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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工程技术、生物转化技

术、优化复配技术、合成生物

学技术以及结构生物学技术

等多种技术的使用，有望增加

濒危药材代用品研究的成功

率，研发出与天然濒危药材有

效成分种类、组分、含量一致，

疗效等同的人工代用品。

◎本报记者 张佳星

研究进展

绿色生物制造②

在日前举行的江苏纺织服装博览会上，用现

代生物技术和生物基原料开发的一批批生态环

保、易生物降解和回收再利用的新型纺织面料、

纺织产品，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新产品代表

着纺织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采用高效纺织新技术、新工艺开发

的纺织材料不断面世，生物技术也在新型纺织

材料的生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生物

技术在新型纺织材料研发和生产中的应用，正

推动着纺织行业转型升级，走上绿色可持续发

展之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常州市

纺织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洪霄表示，纺织行业能

耗高、污染严重主要体现在染整加工方面。纺

织品的染整加工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采用传统

的化学方法对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及其混纺、

交织制品进行处理。化学加工技术成熟、处理

效果好，织物适应性强，但存在消耗大量水资

源、产生大量污水、损伤纺织品质量、增加纺织

品上有害有毒物质残留等一系列弊端，这些弊

端严重制约了我国纺织工业健康、快速和持续

发展。

将生物酶用于纺织品加工、用新型生物基纤

维制造纺织品、在纺织品上用天然色素印染……

如今，纺织生物技术在纺织工业中的应用日渐广

泛，已成为国内外改造传统纺织产业、促进纺织

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洪霄介绍，这些技术均采

用生物基原料，易生物降解，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较小甚至没有污染。

推广生物技术

解决纺织业高能耗低产出问题

生物酶制剂作为一种节能减排、对环境友好

的助剂，正在纺织印染加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目前，生物酶在纺织领域中的纤维改

性、真丝脱胶、原麻脱胶、染整工艺退浆、精练整

理和净洗加工，以及纺织印染的废水处理等方面

都有所应用。

生物酶用在纺织业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常

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纺织学院副院长曹红

梅副教授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

传统碱退浆、精练工艺大量使用强碱和表面

活性剂等化学品，处理后还需使用大量水进行布

面清洗，存在耗水量大、能耗高、耗时长以及排放

废水碱性大、色度深等缺点，已成为印染行业最

大的污染源，严重污染生态环境。而棉织物酶法

染整前处理技术避免了烧碱和表面活性剂等化

学品的大量使用，利用淀粉酶、果胶酶等分解去

除淀粉浆料、果胶质等纤维上人为施加和纤维固

有的非纤维素杂质，可提高织物润湿性，确保后

续印染加工顺利进行，节能减排、环保降污作用

显著。

传统麻脱胶采用高温高压强碱化学法工艺，

工序长、纤维损伤大、能耗大、废水环境污染大且

处理成本高。麻类生物脱胶技术通过采用高效

复合酶可在常压下有效去除麻中果胶、半纤维

素、木质素等杂质，具有工序大幅缩短、纤维损伤

小、化学品消耗减少、污染少、能耗低、无需大量

水洗等优点。

传统化学防缩方法主要是氯化法，但是氯化

克服生产弊端

生物酶在纺织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我国在本世纪初开始重视纺织生物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一批高校、酶制剂企业和纺织印

染企业在国产化纺织酶制剂创制、纺织应用工

艺开发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批创新

成果。如江南大学成功研发细菌产碱性果胶裂

解酶、过氧化氢酶、高活力角质酶、PVA 降解酶

等新型染整前处理用酶，实现碱性果胶裂解酶

和角质酶“一步跨膜”高效发酵，表达量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成果打破国外酶制剂公司垄断，

推动了国产纺织酶的市场应用。在纤维素纤维

制品生物抛光方面，康地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高效表达生产技术，将中性纤维素酶的市

场价格从每公斤 200 元降至每公斤 15 元，打破

了国外垄断。近年来，我国的羊毛防缩用角蛋

白降解酶的发酵活力、底物特异性水平也得到

显著提升。

但由于起步晚，我国在纺织专用酶基因挖

掘、定向进化、高通量筛选、分子改造、高效低成

本发酵等工业酶研发技术方面研究相对较少，导

致国内企业在纺织酶品种多样化、品质高性能

化、配方灵活化、生产低成本化、应用工艺最优化

等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精准设计、按需开发高性能低成本纺织酶制

剂，提高我国酶制剂的生产和应用技术水平并实

现产业化推广，提高纺织产品的加工质量，减轻

纺织加工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是我国纺织工业绿

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迫切要求，也是纺织生物技

术需要继续发力的方向。

洪霄建议，要加大对高性能、功能性、差别化

纤维材料，新型纺织染整技术，高性能产业用纺

织品等重点领域的研发攻关，提高技术原创能

力，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推广应用，解决纺

织工业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全面提高纺织产品的

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

提高创新能力

增强我国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

处理时有效氯（如氯气等）会与羊毛中的氨基酸

残基反应生成各种可吸收有机卤化物，这些卤化

物具有致癌和致突变作用，对各种生物危害性巨

大。羊毛生物防缩技术主要采用角蛋白降解酶

催化破坏羊毛特征鳞片结构，避免了对环境污染

较大的氯化处理，同时大幅省去了氯化法中多道

中和、水洗等步骤。

曹红梅告诉记者，用纺织生物技术替代传统

的纺织品化学加工，不仅能够大大减少水资源的

消耗，而且能从源头上显著降低化学品的使用

量，减少难以降解污染物的产生；同时，由于工艺

流程的缩短或工艺条件（如温度等）的降低，还能

大幅减少电、煤、气的消耗。

此外，洪霄表示，利用生物技术不仅有效地

改进了现有纺织生产存在的不足，还可根据需

要开发出适合纺织生产的新纤维，拓宽纺织原

材料领域。比如，我国科学家能将可控制羊毛

细度的基因植入绵羊体内，从而获得又细又长

又软的羊毛，为生产高档轻薄型毛织物提供优

质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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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全球至少有 768种有毒蛇类，被毒蛇咬死、

咬伤也是最常见和最易被忽视的热带病。记者11月14日从中国科学院昆

明动物研究所了解到，该所天然药物功能蛋白质组学团队近日通过一种全

新高效的抗体策略，研发出一种试剂条，用该试剂条，只需5至10分钟就可

以准确判断出将人咬伤的毒蛇种类，为及时有效救治伤员赢得宝贵时间。

全球每年有 180 万—270 万人被蛇咬伤，其中超过 12.5 万人因此死

亡；我国每年被蛇咬伤人数达 20万—40万人，致死人数近万人。此外，相

当大比例的被蛇咬伤的病人会落下终身残疾，造成严重的家庭负担。

“毒蛇种类的精准高效判定，是蛇伤及时救治的关键。目前，毒蛇种

类判断主要依据医生的经验、病人对毒蛇形态的描述，同时结合蛇的分布

特征进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赖仞介绍，但伤者未必能

够准确描述毒蛇形态。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将蛇伤列为应当全球协同

优先应对的热带疾病，但由于蛇毒成分的复杂性以及种间高度相似性，使

及时高效诊断蛇伤变得非常困难。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可靠的诊断方法

用于不同属种毒蛇特异性的鉴定。

赖仞课题组长期专注于蛇的毒液成分、毒理机制和蛇伤救治的研

究。近期他们结合多组学数据，对国内烙铁头、竹叶青等剧毒蛇的蛇毒成

分特异性、免疫源性和空间可及性进行分析，提出了全新的蛇伤高效诊断

抗体研发策略，并据此成功研发出针对两种近源属剧毒蛇的特异性诊断

抗体和诊断试剂条，只需 5至 10分钟就可判断蛇毒来源。

基于抗体策略研发的试剂条

可在10分钟内诊断蛇伤类型

由中国科协组织开展的 2021 年“科创中国”榜单相关工作已正式启

动。作为“科创中国”先导技术榜单生物医药领域初评专家组组长，中国

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秘书长王小宁教授，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生

物产业的发展，将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而“科创中国”榜单体系，将在推动生物技术发展，加强创新

链、产业链融合，提高生物技术成果转化成效等方面，起到积极的先导和

示范作用。

据王小宁介绍，生物治疗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范畴，广义地讲，凡

是生物体、生物制品用来做治疗的，都属于生物治疗，包括大家熟悉的疫

苗、抗体药物等。但目前通常讲的生物治疗是比较狭义的说法，具体指使

用活的细胞制品来达到治疗或干预疾病目的的疗法。

生物治疗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到目前为止，在很多疾病特别是肿

瘤的临床治疗领域，已经由辅助治疗模式上升成为一线治疗模式。

王小宁表示，当前，在生物治疗领域，中国的基础研究、成本投入，以

及技术突破点和对适应症的探索，都处于世界科研潮流较为前沿的位置，

生物治疗真正处于国际前沿，并且实现产业化和临床转化与应用，才能更

好地造福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患者。

而生物产业的范畴非常广大，生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王小宁举例称，近期，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

合成，相关成果已于 9月 24日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去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康乐院士团队的研究显示，少量群居型

蝗虫聚集，就会释放出一种独特的化合物，并在野外吸引和聚集更多蝗虫，

该研究找到并验证了动物学家长期寻找的蝗虫群聚信息素，揭示了蝗虫群

居的奥秘，有助于制定绿色和可持续的防控对策。例如，未来人们有望利

用掌握的信息素技术诱杀蝗虫或阻止蝗虫聚集，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在重灾

区建立不能群居的蝗虫种群等，这将极大地改变人类防治蝗虫的举措。

又如，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匡廷云院士团队在厦门建造了 1 万平方

米的蔬菜工厂基地。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积极推进的蔬菜工厂

项目在河北省保定市落地。王小宁介绍称，所谓蔬菜工厂，就是在房子里

种菜、名贵中草药以及经济作物，它不需要自然光照，而是完全使用人工

照明，利用光谱技术，控制产量和质量，这不仅将是食品安全的进步，同时

还节约了土地和水资源，实现了环境友好。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蔬菜工厂可以就建在超市里面，消费者只需在

超市扫个码，蔬菜工厂里的器械臂就会自动采摘最新鲜的蔬菜，并打包送

到用户手中。甚至蔬菜水果的酸甜口味，都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个人偏好

进行订制选择，这将颠覆传统的农业。”他说。

王小宁认为，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产业将以全新的产业形态，

大幅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民生，同时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

境，促进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高质量发展。

他认为，通过“科创中国”榜单的设立，可以在产业内、特别是生物技

术转化方面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鼓励更多的企业机构参与创新活动，这

也体现了“科创中国”的核心价值。

“生物科技前景潜力巨大，但在技术转化过程中，政策技术和法规风

险是并存的，这是生物科技产业化转化的特点，生物科技在风险控制上，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法规也是很严谨的，因此成功的技术成果转化范例，

对后续的产业技术转化的探索，将会起到积极示范作用。”王小宁说。

（据新华网）

生物产业发展

将在这些领域改变你我生活

数据显示，人工麝香替代天然麝香已应用于

431 种中成药，相当于少猎杀超过 5600 万头麝。

“人工麝香研制及其产业化”也因此获得 2015年

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们正在与清华大学团队合作，利用新的

技术解码羚羊角上的硬角蛋白结构。”在不久前

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人工麝香项目参与者之

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庾石山带

来了他们的科研新消息。科技日报记者独家获

悉，团队正在研制与野生羚羊角有着等同疗效的

人工羚羊角，目前已经在硬角蛋白这一关键蛋白

的高效绿色制造和羚羊角的组方重构方面取得

突破，正在攻克硬角蛋白的三维结构。

欲人工合成羚羊角先要
搞定硬角蛋白

中药中使用的羚羊角成分，能不能效仿人工

麝香，人工合成出来？

据药典记载，羚羊角有平肝息风、清肝明目、

散血解毒等功效。而要想人工合成羚羊角的有

效成分，则需要解答羚羊角的这些功效具体是由

哪些分子带来的。

也就是说，人工合成之前，先要对天然品进

行解构。人工麝香就是先发现了天然麝香中的

抗炎大分子类成分，然后研制出替代品芳活素，

以及合成重要原料麝香酮、海可素等。

团队通过解构天然羚羊角发现，硬角蛋白是

羚羊角中具有独特疗效的物质。“我们发现硬角

蛋白很‘娇气’，不同的时间、温度、湿度都会影响

它的三维结构。”庾石山说，这也是为什么羚羊角

的人工合成会更加困难。

硬角蛋白是一类特殊蛋白，难溶于水和有

机溶剂，研究其三维结构，是目前国际上在蛋

白质结构解析中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结

构生物学家在解析其结构研究中，需要探究硬

角蛋白在羚羊角内的形成机制、调控与代谢机

制等问题。

“羚羊角的硬角蛋白如何发挥治疗作用的，

是又一个亟待攻克的难题。”庾石山说，对这些具

有独特疗效的物质干预生命过程机制的解析，为

明确药效，解析疗效、毒理作用以及二者的相互

影响指明了方向。

用生物技术研发濒危药
物人工替代品

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等资

料统计，我国濒危动物药材有羚羊角、穿山甲片、

犀角、虎骨等 17种。

从 2012年“活熊取胆”登上热搜到 2020年穿

山甲被移出药典……中药材中濒危动物药材的

存量与使用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效法人工麝

香研制出替代产品，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手

段。

比如，我国多家科研机构联合企业开展了人

工熊胆粉的研究，基于不同的技术路线，相关研

究对天然熊胆粉中的有效物质进行了摸索，通过

酶工程技术、生物转化技术、优化复配技术等，在

安全有效的基础上，力争实现人工代用品与天然

熊胆粉的等效性。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与企业合作研制的人工熊胆粉，已在 2018 年获

得国家临床批件，完成的 I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安全性良好，目前正在全国 20 余家医院进行 II

期临床试验。

参加这次香山会议的专家认为，当前合成生

物学技术等新型技术的集成应用，将大大增加濒

危药材代用品研究的成功率；而现代生物学的发

展，也能在分子、细胞、动物中实现多维度、多层

面、成体系的有效成分功效评价，进而提高验证

效率，摸索出与天然濒危药材有效成分种类、组

分、含量一致，疗效等同的人工代用品。

多种生物技术联手
给濒危动物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找“替身”

降低化学品使用量降低化学品使用量、、减少污水排放减少污水排放

用生物酶制剂用生物酶制剂““染绿染绿””传统纺织业传统纺织业
将生物酶用于纺织品加工、用新型生物基纤维制造纺

织品、在纺织品上用天然色素印染……如今，纺织生物技术

在纺织工业中的应用日渐广泛，已成为国内外改造传统纺

织产业、促进纺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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