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 曦

研究进展

如果没有对新冠病毒

的基因组信息和蛋白质结

构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我

们对新冠病毒为何会致部

分人群死亡、致病性为何

增强或减弱等就会一无所

知，对新冠肺炎的预防、诊

断、治疗，以及疫情防控也

就无从下手。

高强
科兴首席运营官、北京科兴中
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北大学团队首次解析了

一种特殊的“万能酶”P450tol

及其复合体晶体结构，并基于

此成功构建一种活性和稳定性

均明显提升的人工融合酶，首

次实现了苯甲醇的高效绿色合

成。这种酶还可用来合成其他

药物中间体，造福人类。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基础研究是生物技术创新的关键和源泉。

日前，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科兴）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

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疫

苗和药物研发等生命健康相关领域开展合作。

双方约定在协议期内，科兴总计投入5000万

元资金，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共建“前沿技术与新

型疫苗药物”联合实验室，推进联合项目的成果转

化，设立“科兴生命医学奖”，鼓励和支持中科院生

物物理所优秀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科研工作。

2 月 21 日，科兴对外宣布，将在未来 5 年投

入 100 亿元，支持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究、创

新研发以及产业化落地。

对于此次合作，科兴董事长、总裁兼 CEO 尹

卫东表示，公司将依托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在以蛋

白质结构研究为基础的新靶标发现和疫苗药物

设计等方面的科研优势，结合自身在疫苗研制、

产业化等方面的优势，在重点领域推进研发协同

和技术融合。

“不论是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还是中国科

学院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发展规划，都明确要

求将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深度融合。中科院生

物物理所将全力支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好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中科

院生物物理所所长许瑞明表示。

“我们始终把基础研究跟我们的产品开发和

生产结合到一起。”科兴首席运营官、北京科兴中

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础研究为生物技术创新引

来了“源头活水”。

此前，科兴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合作，解析

了大量小 RNA 病毒的结构，这些病毒包括肠道

病毒 EV71、甲肝病毒（HAV）、CA16 病毒等。这

些病毒结构的解析，对科兴疫苗的质量控制、工

艺优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4 年，科兴与来自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牛

津大学、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科学研究人

员合作，从三维结构角度阐述了甲肝病毒的进化

关系。该研究对于进一步解析甲肝病毒灭活疫

苗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抗肝

炎病毒药物的研发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新方向。

有了病毒结构和免疫机理等基础研究的“保

驾护航”，科兴正齐头并进地开展多种病毒疫苗

的研发，包括 EV71 疫苗、CA16 疫苗和多种联合

疫苗等，以及新冠广谱疫苗。

基础研究为疫苗研发“保驾护航”

高强认为，基础研究是做好原创产品的一个

最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基础研究，想做出一个原

创产品或想做一个好的产品，将无从谈起。

“疫苗产品开发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基础

基础研究是做好原创产品的重要条件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来，科兴一直在加速

产学研布局。

2022 年 1 月，为支持沈阳药科大学发展，科

兴无偿援建的沈阳药科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制

药学院细胞试验中心实验室正式验收。

2022 年 2 月 18 日，科兴与香港中文大学达

成联合组建 P3 级生物实验室的意向协定，将共

同开展传染病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等领域的基

础研究工作。

2022 年 2 月 21 日，科兴对外宣布，将在未来

5 年投入 100 亿元，支持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

究、创新研发以及产业化落地。

“这 100亿元主要侧重于两大方面。一是与

生物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二是与公共卫生

相关的技术研究方面。侧重于这两个方面，是因

为疫苗研发和制造有一定的相关性。”高强表示。

“单纯想把一个基础研究转化成产品是非

常难的。基础研究是在某一个点上进行深入

研究，它是一个点状的科学。但是对一个产品

来说，它是一个面上的问题，需要把很多点组

合起来才能变成一个产品。所以将基础科学

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

多方协作把点状的科学研究成果组合到一起，

一个点状的科学研究结果‘孤身奋战’很难形

成产品。”高强特别强调。

实际上，科兴未来 5 年投入 100 亿元，正是

一种将更多资金布局到基础研究及其转化的

举动。

“短期之内可能很难出产品，但我们更看重

长期效应。一个医药产品进入市场，最快周期也

要 5 年—10 年时间。但是我们希望这种对基础

科研的投入，能够带动一部分从事基础研究的科

学家，花一部分时间跟精力去考虑他的研究成果

怎么能更好转化成产品，做一些更接近市场的科

学研究。”高强表示。

投入100亿元加速产学研布局

科兴宣布投入 100亿元支持基础研究、创新研发及产业化——

让基础研究为生物技术创新提供原动力让基础研究为生物技术创新提供原动力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马昕怡 马永硕）近日，中国农业科

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团队在《自然·通讯》发表论文称，他们

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研团队合作，通过代谢工程新策略构建了高效异

源生物合成类胡萝卜素的细胞工厂。该研究为在细胞工厂生产高价值化

合物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随着合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利用微生物设计和创建人工合

成细胞，发酵生产植物天然产物，已作为一种绿色高效的新型生产模式被

科学界及工业界认可。但是微生物异源生物合成天然产物的效率经常受

到酶调控的影响。酶底物抑制效应是限制化合物产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底物浓度过高，超过某个阈值时，会触发底物抑制效应，从而降低酶反

应速率，影响目标化合物的合成。

科研人员以解脂耶氏酵母异源生物合成β-胡萝卜素为例，报道

了两种不同的解除酶底物抑制的代谢工程策略。研究首次发现番茄红

素环化酶具有底物抑制效应，高浓度的底物番茄红素对该酶有强烈抑

制，成为限制解脂耶氏酵母中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的主要瓶颈。第一

种策略是针对番茄红素环化酶的蛋白质工程。改良后的突变体 Y27R

可以完全解除底物抑制并且不降低酶活性，使得β-胡萝卜素产量显

著增加且选择性达到 98%。第二种策略是建立香叶基焦磷酸合酶介导

的流量控制器，调控代谢流量，限制番茄红素合成速率，将其浓度控制

在抑制水平之下，同时在不触发底物抑制的前提下，确保足够多的代

谢流量用于目标化合物合成，获得了与第一种策略相似的β-胡萝卜

素滴度和选择性。两种代谢工程策略被证明同等有效地解除了底物抑

制，能够高效生产β-胡萝卜素，最终使得β-胡萝卜素的产量达到了

39.5 克/升。

两种代谢工程新策略

构建生产类胡萝卜素的细胞工厂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近日，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张健团队与胡培松院士团队合作，在《分子植物》发表论文称，他

们首次揭示了“植物胰岛素”6-磷酸-海藻糖（Tre6P）调控水稻碳源分配

与籽粒产量的机制，为作物高产遗传改良提供了新思路。

糖是能量和细胞碳骨架的供体，也是调控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信号

分子。近年来，植物中的 6-磷酸-海藻糖被发现具有类似胰岛素的功能，

可通过促进源—库转运等形式反馈调节糖水平，维持糖稳定。6-磷酸-

海藻糖广泛参与调控植物的生长发育与逆境响应等生理过程，并表现出

极大的改良作物产量的潜力。在玉米中异源表达水稻 6-磷酸-海藻糖磷

酸酶基因（OsTPP1），可让玉米产量提升 9%—49%。直接喷施可吸收的

6-磷酸-海藻糖前体，亦可使小麦增产 20%。然而，6-磷酸-海藻糖如何

与其他能量调控因子互作协调碳源分配，科学家还不清楚。

研究团队在水稻中鉴定了一个糖诱导表达转录因子 OsNAC23。该

转录因子可直接抑制 6-磷酸-海藻糖中磷酸酶基因的转录，促进 6-磷

酸-海藻糖的累积。与野生型相比，超表达该转录因子的植株，其源器官

中 6-磷酸-海藻糖含量上升，促进光合速率、碳源的源-库转运以及穗、

种子等库器官发育，大幅提升植株单株产量。进一步研究显示，该转录因

子能与 6-磷酸-海藻糖、能量饥饿感受器形成一条正向调节回路来维持

水稻碳源分配和籽粒产量。

该研究团队在主栽品种南粳 46 等 3 个背景中过量表达 OsNAC23 基

因。多年多地的区试结果表明，相较于野生型，其在生长后期表现出典型

的青秆黄熟的高产性状，有效穗数和千粒重显著增加，产量提升 8.7%—

16.1%，为利用 6-磷酸-海藻糖相关基因改良作物产量提供了优异的基因

资源和应用示范。

与一种转录因子形成回路

“植物胰岛素”让作物产量更高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 通讯员欧阳灿彬 方文生）近日，中国农业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土壤有害生物防控创新团队联合多组学分析和同

位素标记法，揭示了生物炭调控熏蒸剂消毒后土壤微生物群落恢复及土

壤氮代谢的机制。相关研究发表在《危险材料》上。

熏蒸剂消毒在土传病害防控、耕地质量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

年来，土壤有害生物防控创新团队开展了系列研究，明确了熏蒸剂消毒对

土壤微生物群落及生态功能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壤消毒对微生物多样

性及群落结构的影响因熏蒸剂种类及土壤类型而异，细菌和真菌多样性

及丰度在 2个月内可恢复至对照水平。熏蒸剂消毒抑制或促进土壤微生

物途径关键基因的表达，干扰土壤碳、氮、磷元素的循环，从土壤微生态角

度揭示了熏蒸剂消毒通过改变土壤有效氮、磷存在形态及数量的“肥料效

应”及增产机制。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科研团队联合应用宏基因组分析技术及氮氧

双同位素标记法，发现在使用熏蒸剂消毒后的农田混入生物炭，能有效促

进氮循环过程氨氧化细菌（AOB）、氨氧化古菌（AOA）、亚硝酸还原型

（nirS/K）等功能微生物的恢复，促进铵态氮和硝态氮的消耗，从而加速土

壤氮代谢进程，氧化亚氮排放由反硝化过程转变为硝化细菌的反硝化路

径。该研究结果为消毒后土壤微生态的恢复及土壤生态功能的定向调控

提供有效途径。

添加生物炭

有助土壤消毒后微生物恢复
苯甲醇是一种重要的中间体，能用于化学、

制药和聚合物工业中许多不同化合物的商业制

备。目前苯甲醇的工业生产主要利用甲苯作为

原料，通过化学法生成，该过程繁琐且会生成大

量副产物而污染环境。因此，如何发展苯甲醇的

绿色高效生产方法一直受到工业界和学术界共

同关注。

近日，湖北大学生命科学院、省部共建生物

催化与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李爱涛教授、陈纯

琪教授和郭瑞庭教授团队共同合作，成功解决了

这一难题。他们首次解析了一种特殊的“万能

酶”P450tol及其复合体晶体结构，并基于此构建

了一种活性和稳定性均明显提升的人工融合酶，

实现了苯甲醇的高效绿色生物合成，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于国际期刊《催化作用》。

迄今唯一可天然催化甲
苯生成苯甲醇的酶

酶，这种地球生命中最强大的化学工具，通

过理性设计和定向进化手段，展现出了在生物催

化领域的强大功能。其中，细胞色素 P450 酶能

够识别多种底物（参与生化反应的物质），因此也

被称为“万能酶”。而利用基因工程改造 P450酶

来量身定制化学反应过程和生产工艺，成为一个

热门研究方向。

李爱涛从甲苯降解菌中鉴定了一种特殊的

P450 酶，并将其命名为 P450tol。它能以甲苯为

底物，生成专一的产物苯甲醇，成为迄今发现的

唯一可以天然催化甲苯生成苯甲醇的酶。

目前苯甲醇通用的工业生产采取两步法，以

甲苯为原料，需要用到剧毒的氯气和强碱氢氧化

钠，并产生有毒副产物。“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

传统化学合成过程中，绕不开 C-H 键官能团

化。”李爱涛解释，由于 C-H 键具有较高的解离

能，通常具有较高的热力学稳定性和较低的化学

反应性，因此，C-H 键官能团化是传统化学合成

中一个极大的难题。

因此，李爱涛发现的 P450tol 让人们看到了

生物合成苯甲醇的希望。然而 P450tol三维结构

信息的缺乏，限制了 P450tol 的相关基础研究与

未来应用。

配体结合方式使反应更
精准高效

要改造高效的 P450tol，必须揭开酶结构的

面纱。由于 2020年郭瑞庭团队首次解析了一种

自给自足 P450 酶的全长晶体结构，李爱涛选择

与郭瑞庭团队合作，顺利解析出 P450tol 的空结

构以及与底物甲苯及产物苯甲醇的复合体结

构。这些结构信息表明，P450tol 能帮助甲苯通

过一步反应生成苯甲醇，且反应没有副产物。

陈纯琪介绍，P450 酶的活性区都会带一个

血红素分子参与催化反应，我们解析的 P450tol

也不例外，底物甲苯位于由一系列疏水的氨基酸

组成的口袋中，甲苯的甲基朝向血红素中心的铁

离子，两个氨基酸（F329 和 A279）分别位于底物

的两侧，牢牢钳住了甲苯的苯环，甲苯前方还有

一个氨基酸（V326）负责固定整个甲苯的位置，

这样催化反应就可以精确的发生在苄基位，而不

是其他位置，如此精巧地反应也只有这种“万能

酶”可以做到了。

“此外，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现象，甲苯或苯甲醇并不能将 P450tol 的活性区

完全占据，还有一些多余的空间，所以我们猜测

P450tol或许可以结合比甲苯或苯甲醇更大一些

的底物。”陈纯琪表示，复合体结果与团队推测的

一致，P450tol 也可以与一些卤代甲苯形成复合

体，且可以精确地在苄基位发生羟基化反应。所

有这些结果都显示，配体会以有利于反应发生的

方式结合并参与反应，这也使酶的反应更精准而

高效。

人工融合酶有望用于工
业生产

自然界中大部分的 P450酶都需要一个能够

与之匹配的还原酶来提供电子以发生催化反应，

这对于后续的应用也是一个难题。为了实现工

业应用，寻找天然的自给自足型 P450 酶或者索

性构建高效的自给自足型 P450人工融合酶成为

科研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我们将 P450tol 和 CYP116B46 的还原酶结

构域融合，构建出自给自足型人工融合酶，其活

性、稳定性和半衰期都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李爱

涛说。

不仅如此，P450tol-CYP116B46还可以催化

丙基苯在近末端或苄基位区域选择和立体选择

羟基化，这些羟基化产物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

药物中间体，如安非他命、司立吉林和组蛋白酶

K 抑 制 剂 的 组 成 成 分 。 目 前 ，P450tol 和

CYP116B46 的融合是世界上首例报道的稳定性

和活性均大幅提升的人工融合酶，未来有望应用

于工业生产中。

基于 P450tol 的三维结构，郭瑞庭团队使用

蛋白质工程的手段理性设计和改造，使其反应能

够更多地朝向对人类有益的方向发生。

“未来，随着结构生物学、人工智能、酶定

向 进 化 等 发 展 ，通 过 理 性 设 计 和 改 造 ，获 得

更多新的具有重要功能的酶来造福于人类，

将 会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研 发 方 向 ，我们也将继续

致力于更多 P450tol 人工融合酶的构建。”郭瑞

庭说。

绿色高效合成苯甲醇，这种酶能做到

研究，包括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和分子互作

等，这些基础领域的研究结果在整个疫苗研究

过程中都有用到。众所周知，新冠病毒一直在

变异，如果没有对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信息和蛋

白质结构等方面的基础科研，我们就会对新冠

病毒为何会致部分人群死亡、致病性为何增强

或减弱等相关问题一无所知，对这种疾病的预

防、诊断、治疗，以及疫情防控就会无从下手。”

高强说。

目前，新冠疫情防控所采用的手段跟基础科

学研究的成果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新冠病毒现

在有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多种变异

株，这些名字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但这些变异株

是基于什么分类的，还要靠科学家对病毒的基因

组进行研究。

“对我们来说，要做一个疫苗或者一个药

品，基因组学的基础研究很重要。”高强说，“比

如研究病毒疫苗，如果没有基因测序的方法，

我们就无法了解病毒的基因序列，也就没有办

法判断这个病毒今年、明年或 10 年以后是否发

生变异。得益于基因组学相关的基础研究的

投入和进展，我们现在才能很快地知道病原体

和疾病流行的关系以及病原体会发生哪些功

能性进化。”

高强强调，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但是让基础

研究落地、尽快实现成果转化，还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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