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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拾趣

美国 Space X公司近日宣布，将在未来
15到 20年内用超大型太空梭分批把 8万名
地球人送往火星，据说一张单程“机票”的价
格高达 50万美元。

尽管收费不菲，而且有可能有去无回、生
死未卜，但跃跃欲试者众，很多人都渴望成为
第一批移居火星的地球使者。

美国宇航局（NASA）也计划实施系列载
人深空探索计划，拟于 2021年选派宇航员乘
坐可返回式太空梭飞抵一颗遥远的类星体，
2035年还将派更高性能的载人太空梭往返火
星与地球，来回程将耗时整整 3年。

直面宇宙射线和太阳辐射，人在太空逗
留数月甚至数年安全吗？

这是每个准备参加太空旅行的人最关切

的问题。然而，现实非常残酷，答案是每个人
都不愿听到的：宇宙射线可以造成 DNA严
重损伤，大大增加癌变风险。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最
近发表文章称，一种称为“高质高荷”（HZE）
的辐射粒子还能使人的大脑出现阿尔茨海默
氏症相关病变，可在脑组织中形成 β-淀粉
样肽“噬斑”，加速人脑产生认知障碍。

更恐怖的是，HZE 辐射粒子与太阳风发
出的氢质子不同，它像高速飞行的“铁球”那
样，可以射穿任何固体屏蔽物，包括太空舱及
太空服。想避免辐射粒子的撞击，以后太空舱
和太空服都得改用 6英尺厚的铅板！

星际旅行虽然很美，但却不像人们想的
那么妙。 （禾木编译）

太空旅游增癌变风险

姻本报见习记者 李惠钰
食用阿胶能实现像冲泡速溶咖啡一样方便？

1月 9日，在哈尔滨创新药机研讨会上，一种可
以将阿胶块实现微米级精细打粉和 0.1克精确
计量的滋补养生料理机，吸引了诸多参会者目
光。
而这也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山东东阿阿胶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阿阿胶）合作共建的国家
胶类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动化实验室（下称
实验室）成立一年来取得的系列成果之一。
“将新技术应用到中药制药关键工艺和设备

升级当中，是未来提升阿胶乃至中药行业竞争力
的制胜法宝。”东阿阿胶总裁秦玉峰如是说。

胶剂的加工难题

胶类中药属动物药，在我国已有 2500年的
应用历史。主要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将动物皮、
骨、甲、角等提炼制成的固体块状胶剂，如阿胶、
龟甲胶、鹿角胶；二是以胶剂配伍而成的胶类系
列复方中药制剂，如复方阿胶浆、龟鹿二仙胶。
如今，随着人们对“治未病”的愈加重视，胶

类中药广泛应用于血液、妇科、产科、呼吸、肿瘤
等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其生产企业也开始大量
涌现。
据调查，目前全国仅生产阿胶及胶类系列

产品的厂家就有约 500家。2010年，仅东阿阿胶
生产的阿胶、复方阿胶浆、阿胶补血颗粒等胶类
中药产品年产值就达 24亿元，而胶类中药整个
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则达 300亿元。
然而，秦玉峰表示，我国胶类中药行业整体

工程化及现代化水平仍然相对落后，已经不能满
足日益扩增的市场需求。
比如，在胶剂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处理上，

驴皮需要经过清洗、浸泡、分割等工序，整个处
理过程大多需要人力完成，劳动强度大，效率
较低；皮原料处理耗水量大，1 吨皮在皮前处
理就需要耗水 50吨，不符合节能环保要求；在
生产过程控制上，仍旧采用人工经验判断。
不过，东阿阿胶也意识到，要想在“治未病”

健康领域大施拳脚，就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开
发出科技含量高、药效好、服用方便的现代胶类
药物产品。
为此，东阿阿胶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早在

2012年 1月就签署协议，共建国家胶类中药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自动化实验室，致力于改造和开
发阿胶生产设备，以实现炼胶自动化，提高产品
质控水平。

推动阿胶产品现代化

随着东阿阿胶滋补养生料理机的推出，或许

将来白领们会在下午茶时间选择冲一杯速溶阿
胶粉。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李建英看来，一场引

领阿胶消费领域的变革正在自动化实验室里悄
悄地进行着。
据实验室主任王飞介绍，目前，东阿阿胶与

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在细胞破壁超微粉碎技术、
阿胶系列产品微波加热新技术、阿胶速溶新剂型
生产工艺等多项生产核心工艺与技术方面都取
得了突破。
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胶液杂质分离等多项工

艺设备进行了关键技术改造，这些技术的应用，

将实现阿胶炼制全过程远程监控、精细生产，改
进生产现场，提高产品质量均一性和稳定性。

王飞表示，实验室最终将通过一系列实用新
型和发明专利，覆盖阿胶等贵细中药研磨粉碎方
法和对应药机应用的所有技术要点。

据记者了解，该实验室已研制成功待定型产
品有阿胶道地指数检测仪、店用阿胶打粉包装一
体机、店用阿胶精细粉碎器等。

据介绍，滋补养生料理机，将直接使用阿
胶块进行打粉，并能实现阿胶微米级精细打
粉，实现阿胶精确计量，称量精度可达 0.1克。
“阿胶粉随用随打、一冲即溶、澄清透明，还

能作为高端滋补食材及养生调料进入厨房，烹饪
各种滋补粥、养生汤及名贵菜肴，提升餐饮品位
和滋补效果。”李建英说。
而另外一款针对东阿阿胶“代客熬糕增值服

务”研制的自动熬糕机，把阿胶糕由人工熬制变
为“一键自动”。半小时内就可封闭完成投料、熬
制、切糕、封装等熬糕的全过程环节。
“技术改变生活，技术创造未来。”秦玉峰感

叹，“自动化实验室的成果将持续推动阿胶生产
的现代化进程，更将引领阿胶一系列消费领域革
命。”

校企联姻促产业升级

就在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天，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部
等四部委联合发文，推出兼并重组、技术改造等
7个方面的鼓励措施，鼓励和引导药企尽快达到
新版 GMP标准。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韩杰才表示，由于资

金、技术、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欠缺，中药产业工艺
自动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化学药，进步空间很大。
特别面对国家新版 GMP的实施，中药企业需要
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强化中药生产过程管理和
质量控制。
在秦玉峰看来，阿胶行业应当主动适应新版

GMP的各项要求，提前谋划，做好产业升级的各
项准备。
“作为致力于打造滋补养生产业引领者的东

阿阿胶，通过建设国家胶类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以推动阿胶行业实现
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秦玉峰说。
王飞表示，2013年，实验室将继续围绕阿

胶生产核心工艺的创新，前后延伸，加速现代
化阿胶生产整线的设计开发和研制进程。开发
“桃花姬”系列养生产品的高效生产工艺和装
备，为便捷服用的阿胶新剂型提供生产工艺和
装备支撑。
不仅如此，王飞表示，实验室还将以“体验”

为核心，推动阿胶营销现代化之路，为“厂店合
一、体验营销”提供装备支撑。例如，围绕“膏方”
养生，开发安全便捷的小型化个性膏方养生的服
务终端设备；开发道地阿胶甄别技术体系，为“好
阿胶”提供从原料到包装的系统级身份识别方法
和设备等。
据秦玉峰透露，目前东阿阿胶生物科技产业

园项目正在紧张建设阶段。到今年年底，公司计
划产业园新建的生物药品、阿胶、复方阿胶浆、桃
花姬等多条生产线将全部完成新版 GMP认证。
秦玉峰表示，自动化实验室研发出的多项成

果，也有望直接应用到新生产线建设当中，实现
“全产业链”质控，为阿胶行业生产自动化和智能
化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示范、标杆效应。

公司故事

阿胶变身“速溶饮品”的奥秘
资讯

山东淄博高新区生物医药园
获批国家级孵化器

本报讯近日，山东淄博高新区生物医药产
业创新园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园作为淄博高新区“六五

三五”创新和发展赶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由淄博高新区管委会投资建设的集研发、孵化、
产业化于一体的专业化创新园区，具有孵化器、
加速器和产业化示范的功能。
淄博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园拥有场地

面积 4.5万平方米，其中孵化器 1.67万平方米；引
进了中央“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2人，培育山东省
“泰山学者”2人。下一步，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园将
进一步促进人才、技术、成果等创新要素的会聚，
提升新药孵化和技术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引领高
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并为鲁中和山东省医药
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李木子）

第四届“跨学科蛋白质研究”
学术会将在合肥召开

本报讯据悉，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蛋白质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跨学
科蛋白质研究”学术讨论会将于 2013年 10 月
12日 ~14日在合肥召开。
本次会议的大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昌增益

表示，作为我国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的重
大科学计划，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发展势头迅
猛，开展了诸多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科学研究。
第四届全国“跨学科蛋白质研究”学术讨论

会的主题为“蛋白质与人类健康”。届时国内众多
研究成果突出、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如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清
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等都将为大会作精彩报告，共
同研讨蛋白质与人类健康的密切关系，同时为活
跃在该领域的中青年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

（赵广立）

海王生物新药临床试验
申请获 FDA受理

本报讯海王生物自主研发的中药一类创新
药“虎杖苷注射液”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提交的美国 II期临床试验申请近日正式
获得受理。该公司表示，随着未来在美国临床研
究及 FDA认证工作的不断推进，虎杖苷注射液
将有望进入美国医药市场。
海王生物日前发布公告称，虎杖苷是从传统

中药中提取的单体有效成分，主要用于抗休克的
治疗。
该项目是由公司自主立项、独立完成、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创新项目，属国家“重
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立项课题。
同时，海王生物与美国权威临床单位的有关

专家和研究人员共同设计了其美国 II期临床研
究方案和实施计划。 （郭康）

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发酵产业，生产了全球
大部分的氨基酸、有机酸、抗生素和维他命等。近
年来，我国的发酵产业也延伸到工业产品，包括
能源、化工产品以及材料等。

由于发酵产业对能源、粮食和水的消耗巨
大，该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向着原料到产品
的高转化率、节能及节水的方向发展。对不同的
产品，也应该设立不同的节能减排目标。

对于我国发酵产业的定位，除了应继续巩固
发酵产品最大生产国地位之外，更应该向高端方
向发展，实现部分代替石油，生产大宗材料、能
源、化工产品等。

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甚至是充满风险
的。

合成生物学助力

我国发展发酵产业应该扩展到利用农业生
物质，如纤维素、非粮淀粉、非粮脂肪酸等为原
料，生产材料、能源、化工产品等，逐渐减少对石
油的依赖。
要想发展生物发酵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就

不得不在技术上作好储备。
目前，我国的发酵产业在硬件方面已经达到

很高的水平，因此，解决节能减排的工作重点应
该放在菌种的改良上。
合成生物学提出的方法，则是对现有生产菌

种根本性的改造，包括代谢通路的重构、基因组
的改造和全细胞的改造。
总的来说，发展发酵产业的目的就是要构建

一个逐渐可以与化工过程相竞争的工业生物产
业。

提高菌种效率是关键

如上所述，发酵产业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是菌种的效率等。例如如何使微生物细胞更快地
生长、如何实现跨种属染色体在一个细胞内共
存、如何解除微生物总体调控等。（详见图表）
可以说，上述菌种的改造工作，事实上也是

合成生物学正在研究的题目。其中，复合功能微
生物的构建是重要方向。希望因此获得一个能快
速生长、能进行多种基因整合、抗染菌、允许多个
染色体在细胞中共存，从而获得多种性能，能生
产多种产品的微生物制造平台菌株。

现阶段，菌种改造的工作更为急迫。近期和
中期菌种改造研究的重要应用领域包括改造控
制生长速度的微生物基因组，使微生物细胞更快
地生长；限制细胞群体效应，使发酵能达到更高
的密度等。
菌种改造研究的应用领域主要包括：
改造控制生长速度的微生物基因组，使微生

物细胞更快地生长，利用快速生长的微生物菌株
生产大宗化工产品，提高生物过程相对于化工过
程的竞争性。
限制细胞群体效应，使发酵能达到更高的密

度，提高生物产品单位时间和单位体积的生产效
率。
实现跨种属染色体在一个细胞共存，使细胞

具有多种功能（特别是利用纤维素快速生长获得
目标产物）。
开发（发明）一种普适的构建最小基因组微

生物底盘的技术，在此基础上整合获得功能性代
谢路径，用于可控制造各种生物化工产品；
大片段基因的获得和在染色体里的整合和

表达技术的开发，解决复杂化合物的微生物发酵
生产问题。
获得能使多个染色体在一个细胞中共存的

机制，实现复合功能微生物的构建，特别是利用
纤维素快速生长获得目标产物的复合功能微生
物菌株。
实现低成本染色体的化学合成，可以低成本

地合成优化的生物或化学产物合成途径来进行
表达生产。
解除微生物总体调控的机制，最大程度地获

得目标产物，如材料和能源等。
开发制动删除内显子的 DNA删除技术，获

得新的、快速生长的真核微生物。
总之，提高菌种的效率是提高我国发酵产业

的关键。

开拓先进发酵工艺技术

此外，发酵工业具有高耗能、高耗水和不连
续、易染菌的缺点，也导致发酵产业成本的增加，
减少了其竞争性。
未来发酵产业应该向着无高温灭菌、低耗水

和连续发酵方向发展，以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目
的。

最近，我国在嗜盐发酵生产生物塑料聚羟基
脂肪酸酯（PHA）方面，已经实现了至少两周的开
放发酵，使 PHA成为有竞争性产业的步伐又向
前迈进了一步。

未来，可以利用海水为介质、发掘嗜盐菌在
高 pH值、高温和高盐浓度条件下的特点，建立
一个能进行无高温灭菌、低耗水（利用海水）和连
续发酵的、有竞争性的发酵产业。
（作者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微生物实验室

教授）

生物发酵产业的进军方向
姻陈国强

学术新声

发酵产业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如何使微生物细胞更快地生长？

限制细胞发酵能达到的密度极限是什么？

如何实现跨种属染色体在一个细胞共存？

最小基因组微生物底盘的构建技术。

大片段基因的获得和在染色体里的整合和表达。

多个染色体在一个细胞中共存的机制是什么？

低成本染色体的化学合成技术。

如何解除微生物总体调控？

没有或减少内显子的真核微生物。

问题的必要性

解决生物过程慢于化工过程的难题。

解决单位时间和单位体积的生产效率。

解决一个细胞具有多种功能的问题（如利用
混合碳源等，包括纤维素等）。

最简单生命的基础问题（以获得快速生长的
工业生产菌种）。

解决复杂化合物的微生物发酵生产问题。

复合功能微生物的构建。

优化的发酵产品合成途径的获得。

最大程度地获得目标产物。

新的、快速生长的真核微生物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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