效的协同效应。

例如，将合成生物学突破与现有制造工艺相结合

的伙伴关系对于加速产品开发和测试至关重要。

产品开发和测试是生物材料等应用推向市场所必

需的。Modern.Meadow是基于蛋白质设计和工

程制造可持续性能材料的初创公司，其重点技术主

要是开发由工程蛋白和生物聚合物组成的专有应

用平台Bio-Alloy。与传统皮革相比，Bio-Alloy

技术减少了60%-85%的温室气体排放。2022

年，Modern.Meadow与意大利纺织与材料供应

商Limonta建立合资企业BioFabbrica，进一步

加快新一波高性能生物材料的部署和利用。通过

结合Modern.Meadow的Bio-Alloy应用平台与

Limonta在先进材料制造工艺方面的经验，Bio-

Fabrica可以提供可持续的生物制造材料解决方

案，满足品牌独特的性能和设计期望。

2.2 新的解决方案的部署
目前的生物制造能力大多以制药为导向，给新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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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生物制造应用提供了具有挑战性的成本结构。

替代生物制造领域应用的下游能力，不像制药领域

开发应用的基础设施那么复杂。早期原型设计对于

生物制品的商业化至关重要，以确保与预期应用等

效和/或兼容，这将需要额外的上游工程循环。目

前，缺乏早期原型已成为早期技术生物工程活动中

的一个主要缺陷。

例如，非制药相关应用的商业示范规模正在进入生

物制造应用。然而，初始原型批次的生产或初始商

业产品的运行，对生物制造的早期产品提出了重

大的财务和物流挑战。虽然发酵制造领域的历史

领导者（如DSM，Cargill）在这类应用中取得了

显著成功，但对于将新的制造概念推向市场的技术

先驱者来说，承担开发和制造规模的成本是一个资

本密集过程。如今，学术实验室可以进行小规模的

工艺演示，但往往受到设备/能力多样性的限制。

或者，合同制造组织可以提供大规模的解决方案，

但与这些组织合作的成本通常很高，并且需要符合

现有商业需求。与此同时，上游工艺开发技术（如

Sartorius的ambr250、Culture.Biosciences、

Univercell）自动化和复杂性的提高，从而实现更

快速的跨生产技术的转让。

目前，生物制造应用的试点和原型设计能力的分散

状态表明，竞争前的生物工艺示范设施，其设计应

具有当今可实现的灵活性。诸如“生物制造合作

社”等组织，共同投资和共同设计的公私合作项

目，可以使技术先驱者加速原型设计和应用测试，

从而提高生物制造应用的整体成功率。许多上游设

备需求在生物制造应用程序之间共享，并且可以实

现跨细分市场和生物安全应用程序的多功能性。下

游能力更加多样化，需要深思熟虑的设计和重大投

资才能跨越必要的应用范围，但前提时要解决生物

制造原型设计的主要障碍。

大多数生物制造都是通过在搅拌槽中培养微生物，

以低成本原料进行生物转化。用于无肉汉堡的蛋白

质、用于生物尼龙的己内酰胺等化学品，以及用于

新冠肺炎疫苗的质粒DNA都是利用微生物发酵。

根据应用情况，储罐尺寸、特定过程控制需求与监

管合规性（例如氧气供给、溶剂额定值、良好制造

规范合规性等）可能有所不同，但主要资本组成部

分和能力是相似的。

虽然工程生物学工具包在整个生物制造生态系统中

是共享的，但每个产品的应用都需要独特的处理限

制，从而实现产品的关键性能指标。随着生物工程

能力的成熟，以生物方式生产所需产品的上游生物

工艺管道正在扩大和加速。除生物制造的生物成分

外，还需要一系列不同的化学、物理和热单元操

作，用于从生物系统中提取和加工目标产品。在生

物制造开发的周期中，要尽早启动下游开发，才能

确保核心产品KPI的最低可接受性能，避免投入大

量资本和时间后再面临产品集成的挑战。这些应用

测试方法只有在净化和分离最终产品后才可能实现

（图2）。

扩大合作伙伴关系为扩大生物制造生态系统和整合

系统专业知识、技术提供了机遇，以提高生物制造

商业化的成功率。合作可以汇集必要的资源和专业

知识，增强生物制造产品的部署能力。对先进创

造、空间协作的投资将有助于打破新生物制造应用

商业化的主要障碍，加速生物经济的增长。

3  劳动力转型：培养终身学习和提高技能

除了技术进步和战略伙伴关系外，紧急行动对加快

未来劳动力的增长，对推动生物制造革命至关重

要。传统制造业向生物制造业的演变将产生针对不

同劳动力部门的全新技能需求，与自动化和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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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应用领域下游工艺涉及的环节（例举）

的最新技能发展形成协同效应。

过去对生物制造领域劳动力的认识一直集中在需要

广泛高等教育的高技术、高薪职位上。这些工作

已在学术和技术机构周边的城市/大都市中心本地

化。随着生物制造业的扩张，劳动力在制造业价值

链和地理位置上将不断扩大。

3.1 新兴的机遇
生物制造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生物技术劳动力的层次

结构。从上游的生物工程到制造，再到产品整合和

营销所需的工艺的开发和部署，需要跨学科、跨职

能。这样的生态系统需要受过研究生培训的劳动力

团队，从而承担上游生物工程角色。同时，生物制

造业在自动化和软件工程、化学和材料工程等的熟

练劳动力创造了更多机会。

生物制造业需要开发新的“青领”制造岗位，与面

向可持续绿色技术与传统“蓝领”制造进行整合。

目前，这种职位多数面向四年制大学毕业生。自动

化和数字化正在使制造技术实现跨领域的技能集成

并逐渐标准化，从而能够开发有针对性的贸易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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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这就创造了重新培训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

打破现有制造业的劳动群体。许多用于普通生物制

造应用的低成本原料都是在发酵设施附近，从农业

领域获得，这为增加大城市以外工作创造了机会。

与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非常类似。计算机革

命导致了软件开发人员的诞生，如今软件开发人

员在全世界约有2400万个高薪岗位。软件开发人

员是数字经济的支柱，几乎对任何从事数字战略

的企业都至关重要。生物工程/能力方面的技术创

新目前仍将主要由博士级的科学家和学术界推动，

此外，还有一类新的创业者在生物平台上开发应用

程序，这些应用程序不一定需要生物科学的专业知

识，而是需要视觉和创造力等软技能。

3.2 劳动力战略
过去20年，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化学、能源

与制药行业的成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领域的劳动力显著增长，导致高收入

熟练岗位的增长。例如，2020年，信息和通信技

术领域的专家就占加拿大总就业人数的7%。未

来，生物制造业将在更广泛的STEM群体中分享

自动化和数字化的基本技能，创造劳动力流动的机

会，并分享劳动力发展的最佳实践。国际劳工组织

（ILO）对加拿大、中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和泰国等7个国家的ICT部门进行了调

研，提出了10项可能促进劳动力发展的政策建议

（表2）。生物革命在发展和支持高技术产业劳动

力所需的战略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例如，强生公司

的内部劳动力发展项目就是为促进持续地跨学科发

展。通过劳动力转型扩大生物领域岗位的多样性，

利用最佳实践进行继续教育并提高技能，对于生物

制造革命至关重要。

表2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针对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劳动力关键因素和可能的政策对策

这些政策应对措施有助于促进政府、雇主和劳工组织之间的对话，以制定有效的政策，从而促进数字经济中更多公平的

工作机会：

①投资技能预测系统，增强对当前和未来技能需求的理解 ⑥促进跨学科技能发展

②增加对高等教育机构和教师队伍的投资 ⑦投资有效的终身学习系统和ICT领域的持续培训

③鼓励更多女性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即STEM

科目），并从事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工作
⑧促进更好地认可外国的学历和工作经验

④解决在高校或职业培训机构获得的技能与行业所需技能

之间的差距

⑨简化签证申请流程，给ICT专家移民提供支持，帮助他

们融入新工作和生活环境

⑤增加对软技能的教育和重点培训 ⑩促进相关部委和当局之间的协调，加强社会对话

表3　新加坡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

行动 影响

基础设施 在Tuas生物医药园建立设施，如JTC空间 -. 到目前为止，.培训项目AnT已形成了强大的技

术工人队伍，拥有170多个培训机会

-. 2000年以来，新加坡制药行业的产出增长了3倍

多，为全球市场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160亿美元

-. 熟练劳动力增加了一倍多

-. 前10大制药公司中有8家在新加坡设厂，他们在新

加坡生产全球收入排名前10位药物中的其中4种

投资
向公共部门投入研究资金40亿美元，用于发展

健康与生物医学

劳动力发展

与前沿制药公司（如Lonza和Amgen）合作开

展培训项目（AnT），毕业生在该项目中接受

在职培训，从而确保当地大学的毕业生拥有最

相关的技能

来源：W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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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咨询集团：

合成生物学即将颠覆传统行业

▲

波士顿咨询集团（BCG）2022年2月在其官网发文指出，合成生物学（syn-bio）技术已经逐渐走向成

熟，成为有竞争力、能可持续性生产几乎任何产品的制造方式。企业需要学习利用合成生物学开发新产品

和新工艺，改进现有产品并降低成本，以便在未来保持竞争力。本期对BCG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

编者按：

合成生物学成为催生生物经济的颠覆性力量，已经

将科学转变为未来的制造范式。理论上，微生物可

以制造许多目前工业制造产品，因此合成生物学

（生物系统的设计和工程化改造以创造和改进工艺

与产品）提供了生产香料、纺织品到食物和燃料等

几乎所有人类所需产品的新方法。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有望使供应链不再受到原材料

供应的限制。企业可以从头开始，利用细胞设计和

制造无限量的产品。例如，0.5克牛肌肉细胞就可

产生多达44亿磅牛肉，比墨西哥一年的牛肉消费

量还多。合成生物学催生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初创企

业，这些企业正试图改变传统的产品和工艺。

正如0和1的排列可以使所有类型信息都以数字方

式交流，改变遗传密码A、T、C、G构成的DNA

也就改变了生物系统。新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如

CRISPR-Cas9，正在创造全新的DNA组合，降

低DNA编辑成本，增加无差错复制的DNA的链长

度。无细胞系统的生存能力已经提高，未来可以无

需使用活细胞的代谢工艺，而是通过生物传感器加

快测试速度。与数据和云计算一样，DNA和DNA

编辑正在推动新的生产方式。

预计到本世纪末，合成生物将广泛应用在占全球产

出1/3以上的制造业，创造30万亿美元的价值。由

于实时数据收集、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些

行业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未来五年，健康与美

容、医疗器械和电子等行业将面临合成生物领域竞

争对手的挑战，正如制药和食品行业已经面临的挑

战。许多初创企业已经瞄准化工、纺织、时尚等其

他行业，从中期来看，这些行业将面临来自合成生

物替代品成本方面的竞争；从长期来看，矿业、电

力甚至建筑等行业都将面临竞争。

随着DNA编写和编辑成本的下降，合成工具的使

用变得更加容易，合成生物学前沿将继续扩大。新

的产品和工艺将逐渐走向成熟并成为主流。此外，

合成生物学初创企业正在开发更可持续的产品，这

些产品消耗更少资源（例如土地和水），不使用

化石燃料及其衍生物，而且将更耐用、产生更少废

物、更有利于人类健康。

1  合成生物学正在改变产品及工艺

正如上个世纪合成改变了化学，芯片设计改变了计

算一样，生物学家也在分子、细胞和系统生物学的

基础上，将科学从分析科学转向工程学。硬件工程

师可以根据材料的物理特性设计新的集成电路和微

处理器，生物学家也能构建合成生物系统，帮助企

业改变产品及工艺。目前，合成生物学正在实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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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5个的目标。

1.1 创造创新产品和新颖工艺
许多合成生物初创企业都在设计全新产品，这些

产品所需的自然资源比其替代的产品要少。因为这

些产品不仅更可持续，企业还可以针对每个应用程

序或用户进行定制，高价出售。例如，合成肉类

行业已经有超过70家初创企业，包括Impossible.

Foods、.Beyond.Meat、Innocent.Meat、New.

Age.Meats、Change.Foods、Eat.Just、Good.

Chicken、Upside.Foods等都在迅速发展。

Upside.Foods是7年前由心脏病专家Uma.Va-

leti、肿瘤专家Nicholas.Genovese和生物医学工

程博士Will.Clem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创立，旨在大

规模生产合成生物肉类。公司从鸡和蛋中提取干细

胞，提供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矿物质、脂肪和维

生素等营养，利用生物反应器加速培养细胞生长。

由于蛋白质生产条件是无菌的，不仅减轻了饲养

动物对环境的影响，也减少了污染风险。Upside.

Foods在其生物反应器中培养鸡肉、牛肉和鸭肉，

与2021年在新加坡餐厅推出细胞培养鸡肉的Eat.

Just一样，公司计划在美国各地销售其实验室生产

的鸡肉。

合成生物学的创新也延伸到了工艺领域。总部位

于波士顿的Ginkgo.Bioworks利用基因工程生产

工业细菌。Ginkgo.Bioworks五年前与拜耳成立

合资企业Joyn.Bio，主要关注合成微生物，使玉

米、小麦和水稻等作物能够更有效地使用肥料。植

物的生长和光合作用需要氮，但不能直接从空气中

获取，必须依赖土壤以及根上的细菌和古细菌将空

气中的分子氮转化为氨。然而，许多谷物作物无法

获得足够的细菌，因此必须使用氮肥确保作物生

长。Joyn.Bio旨在通过将改造后的微生物引入土

壤，帮助玉米、小麦和水稻等作物将氮转化为可以

使用的形式，还利用这些微生物保护植物免受病虫

害的危害。

1.2 改进现有产品或工艺性能
许多合成生物学企业正在重新设计传统工艺，开发

新的方法制造传统的产品，这些产品比现有产品更

具环境可持续性。基于细胞的工艺通常还能提高产

量。例如，采矿业使用现场堆浸法从开采的矿石中

提取铜、铀和金等金属。该工艺利用化学物质从地

下沉积物中提取金属，通过化学反应吸收特定的矿

物质，然后将其重新分离。矿业公司传统上利用碱

性氰化物处理破碎矿石，不仅产生毒素，也会产生

大量废物，通常提取制作一枚结婚戒指所需的黄金

产生的废物多达20吨。

西班牙的Rio.Tinto、智利的BHP.Cerro.Colo-

rado和墨西哥的Cananea等几家矿业公司正在进

行生物浸出和生物氧化试验。这些合成生物工艺利

用水、空气、活性微生物等，从硫化物精矿中提取

铜、锌、铅、砷、锑、镍、钼、金、银和钴等金

属。生物浸出法比传统工艺更便宜，管理该工艺所

需的工程师也更少；可以代替一些破碎和研磨，进

而降低采矿成本和能耗；比传统矿石开采更环保，

对景观造成的破坏也相对较小。此外，这些细菌在

矿井内繁殖，可以在适当的保护措施下回收利用，

从而防止泄漏。副产品或废物还可用作同类或其他

工艺的原料，这也是循环经济的一种方式。

1.3 降低成本或增加稀缺原材料的可用性
合成生物学企业通过发酵植物原料生产产品已经很

常见，就像啤酒厂和制药厂利用酵母生产啤酒和胰

岛素一样。该工艺不需要特殊原材料，大规模生

产时，一些来自工厂的原料也相对便宜。合成生

物学企业开始生产角鲨烯、皮革和香草素等复杂原

材料。其中香草是一种自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调

味品，尽管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但全球天然香

草的产量仍然较小。目前只有不到1%的香草调味

品来自香草豆，每年生产的1.8万公吨香草调味品

中，主要是通过化学方法合成（85%愈创木酚和

15%的木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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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纯天然食品的公司面临着成本上升、复杂的标

签管理法律，以及消费者对天然和非天然认知的

挑战。合成生物学率先推出的一种选择是从香草

豆以外的来源制备天然香草素。例如，自2011年

以来，Evolva一直与国际香水和香料（IFF）公司

合作，在实验室开发香草素；目前，Evolva正在

开发原料，并已缩短规模化生产所需的时间，而与

IFF合作将有助于进行规模化生产和促进商业化。

另一方面，已有几家合成生物学企业正在尝试利用

生物制造生产皮革等材料。制革是成本高、劳动密

集的工艺，而且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Modern.

Meadow培育了一种酵母菌株，通过对其进行改

造产生胶原蛋白，这种蛋白质使皮革更具力量和弹

性，当它被提纯、压成薄片并晒黑后，生长的胶原

蛋白可以转化为皮革。该工艺不依赖于动物或生产

褶皱皮革以及纯素皮革所需的任何石化原料。

同样，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初创企业MycoWorks

正在开发菌丝体皮革。菌丝体是蘑菇的根结构，当

实验室培养的孢子将材料粘合成柔韧的膜时，菌丝

体就显示出皮革的强度和耐用性。这家初创企业

已经引起了多家设计公司的兴趣，如Stella.Mc-

Cartney、Kering.Group、Hermès等。Myco-

Works最近正与Hermès合作开发生物皮革。这

种名为Sylvania的生物皮革将由Hermès的制革师

和工匠进行鞣制、加工和成型。Sylvania皮革制

成的第一款包是全新的Victoria.Voyage，计划于

2022年以4000美元左右的价格推出。

1.4 创造更环保的产品或原材料
如果合成生物学能部分兑现其最初让商业更具可持

续性的承诺，那么它的存在将不仅仅是合理的。可

持续性可以推动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使许多

企业取代对环境有害的产品。

80年前，杜邦公司创造了尼龙并将其商业化，尼

龙6已广泛用于制造地毯、服装、汽车内饰、工程

塑料和食品包装等。2021年，Genomatica成功

开发了一种基于微生物的生产工艺，可以在植物中

发酵糖，是生产尼龙6的关键中间体。法国Aquafil

公司的一家工厂将可再生原料转化为尼龙6聚合物

切片和纱线，并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其生物尼龙生

产能力提高50倍。如果改用合成生物尼龙，全球

每年将减少6000万吨温室气体的排放。

1.5 催化弹性供应链
合成生物学的制造设施可以与农业和城市垃圾等原

料来源在同一地点，降低成本，使其更具弹性，并

减少碳足迹。这些原材料来源丰富且常年存在，因

此合成生物工艺可能不会受困于目前全球供应链的

冲击。同一地点还将使企业免受大宗商品价格波

动、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

随着合成生物学开发新的方法，一些有机废物可能

会被再次利用产生新的价值。例如，在植物细胞壁

中发现的天然聚合物木质素可以被重新用作碳源，

为微生物生长提供原料。甲壳素生物合成壳聚糖

（节肢动物外骨骼中发现的第二丰富的天然生物高

聚物）可用于制造从塑料替代品到食品防腐剂等多

种产品。

合成生物学工艺将有助于更好地应对需求波动。合

成生物发酵工厂的微生物原料可以生产各种产品，

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模块化技术平台设计微生物，

实现从一种产品到另一种产品生产的转换，实现生

产的多样化。

合成生物学未来将影响多个行业。研究表明，健康

美容、医疗器械和电子产品等行业可能会立即受到

影响，化工、纺织和水管理等其他行业，将在未来

10年面临成本方面的竞争，最后是采矿、电力和建

2  合成生物学可能会很快颠覆传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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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等行业（图1）。

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决定了合成生物学对传统行业的

影响。

2.1 成熟时间
成熟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成生物学技术从科

学理论发展到商业技术所需的时间。除了已知挑

战，在技术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未知因素的出

现。当合成生物学技术不再是一项实验，已准备商

业化时，其上市过程中需要跨越两个目标。

（1）规模。当科学家能够证明这项技术首先在实

验室中有效，然后在生物反应器中达到工业规模

时，就跨越了这一目标。虽然它们在实验室阶段

可能很有希望，但可能有超过90%的技术无法扩

展。因为不同细胞类型的规模化不同，例如在生物

反应器中制造酵母每年至少需要600千升的规模，

而制造动物细胞的规模仅为45千升。无论哪种方

式，规模化都需要时间和精力。行业惯例是对工艺

的任何更改需要运行1000个小时。

（2）成本。当制造产品或使用工艺的成本降低到

比传统更低水平时，就达到目标。转移到具有成本

效益的设施通常涉及增加其与原料来源的距离。

2.2 推广
推广反映了技术如何获得认可，是政府监管、行业

集中度、投资、产品性质、稀缺程度等因素的函

数。推广速度取决于支持生态系统的成熟度，尤其

是科学人才、学术合作伙伴和供应链的可用性。

在对合成生物学技术影响的讨论中，隐含着社会和

消费者的认可，这一点本文中没有提及。它们可能

是像人工皮革那样不存在争议，也可能像转基因食

品那样存在争议（合成生物学技术涉及对细胞进行

编程从而生产独特化学品或产品，而基因工程则侧

重于修饰现有生物体的特定部分）。未来，社会接

受度将以何种方式影响合成生物学产业，现阶段难

以预测，但早期开发者进行的宣传和推广将有利于

合成生物学产业的发展。

考虑到某种技术会颠覆一个行业以及行业利润率，

例如，鉴于其规模、稀缺性和利润率，制造美容产

品的化学品比制造纺织品的化学品更可能面临来自

合成生物产品的竞争。

图1　合成生物学对不同行业的预计影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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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影响时间上的差异外，合成生物学技术可能会

对行业和现有企业产生其他的影响。

○.现有企业可能面临来自新的合成生物工程产品的

竞争，例如通过提供更好的功能和更小的环境足

迹，并随着时间推移减少对现有产品的需求。

○.现有企业可以转向合成生物学企业所开发的新

型、更可持续的工艺。

○.现有企业可以转而使用合成生物学企业设计、

生产现有产品所需的新型原材料。

3.1 产品替代
在某些行业，企业或将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完成与合

成生物工程替代品竞争：通过开发自己的合成生物

产品、利用传统产品与合成生物学初创企业进行正

面竞争，或者专注于现有产品最赚钱的利基市场。

BCG的研究表明，这些行业涵盖从工业（B2B）

到消费者（B2C）的企业。

在工业领域，几家合成生物公司已经开始通过对微

生物进行工程化改造来生产大宗化学品和特种化学

品，并通过发酵将其放大。例如，BDO（1,4-丁

二醇）是一种伯醇，也是4种稳定的异二醇异构体

之一，被用作塑料、弹性纤维（如氨纶）和聚氨

酯的溶剂；BDO的主要制造商（BASF、Dairen.

Chemical、Sinopec、新疆天业和新疆国泰等）

年产量总计超过100万吨，可用于制造250万吨聚

合物。2020年，BDO的产业价值为50亿美元，

约有30家制造厂使用碳氢化合物原料生产BDO。

几家合成生物学企业正在尝试从可持续来源，以商

业方式生产生物BDO。例如，Genomatica利用

甘蔗、甜菜和其他碳水化合物（如玉米）等可再生

原料，通过发酵生产生物BDO，其化学成分与传

统产品相同，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并创造可持续

的供应链。除了扩大第一代工业规模工厂的产量

外，Genomatica还在美国建造第二代工厂。此

外，Genomatica还将其生物制造工艺技术授权给

全球种子和肉类公司Cargill、化工营销和分销公司

HELM，后者将投资3亿美元建造新工厂，新工厂

预计2024年完工，年产量将超过6.5万吨，使世界

生物BDO生产能力提高3倍，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

传统BDO工厂减少93%。如果世界上所有BDO制

造商都转向生产生物BDO，每年将减少超过1500

万吨CO2排放，几乎相当于100万美国人、200万

中国人或300万欧洲人的年碳排放量。

在橡胶行业，有几家公司正在尝试生产合成生物

单体，用于制造合成橡胶（聚异戊二烯），这是

天然橡胶的常见替代品。合成橡胶通常由石油衍

生材料制成，用于生产外科手套、高尔夫球、粘合

剂和轮胎等。许多企业试图利用合成生物学改变

这一现状，例如Goodyear.2007年与杜邦合作，

Glossibo.2010年与马来西亚的bio.X.Cell合作，

Bridgestone.2012年与日本Ajinomoto成立合资

企业等。这些行业巨头正试图基于发酵工艺，经

济高效地生产异戊二烯（2-甲基-1，3-丁二烯，

合成橡胶生产中的关键化学品）。这种新的合成生

物单体被称为生物异戊二烯，可以由微生物通过可

再生碳水化合物原料制成，这种转向或将动摇价值

30亿美元的异戊二烯市场，并减少橡胶行业对石

化原料的依赖。

与此同时，生物工程香料和香精的普及率正在上

升。香精香料的年销售额超过400亿美元，并以

每年3.5%的速度增长。许多大公司已经与合成生

物学企业合作了20多年，BASF、Firmenich、

Givaudan和Takasago等公司都进行了收购和内

部投资，Conagen和Manus.bio等合成生物学企

业开始进入扩张期。Ginkgo.Bioworks已经与法国

香料和香精公司Robertet合作生产一系列香料。

如前所述，许多食品公司使用的是合成香草素（香

草豆的主要风味成分，由愈创木酚和木质素合

成）。由于来自消费者的压力，企业迫切希望使用

3  合成生物学对当前行业的影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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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昂贵香草豆来源的天然香草素来取代合成香草

素。例如，Solvay利用一种专利酵母菌株发酵米

糠油副产品阿魏酸来生产天然香草素，法国香料

公司Mane使用丁香油中的丁香酚来生产天然香草

素。这些正在改变价值3亿美元的全球香草市场。

在化肥行业，Joyn.Bio和Pivot.Bio等初创企业正

试图创造微生物，帮助谷物作物改善土壤中的氮摄

入量。通过提供更便宜的解决方案和减少农民氮肥

的使用量，可能会颠覆2500亿美元的氮肥行业。

农业氮肥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如果合成

生物学初创企业能成功的话，这一部分温室气体排

放量将减少一半。

消费端业务中，肉类行业面临来自Impossible.

Foods和Beyond.Meat等企业的竞争。Impossible.

Foods利用小麦和土豆蛋白、向日葵油和椰子油、

甲基纤维素、食品淀粉以及一种实验室设计的非肉

基血红素分子制作牛肉汉堡馅饼。研究发现，血红

素使磨碎的牛肉呈现红棕色、肉饼出血、嘶嘶作

响，口味像动物肉。根据独立审计机构Quantis对

其汉堡进行的环境生命周期分析，制作一个Impos-

sible的肉饼需要比真正的牛肉饼少96%的土地和

87%水的消耗，碳排放也减少89%（图2）。

培养肉企业正在通过新技术来提高产量、增加可

扩展性、降低成本。Impossible.Foods的产品被

Umami.Burger、Bare.Burger、White.Castle、

汉堡王等快餐连锁店以及沃尔玛和克罗格等超市使

用，而其主要竞争对手Beyond.Meat则在Carl’s.

Jr.、赛百味、Denny’s、TGI.Fridays、A&W、

Hardee’s、Del.Taco和Dunkin’出售合成汉堡。

如果目前趋势继续下去，美国传统肉类消费到

2040年可能会下降33%。

3.2 工艺改进
在许多行业，合成生物学工艺可以替代现有工艺，

迫使现有企业开发更好的工艺，或通过转向合成生

物学来提高竞争力。基于合成生物的工艺在提高产

量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合成生物学技术可能会对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产生影

响。例如，由于生物工程染料和加工化学品，纺织

业正处于变革中。生产1吨染料需要使用1000立方

米的水、100吨石油化合物、10吨有毒和腐蚀性化

学品以及至少200兆焦耳/吨的能源。这也是为什

么像PILI这样的初创企业正在努力减少使用石化产

品，减少制造染料所需的水、能源和化学品的数

量。PILI利用酶将可再生资源中的碳转化为分子，

图2　培养肉如何从实验室走向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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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纺织染料，减少废物和副产品。

企业改造了微生物，使其DNA编码一种或一系列

可将碳转化为染料或色素的酶；通过交换酶和优

化代谢工程工艺，产生多种颜色。由于纺织制造

企业可以在不改变生产系统的情况下使用合成生

物染料，有机染料有望在未来5年内占领330亿美

元的市场。

3.3 新的原料
在某些行业，合成生物只会改变企业使用的原材

料，而不会影响工艺。现有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合成

生物学降低成本或改善消费者意愿。例如，汽车内

饰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用生物传感器、合成生物塑料

和基于菌丝体的皮革内饰等合成生物替代品。然

而，这些材料不太可能改变企业在工厂制造汽车的

方式。

4  企业必须为合成生物学做好准备

合成生物学为企业提供的无数可能性与该技术带来

的多维挑战相一致。与数字技术一样，合成生物学

技术很快将迫使企业重新思考其商业模式。许多企

业将不得不对合成生物学的研发进行大规模投资，

其回报是不确定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即使企业知

道如何与初创企业建立复杂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合资

企业，这种投资也会增加。企业需要关注对合成生

物学近期发展和长期演变的预测，并根据预测采取

行动。鉴于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变化越来越快，以及

行业正在走向成熟，一些传统行业需要做出快速反

应。BCG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 熟悉科学和技术。由于合成生物学技术与其他

技术不同，企业将面临陡峭的学习曲线。为了

制定战略，识别成功的技术和有前途的初创企

业，企业必须加强学习。已经有企业在邀请专

家进行演讲，并组织高层管理、战略和研发团

队进行相关学习。

◎ 测试有希望的机会。企业需要利用获得的共享

知识举办研讨会，探索可能性，确定最有前途

的技术并从中挑选进行深入探索。为了验证概

念，高管们必须获取利益相关者和科学家的批

判性反馈；对关键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承诺

的回报和可能的风险进行优先排名。这样做将

使高管们能够快速决定哪些可以进行试验和实

验，例如，瑞典家具公司宜家（IKEA）和美国

电脑制造商戴尔（Dell）正试图用Ecovative.

Design的植物菌丝包装取代聚苯乙烯和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

◎ 寻找成功的开拓者。企业需要寻找那些开发技

术、产品和工艺以实现每个机会的初创企业和

巨头。最好关注那些正将技术扩展到实验室之

外的初创企业。

◎ 提前确定制造和供应方面的挑战。许多合成生

物学应用在规模化、标准化、质量一致性、运

输和生物安全合规性等方面面临挑战。企业在

选择路径前，必须确定所有潜在的技术及商业

挑战。例如，与其他新冠疫苗制造企业不同，

Moderna在其疫苗上使用了脂质纳米粒涂层，

可以防止mRNA在普通冰箱的温度下降解，从

而无需超低温条件下运输。

◎ 有选择地合作。面临合成生物技术竞争威胁的

行业，企业需要快速专注技术变革能力，与初

创企业和高校孵化器合作，以便快速学习。例

如德国化工巨头拜耳已经与Ginkgo.Bioworks

成立合资企业Joyn.Bio，正在利用合成生物学

抗击植物病害并改善营养；拜耳创新部门还在

寻求与其产品互补的突破性技术，与Versant

风险投资公司联合成立干细胞治疗企业Blu-

eRock.Therapeutics，与CRISPR.Th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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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utics合作成立合资企业Casebia. thera-

peutics，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治疗血液疾

病、失明和先天性心脏病的技术。

◎ 在业务组合中推动合成生物学。企业可以通过

进行绿地投资和规划收购，迅速将合成生物产

品添加到自身的投资组合中。例如，全球最大

肉类生产商之一的Cargill在2018年推出零卡路

里甜味剂EverSweet（通过酵母发酵制成），

同时，还投资了几家养殖肉类初创企业，如

Just.Foods和Aleph.Farms，以及用于素食肉

类和乳制品的豌豆蛋白供应商PURIS。

合成生物学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环保技术，但其并没

有完全实现这一承诺。几年前，一家流行杂志在推

特上写道：“合成生物学本来是要拯救世界的，现

在它被用来制作香草调味品。”然而，回顾过去，

香草素在生物反应器中的商业化生产确实是一个分

水岭，它展示了合成生物学巨大的商业潜力。大规

模使用合成生物学可能是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

来源：B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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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革命——投资可持续性科学

▲

合成生物学技术革命将对一系列产品的生产方式带来深远影响，包括从实验室培养肉到化妆品，再到可生

物降解的包装等。然而，投资者对巨大商业潜力的关注仍然相对较少。2021年11月，全球投资管理企业联

博基金（AllianceBernstein，AB）发布了题为《合成生物学革命——投资可持续科学》（The.Synthetic.

Biology.Revolution——Investing.in.the.Science.of.Sustainability）的白皮书，不仅为投资者详细介绍

了合成生物学领域，还展示了该领域对更多行业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它将如何为投资者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和价值。

编者按：

合成生物学正在通过改变大量产品的生产方式对人

们的世界产生深远影响。麦肯锡2020年的报告估

计，未来全球经济中将有60%的产品可以通过合

成生物学实现，2030-2040年间至少可带来1.7万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图1左）。

合成生物学为什么对投资者很重要？报告阐述了该

领域的基础知识，其指数成本的变化曲线和技术融

合如何加速该领域的进步，并迅速扩展到新的应用

中。报告认为，合成生物学对行业日益增长的影响

将创造许多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而对全球可持

续性科学（Science.of.Sustainability）的推动将

是加快其走向应用的催化剂。与互联网革命相似，

需要有效投资和支持合成生物学企业，以挑战现有

企业的利润池。总之，投资者不能忽视合成生物学

广泛、颠覆性的潜力。

尽管合成生物学具有巨大潜能，但受投资分析师的

关注还是相对较少（图1右）。由于资产管理公司

通常都是针对某一行业进行研究，这并不太适合合

成生物学这种将会带来的跨行业的领域。投资组

合经理需要跨行业合作，同时将基础研究应用于

新产品、公司和市场，进而抓住这一变革性的投资

机会。以材料科学为例，其上一次重大进步发生

在20世纪初，当时开发出了石油的副产品——塑

料。现在，利用空气中的CO2可以创造完全生物

降解的产品，合成生物学正在通过推动可持续发展

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足迹，或将开启一个全新

的、投资者无法想象的创意世界。

图1　合成生物学：对比其巨大潜力，研究报道还相对较少

*这些影响评估并不全面，只包括识别和评估可见应用途径的潜在直接影响。评估值并不代表GDP或市场规模（收入），而是

直接影响经济，更广泛的连锁经济影响也不包括在内。相对于2020年的经济估计；它们不包括人口统计和通货膨胀等变量。

由于以下原因，数字总和可能不等于总数。
†所提到的投资人和独立研究是指过去两年中出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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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融合：扩展基因测序的潜力

数据的指数级增长以及技术融合正在加速合成生物

学的发现和新产品开发，该趋势也吸引了各子领域

的投资者，人们往往会低估指数增长的长期结果，

而指数增长也挑战了人们所熟悉的线性思维过程。

过去20年，DNA测序成本下降速度比摩尔定律还

要快（图2）。从21世纪初的数亿美元降到今天

的数百美元，下降了大约100万倍。越来越便宜

的DNA测序带来的结果就是基因组数据的快速增

长，处理数据的能力也有所提高。2012年，莱斯

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纸上打印了一个人类基因组，

并组装成130本书，将其全部阅读完大约需要95

年。如今，大数据领域的处理能力以及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等数据工具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基因组信

息的分析难度。

除了指数级成本下降曲线外，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

学还受益于基因编辑工具的发现。在基因组学中，

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将数以百万计的基因

差异与其在身体功能方面的实际意义联系起来。现

在，通过基因编辑，科学家们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

研究并观察到基因组的变化。2020年，基因编辑

技术研究在6200多份科学出版物中被广泛提及，

而十年前还不到100份（图3）。

廉价的DNA测序和合成、数据分析和基因编辑技

术正在掀起了一股“现代淘金热”，进而发现下一

个轰动一时的合成生物学产品。

技术融合（DNA测序、DNA合成、基因编辑和

人工智能）是相互加持的，其潜力将大于各部分

的总和（图4）。如果没有大数据，解读庞大的

DNA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基因编辑与

合成技术，在探索新的基因方面将受到限制。人

们可以通过分析设计细胞，发现效益，例如，细

胞可以利用特定原料，更有效地将其转化为最终

产品（图4）。

图2　基因测序成本的趋势变化

图3　基因编辑技术研究逐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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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个性化医疗到个性化的一切

合成生物学彻底改变了医疗行业的产业规模，包括

药物研发。从历史上看，制药企业会针对靶向疾病

筛选尽可能多的化合物，从而发现可能有效的靶

点。制药企业在全球搜寻天然化合物，如马达加斯

加的花朵、北美的树皮和非洲的蛇毒。筛选的化合

物越多，成功几率就越高。这种方法成功了很多

年，直到合成生物学的出现。

信息框1    这一切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成本的下降和合成生物学的发现将压缩现有企业的利润，同时为新企业创造机会。对合成生物学前景的预测不

能基于当前的成本和技术能力，因为两者都在快速发展，包括合成生物学渗透到医疗保健以外的产品和行业的

速度。根据本报告对投资者和公司新闻的梳理，合成生物学并不是热门话题，投资者可能低估了其影响力。

与许多变革性技术一样，合成生物学是一种“趋势突破”，即公司之间利润资金池的转变。这种转变会削弱

现有企业，投资者应该意识到不要过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型基准公司，这些公司的规模和地位都是在先前创

新和技术背景下实现的。这种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其影响力不会在近期的一两年内就体现出来，这

也正是使投资者带有相关偏见的原因。

如今，研究人员可以根据目标疾病定制蛋白质，

增强药物疗效并加速发现。2020年，新型冠状病

毒基因组测序后，Moderna闪电式地创造了基于

mRNA的新冠疫苗。更重要的是，旧的制药模式

下，产品筛选和营销所需的规模使得罕见疾病的药

物发现通常不具有经济效益。新型生物技术工具改

变了计算方法，也能发现为罕见疾病设计有利可图

图4　技术进步加强了工程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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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方法。

制药行业也在为个别患者设计完全个性化的药物。

这或将改变药品的销售方式。药物将越来越多地针

对特定患者，通过基因测试指导医生进行最有效

的治疗。20世纪70年代，新的生物技术药物出现

时，并未出现在制药行业生产线中；如今，它们已

占据这条管线的40%以上（图5）。在规模较小的

药物开发商中，甚至约占研发管线的90%。

如果按公斤计算，生物技术药物是世界上最昂贵

的产品之一。由于合成生物学带来的成本持续下

降，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行业将面临颠覆性变化

（图6）。 图5　生物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医药市场

图6　随着成本下降，合成生物学正在影响更多行业

3  超越生物技术

合成生物学正迅速从生物技术产业扩展到更高价值

的利基材料和成分。例如包装食品或个人护理产品

中的添加剂、香味剂、调味品和塑形剂。从历史上

看，材料行业的规模主要是依靠制造能力，拥有大

规模工厂的公司可以将其固定成本用于提高产量，

进而提供更大的规模经济和定价杠杆。合成生物学

利用DNA测序和计算成本的快速下降，颠覆了规

模的概念，能够以更低的生产量达到与传统制造方

法同等的价格。过去，规模是关键，同一产品，产

量是主要指标。未来，更小的生产批次将有助于开

发更小规模的应用材料。食品成分可能会针对特定

市场和应用进行开发，个性化和多样性将对消费者

更具吸引力。

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通常将很大一部分销售额

投入到研发中。随着不断加速的行业创新，企业的

研发支出也在增加。随着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壁垒的减少带来了新的竞争者。同时，随着研发重

点转向更适合的产品，而不是更大批量产品制造，

企业可能需要在研发上投入更多资金。

合成生物学也可能会促使供应链重新调整，例如，

材料企业进一步向上游移动，从而确保获得甘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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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原料”。相反，其他企业可能会通过更多创

新向下游移动，从而更接近最终产品。更小、更高

效的生产量可以支持制造本地化，提高材料生产

的经济性，这可能有助于缓解不稳定的“繁荣/萧

条”利润周期。

2020年，合成生物学领域的资金大幅增加（图

7）。随着合成生物学应用到其他行业，成本持续

下降，支持这项研究和生产的企业将从中受益。此

外，AB的数据科学团队建立了一个专有工具，用

于梳理合成生物学研究论文，识别研究论文中引用

的特定产品，利用基础研究来确定具有吸引力的投

资候选人，从而确定可能最相关的上市公司（图

8，信息框2）。

图7　对合成生物学的投资大幅增加

图8　上市公司是合成生物学研究的重点（研究论文中被引用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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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润池的改变

合成生物学将带来全新的制造方式。像任何变革性

技术一样，会有早期和晚期的技术使用者，两者之

间的差异将为投资者提供实现差异化回报的机遇。

以互联网为例，初创企业在早期凭借其灵活的商业

模式赢得市场份额，这种模式通常不依赖固定的门

店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现有公司往往被锁定在

现有商业模式和供应链中，而后来的技术采用者赶

上来并在基于互联网的销售中投入了更多资金。对

于合成生物学领域，初创企业正在利用技术在越来

越多的终端市场挑战现有企业，例如，开发基于合

成生物学的新材料产品（如尼龙、维生素E和香草

调味品等），开发细胞培养肉类并致力于取代传统

肉类产品。

行业颠覆的时间和规模有许多因素，包括投入产品

的价格弹性、产品开发周期和监管，以及消费者口

味等。对投资者而言，意味着需要在行业内进行逐

个公司、自下而上的研究过程，从而确定机会；简

单地向受影响的部门或行业进行投资是行不通的。

合成生物学的应用可能也不会一帆风顺，随着价格

点（price.point）和技术开发，更多应用程序开

放，以及行业现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技术可能被

迅速接受。类似汽车行业中，由于不断下跌的电池

价格、特斯拉的成功以及对环境的担忧，使得传统

汽车制造企业转向直接投资电动汽车领域。类似的

动态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可能会撼动消费品市场。随

着未来几年的发展，积极的投资对合成生物学生态

系统在未来的特定应用上来说至关重要。

信息框2    大数据提供了新应用的早期见解

当研究合成生物学这类新兴技术时，投资者必须检索到具有颠覆性潜能的科学成果，从而领先于市场。将学

术界、新兴公司和有前景的产品联系起来，并非易事。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B的数据科学团队开发的工具，筛选了自2014年起全球发表的、刊登于bioRxiv的

1200份合成生物学研究论文，其中一些前沿观点要比行业应用的开发提前数年。下载所有论文全文后，利用

自然语言处理（NLP）进行识别，并以17个公司及其分公司组成的团队为目标，分析了可能的技术和产品，

包括组装、基因测序工具及PCR等。将发现成果展示在仪表盘上，用于帮助证券经理和分析人员发现发挥重

要作用的合成生物学公司，并实时检测公司、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如下图）。通过使用这些前沿数据工具，

分析人员可以在早期捕获新型技术，同时追踪其长期趋势。这些工具对股权投资者发掘合成生物学跨领域、

跨行业战略的潜在影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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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造业是关键瓶颈

发现新的蛋白酶或诱导酵母细胞生产产品的方法是

一方面；将产量提高到商业规模则是另一个巨大挑

战。现有制造工艺已经经过几十年的优化（对于农

业/自然生长的产品，更是数千年的优化）。传统

的生物产品企业不仅在优化基因组工程确保商业规

模经济生产方面拥有宝贵的经验和数据，还拥有制

造基地和扩张资本。如今，建立新的合成生物学生

产能力的成本可能需要5000万到1亿美元，对于规

模较小的初创企业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

于专注于少数产品的利基公司来说，填补这样的空

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由于整个行业的制造能力都

非常紧张，因此，很难以有吸引力的价格获得外包

制造能力。

报告提出，具有开发生物产品经验的精选材料企业

可以利用其专业知识和合成生物学拓展新市场，创

造有吸引力的投资候选者。例如，新型酶正在进入

更广泛的终端产品，如家用清洁剂等；人造工程微

生物可以打开广阔的农业新市场。此外，制造业产

能的扩张迫切需要私人资本进入，这也与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所需的90万亿美元投

资相一致（信息框4）。

信息框3    合成生物学革命的投资问题

对早期技术的投资也会带来独特的挑战和特殊的机遇。本报告认为投资者应该关注以下问题，用于评估公司从

合成生物学中受益的潜力。

产品在经济上可行吗？

21世纪初，一些企业就试图开发新的生物燃料。尽管市场潜力巨大，但早期基于合成生物学的产品在成本上

无法与廉价且丰富的天然化石燃料竞争。虽然合成生物学的研发成本正在迅速下降，但生产成本必须能够与传

统工业工艺相竞争，产品才能成功。

消费者会接受合成生物产品吗？

即使是有经济意义的产品也将面临社会接受度的问题。需要确认企业和消费者是否会接受基于合成生物学技术

的全新材料所制造的产品。

企业能否克服转换成本和供应链刚性？

一些企业可能难以采用基于合成生物学的制造工艺。由于前期成本和初期效率较低，企业需要花费几十年将其

完全整合到自身的制造业中。克服这些挑战将有助于促进销售的增长。

制造业将如何扩大规模？

扩大新的合成生物产品的生产能力是巨大的挑战。工艺的技术规格以及生产水平能力的获取是重要的考虑因

素，通常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早期技术使用者会坚持致力于该技术吗？

投资者应该核实合成生物学工作是否超出了“概念验证”或“试点项目”范围，建立内部专业知识，例如研

发、企业风险资本投资或合成生物学合作伙伴关系等，都可能显示出公司真正关注的方向。

价格合适吗？

与任何投资一样，估值至关重要。投资者不应该只支持对合成生物学有最多接触的企业或受到媒体更多关注的

企业。通常情况下，最好的机会可以在那些间接受益于该技术的企业中找到，这些企业可实现具有吸引力的增

长，同时也能以更合理的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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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持续性正在推动增长

随着价格下降和性能改善，可持续性是推动合成生

物学应用的另一个催化剂。与使用传统能源密集型

化学合成和传统农业生产产品相比，利用合成生

物学生产产品将更具可持续性。麦肯锡估计，到

2040-2050年，直接应用合成生物学可以将年平

均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8年排放水平上减少

7-9%。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食品技术公司Per-

fect.Day估计，其“生产无动物牛奶蛋白的工艺与

传统乳清乳制品工艺相比，可减少高达97%的温

室气体排放”。

除了更低的生产碳足迹，合成生物产品还可以设计

更可生物降解的产品。美国加州北部的Paradise.

Packaging公司正在利用合成生物学生产一种用

于产品包装的坚固木质材料，它们可在30-45天内

信息框4    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合成生物学的应用提供了创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或将有助于解决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169个详细子目标中的多个问题。

创造肉类和奶制品替代品可以帮助养活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确保可持续食品生产体系

和弹性农业，帮助实现目标1和2中的次级目标定义的极端贫困。合成水泥可以解决目标

9和11，升级各地的基础设施，实现更清洁、环境友好的技术和工业流程。创新的可生

物降解包装产品有助于减少废物产生，这是目标12的关键目标之一。

报告指出，确定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合成生物学公司，研究和产品是很好的投资策

略。特别是，投资者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寻找最有可能需要大量私营部门创新和市

场准入的机会。

全面、可持续的方法还需要彻底评估环境、社会和管理（ESG）问题。例如，合成生物

学企业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基因工具不会被用于恶意目的，防止新产品不安全地释

放到自然环境中；证明食品配料和产品的安全性。产品生命周期应中检查是否存在不良

副作用，例如原料来源可能对当地资源和供水造成负担。企业还需要保留和吸引基因组

学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人才，这也是投资者需重视的人力资本问题。

通过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合成生物学企业建立明确联系，同时在ESG问题上与管理层保

持联系，积极的投资者将能够找到真正的、可持续的方案，解决全球面临的一些最紧迫

问题。

完全降解。英国的Colorifix公司利用生物体中编码

色素的DNA来生产服装和其他产品的染料，其工

艺比传统染色工艺用水至少减少68%，比合成纤

维工艺用水减少90%。

各个行业和地区的公司都面临来自消费者和投资者

的压力，要求他们减少环境足迹。许多公司的目标

是根据巴黎协议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拿大运动服

装制造商Lululemon.2021年8月宣布将用合成生

物学制成的材料替换衣服中石油来源的尼龙，帮助

公司实现更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目标。耐克2021

年也发布了类似声明：与替代塑料制造公司合作，

从而实现负碳足迹。除了科技发展和消费者对可持

续性的更多认识，投资者和企业将帮助推动合成生

物学走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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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跨部门颠覆性带来投资挑战

由于颠覆性并不局限于某个行业，有些投资者在抓

住机遇方面可能面临挑战。几十年来，合成生物学

主要用于生物技术公司，投资分析通常出现在行业

竖井（silo）中，医疗分析师更关注医疗公司和技

术，消费者分析师更关注消费者公司等。就合成生

物学而言，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工具的投资者熟悉

技术和原理，但不熟悉最终市场，如配料、食品和

材料等。与此同时，材料和消费者分析师对合成生

物学的技术和工具也并不熟悉。

跨部门合作并不是投资公司的常态。2021年8月4

日，合成生物学公司Zymergen披露其领先产品

的客户量低于预期之后，股票下跌了约75%。在

Zymergen组织的与投资界的电话会议上，一位行

业分析师评论说，他的同行们正在被要求评估电子

产品、消费品和农业产品。由于这“超出了他们的

范围”，分析师被迫更多依赖于公司信息。基础投

资者需要形成独立的观点，而不仅仅依赖公司的预

测。因此，报告提出，需要持续的合作和跨部门分

析师的参与。合成生物学生态系统的会议应邀请涵

盖工业、材料、消费者、技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相

关分析师，为投资提供更广泛且不同的视角。

8  评估风险：消费者接受和监管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也将面临风险，影响发展的两个

关键问题是消费者的接受度和监管问题。

一些消费者可能会对“实验室中生长”的产品，尤

其是食品感到反感。因此，合成生物学对人们日常

使用和消费产品的渗入可能需要循序渐进。人造肉

市场是合成生物学潜在市场。虽然多肉类爱好者认

为，植物汉堡和香肠的味道和质地不如动物蛋白产

品，但世界各地实验室都在致力于创造更好的基于

植物和实验室生长的蛋白质产品。此外，尽管目前

植物肉产品质量还有待提高，但推出以来，已经有

消费者接纳了它们。除了追求健康和环境效益外，

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想要多样化，并愿意尝

试新事物。这一趋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尤

为明显。未来，随着合成产品不断发展，它或将与

天然牛肉相媲美甚至超越天然牛肉。

监管问题也是推动合成生物产品的重要因素。生

物行业也从社会抵制中吸取了深刻教训，转基因

生物从问世就一直被抵制。这也促使行业和决策

者之间进行了更积极的接触。新的基因技术发展比

监管进步更迅速。例如，使用CRISPR-Cas9对

细胞DNA进行“复制和粘贴”时，可以无需将外

源DNA导入细胞（转基因的定义）。在一个典型

的合成生物学工艺中，基因发生改变的有机体，如

酵母细胞，最终是作为废物而不是最终产品的一部

分。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提出的一些重大挑战达成一致。合成生物学可以在

可持续发展工作中发挥作用。

政府并没有试图对促进公司和高科技就业岗位形成

的新技术进行更严格的监管，而是越来越多地相互

竞争，目的在于为创新者提供支持的环境。虽然监

管的路径不确定且难以预测，但报告仍然乐观并相

信，投资者可以获得合成生物学投资机会，同时不

会引发不必要的高位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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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资“生物学世纪”

合成生物学刚走出实现生物技术产业的第一步。目

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替换现有材料和成分上，但其

未来潜在应用几乎是不可估量的。例如，新的癌症

治疗方法包括编辑基因进而靶向癌细胞表面的特定

分子，并将细胞注射回病人体内。全球正在接种的

新冠疫苗，本质上是一种病毒，可以改变体内某些

细胞的基因表达来产生抗原，这种促进免疫反应的

分子将用于未来识别和中和冠状病毒。像这样的治

疗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合成生物学的未来应用可能会发掘出今天无法想象

的新型因子和产品。随着新产品的开发和商业化，

相信合成生物学将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及财

务回报，同时为社会和环境带来积极回报。报告认

为，投资者需要利用进行深入研究和积极的跨部门

投资，才能继续从“生物学世纪”中获利。

来源：AllianceBer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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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合成生物学的新兴监管挑战

▲

无细胞合成生物学（Cell-free.synthetic.biology）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这一愿景也对全球生

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产生了影响。加拿大的科研人员2021年9月在Biochemistry.and.Cell.Biology发表题

为“下一代合成生物学的新兴监管挑战（Emerging.regulatory.challenges.of.next-generation.syn-

thetic.biology）”综述，探讨了无细胞合成生物学的应用潜力及其相关的监管挑战。建议从经济、生物安

全和生物安保的视角充分利用无细胞合成生物学、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法规，防范下一次疾病大流行并及时

采取必要的缓解措施。

编者按：

1  无细胞系统在合成生物学中的新作用

安全和生物安保方面的新风险。在目前的监管对

话中，与无细胞和类生命技术相关的新兴风险和

共享利益并没有列入相关讨论。在政策制定者和

科学家之间，关于新型生物技术的定义仍然存在

争议，导致对下一代合成生物学监管的混乱，以

及无法确定哪些政策和法规适用于无细胞系统。

由于破坏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速度及其影响范

围，这种遗漏的可能性令人担忧。本文对无细胞

和类生命系统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影响进行了

前瞻性评估，并探讨了全球循证监管对话的框

架，旨在推动无细胞技术持续转化应用的同时，

维护公众信任。

合成生物学（synbio）已经成为具有巨大变革潜

力的科学领域，为实现联合国2015年确定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关键工具。通过生命系统的理

性设计，合成生物学技术将提供替代解决方案，

应对全球粮食短缺、气候变化、能源枯竭以及医

疗的局限性等。目前的方法仍然受限于对现有

生命系统（“自上而下”）的重编程，需要克服

这些限制才能充分发挥合成生物的潜力。而“自

下而上”设计的类生命系统（life-similar.sys-

tems）能够在活细胞外（即无细胞合成生物学）

发挥作用，从而避开这些限制，引起了学术界和

工业界的关注。同时，类生命系统也带来了生物

目前的工程生物系统方法已经在商业转化方面取得

了成功，包括从治疗疟疾的酵母青蒿酸生产到精确

的基因组工程工具（例如CRISPR）。然而，合成

生物学并未发挥出全部的潜力，由于工业基础设施

和医疗实践整合的挑战性，影响了其在生物燃料、

生物材料以及新的治疗方法等方面的颠覆性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也受转基因生物（GMO）的争

议、对环境可能的危害、相应遏制和监管等问题的

影响。同时，缺乏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监管安全，

以及生命系统可设计性方面的限制，也使其应用转

化面临进一步挑战（图1）。

作为一种替代方法，无细胞系统在活细胞限制外

提供了与类似生命的功能，可以用作细胞提取物

或纯化重组的系统，例如，无细胞成分目前无法

复制、繁殖或进化，将其用于生产RNA和蛋白

质可降低生物污染的风险。与基于细胞的方法相

比，无细胞系统不受竞争细胞过程的限制，如新

陈代谢，也不需要选择克隆方法。由于不受这些

实验约束（如转换效率），所以能够实现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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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构建-测试周期。同时，无细胞系统易于使

用、复杂性低、能够吸收非天然氨基酸、对有毒

化合物具有耐受性，这些优势使其成为合成生物

学和生物技术发展的有力工具。

无细胞系统已成功用于生产重要的生物分子，包

括治疗剂（例如细胞毒性蛋白抗癌酶和医用大麻

素）和代谢物（包括与工业相关的单萜等），展

示了其作为生物工厂的商业价值。除了作为平台

技术，这些系统还可以开发用于诊断的生物设

备，例如基于纸张的寨卡病毒检测、生物修复和

生物传感等。总之，无细胞系统为合成生物学解

决重大挑战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方案。尤其考虑

到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的负面看法，因为无细胞生

物修复方法绕过了将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境中的

环节，提供了更安全的替代方法。

目前，无细胞系统的应用正在成为主流。与传统生

命系统的生物工程相比，使用方便和固有的安全性

使无细胞合成生物更容易被公众和“公民科学家”

接受，特别是随着DIY生物学和社区实验室的的建

立和发展。例如，BioBits是一款使用无细胞系统

开发的教育工具包，它将合成生物学引入课堂，降

低了学校使用这些技术的障碍，并向合成生物学更

主流的用途迈进。

近年来，无细胞相关的初创企业相继出现，例如

Arbor.Biosciences（2021）和Sutro.Biophar-

图1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在合成生物学每个阶段，以热图形式表示出相应的应用级别、支持技术、可访问性、安

全与安保风险以及监管问题。合成生物学1.0是指生物工程早期阶段，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包括细胞和基因工

程。合成生物学2.0是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成生物学方法的进步，例如底盘工程、最小细胞和人工细胞。重构

生命是指合成生物学下一阶段，包括通过主要的自下而上方法开发无细胞和类生命系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正交性

潜力的增加，以及脱离生命系统传统监测和法规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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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2021）等，使用无细胞方法进行蛋白质工

程。SwiftScale.Biologics（2021）通过快速生

产抗体，将无细胞平台技术用于抗击COVID-19

大流行。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进行的压力测试中，Broad研究所也演示了无细胞

系统在危机时期的实用性。当基础设施和现有的生

产方法受损，且由于毒性问题，基于细胞的方法不

可行时，可以设计无细胞系统快速生产重要的生物

分子，这也证明了可以通过按需制造生产必要的生

物分子和药物。

近期，合成生物学“自下而上”的方法受到更多关

注，为解决工程生命系统（和衍生的无细胞方法）

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即通过逆向工程从

头重构和重建生物过程（即重构生命）。特定的细

胞功能与生物体的复杂性分开，允许理性设计类生

命合成生物系统。“自下而上”的合成生物朝着创

造合成生命的最终目标迈进，在活细胞限制和生命

系统应用的设计策略导致的工程限制之外（例如，

遗传密码和密码子的使用，生物物理特性），打开

了新的生物技术之门。

随着无细胞技术可获得性的增加，需要认识到这些

系统两用的潜力及其潜在的伤害能力，包括有意

的（即生物安保风险）或意外的（即生物安全威

胁）。有必要实施适当的政策和实践，同时开发新

的方法防止和减少滥用。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2018）为美国国

防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强调了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新

出现的生物安保风险（例如，生物恐怖）。“自下

而上”的无细胞系统的特性使其成为先进的生物工

程平台技术，具有两用的潜力，也可能被恶意方

（包括非国家行为者）利用。COVID-19的经济

影响表明，生物恐怖主义行为不必导致大量死亡事

件，就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用于纯化无细胞系

统的简化开源方案（例如，一锅法纯化）也简化了

其可获得性，降低了技术门槛，这是颠覆性创新潜

力的标志。此外，由于DNA合成成本降低，编程

无细胞系统所需的遗传信息更易于获取。随着持续

的商业化和越来越多的访问量，预测未来在家中使

用无细胞系统是可以实现的。如何设计和部署这些

系统（即增加稳定性），尤其是与环境相互作用可

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这些新出现的风险都需

要全面评估。

结合非天然氨基酸和/或重新设计遗传密码的能

力，创造了构建新性质和无法检测的生物分子装置

的潜力。研究已经实现将遗传密码子从4个扩展到

8个，并重新分配密码子编码了非标准氨基酸。在

无细胞系统中执行这些新密码将能够规避目前识别

潜在威胁的监管和筛选机制，进而对全球生物安全

措施产生影响。

将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复制的人工系统整合到这些

简化系统中，可以创造出完全合成的生物机器或组

件，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解决了目前无细胞系统

的不足。2019年，有报道称构建了一种能够再生

能量的光合人工细胞，用于生产膜蛋白，向创建完

全独立的人工系统又迈进了一步。这一领域的进

展将由商业利益驱动，这些系统可以利用专有遗传

密码子（如8个）来保护设计的知识产权和/或未经

授权操作的系统。同时也使人们对创造致命工程生

物的担忧。如今，人们有能力创造一种正交合成系

统，这种系统可以影响所有形式的生命，并规避传

统的检测和缓解策略。

2  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滥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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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与监管

无细胞合成生物学的监管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

正交合成仿生系统，不仅影响技术的应用，也可

能影响社会的认可度。通过公众对转基因生物态

度的反思，揭示了科学家认为的安全事物与公众

认为的危险事物之间严重脱节。科学家的积极参

与对于避免这种误解并协助决策过程是必要的。

制定适当的法规（包括指南、实践和标准）非常

重要，将影响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方式，并

促进政府、企业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以确保生

物技术投资，这是无细胞合成生物学应用的关键

部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无细胞合成生物和

类生命系统目前在监管环境中的位置如何？更重

要的是，如何管理新兴技术，确保生物安全和安

保的同时又不妨碍全球由此获益？

无细胞系统以及由于构建它们而开发的技术可能会

列入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研究院2004

年确定的7个实验中需关注的使能技术。这些实

验，包括那些可以规避监管的实验，因其对生物安

保的影响，建议在实验进行中或发表前由科学和医

学界的专家进行审查和讨论。17年后，无细胞合成

生物学的应用进一步增加了这些潜在威胁的合理性

和可能性，但这一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

如今，是时候制定适当的指导方针以降低相关风险

了。如果参考过去的工业革命，就会发现每次革命

都比前一次更具创新性，并且发生得更快。在超创

新时代，颠覆性和变革性技术被迅速开发和应用，

公众调整的时间越来越少。因此，必须在技术开发

的初始阶段做出明确的决定，包括通过监管、最佳

实践和培训、管理创新的全球战略，也包括与相关

行业部门、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对话。在技术发

展早期认识到潜在的利益和威胁，将促进可持续的

创新发展并提供安全和保障。

4  核心的生物安保和安全行动

考虑到无细胞系统的安全性和两用潜力，重点要考

虑识别和应对可能的威胁和安全的方法，这种方法

可能适用于任何新兴和颠覆性技术。首先，应该包

括一项针对相应生物技术以减少技术滥用的共同开

发计划。例如，在创建新的遗传密码时，应该并行

开发对加密序列实验性解码的方法和技术工具。这

样的工具可以帮助识别当前筛选方法无法识别的潜

在威胁，防止已知病毒或有毒基因的合成（澳大

利亚集团制定的用于出口管制的人类和动物病原

体和毒素清单，2020年版）。此外，应用安全设

计方法，例如，设计正交合成生命系统的故障安全

开关，集成到技术开发中，有利于防止其故意或意

外释放。这种由资助者、出版商、机构和政府授权

的共同开发的技术，将有助于鼓励科学家在整个设

计-构建-测试过程中评估其研究，并向公众展示

风险管理。

其次，要发展一种全球通用的技术评估文化，并向

所有相关方提供所需工具。技术评估对无细胞和类

生命技术的循证、开放和包容的全球对话至关重

要。鉴于技术指数级的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能

在技术初始阶段共同创造和促进可持续监管。这一

点的实施取决于对无意使用无细胞和类生命系统可

能性的评估以及基础伦理评估框架的能力。当前关

于什么是新型生物技术的辩论导致对风险评估和政

策制定的一些排斥，需要进一步强调进行这些关键

对话的必要性。考虑到这点，需要建立包括技术评

估培训和意识以及相关科学培训的框架，例如，在

合成生物学教育初始阶段的高中（例如iGEM）。

潜在利益和风险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因此，

有必要围绕无细胞合成生物学采用有效的规范和指

南，这些指南应具有包容性，并且可以由监管或监

测系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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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文还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讨论，共同开

发并立即实施主动的生物安全和安保措施，包括缓

解战略和监测工具，防止无细胞系统的滥用。鉴于

COVID-19目前的形势，应针对人造非致命病毒大

流行潜力带来的经济影响，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法规

以及必要的缓解策略。这些措施对于充分发挥合成

生物学的潜力，避免出现无细胞和类生命技术的进

展因过度监管和缺乏社会许可而被推迟或停止。做

好这一工作，不仅将促进指导原则的实施，还将有

助于技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促进全球利益共享。

5  全球监管对话

国家和国际层面，有各种降低生物安保风险和最

大限度减少生物安全威胁的政策。不同机构关注

生物技术的不同方面，监管程度也因国家而异。

这导致形成一个复杂和脱节的监管框架，其中可

能存在空白或漏洞。对研究人员而言，难以识别

和遵守相关法规。

目前，2020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侧

重合成生物学产生的影响，包括国际范围内的基因

编辑和基因驱动技术，而美国国防部更关注超级工

程细菌形式的生物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机构讨论的

转基因生物的一般影响。这些政策中，尚不清楚无

细胞系统或新兴的类生命技术在何处适用，也没有

讨论它们的潜在利益和风险。虽然大多数协议都规

定了活体修饰生物的使用，但该术语不包括无细胞

和类合成生命系统（2019年的CBD）。

为了改善这种缺失，克服目前监管框架的脱节问

题，建议由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或

CBD，评估正交无细胞合成生物和类生命系统的

潜在生物安保风险。此外，可以建立一个独立机构

用于评估下一代合成生物学的生物安全问题，这需

要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参与相关活动（例如，联合

国生物武器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等）；

也需要科学家参与，提供必要的技术建议，为政策

制定提供信息。

生物核威胁倡议的生物安保部门（NTI:Bio）已经

认识到，需要采取全球方案来评估新兴生物技术

的影响，提议在2019年召开全球生物安全对话，

形成了生物安保创新和风险降低倡议（BIRRI）。

2020年，他们又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建议

改进.DNA筛查程序，防止非法DNA的合成和滥

用。近期，NTI:Bio和BIRRI在继续讨论建立一个

降低生物安保风险的全球实体机构。该计划的主要

优先事项是创建标准，帮助资助者、受赠者和出版

商识别生物风险并缓解风险。这样的机构可以对无

细胞技术进行审查，协助应对未来的监管挑战。例

如，如何对自我复制的人工细胞进行分类，区室化

对调节有什么影响？无细胞系统是否应该根据其使

用或应用进行不同的协调？如何评估两用方面取得

进展的技术？这些系统的正交性如何影响检测，以

及如何去除产生的有害生物制剂？使能技术或最终

产品是否属于其原产国，以及这些对因技术获利的

人有何影响？

随着无细胞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和成熟，有必要制定

适当的生物安全和安保措施，同时认识到这一生物

工程领域可能带来的新发展。全球社会有责任就重

要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讨论，并在早期寻求社会认

可。由于无细胞生物技术的巨大潜力及其在未来解

决全球问题方面的潜力，需要促进创新的同时，开

展全球对话以确保负责任的应用。

来源：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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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标准的瓶颈和机遇

▲

目前，合成生物学缺乏创新的生物安全标准，不仅是一个未解决的政策空白，也限制了合成生物学许多潜

在的应用。2022年4月，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的研究人员在Nature.Communications杂志发

表评论文章《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标准的瓶颈和机遇》（Bottlenecks.and.opportunities.for.synthetic.

biology.biosafety.standards），提出需要对生物安全标准化问题予以支持，以促进合成生物学的蓬勃发

展。文章探讨了合成生物学的标准化问题，包括制定生物安全标准面临的瓶颈以及相关的政策问题等。

编者按：

合成生物学的目标之一是使生物易于设计，并使其

成为一门真正的工程学科，因此，合成生物学家呼

吁建立合成生物学标准。与已经有定义明确和标准

的电子元件不同，合成生物学领域仍然缺乏精确定

信息框1    一些（合成）生物学标准的案例

质粒标准：SEVA系统

SEVA是标准欧洲矢量架构（Standard.European.Vector.Architecture）。它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原核生物

质粒载体开放存储库。.SEVA.质粒库已经实施了载体质粒物理组装及其明确命名的标准。

遗传元件标准：BioBricks和iGEM

BioBrick元件是具有明确生物学功能的、可互换DNA序列，可用于通过组合不同元件来构建新的生物回路。

例如，国际基因工程机器竞赛（iGEM）使用遵循BioBricks组装标准的标准生物元件注册表。iGEM可以被

视为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和风险管理标准化的试验台。

酶的标准化：STRENDA

STRENDA为酶相关研究中的数据报告制定了标准，以提高科学出版物中酶相关的数据的质量。

筛选合成基因及其客户的标准化

国际基因合成联盟利用标准协议来筛选合成基因订单的序列和他们的客户。虽然最初的目的是保护，但它也

具有生物安全功能，因为它限制了对受管制病原体的特定DNA的访问，以及只允许安全可靠的个人和机构处

理此类病原体的序列。

义的遗传元件和合适的标准。生物学领域制定了

一些标准（如质粒标准、基因回路标准和酶的标

准），但还需要更多的工作（信息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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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生物安全需要标准化?

在广泛使用生物制剂时，首先想到的是生物安保

（biosecurity），因为生物安保的目的是防止对

人类或环境的蓄意伤害。相应地，按照世界卫生组

织（WHO）对生物安全（biosafety）的定义，

是一个侧重于防范原则、技术和方法的领域，实施

这些原则、技术和方法是为了防止意外接触生物制

剂或令其无意释放。

生物安全指南主要包括处理微生物和微生物产品的

政策、规则以及程序。实施这些生物安全指南需要

适当的基础设施（实验室设计和设施）和个人防护

设备，以及对工作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和监督（根

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定义，统称为生物遏

制）。其中，关键挑战是扩大生物遏制（biocon-

tainment）的概念。除了物理和设计特征外，生

物遏制的定义还包括设计进入生物体并在（有意

的）环境释放（例如，限制水平基因转移、营养缺

陷）后提供特定安全特征的遏制。无论是通过实验

室或设备设计，还是通过构建拟释放的生物体，生

物遏制的目的都是减少潜在危险。

对工程微生物的研究日益增长，特别是合成生物学

领域的从业人员，为工业、医疗和环境应用带来了

新的生物安全挑战。也有一些研究致力于解决这些

挑战，开发限制工程生物的新方法，以减少无意暴

露的风险，或限制那些将释放到环境中用于医疗或

环境应用的生物的水平基因转移。与此同时，除了

提高生物安全技术解决方案外，研究界还提出了其

他方案，例如在生物研究中推广“设计安全”的概

念，以及推广以“生物安全”为重点的文化。

定义合成生物学标准的目标还包括生物安全标

准，因为现实世界的应用不仅需要有效、便宜，

而且要足够安全。建立全面的生物安全标准是合

成生物产品和工艺成功通过监管风险评估并获准

上市的关键先决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从

工业和监管角度看，生物安全标准的适当部署可

以使风险评估更加容易。

2  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标准的瓶颈是什么？

随着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标准的相关性日益清晰，

人们也在探讨为什么会缺乏稳健、标准化的生物防

护策略？是因为没有技术解决方案，还是因为现有

解决方案（即原型标准（proto-standards）：

未来可能成为真正标准的技术解决方案）尚未上升

到目前研究的水平？人们也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些

差距中的一个或两个可以解释缺乏生物防护标准的

原因。通过确定关键差距，将更好地了解如何以最

有效的方式引导未来的工作。

通过检索Pubmed上的同行评审出版物（关键词：

遏制、生物安全、合成生物学、基因工程、CRIS-

PR、基因流、安全保障、致死开关、遗传密码工

程、营养缺陷、无细胞、无染色体），本文发现了

53个有潜力应用在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和生物包

容性的原型标准。从主题上来说，原型标准相当多

样化，从物理遏制到合成营养缺陷型、致死开关、

语义生物遏制（如遗传密码工程）、CRISPR保护

（如基因驱动）、DNA条形码、无染色体系统。所

有这些的基础是对相关度量标准的隐含依赖：测量

什么来确保原型标准按照其描述的工作，以及需要

哪些指标才能知道原型标准将来在何时成为标准。

目前，有几篇综述文章很好地概述了为生物遏制

目的而制定的战略，但本文汇总的清单代表了生

物安全和生物遏制解决方案相对更全面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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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信息包括主要特征（如涉及的微生物）、效

率（通过逃逸频率测量或估计）、已测试或拟议的

应用程序、关注或约束，以及使其易于使用并作为.

Biocontainment.Finder1（https://standard-

sinsynbio.eu/biocontainment-finder/）可用的

参考。

1 “BioRoboost：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合成生物学标准化”项目成果之一，该项目有地平线2020资助支持。

3  生物安全标准化的政策前景

Biocontainment.Finder中的条目表明，在活细胞

的不同层次上实施生物安全的新颖且具有创造性方

法的学术论文和概念证明并不短缺，真正缺失的是

这些生物遏制原则的实际应用，即将学术发现和原

理转化为真正的工程水平，使其对工业有益。很少

有案例报告逃逸频率或其他相关指标，用于评估生

物遏制方法的有用性和有效性。学术研究和实用应

用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将这个问题和医学上的类似问题进行比较，在医学

上，从实验到临床的差距被视为改善患者生活与健

康的关键瓶颈之一。因此，创建了转化医学的跨学

科方法，旨在更好地连接实验室和“床边”，并缩

小这一差距。相反，生物安全领域，特别是在生物

安全/合成生物学交叉领域，更多地使用标准将需

要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明确或默许的协议，这些利

益相关者通常可能不是自然的或有凝聚力的，但他

们有相同的目标：研究安全，同时也为了健康和环

境。本文通过早期调研、咨询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

专家意见，总结了6项可以实现、但可能不重叠甚

至相互冲突的目标，以及需要采取的相关行动。

（1）阐明基准和构建利益相关者讨论平台的必要

性。业界对标准的担忧通常被描述为负面的，也就

是说，行业不需要它们，因为它们会给生产过程增

加额外负担，破坏产品多样性或公司目标。虽然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是这样，但总的来说，任何可以使

应用程序的开发更直接、更稳定，并可能简化监管

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受到公司和监管机构的欢迎。

对于基础技术的监管批准（和公众接受）来说，这

些过程越标准化，它们就越有可能获得批准，或更

容易获得批准。这将需要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持续

讨论。至关重要的是，要构建平台，允许相关团体

间进行开放的探讨。

（2）在特定案例背景下，确认对监管机构和生物

安全组织进行逐案监督的重要性。虽然产品开发中

的基础标准应该会简化监管部门的批准（至少是倾

向公众接受的），但监管机构必须审核每个案例，

关键是对案例的识别和定义。例如，新产品的任何

变化都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案例（例如，对于仅改变

几个核苷酸的mRNA疫苗）；而对于有一些类型

的产品，可能数十甚至数百个可以作为一类案例进

行批准。

（3）认识到研究人员需要测试标准并可以因此获

得一定奖励。在对研究人员的评估中，很难在研

究的固有部分和与研究相关或无关部分之间划清

界限。某些情况下，即使是研究“之外”的活动对

研究和研究人员也很重要。现在看到的这些讨论

最有针对性的是围绕开放科学和研究诚信：这些领

域的活动应该直接获得奖励，还只是将它们假设为

基线？在这里，奖励工作不仅是为了建立标准，而

且是为了确保它们被科研界接受。对于一些研究人

员来说，他们的单位或组织可能已经在改变奖励制

度。对于其他人，确保这样的奖励可能需要其研究

机构进行系统性变革。这类讨论对所有利益相关者

都很重要，可以推动各团体不仅支持开发标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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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愿意尝试测试和实施标准。

（4）扩展发布者的角色。期刊不仅可以支持研究

人员展示其工作（解决论文的技术特征，例如可

互操作、可重复使用或任何既定目标）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而且可以帮助确定使用或报告标准所

需的范围。

（5）在do-it-yourself/do-it-together群体

中实施安全标准。有趣的是，传统研究机构外的群

体已经强烈和一致地强调了使用标准的需求。虽然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但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归因

于该群体希望有宽松的监管环境（特别是对DIY个

人和群体，他们有时可能会受到额外的监管）。通

过将标准作为确保生物安全的方式之一，可以合理

地要求相对宽松的监督管理。这适用于所有研究团

体。由于DIY群体对于实施安全标准的兴趣，可以

将其作为试点，对标准使用情况进行报告。

（6）确定从“生物安全标准”到简单“标准”的框

架，这将成为合成生物学标准的一部分。这个想法

的潜在动机来自对标准组织如何运作的理解：这些

组织负责管理审议新标准的需求和范围，但他们不

负责制定标准。因此，虽然可以将“生物安全标准”

视为某些政策讨论的特例，但实际上，它们与任何

标准的制定一样，都应遵循相同的过程。除了少数

特例外，多数标准是自愿遵守，这意味着研究人员、

DIY人员、行业和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需要共同努

力。作为研究培训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合成生物学

领域，所有参与者都需要理解标准的重要性。

因此，在合成生物学领域，那些已经理解标准价

值的人们会在生物遏制或生物安全标准化方面开

展相关的“科学和政策试验”。这意味着，一部

分人承诺在自己工作中使用生物遏制标准，并向

其他人报告这些方法带来的好处或问题，然后努

力改进这些标准。

4  展望

合成生物学中的生物安全标准化问题在技术和政策

层面都有重要意义。从技术角度看，现有和新的生

物遏制战略并不缺乏，这些战略涵盖物理、化学和

生物类型的遏制，包括有据可查的研究论文到概念

验证工具等。虽然目前的概念工具还不是标准，但

它们可以通过选择特定技术来测试生物安全性，从

而为批准新的生物安全标准奠定基础。从政策角度

看，大量已确定的生物安全和生物防护解决方案为

建设性干预提供了明确的坐标。基于已有的生物安

全条目，配合适当指标的使用，可以以一种有效、

集中和可衡量的方式推进标准化，例如，提供详细

分析和选择有前景的生物防护方法，进一步开发和

提高技术水平。

来源：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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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因驱动治理分级注册的必要性

▲

2019年，全球大约有38.6万人死于疟疾。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基因驱动技术，旨在用于控制包括疟疾在

内的虫媒传播疾病。2022年1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和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研究人

员在Health.Security杂志发表题为《美国基因驱动治理分级注册的必要性》（The.Need.for.a.Tiered.

Registry.for.US.Gene.Drive.Governance）的评论文章指出，传统的基因技术管理体系已经不足以监

管基因驱动技术，提出应针对基因驱动，实施分级注册管理模式的建议。

编者按：

基因驱动是一种对基因的修改，可以创造种群，使

某一特定基因从母体生物以高于自然遗传的速度传

递给后代。例如，利用基因驱动改造蚊子，使其后

代具有抑制或改变蚊子感染潜力的基因，这种驱动

将在随后几代中传播，从而限制疟疾传播。其他的

基因驱动策略也可以用来大幅减少种群数量，例如

减少雌蚊的数量。由于这些工具的广泛作用和潜在

的不可逆性，目前的法规可能不足以减轻基因驱动

技术带来的特有风险。

人们非常关注基因驱动的潜在风险，例如，确定需

要进行生物安全保护的种类，以及如何缓解其中的

风险。然而，当多个基因驱动在多个物种、环境和

国家投入使用时，对这种未来可能应用的系统关注

还较少。随着基因驱动技术的进步，以及为解决西

尼罗河病毒、农业害虫管理或入侵物种等其他虫媒

病媒疾病产生了更多驱动，对这些技术进行协调治

理的需求将变得更加迫切。与其他转基因技术相

比，基因驱动具有不同的内在风险。传统转基因生

物的现有治理机制不足以监管基因驱动，需要不同

的体系来评估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为了满足监管需

要，本文提出一个类似临床试验数据库的分层注册

体系，目的是为政府官员、研究人员、生物技术公

司和公众提供有关正在进行的基因驱动研究或先前

发布的基因驱动的有用信息，这将有助于科学家确

认新的基因驱动会不会干扰现有的驱动，为公众提

供有关同意释放基因驱动的知情决定所需的信息，

为研究人员提供修改同一有机体时所需的技术信息

并防止发生冲突。由于美国没有健全的基因驱动监

管体系，也不是相关国际条约的缔约国（即生物多

样性公约），因此建议美国政府建立基因驱动登记

处。该文概述了目前全球范围内安全监管基因驱动

和类似技术的工作，以及美国应如何建立分层注册

数据库，并用于在整个周期中监管此类技术。

1  基因驱动治理的需求日益增长

2021年5月，Oxitec公司不顾当地社区成员反对，

将转基因埃及伊蚊OX513A释放到美国野外。这

些蚊子虽然不包含基因驱动，但也代表未来可能释

放的基因驱动生物，成为缺乏监管和监督后果的

典型教训。经过基因改造的埃及伊蚊雄性后代全部

死亡，导致当地种群性别严重失衡，种群数量下

降，需要不断释放这种蚊子以保持种群抑制。尽

管Oxitec的蚊子在经过环境影响评估后，获得了

实验使用许可，并最终获得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

（EPA）的批准，但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议凸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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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需要对基因驱动进行特定监管的必要性。

在美国的监管体系中，各联邦机构对基因驱动的监

管权限取决于其应用领域。美国的司法监管以产品

为基础，调控过程更受产品预期使用群体或产品预

期结果的影响，而不是使用基因驱动技术或类似的

技术方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环境保护署都有关于

转基因生物的规定，并且以这些规定为基础，作为

目前管理基因驱动最相关的机构。决定管辖权的确

切法规广泛且复杂，但都没有明确提及基因驱动技

术。由于基因驱动不同于转基因生物，因此还是需

要明确其法律定义。

虽然基因驱动在技术上属于转基因，但它们在环境

中有自我传播和持续存在的潜力，以及改变野生物

种的能力，这使得它们有别于其他转基因生物。基

因驱动与其他转基因生物相比有独特的问题，但在

美国现行监管定义中，基因驱动并没有与其他转基

因生物进行明确的定义或描述。基因驱动的主要比

较优势是用于野生物种，相反，转基因物种通常用

于封闭环境，即不会对外传播，也不会影响相关野

生物种的遗传。美国对转基因生物有广泛的监管，

但为了环境保护和安全，基因驱动和其他影响野生

种群传播的转基因生物需要更明确的监管。

一些国家已经认识到具体管控基因驱动和类似技术

的需要，尽量减少直接或间接对当地生态和公共健

康造成潜在危害。尽管在监管结构上存在差距，但

已经有大量非监管的工作，以减少与基因驱动相关

的潜在风险，包括创建和测试潜在驱动的严格的生

物安全规则，广泛的多学科团队为基因驱动项目提

供监督，全面的风险评估指南，以及鼓励创建与基

因驱动相结合的逆转驱动等。

2  注册与分级的必要性

对基因驱动以及那些旨在广泛修改种群的相关基因

技术进行有效治理，主要依赖决策者获得的关键信

息，并进行风险评估和责任评估。该文提出注册

方式是治理这些技术的理想机制。登记注册曾经

已经成功地为监管机构和公众提供了关键信息，例

如ClinicalTrials.gov网站。如果实施得当，登记

注册不仅是监督和监管的工具，而且还是提高透明

度、增强公众权并促进技术人员交流的重要资源。

2.1 风险评估
美国的监管机构在审查产品进行批准或使用时需要

风险评估，以确定该技术可能对环境、健康和公共

安全构成的可能的风险。风险评估虽然不是完全准

确，但却通过提供有关技术潜在影响的信息为决策

者提供关键参考信息。在权衡批准技术的收益和风

险时，此类信息至关重要。注册平台将为大部分风

险评估提供数据，供监管机构和公众参考。如果怀

疑是由基因驱动引起的生态或公共卫生问题，注册

平台也可以作为调查人员的可用资源。

2.2 技术人员之间的沟通
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并不是唯一可以从基因驱动注

册平台受益的利益相关者。注册平台还将为技术开

发人员提供可以交流的机会。如果基因驱动未来成

为常见的干预措施，则同一物种中的不同构建体可

能彼此共存或相互作用。开发强制性注册表将使技

术人员能够检查他们提出的驱动系统是否可能与先

前发布的驱动程序相互作用（或冗余），或者是否

可能通过遗传与目标种群形成合理杂交的驱动机

制。基因驱动的主要风险是不可预测的传播或相互

上
海
市
生
物
工
程
学
会



合成生物学 2022 年专题信息合辑

103

作用的潜在未知后果。潜在相互作用可能会扩大未

知后果的风险，因此，首要的任务是避免不同基因

驱动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2.3 公众授权
目前，许多基因驱动项目都在讨论利益相关者参

与、公众认可和透明度等的重要性。注册平台可以

先通过向公众提供数据来实现这种透明度，后续还

将需要赋予公众权力，使其能够就在此类技术进行

测试和发布时作出知情的决定。成功实施和宣传的

注册平台可能是真正的涉公众参与和公共监督的第

一步。如果更多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进入基因驱动

领域，将有助于强制要求这些信息以标准化的格式

向公众开放。

2.4 知识产权保护与透明度之间的平衡
研究人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在研究和开发过程中过

早地公开细节，技术可能会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

他人使用。另一方面，公众有权了解正在进行的、

可能对公众健康和周围环境造成损害的技术的研究

和开发情况。知识产权保护和公众参与之间的紧张

关系也可以通过在注册平台的不同层次设计授权信

息来缓解。

该文提出的分级方案主要是为了透明度和知识产权

保护之间的平衡。早期阶段，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

可以保持其工作的机密性，但当基因驱动或类似产

品接近现场发布阶段时，他们将需要提供更多信息

（图1）。随着一项技术授权发布的可能性越来越

大，必须提供有关该产品细节的更多信息，以告知

独立的风险评估。拟议的分层系统还区分了基因驱

动研究项目应该被纳入登记的层次。在早期阶段，

当研究人员刚开始概念化技术细节或建立系统模型

时，不需要共享任何信息，因为其泄露的潜在风险

可以忽略不计。随着项目的成熟，研究人员需要共

享在同一宿主的不同基因驱动相互作用等，避免技

术细节的相互冲突。一旦将基因驱动盒插入生物体

内，就可以共享基因盒、宿主物种、研究方向等基

本信息。随着开发进入现场试验和发布阶段，更详

细的技术信息、研究人员和任何外部方的风险评

估，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批准的证据将通过注册

平台公开。

图1　拟议的基因驱动治理分层注册表（IRB：伦理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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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照案例：ClinicalTrials.gov
ClinicalTrials.gov平台成功地改进了临床试验的

管理、协调和透明度的问题。1997年，美国国会

通过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现代化法案1997》，

该法案要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创建一

个公开的资源以跟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的临床试验，向试验参与者及其家人、

医学界、研究人员和公众提供正在进行和之前的临

床试验的相关信息。同性恋权利倡导者将此类信息

的需求提升到了国家层面。关于HIV药物试验的广

泛偏见和误解导致许多男同性恋者无法获得有关此

类试验的信息，因此，艾滋病（AIDS）临床试验

信息服务数据库得以开发。AIDS临床试验信息服

务后续被用作创建数据库ClinicalTrials.gov的模

型。自ClinicalTrials.gov.2000年推出以来，网站

上提供的信息和列出的试验类型日渐扩大。如今，

公众、医疗专业人员、研究人员和监管机构都能够

轻松在Clinical.Trials.gov上找到有关由联邦机构

进行或支持的任何临床试验信息。它对于标准化报

告的信息类型、减少冗余、使公众获得有用信息，

以及指导国家制定更透明的临床试验规范和治理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ClinicalTrials.gov为制定

临床试验管理和报告的国际规范做出了贡献。一个

类似的基因驱动和相关技术数据库也将有助于推进

国际治理和相关规范的制定。

3  分层注册表的实施

美国对可以管理和资助基因驱动和类似技术分层注

册的组织，有很多选择。该文也探讨了这些选项的

优点、缺点以及其中的权衡。一般来说，注册平台

可以通过以下实体（或其中之一）进行管理：

●.行业为主导的机构：例如，合成生物学领域的

国际基因合成联盟

●.非政府组织：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金

会，它在基因驱动领域拥有相关专业知识

●.一个或多个政府机构（表1中的部分机构）

在考虑分层基因驱动注册的各种管理实体的优缺点

时，重要的是，注册的多层不仅对应于不同程度的

技术披露，也体现了其研究本身的潜在目标（图

1）。第1层是实验室研究阶段，主要目的是防止技

术冲突和确保技术最佳实践。第2层是现场试验阶

段，将实现监管，虽然仍属于技术范畴，但将更

侧重于生态建模和风险评估。第3层是即将发布阶

段，强调公众参与和透明度，也是这一阶段最优先

考虑的问题。

行业主导的联盟可以拥有测试和评估个体基因驱动

所需的多样化和特定的科学与技术专长。虽然这种

技术能力使其非常适合管理第1层和第2层，但企业

固有的对利润的关注也会导致公众认为其有研究偏

见或利益冲突，从而破坏第3层的目的。即使这些

公司及/或其研究人员没有考虑风险评估对其利润的

影响，公众也很难接受他们作为登记处的管理者。

非政府组织（NGO）可能不会像行业联盟那样有

利益冲突，这可能会鼓励开发团队更公开地分享信

息。此外，非政府组织可以招募相关技术专长人

员，并且比政府实体可以更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

数据库需求，但非政府组织种类很多，因此其中立

性无法保证。

政府机构可以邀请许多专家，并根据需要提供特定

领域的专业知识，但个别政府机构在地理位置、应

用或主题方面都受限于其管辖范围，这使得参与基

因驱动管理的特定机构可能会限制在其管理权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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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机构管理基因驱动分级注册表的利弊

机构
第一层：实验室研究阶段 第二层：现场试验阶段 第三层：即将发布阶段

利 弊 利 弊 利 弊

美国食品

药物监督

管理局

熟悉审批流程

基因驱动不像其

管理的其他产品

那样是商业产品

已经立法保

护消费者

美国环境

保护署

在基因驱动主

要预期用途上

的应用有限

更加关注环境，

不分部门

权力和内部结构

的波动

被认为比许多

其他政府机构

更政治化

美国卫生

与公共服

务部

基因驱动的预

期应用不会直

接用于人类

拥有美国国家医

学库和Clinical-

Trials平台

美国

农业部

核心能力包括对

农场进行检查和

生物监测

不像其他机构

那样多从事基

础研究

拥有对入侵物种

的管辖权；涵盖

动物和植物

美国

内政部

核心能力包括野

生动物生物监测

对联邦土地有管

辖权，并与部落

政府有关系

美国

国防部

技术领域有像国

防高级研究计划

局的安全基因这

样的项目

与基因驱动相关

的生物监测和生

物防御

将国防重点放在

公共卫生问题上

可能会加剧国际

伙伴关系

层次或只适用于特定的基因驱动项目。如果注册是

强制性的，那么联邦机构可能是最合适的选择。

分层注册的资金可能需要多个来源，例如美国联邦

政府或对基因技术治理感兴趣的社会团体。合适的

资助者可能取决于注册管理机构，维护注册表所需

的资金数额也取决于管理机构和注册表的实施方

式。如果注册表是强制性的，并且开发人员有责任

进行风险评估并确保适当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

机构不一定必须雇用专家来完成所有步骤。如果注

册是自愿的，在技术专家、资助者、公众和政府官

员的支持下，可能会有政策为注册机构提供资金，

以进行风险评估并提供指导。

来源：Health Security

上
海
市
生
物
工
程
学
会



合成生物学情报团队
中国科学院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生命健

康科技智库”合成生物学情报团队长期

从事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战略研究，先后

参与《中国至2050年重大交叉前沿科技

领域发展路线图》、《合成生物学专项

“十四五”规划实施方案》等科技规划的

编制，承担和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研究”、中国科学

院学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项目“合

成生物学发展战略研究”、科技部科技创

新战略研究专项有关生物安全的战略研究

等项目。通过十年的研究和探索，团队发

展了合成生物学的知识图谱、技术评估等

研究方法，建立了涵盖政策规划、基础研

究、技术开发、产品准入和应用监管的系

统的情报监测与决策支持体系，为国家、

中国科学院及区域的合成生物学科技发展

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
上海市生物工程学会由分子生物学家刘新

垣等院士等发起，成立于1994.年，是上海

市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产业领域的

学者、企业家等自愿组成的学术性的非营

利性社会团体。学会现有团体会员单位超

过60家，个人会员600多名，荣获上海市

科协科技评价资质，系三星级学会。学会

主要任务包括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组

织重点学术课题的探讨和科学考察活动；

对一些重要的科技政策和重大科学技术问

题，积极发挥咨询作用和参谋作用；积极

发现优秀科技人才，及时向有关部门推

荐；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和科学普及活动，

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同时，学会积

极搭建产学研金合作平台，加速科研成果

转移转化，促进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生物

技术的创新研究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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