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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炼制细胞工厂：生物制造的技术核心
马延和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 对生物炼制细胞工厂的发展进行了简要回顾，从微生物糖代谢的分子机制、细胞工厂的代谢网络及调控、细

胞工厂的构建技术及细胞工厂的优化 4 个方面介绍了本期专刊发表的 17 篇生物炼制细胞工厂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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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factories for biorefinery: core of the technology for
biomanufacture
Yanhe Ma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developing cell factories for biorefinery was reviewed. Seventeen papers published in this special
issue, cover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ugar utilization, genome-scale metabolic and regulative network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ell factories for biorefinery, were introduced.

Keywords: biorefinery, cell factories, special issue
上个世纪，以化石资源为经济基础的近代工业

物基工业的最有发展前景的道路。生物炼制主要有

文明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繁荣。近年来，能源资源短

两种途径：一是热化学加工，即通过热化学方法首

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日渐突出，现代工

先将生物原料加工为中间产物或者直接获得最终的

业化经济进程与化石资源日渐枯竭的现实形成了剧

产品；二是生物化学转化，即利用生物技术手段来

烈冲突。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完成从生物质到产品的生物加工过程，细胞工厂是

迫切需要以可再生生物资源替代不可再生化石资

实现生物化学转化的基础。然而，自然界中任何一

源，以清洁高效的生物加工方式替代污染低效的传

种微生物的酶系种类有限，转化效率与能力有限，

统物质加工方式。

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要将微生物改造成用于

生物炼制是以生物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能源

生物炼制的细胞工厂，必须借助基因组学、系统生

与化工产品的新型工业模式，被认为是创造新的生

物学和高速计算技术的最新发展，解析微生物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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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蛋白、网络与代谢过程的本质，在分子、细胞

建的多酶体系 (人工纤维小体)、多菌体系 (共培养)

和生态系统尺度上，多水平、多层次地认识和改造

以及将酶和菌株有机结合的体系 (工程菌代谢网络

微生物，经过人工控制的重组和优化，重新分配微

改造)在木质纤维素高效利用中的潜力，以期实现天

生物细胞代谢的物质流和能量流，从而充分利用微

然生物质木质纤维素到目的产品的高效转化，提高

生物广泛的物质分解转化与卓越的化学合成能力，

生物炼制的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高效地制备生物能源和替代石油化工原料的平台化

真菌是最主要的纤维素酶生产菌株，但现在对

合物。构建高效细胞工厂是生物炼制的核心技术，

其纤维素酶表达分泌及其调控机理的了解还很有

它的发展将推动生物炼制逐步取代传统石油炼

限。要提高纤维生物质降解酶系的效率，须在生物

制，解决人类面临的日趋严峻的能源、资源和环境

质降解的分子基础上找突破。各类组学技术的出现，

问题。

为揭示生物质降解的分子机理提供了技术可能。田

生物炼制技术已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最重要前

朝光等作者 [2] 综述了真菌降解木质纤维素的功能基

沿之一，是世界知识产权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各发

因组学研究进展。通过对白腐菌、褐腐菌、木霉、

达国家已作为重要的战略方向予以资金支持与政策

脉孢菌、青霉菌等典型纤维素高效降解真菌的功能

扶持。为了尽快提升我国生物炼制技术水平，973

基因组学和比较基因组学的分析，发现了很多参与

计划在 2007 年设置了“生物炼制细胞工厂的科学基

降解过程的新基因，为木质纤维素降解机理的研究

础”项目。该项目的主要思想是利用生物学、化学、

提供了新的目标靶点和思路。

计算科学、生化工程等交叉学科手段，研究解决全

木质纤维素作为植物界抵抗微生物侵扰的天然

糖底物利用、代谢调控、细胞工厂构建与性能优化

屏障，结构复杂，组成多样。单一功能的酶往往无

等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揭示生物基产品典型代谢

法胜任木质纤维素的降解。为真正实现生物质的全

途径的优化调控机制，实质性地提高构建生物炼制

面利用，需要深入研究纤维素酶系之间的协同作用

细胞工厂的创新能力，提高大宗工业原料的生物合

机制，理解蛋白质分子如何结合木质纤维素并将之

成能力，形成先进生物炼制技术的基础，为我国的

降解的分子机理和调控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代

新型工业化道路作出积极的贡献。

谢工程来重构木质纤维素降解酶系、菌系，开发出

为了推动我国生物炼制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生
物工程学报》出版“生物炼制细胞工厂”专刊，邀
请“生物炼制细胞工厂的科学基础”973 项目的核
心研究人员，系统介绍该领域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进
展，并报道近年来取得的创新研究成果。

一套经济、高效的木质纤维素酶解体系。

2 细胞工厂的代谢网络及调控
微生物中的代谢途径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
存在于复杂的代谢网络中，并受到各种调控网络的
制约与控制。要构建用于生物炼制的高效细胞工厂，

1 微生物纤维质糖代谢的分子机制

还应当在理解生物代谢机制的基础上，认识细胞的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物炼制的原料应来源

调控机制，合理设计代谢途径和合成系统，重构基

于植物纤维资源。木质纤维素复杂的结构组成，是

因的表达调控网络，从而重新分配细胞代谢的物质

制约高效利用这一资源、发展生物炼制的瓶颈。主

流和能量流，提高化学品的合成效率。

要存在于厌氧细菌中的纤维小体是有序、高效的协

微生物基因组学的迅速发展为全面理解与认识

[1]

微生物的代谢与调控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

概述了现有微生物降解利用木质纤维素体系的研究

基于基因组序列进行代谢网络重构，有助于发现新

进展，论述了纤维小体和经过理性设计的人工纤维

的代谢功能基因、调控元件、甚至新的代谢途径，

小体在木质纤维素降解的前景。探讨了人工设计构

从而指导代谢工程改造。基因组尺度代谢网络是以

同降解纤维素的复合体系。梁朝宁、马延和等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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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序列和注释信息为基础，通过基因-蛋白质-

谷氨酸棒杆菌是氨基酸的主要生产菌株，也是

反应相互关系重构模拟生物体的代谢过程。王晖、

重要的可改造为细胞工厂的微生物。张晓梅、许正

赵学明等作者 [3] 结合实际研究经验，从代谢数据库

宏等作者 [6]对一株发酵生产 L-色氨酸的谷氨酸棒杆

建立、数学模型的建立到模拟验证，对基因组尺度

菌进行了部分代谢流量分析，发现氨基酸发酵中的

代谢网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作者同时指出，虽然

扰 动 因 子 叶 酸 和 维 生 素 B12 影 响 磷 酸 戊 糖 途 径

基因组尺度的代谢网络模型发展迅速，很多模式菌

(HMP) 碳流，造成流向目的产物 L-丝氨酸的碳流

株的基因组尺度的代谢网络模型已经构建完毕，但

减少。维生素 B 12 还可造成三羧酸循环的流量不

是基因组尺度的代谢网络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

足，从而限制了产物合成速率的进一步提高，研究

与其他生物过程结合较少；现在的模型还是基于稳

结 果 也 为 谷 氨 酸 棒 杆 菌 的 代 谢 网 络 调 控 优 化 提供

态模拟，不能反映细胞真正的动态情况；构建网络

了参考。

所需的数据不完善，很多生物信息数据库存在错误
和冗余，导致构建的基因组尺度代谢网络还不够完
善等方面的问题。

发现和认识微生物代谢的分子基础、互作关系

针对目前公共数据库平台中代谢途径基因的功
能注释存在许多错误或信息不完整的问题，杨琛

3 细胞工厂的构建技术

[4]

及调控机制，为微生物细胞工厂的构建奠定理论基
础。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了解、掌握生物合成系统

以丙酮丁醇梭菌中木糖代谢途径的重构为例，介绍

的构建原理，开发出不同途径的组装策略以及遗传

了代谢途径和调控网络重构的一些新型比较基因组

改造方法。转基因是生物合成能力重构的重要手段，

学 技 术 。 利 用 基 因 组 上 下 文 分 析 方 法 (Genome

外源基因可以赋予细胞新的能力、形成新产物的合

context analysis)，结合基因簇、结构域融合、基因

成、增强细胞的抗逆性等，是细胞工厂构建的有力

系统发育谱以及调节位点共享等多种基因组信息，

工具。同时，为了优化特定产品的合成途径，需要

推断有关基因的功能关联性，进而准确预测基因的

去除一些不必要的支路途径，将细胞的物质流与能

功能，有效地解决缺失基因问题、填补途径缺口，

量流引向目的代谢物途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

重构出完整的代谢途径。作者通过实验验证，成功

须解决外源基因的导入、基因的敲除、大片段基因

重构了丙酮丁醇梭菌中木糖和木寡糖代谢途径及调

的重组和目的基因的表达等一系列技术问题。

控单元。该工作也说明，运用新型的比较基因组学

董红军、李寅等作者 [7] 介绍了丙酮丁醇梭菌的

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网络重构中关键基因缺失的

遗传操作系统研发方面的所取得的新进展。作者通

问题，准确地预测基因的功能，为实验分析提供指

过二型内含子的方法失活丙酮丁醇梭菌的限制修饰

导，从而大大减轻实验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系统，实现了非甲基化质粒在丙酮丁醇梭菌中的转

丙酮丁醇梭菌是一个重要的工业溶剂生产菌

化。作者进而分析了基于非复制型质粒的同源重组、

株。现在人们对其有机溶剂生成通路的调控机制仍

基于复制性质粒的同源重组、反义 RNA 技术和二型

不甚了解。从全局角度来分析丙酮丁醇梭菌的代谢

内含子基因失活技术目前存在的缺陷，指出提高转

通路，了解参与通路的各种蛋白质的变化，对丙酮

化效率是丙酮丁醇梭菌遗传操作系统改造的关键突

丁醇梭菌的基因改造将会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白

破口，并对如何发展丙酮丁醇梭菌的高效遗传操作

雪、王全会等作者 [5] 采用双向电泳和质谱联用的技

系统提出了建议。

术，对丙酮丁醇梭菌的磷酸化蛋白质组进行了初步

微生物的 DNA 转化方法是导入外源基因的工

的分析，证实了丙酮丁醇梭菌的蛋白磷酸化过程可

具，目前对微生物转化主要有化学法和电转化法。

能在有机溶剂合成通路中起着调节功能，这也为丙

这些方法存在感受态细胞准备时间长、处理过程容

酮丁醇梭菌代谢工程改造提供了新思路。

易导致细胞活性降低、处理后要有温育等缺点。谭
Journals.im.ac.cn

1324

ISSN1000-3061

CN11-1998/Q

Chin J Biotech

海东、赵宗保等作者 [8] 开发了一种基于海泡石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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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细胞工厂的优化

生物 DNA 转化的方法。海泡石是一种矿石纳米材
料，价格便宜、来源丰富，且对人体无害。这种转
化方法无需感受态制备和处理后的温育过程，可得
到比钙转更高的转化率。该方法也可用于探索其他
用钙转和电转未成功的微生物，从而拓宽了生物炼
制细胞工厂的来源。
基因组混组是一种新的细胞工厂改造方法。通
过循环原生质体融合等手段，使得不同菌株来源的
基因组能够得到充分重组，增加将正向突变整合到
同一重组子中的机会。杨俊杰、杨晟等作者 [9] 考察
了枯草芽胞杆菌多轮融合过程中基因组混组程度改
变的影响。通过比较天蓝色链霉菌、乳杆菌基因组
混组的结果，并结合计算机模拟循环融合过程，作
者指出，要达到较充分的枯草芽胞杆菌基因组混组
效果，需要以突破微生物细胞间高频重组操作技术
为基础。
细菌启动子是细菌中基因表达的必需调控元
件，决定了细菌基因表达的强度和时机。启动子的
识别和应用研究，对于实现异源基因的可控表达、
有效获得目的产物、促进生物催化和代谢工程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徐友强、马翠卿等作者 [10]综述了
细菌启动子识别及应用研究进展。细菌启动子在基
因转录水平的调控上起着重要作用，直接决定蛋白
的表达水平，这使得细菌启动子在全细胞催化和酶
催化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实现大宗化学品的高效生物炼制，需要提高产
物的产率、终浓度和生产速率，提高其工业适应能
力。郭艳梅、孙际宾等作者 [12]以黑曲霉为模式菌株，
详细论述了如何根据菌株的基因组信息，解析蛋白
分泌机制和重构代谢调控网络，进而指导细胞工厂
的构建和优化。黑曲霉基因组学技术方法的进步，
将黑曲霉从传统的“黑箱”变为“灰箱”甚至“白
箱”，使我们对黑曲霉生产琥珀酸、苹果酸和柠檬酸
过程的理解显著增加，再辅之以黑曲霉遗传操作工
具的发展，将黑曲霉这样一种重要的工业微生物改
造为细胞工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微生物细胞工厂是人工设计的能够进行物质生
产的微生物代谢体系。由于在细胞中引入多个基因
或整条代谢途径，可能导致代谢失衡、部分代谢中
间产物积累等问题，需要使用一定的调控策略加以
控制和优化。姜天翼、马翠卿等作者 [13]从转录、翻
译以及使用人工合成的支架蛋白质对代谢途径中的
各个组件进行模块化控制三个层次阐述了协调优化
多基因表达策略。通过添加人工支架蛋白优化各个
组件是最近发展的细胞工厂优化新技术，该技术可
以精密控制并优化代谢途径中多个酶的化学计量数
比，平衡途径中各个环节的流量，还可以缩短各个
酶之间的空间距离，形成底物通道，从而极大地提
高细胞工厂的生物合成效率。
聚羟基脂肪酸酯 (PHA) 是一类由微生物合成

表面展示 (Surface display) 是一种有价值的基

的、生物可再生、生物可降解、具有多种材料学性

因操作技术，它使表达的外源肽以融合蛋白形式展

能的高分子聚合物，在很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

现在细胞表面。芽胞表面展示技术作为微生物表面

景。李正军、陈国强等作者 [14]从辅酶工程、代谢工

展示技术的一种，因所表达的异源蛋白无需经过跨

程、微氧生产等方面综述了微生物法生产 PHA 的优

膜 过 程 及 芽 胞 的 抗 逆 性 等 独 特 优 势 而 备 受 研 究者

化策略。PHA 的合成又与细菌的抗逆性之间存在着

的关注。徐小曼、马翠卿等作者

[11]

介绍了芽胞的生

密切的联系，微生物积累 PHA 能够增加其在多变环

理结构和形成过程、芽胞表面展示系统构建原则及

境中的竞争能力。因此，PHA 可以作为细胞工厂优

目前所构建的芽胞表面展示系统种类。由于枯草芽

化的一个调节因子，增强菌株的抗逆性。

胞杆菌是安全的益生菌，因此枯草芽胞杆菌表面展

利用丰富、廉价的木质纤维素糖，尤其是同等利

示技术在生物催化和细胞工厂研究领域将越来越受

用己糖/戊糖发酵生产乙醇是乙醇工业发展的趋势。

重视，也为高附加值化合物的工业生产提供了重要

张颖、陆伟等作者[15]综述了对运动发酵单胞菌、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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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struction by fungi. Chin J Biotech, 2010, 26(10):

度来看，混合菌群发酵比纯菌种发酵培养条件简单，

1333−1339.

操作方便，且可以利用不同菌群的协同效应扩大底

田朝光, 马延和. 真菌降解木质纤维素的功能基因组学
研究进展. 生物工程学报, 2010, 26(10): 1333−1339.

物范围、提高产氢效率。马茜岚、姚善泾等作者 [16]

[3] Wang H, Ma HW, Zhao XM. Progress in genome-scale

通过微胶囊固定化混合菌群发酵产氢，通过菌群优

metabolic network: a review. Chin J Biotech, 2010,

化预处理和微胶囊固定化实现菌群协同作用，氢气

26(10): 1340−1348.

产量比游离细胞增产了 30％以上。发酵产物中也含
有较高比例的丁酸和乙酸，从而使该虚拟“细胞工
厂”成为一个多产物联产体系。
耐辐射奇球菌以对电离辐射、UV 辐射、干燥等
各种 DNA 损伤试剂具有超强的抗性而著称，类胡萝

王晖, 马红武, 赵学明. 基因组尺度代谢网络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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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ang

C.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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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ech, 2010, 26(10): 1349−1356.
杨琛. 基于比较基因组学重构细菌的代谢途径和调控
网络. 生物工程学报, 2010, 26(10): 1349−1356.

卜素 Deinoxanthin 是其非酶类抗氧化系统中的一种

[5] Bai X, Zhao JJ, Wang Q, et al. Phosphoproteomic

特殊天然化合物，能有效地清除过氧化氢等活性氧

investigation of Clostridium acetobutylicum. Chin J

自由基。孙宗涛、华跃进等作者 [17]探讨了耐辐射奇

Biotech, 2010, 26(10): 1357−1362.

球菌体内类胡萝卜素 Deinoxanthin 的部分合成机制，

白雪, 赵晶晶, 王倩, 等. 丙酮丁醇梭菌磷酸化蛋白质
组分析. 生物工程学报, 2010, 26(10): 1357−1362.

对构建工程菌株合成具有高效自由基清除能力的类

[6] Zhang XM, Dou WF, Xu HY, et al. Metabolic flux

胡萝卜素、提高菌株的工业适应性具有重要意义。

analysis of L-serine synthesis by Corynebacterium

生物炼制细胞工厂的设计是精细而复杂的，微

glutamicum SYPS-062. Chin J Biotech, 2010, 26(10):
1363−1371.

生物糖代谢转化、细胞代谢网络及调控网络的认识

张晓梅, 窦文芳, 许泓瑜, 等. 谷氨酸棒杆菌 SYPS-062

与重构、细胞工厂的构建和细胞工厂的优化是生物

合成 L-丝氨酸的代谢通量分析. 生物工程学报, 2010,

炼制细胞工厂的四要素。系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
等新学科、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构建高效生物炼

26(10): 1363−1371.
[7] Dong HJ, Zhang YP, Li Y. Genetic modification systems
for Clostridium acetobutylicum. Chin J Biotech, 2010,

制细胞工厂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相信在不久的

26(10): 1372−1378.

将来，将有越来越多设计精密、含有更多更复杂的

董红军, 张延平, 李寅. 丙酮丁醇梭菌的遗传操作系统.

基因而控制又更加方便的细胞工厂系统，能够为人

生物工程学报, 2010, 26(10): 1372−1378.

类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感谢《生物工程学报》出

[8] Tan HD, Wang L, Lin JT, et al. Mechanism of DNA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mineral nanofibers and method

版“生物炼制细胞工厂”专刊，也感谢“生物炼制

improvement. Chin J Biotech, 2010, 26(10): 1379−1384.

细胞工厂的科学基础”973 项目组的研究人员为专

谭海东, 王磊, 林金涛, 等. 基于矿石纳米材料的 DNA

刊撰写论文。这些生物炼制细胞工厂领域创新成果
的集中展示，将推动该领域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
并推动我国工业生物技术的发展。

转 化 的 机 理 初 探 及 方 法 改 进 . 生 物 工 程 学 报 , 2010,
26(10): 1379−1384.
[9] Yang JJ, Fan WC, Xiao H, et al. Genome shuffling method
of Bacillus subtilis. Chin J Biotech, 2010, 26(10):
1385−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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