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尔斯·达尔文在 1859 年的开创性
著作《物种起源》提出了自然选择使生
物进化的概念，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地
球生命的理解。自然选择是生物种群
变化和适应的过程，是进化的关键机
制。更能适应当时环境条件的生物种
群更有可能生存下去，这意味着使它
们得以存活的基因更有可能传递给下
一代。

自从达尔文发表他的概念以来，我们
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工程师和科学
家借用了“适者生存”这个概念，并将
其应用于生物工程与生物制造。英国

走进生物制造工程师的世界：

生物经济 ─ 以生物科学力量推动的
新经济形态

酶 ─ 一种催化细胞内各种生物化学
反应的蛋白质

进化 ─ 种群里的遗传性状在世代之
间的变化，取决于自然选择

体验式学习 ─ 通过体验学习的过
程，狭义定义为 “通过反思来学习”

基因组测序 ─ 将一个生物的基因组
完整（或接近完整）测序的流程

自然选择 ─ 生物种群在生存斗争中
变化和适应的现象

适者生存 ─ 起源于达尔文进化论的
短语，作为描述自然界生物优胜劣汰
的自然规律

由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黄德成 (TUCK SENG 
WONG) 教授领导的团队专注于将达尔文进
化论的概念应用于生物工程与生物制造业。

进化机背
后的工学

谢菲尔德大学化学与生物制造工程师 
黄德成 (Tuck Seng Wong) 教授用了
这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来解释这个变异
和选择的过程：“自 2014 年以来，梅赛
德斯通过连续赢得制造商头衔（赞美
汽车设计师而不是车手），而在一级方
程式比赛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一级方
程式比赛的制造商中（如法拉利、威廉
姆斯、迈凯轮、红牛等这些变化例子），
梅赛德斯已被证明是一级方程式比赛
中最好的底盘和发动机制造商，所以
成为 “被选中” 的赢家也是如此。” 那
么这与黄教授的工作有什么关联呢？

在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中，能源资源
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迫
使我们以新的角度看待制造和技术；
黄教授与他的团队相信，将这一达尔
文概念应用于生物制造，将有助于为
我们提供可持续未来所需的解决方
案。黄教授解释说： “我们故意将变种
引入生物系统（例如编码酶的基因），
并应用人工选择来延续理想的因子（
例如具有更高活性的酶）以加速进化
过程。”

进化机
通过使微生物进化改良，团队可以合
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自然资源。黄教授
解释说： “细菌和酵母可以被进化，从
而将工业废料转化为食品成分、可生
物降解塑料、生物燃料和其他有价值
的资源。” 微生物需要进化方能完成这
些非自然或特殊的工作，而为了做到
这一点，黄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制了一
个“进化机”。这个进化机技术使他们
能够进化出具有应用和商业价值且高
性能的工业菌株，更重要的是，它具有
准确性和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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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成 (TUCK SENG WONG)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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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尔文进化论的概念应用
于生物工程与生物制造业。

英国皇家工程院、研究英格兰、创
新英国、英国生物技术与生命科
学研究理事会（BBSRC）、英国谢

菲尔德大学

研究项目

资助者

品、化学品、农业技术、生物燃料、营养
成分与微生物组健康、材料和食用香
精与香料领域的生物制造业。” 它的应
用十分广泛，同时具备强大的潜在影
响力。

团队成功
黄教授强烈强调团队合作在进化机开
发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如果没
有各个团队成员的投入，将他们自己的
经验、技能、热情、承诺、坚持和辛勤工
作带到项目中，进化机就无法研制。

下一步
黄教授和他的团队现在想通过进化的
视角来理解生物蓝图。黄教授解释说： 

“生物学很复杂。微生物细胞工厂可以
制造很多令人惊叹的分子（例如生物塑
料和抗生素）。这些工厂是如何设计和
建造的，对于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仍然
是一个谜。通过实验室进化，我们希望
能够更好地了解微生物的基因组成、基
因功能，以及基因是如何被调控的。”

进化机通过体验式学习（边干边学）的
方式进行研发，从而使这种精确度得
以实现。谢菲尔德团队在将进化方法
应用于工程生物学方面积累了 40 多
年的研究经验。黄教授说： “我们的进
步是来自于我们的实验室进化经验（
好的和坏的）。进化机的智能操控使我
们能够将繁琐的进化工作流程自动
化、绕过人为干预、减少人为错误、降
低污染风险，并实现可预测和积极的
实验室进化结果。”

基因组测序
基因组测序允许团队 “读取”基因组
中的遗传字母。黄教授解释说： “通过
将 DNA 序列与参考对比，工程师或科
学家可以快速识别导致性状的遗传变
异。例如，如果我们分离产生更多生物
燃料（如异丁醇）的面包酵母变体，我
们将能够通过对该酵母变体的基因组
进行测序来了解这种提高生产力的遗
传基础。导致性状改善的突变通常被
称为有益突变。”

硬件设计
该团队认为，在工程中，一切从简通常
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确保硬
件和软件容易使用。它们被设计为以
目标为导向和以用户为中心，从而实
现只做应做的工作并适用于目标用
户。这些产品设计原则使团队能够构
建一个 “行之有效” 的设备，使其用户

能够自动化实验室进化以节省时间和
资源。由进化机收集的数据更可用来
预测进化结果 ── 使微生物可以按
预期进行优化，没有任何冗长的过程
或意外错误。

微生物细胞工厂的进化
进化机是为响应“生物革命”而建造
的，其目标是通过生物科学创新來改
善经济、社会和人类的生活。这些创新
旨在帮助我们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挑
战，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黄教授解释
说： “进化机是一个聪明的设备，它使
我们能够操纵和控制微生物生长的条
件。通过提高或降低微生物培养箱的
温度，我们可以选择耐高温（进化为耐
热）或耐低温（进化为冷适应）的微生
物亚群。根据我们设计实验或操作进
化机的方式，我们可以进化出广泛的
微生物特性，例如碳原料利用能力和
转化率（微生物需要食物来生长和制
造产品）、pH值的耐受性、抑制剂耐受
性、产品耐受性和生产力。”

制造业应用
进化机的微生物优化功能可广泛应用
于许多生物技术行业。黄教授和他的
团队利用一种基于进化的方式，不论
微生物的遗传信息可用性或机密性如
何，进化机均能够将其优化。黄教授
说： “进化机技术的下一级微生物开发
能力尤其适用于饮食、药品与生物制



关于生物制造
从学校到生物制造的途径

如果想投身于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领域，黄
教授建议学生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
学。

您通常需要相关学科的学位，例如生物技术
学、生物科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或化学工
程学。

https://nationalcareers.service.gov.uk/
job-profiles/biotechnologist

探索生物制造职业
· 黄教授和他的团队所在的化学与生物工程系提供公众宣传活动，向人们传授这一领域的知识；而黄教授亦经常向

六年级学院和国际学校的学生提供讲座。了解更多：www.sheffield.ac.uk/schools

· Built with Biology 提供一些关于生物行业惊人创新的有用信息：www.builtwithbiology.com/read-biology

· 以下有多个科学杂志和专业工程机构的网页，内含的信息对有兴趣投身于生物制造领域的人士非常有用：The 
Chemical Engineer (www.thechemicalengineer.com) 、IChemE (www.icheme.org/education) 、英国皇家工程
院 (www.raeng.org.uk/education/this-is-engineering) 和 The Scientist (www.the-scientist.com) 是一些比较

著名的例子。

· 据 Prospects 称，毕业生的起薪一般在 19,000 英镑到 24,000 英镑之间，而更有经验的生物技术专家的薪水范围
可以在 25,000 到 50,000 英镑之间：www.prospects.ac.uk/job-profiles/biotechnologist#salary

我年轻的时候想成为一名医生。 不幸
的是，我的父母负担不起我在医学院
的学费。在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
工程系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后，我开始
了我的工程学教育。最后发现原来工
程学非常适合我！

诺贝尔奖获得者 Frances H. Arnold 
教授（2018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奖
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我还是一名
化学工程学的本科生时，我获得了加
州理工学院的暑期本科生研究奖学
金。该奖学金让我能够在 Arnold 教授

的实验室度过一段时间，而这次经历
点燃了我对实验室进化的热情。

我的成功归功于永不放弃！我充满好
奇心，并想做得更多更好。

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
是，我在第二次尝试后终于获得了来
自英国皇家工程院的 “概念验证” 基
金，以用于我的进化机想法时（我在第
一次尝试时失败了）。没有这笔资金，
我们就不可能建立进化机有限责任
公司。 “概念验证” 基金仅限受邀者参

加，并只对获得英国皇家工程院奖学
金的学者开放。我获得了英国皇家工
程院的两项奖学金 —— 2016 年的工
业奖学金和 2019 年的 Leverhulme 
Trust 高级研究奖学金。

我最自豪的前三项成就是：成立进化
机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了我的蛋白质
工程学教科书，以及获得六项卓越教
学奖。

我对未来的抱负： (1) 继续通过我们在
谢菲尔德所做的科学实验创造影响、 
(2) 帮助东南亚国家（我的出生地）发展
他们的研发（R&D）、指导来自黑人、亚
洲和少数族裔 (BAME) 背景的年轻研
究人员。

认识黄德成 (TUCK SENG WONG) 教授

生物制造是一种以生物技术为基础
的制造过程，它利用生物系统生产一
系列适用于各个行业的产品。该领域
的科学家可以来自各个不同的背景，
包括化学工程学、生化工程学、蛋白
质工程学、工程生物学、微生物学、分
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机会
黄教授和他的团队的研究协助英国
迈向循环生物经济，并建立了一个可
持续的未来。黄教授说： “我们将可

持续和经济的碳原料转化为生物产
品，而这最终会给社会带来直接的好
处。”

黄教授解释说： “大自然是最好的工
程师！她开发了一些最有趣的解决方
案供我们利用（例如可以捕获和利用
二氧化碳的微生物、生产生物塑料的
微生物、制造氢气的微生物等等）。这
些就是我们下一代生物制造工程师
的机会！”

https://nationalcareers.service.gov.uk/job-profiles/biotechnologist
https://nationalcareers.service.gov.uk/job-profiles/biotechnologist
http://www.sheffield.ac.uk/schools
http://www.builtwithbiology.com/read-biology
http://www.thechemicalengineer.com
http://www.icheme.org/education
http://www.raeng.org.uk/education/this-is-engineering
http://www.the-scientist.com
http://www.prospects.ac.uk/job-profiles/biotechnologist#salary


Joe 将自己描述为 “团队研究与
商业世界之间的接口” 。

“我一直热爱生物学和大自然。
这种热情激发了我对学习动物
学的兴趣，并将我带入了刺激的
生物产业世界。

到目前为止，我的职业生涯愿景
是改变老派的系统和行业。我的
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是，当我第
一次发现我们的生物工厂如何
改变世界时。

对我来说最精彩的部分是，与全
球企业进行交谈并了解他们为

解决我们世界上一些最大问题
所做的一切。

我的抱负是带领进化机有限责
任公司成为英国领先的生物工
厂开发商，然后有一天再超越这
一成就！”

用三个词来描述实验室的一天：
令人兴奋、发人深省、忙碌！

JOE 给出的首要建议： 
现在开始思考您的兴趣是什么、
如何追求该兴趣，以及如何以此
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郑教授与黄教授共同研发进化
机，并有二十多年的工程生物学
的研究经验。

“我发现应用科学知识来解决
现实生活挑战的想法非常刺激，
而且结果非常有意义。

我在学校时一直很喜欢理科项
目。我喜欢它们的逻辑，以及他
们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的事
物。从日常事件，如彩虹中的颜
色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鱼在冬
天不会冻死，到更复杂的系统，
如古老的进化概念如何改善工

业生物制造。

在研制进化机时，我很享受与
这个伟大的团队一起工作。进化
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让更多
人受益于我们的技术也是一大
亮点。”

用三个词来描述实验室的一天：
设计、分析、解决

郑教授给出的首要建议：
好的规划是成功的一半，但未知
的东西更值得探索。

Matthew 是一名研究科学家和
实验室经理，为团队提供实验
室支持。

“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对科
学很感兴趣，而且我很幸运能
够将自己的兴趣融入我的职
业。

我曾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多个实
验室工作过，所有这些经验帮
助我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
家，并培养了我今天在研究中
使用的各种技能。我的一个灵
光乍现的时刻是，当我知道提
问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将科学原理转化为实用的东西
总是很有趣 ── 进化机的出
现令人兴奋，因为它非常新颖，
非常接近商业用途。我希望在
现实世界看到一件与我有关的
产品，并且能够向世人说这是
我有份参与研发的。”

用三个词来描述实验室的一
天：
计划、实验、分析

MATTHEW 给出的首要建议：
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愿意学
习新事物。你永远不知道你的
职业生涯将如何发展，以及可
能有哪些机会。

Iwona 博士利用近 30 年在生
理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常见和
致病的酵母遗传学方面的专业
知识来构建能够承受各种生长
条件的新菌株，并生产可用于医
药、食品和化学工业的物质。

“激励我成为科学家的人是 
Tomasz Umiński 教授，他后来
成为我的动物学课程讲师。我第
一次见到他是在我十一岁的时
候。他当时告诉我，没有什么比
生命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美
好的了；如果我决定将来研究生
命的奥秘，这可能不是一条容易

的路，但肯定会是一条有意义的
路。在我的科学职业生涯中，我
一直在研究酵母菌，试图解开其
生命和功能的奥秘。现在，是时
候让我改良它们，提升它们的功
能，造福人群了。”

用三个词来描述实验室的一天：
基因操作、微生物培养、研究

IWONA 给出的首要建议： 
不要害怕挑战自己。不要放弃自
己的梦想。

JOE PRICE

MATTHEW 
HUTCHINSON

认识团队人员

IWONA 
SMACZYNSKA-
DE ROOIJ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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