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部文件

国科发资 (2020 J 238 号

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

生物制造"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科技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国发 (2014J 64 号)的总体部署，按照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管理的相关要求，现将"绿色生物制造"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公布。请根据指南要求组织

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流程

1.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织申



报，项目可下设课题。项目应整体申报p 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

部考核指标。项目申报单位推荐 1 名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每

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 1 个课题的负责人。

2. 项目的组织实施应整合集成全国相关领域的优势创新团

队?聚焦研发问题，强化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典型应

用示范各项任务间的统筹衔接，集中力量，联合攻关。

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评审采取填写预申报书、正式

申报书两步进行，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一一项目申报单位根据指南相关申报要求，通过国家科技管

理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 3000 字左右的项目预申报书;详细说明申

报项目的目标和指标，简要说明创新思路、技术路线和研究基础。

从指南发布日到预申报书受理截止日不少于 50 天。

一一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

议，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项目牵头申报单位、课题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项目牵头申报单位

及所有参与单位要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

见》要求，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 p 杜绝夸大不实，甚至弄虚

作假。

十一各推荐单位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按

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报送。

一一专业机构受理项目预申报。为确保合理的竞争度，对于

非定向申报的单个指南方向?若申报团队数量不多于拟支持的项
?H 



战略联盟，以及纳入科技部、财政部开展的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

行业试点联盟。

各推荐单位应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并对所推荐

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国务院有关部门推荐与其有业务指导关系

的单位，行业协会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科技服务业创新发

展行业试点联盟推荐其会员单位?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推荐其行政

区划内的单位。推荐单位名单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

平台上公开发布。

三、申报资格要求

1.牵头申报单位和参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

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以下简称内地单位)。内地单位应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注册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有较强的科技研

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状

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

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2. 项目(课题)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 个月。

3. 项目(课题)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课题)主体研究

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中央、地方各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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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数量，该指南方向不启动后续项目评审立项程序，择期重新研

究发布指南。

一一专业机构组织形式审查，并根据申报情况开展首轮评审

工作。首轮评审不需要项目负责人进行答辩。根据专家的评审结

果?进选出 3，... 4 倍于拟立项数量的申报项目，进入答辩评审。对

于未进入答辩评审的申报项目，及时将评审结果反馈项目申报单

位和负责人。

一一申报单位在接到专业机构关于进入答辩评审的通知后，

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项目正式申报书。正式申

报书受理时间为 30 夭。

一一专业机构对进入答辩评审的项目申报书进行形式审查，

并组织答辩评审。申报项目的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进行报告答辩。

根据专家评议情况择优立项。对于支持 1 ，.._，2 项的指南方向?原则

上只支持 1 项，如答辩评审结果前两位的申报项目评价相近?且

技术路线明显不同?可同时立项支持，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结

合过程管理开展中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二、组织申报的推荐单位

1.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

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科技主管部门;

3. 原工业部门转制成立的行业协会;

4. 纳入科技部试点范围并且评估结果为 A类的产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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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

报项目(课题)。

4. 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的在研项

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含任

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项目(课题)负责人、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课题)和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在

研项目(课题)总数不得超过 2 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负责人不得因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而退出目前承

担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

人和项目骨干退出项目研发团队后 i 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

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计划任务书执行期(包括延期后的执行期)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不在限项范围内。

5. 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

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6. 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

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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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

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7. 申报项目受理后，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人。

8. 项目的具体申报要求，详见重点专项的申报指南。

各申报单位在正式提交项目申报书前可利用国家科技管理信

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即://service.most.gov.cn) 查询相关科研人

员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一

重大项目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情况，避免重复申报。

四、具体申报方式

1.网上填报。本次申报实行无纸化申请，请各申报单位严格

遵循国家二地方各项疫情防控要求，创新工作方法，充分运用视

频会议、线上办公平台等信息化手段组建研发团队，减少人员聚

集，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网上填报。项

目管理专业机构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项目

评审的依据。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

传。确因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提供的，请上传依托单位出具的说明

材料扫描件，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将根据情况通知补交。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预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 8:00 至 11 月 16 日 16:00。进入答辩评审环节的申报项目，

由申报单位按要求填报正式申报书，并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

统提交，具体时间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

2. 组织推荐。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 16:00 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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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逐项确认推荐项目，并将

力口盖推荐单位公章的推荐函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3. 技术咨询电话及邮箱:

010-58882999 (中继线)， program@istic.ac.cno 

4. 重点专项业务咨询电话如下。

"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咨询电话: 010-882251660 

附件:"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此件主动公开)

-7 一



附件

"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的总体目标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聚焦生

物技术在产业提升中的重大需求?以产业化为导向，重点围绕生

物催化剂的创制，进行基础研究一技术创新一产业示范的全链条

设计;揭示生物制造"芯片"一核心工业酶和工业菌种的设计原

理等基本科学问题?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生物催化剂，

建立现代生物制造产业的支撑技术与装备体系，打破国外专利壁

垒，解决我国生物制造产业的核心技术供给问题;实现大宗化工

产品和化工聚合材料的万吨级生物制造生产及精细化学品生物合

成路线产业化，解决一批关键短板化工产品的供应瓶颈;建立生

物制造技术在发酵、化工、制药、纺织、饲料、食品等行业的应

用，形成绿色产业园区示范，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建立

引领未来的生物制造前沿技术系统，抢占新一代产业制高点，为

创造以生物质为基础原材料的新型生物制造产业链和绿色低碳生

物经济格局奠定技术基础。

2020 年本专项将在工业酶创制与应用、生物制造工业菌种

构建、智能生物制造过程与装备、生物制造原料利用、未来生物

制造技术路线及创新产品研发以及绿色生物制造产业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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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示范 6 个任务部署 22 个研究方向，国拨经费总概算约 6 亿元

(其中，拟支持青年科学家项目不超过 5 项，国拨经费总概算不

超过 2500 万元)。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3 年，应用示范研究类任务

为 4 年。

任务一、工业酶创制与应用

1.1 工业酶催化剂的智能设计*

研究内容:针对化工、制药等产业的重要化合物、'具有重要

应用前景的新化合物或者复杂化合物的高效和规模化生产需求，

基于生物与物理、化学、信息、数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结合计算

生物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解析酶蛋白的结构与功

能关系，开发酶分子设计的核心算法和工具箱;进行高活性、高

稳定性和良好操作鲁棒性的工业酶催化剂的设计和构建?提高工

业酶催化剂的催化性能与工业属性，重点围绕碳氢键官能化，碳

链延长等化学品合成重要反应进行验证，为新产品和新工艺提供

新的可实用工业酶催化剂。

考核指标:建立 2 套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半理性、理性

设计工业酶的方法和软件环境，设计构建的准确率和有效性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阐明 10 种以上新的酶蛋白催化机制?实现 5"，10

种新反应;完成 2--3种新酶工业催化的技术验证，具有工业应用

前景。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基础前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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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业酶通用高效表达系统构建*

研究内容:选择知识产权清晰的真核、原核宿主系统，基于

大数据的高表达分析、相关基因挖掘及设计技术，研究工业酶蛋

白高效表达、细胞分泌的分子机制，开发重要工业酶蛋白的高效

表达分子工具箱，实现蛋白表达分泌的精准调控;基于宿主菌系

统工程，开展宿主菌的全局层面设计优化研究， .包括宿主菌高表

达应激消除、辅因子供应与再生、生长和生理性能提升、多组分

复杂酶蛋白合成途径优化、特殊分泌通道优化以及外源蛋白质修

饰调控等，建立高效工业酶合成系统平台，实现多种急需大宗工

业酶蛋白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分泌表达系统，并针对大宗

酶制剂进行发酵工艺技术验证。

考核指标:建立 3'"'-'5 种具有普适性好、生物量高、抗逆性强、

辅基供给足、分泌能力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酶蛋白高效表达

系统，酶蛋白表达量不低于 20 g止;开发 20-.，，30 个工业酶高效表

达分子工具，建立高效表达分子工具箱;获得 10，-20 个具有重要

工业应用的重点酶种高效生产的菌株;建立新表达系统发酵工艺

l.~5 套。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1.3 医药与食品工业酶创制与催化*

研究内容:构建高效医药与食品工业酶生产菌种与酶库;建

立以医药、食品高效生产和绿色工艺为导向的新酶的发现、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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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核心技术体系，提高酶的底物/产物耐受性、稳定性和催化

效率，解决酶催化性能提高、低成本表达生产的技术问题，开发

性能优良的重要医药中间体、食品配料生产与加工工业用酶和生

产菌株;开发连续化生物催化工艺和糯合体系，实现医药关键中

间体与食品的酶法生产应用。

考核指标:构建包含 GB2760 所有大类的重组酶生产菌种与

重组酶库;基于工业酶的高效表达技术，实现一个月从基因到公

斤级粗酶样品的快速开发能力;开发 5 种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重要的医药中间体生产相关酶及食品工业用酶如脂肪酶、普鲁

兰酶、葡萄糖氧化酶、核酸酶、青霉素耽化酶、头子包菌素 C 耽化

酶、海因酶、氨甲耽水解酶与天冬氨酸裂解酶等，并实现吨级以

上产业化生产;开发不低于 5 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工业化应

用的固定化酶工艺，实现 10 种以上医药与食品的酶法生产应用;

实现 2r--3 条酶法生产医药关键中间体的百吨级规模示范生产线。

拟支持项目数: 1 r-.J2 项。

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1.4 轻工业核心酶创制*

研究内容:开发淀粉制糖、洗涤、皮革、造纸、纺织等行业

应用的新酶制剂，建立有重要应用价值的轻工业酶分子设计与智

能改造、高效生产、加工及应用工艺等关键核心技术体系;揭示

轻工业酶蛋白适应特殊应用环境的结构基础及其高效表达相关的

新机制;基于酶分子高效设计技术，实现酶的环境适应性改造，



提高酶的抗碱性;抗表面活性剂、抗氧化剂、热稳定性或低温活

性等应用环境特性;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稳定高产的轻工业

核心酶生产菌株;建立新一代轻工业核心酶高产菌株和发酵工艺

集成技术。

考核指标: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活性、高效率、工业

适应性强的轻工业核心酶不少于 10 种，其中糖化酶、高温淀粉酶

等淀粉制糖用酶、碱性蛋白酶等洗涤用酶、皮革用酶、造纸用酶、

纺织用酶等重要轻工业核心酶实现源头技术的国产化;基于工业

酶高效表达技术平台，实现轻工业核心酶的高效表达，表达量不

低于 20g!L; 开发规模化新型轻工业核心酶生产工艺， 3, .... -5种核J心

酶实现千吨级产业化生产;建立新型轻工业核心酶绿色应用工艺，

在淀粉制糖、洗涤、皮革、造纸、纺织等行业推广应用。核心轻

工业用酶在生产线应用后，实现产品质量提升，能耗降低 20%以

上，污染负荷降低 10%以上，提高行业绿色制造水平。

拟支持项目数: 1, .... 2 项。

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任务二、生物制造工业菌种构建

2.1 高效工业菌种的设计原理与构建方法*

研究内容:通过多组学、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

理论与技术手段，研究结构紧凑的基因组序列设计与切分原则，

为设计可导入和删除大片段 DNA 的功能基因组提供理论基础;开

发大片段DNA 导入和野生型基因组删除与基因编辑体系，解决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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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转化效率和重组频率低的技术难题;通过系统探究基因组的可

塑性，安装新遗传特征，通过基因组重构合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工业菌种?提升目标产物的发酵浓度、转化率与生产强度，为

新型和高效生物制造奠定基础。

考核指标:揭示微生物基因组大片段 DNA 导入和基因组删除

的原理，开发 1"，2 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菌种基因组设计与

切分方法和基因编辑技术，建立 2"，3 种具备原理上普适性的大片

段DNA 导入和基因组替换方法，效率提升 1"，2 个数量级;人工设

计与再造 2"'3 种重要工业菌种基因组 p 有机酸、化工醇、生物表

面活性剂等目标产物合成速率达到 2.0 g/IIh以上; 2"，3 个工业菌种

完成中试， 1"，2 个实现规模化应用测试。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基础前沿。

有关说明:鼓励依托生物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或国家

重点实验室组织项目。

2.2 工业底盘与生物合成途径的适配与优化*

研究内容:针对重要工业底盘，解析基因组特征，研究生物

合成途径在工业底盘基因组中插入位置对表达水平及基因组稳定

性的影响与规律;发展多纽学组合技术，系统解析细胞代谢网络

与人工途径的互作关系;发展新的基因编辑技术，从物质代谢、

能量平衡、细胞生理功能等方面提升工业底盘与生物合成途径的

适配性，优化细胞性能，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菌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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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模化应用测试。

考核指标::突破工业底盘与代谢途径互作提升合成效率的关

键科学问题，建立 3"，5 种与工业底盘最优互配的生物合成途径表

达优化策略;发展 4"，6 种代谢动态调控技术，实现 5 种以上的新

途径适配优化，获得不少于 5 个产量或转化率提升超过 25%的优

化工业菌种，并且 1"，2 个优化工业菌种实现规模化应用测试。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基础前沿。

有关说明:鼓励依托生物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或国家

重点实验室组织项目。

2.3 重要工业化学品生物制造菌种的新一代网络模型构建与

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重要大宗工业化学品如己二酸等生物制造菌

种，建立整合多维信息的高质量新一代网络模型;开发多种计算

优化方法，实现工业化学品生物合成代谢网络的最优设计。基于

模型预测单/多'菌株体系新的代谢途径1 显著提高原料利用率;发

展工业菌株基因表达精准调控技术，获得具有较强生物制造能力

的工业新菌株，提升产品合成效率;实现重要工业化学品的高效

生物制造及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 3"'5 个重要大宗化学品工业菌种的新一代网

络模型，模拟仿真效率和精度比现有计量学模型模拟仿真准确度

提高 20%以上;基于新模型预测 3"，5 种单菌和多菌体系新的代谢



途径，原料利用率提高 30%以上;针对有机酸、有机醇等重要大

宗工业化学品，基于新模型构建 3~5 个高性能新菌株，实现 2 个

以上产品的示范应用?原料利用率提高 20%以上。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有关说明:鼓励依托生物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或国家

重点实验室组织项目。

2.4工业菌种基因组人工重排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重要工业微生物，开发长合成途径的多基因

交互作用研究方法，创建高效合成途径的快速重构优化技术;重

点开发工业微生物的基因组结构重排技术，筛选目标途径调控的

新关联基因，研究代谢途径的新调控点发现的新策略;在模式生

物到工业菌种、不同工业菌种之间，发展重大产品合成途径的跨

菌种调控靶点发现和应用技术体系，创制高性能工业菌种，进行

规模化应用测试。

考核指标:建立工业微生物菌种基因纽重排构建的技术体系，

实现 20 个代谢基因以上长途径的复杂化学品菌种的高效构建;发

现目标产品定向合成和环境耐受性相关新调控靶标 10 个以上，

获得 5 个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化学品工业菌种，目标产

品定向合成和菌种耐高温、耐碱能力提升 30%以上， 1~2 个实现

规模化测试应用。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ii!il--ih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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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有关说明:鼓励依托生物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或国家

重点实验室组织项目。

2.5 重要氨基酸工业菌种系统改造与产业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食品、饲料领域的主要氨基酸等工业菌种进

行组学技术解析，研究高产机理和抗逆机制，建立高效大规模基

因组编辑改造技术体系，发展自主专利设计与细胞生产性能提升

改造策略，构建新型高产工业菌种 p 建立菌种专利池?并进行规

模化产业示范及应用。

考核指标:建立我国重要氨基酸工业菌种组学解析、基因组

编辑改造、高通量筛选的技术体系，形成自主菌种性能迭代提升

能力，构建出 4'"'-'6 种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宗氨基酸、支链氨基酸工

业菌种，新菌种工艺生产效率比现有国内最高水平提高 10%以上，

综合成本降低 15%以上，三废排放降低 20%以上;培育 2'"'-'3 家高

科技创新企业，其中谷氨酸、赖氨酸等 1'"'-'2 种实现 10 万吨/年及以

上生产示范线验证，苏氨酸、色氨酸等 2""3 种实现 1 万吨/年及以

上生产示范线验证，并达到相应的工程化指标，谷氨酸产酸率

>220g庄、糖酸转化率>75%，产酸强度>7g/L/h;赖氨酸产酸率

>240g瓜、糖酸转化率>73%; 苏氨酸产酸率>160g/L、糖酸转化率

>65%; 色氨酸产酸率>70g瓜、糖酸转化率>18%。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应用示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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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鼓励依托生物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或国家

重点实验室组织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

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1 。

2.6 原料药工业菌种系统改造与产业示范

研究内容:构建新的抗生素、简体激素、-维生素等合成菌种，

开发高效、多位点、精确基因编辑工具，结合工业菌种代谢网络

模型，研究其内在代谢调控机制，对重要抗生素、简体激素、维

生素合成过程进行物质、能量代谢的优化和高通量筛选，实现目

标产品产量的显著提升。针对部分产量特别低下，无法进行有效

基因操作的菌种，开发异源生物合成技术，利用合成生物学手段

在模式生物中组装生物合成途径，建立新的代谢网络模型，调整

代谢通量?优化调控网络和发酵条件，实现目标产品的异源生物

合成和产量提升。

考核指标:阐明 10 种以上抗生素、简体激素和维生素的高效

微生物合成机制，构建出新一代抗生素、简体激素以及维生素等

工业菌种，产量提高 50%以上;突破抗生素废菌渣的无害化处理、

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实现埃博霉素、多杀菌素、简体激素和 B

族维生素等 3----5 种重要产品的异源生物合成;完成 3----5 个重要工

业菌种的多层次发酵放大优化及产业示范，生产成本下降 10% ，

综合成本下降 10%，三废排放降低 30，，-40%; 实现 1"-2 种具有重要

用途但国内尚为空白的医药新品种产业化示范。

拟支持项目数: 1, ...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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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属性:应用示范研究。

有关说明:鼓励依托生物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或国家

重点实验室组织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

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1 。

任务三、智能生物制造过程与装备

3.1 生物反应器及智能生物制造

研究内容:研制生物过程智能传感装备，为生物过程的智能

感知数据获取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研究生物过程中的数据科学

技术，建立典型工业微生物过程大数据库，解决复杂生物过程代

谢机制解析、过程建模与优化控制的智能决策等关键问题;针对

典型工业生物过程，在过程大数据的基础上，整合细胞代谢机理，

建立基于大数据一机理混合驱动的智能管控系统，实现生物过程

实时在线智能分析、诊断与精确控制;以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为

基础，将智能生物过程与企业 h伍S 和 ERP 相结合，在重大生物

产品上实现生产企业智能化全局优化与监管，从而实现智慧工厂

的建设。

考核指标:在智能传感装备上， 3, .... 5 种生物产品工业化生产中

开发和应用 15"，20 种先进传感检测设备和合成生物传感器，实现

生物过程关键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在线检测;在生物过程

数据研究方面，开发 3"，4 类可用于过程数据智能化处理的数据科

学算法及相应的软件包;在智能工艺上，根据细胞内外偶联的关

键生化参数，构建基于底物、中间代谢物、产物的大数据智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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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开发和应用 8"，10 种基于多组学数据整合细胞微、宏观生

理代谢特性分析的生物过程精准优化策略，在此基础上开发智能

生物反应器，实现多源异质监测信息融合的多层次全方位监控;

形成可提前预警发酵过程染菌、提前预警设备故障、多层次全方

位运行性能实时显示、实时优化控制等功能;建立 5"，8 种典型工

业生物过程大数据库 p 并针对 3"，5 种具有重大影响的生物产品开

发基于大数据一机理混合驱动的生物过程智能控制软件，工业水

平实现整体提高发酵效率 15%以上;在智能工厂上?开发一个智

能制造全场景应用示范平台?展示和执行智能工厂作业模式， J ",2 

家重大生物产品制造企业实现工业互联网下资源、能源、环境、

资金等的最优化分配和监管，从而提升产能 15%以上， .降低生产

成本 10%以上。"'~:\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3.2 面向生物能源制造的高效膜分离技术与成套装备

研究内容:针对生物能源生产过程降本增效减污的应用需求，

研发高效节能的膜分离技术与成套设备，提高发酵产物的分离效

率与收率，降低污染物排放，实现资源化利用。重点突破发酵液

净化的分离膜、溶剂分离及发酵气源调变的分子筛膜、发酵尾气

治理的复合膜技术与成套设备，解决膜运行成本问题;研发用于

发酵液成分在线检测的膜传感器;研发生物发酵与膜分离精合一

体化的关键技术与装备，实现高效生物转化;突破低成本生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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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建成生物燃料高效分离的工业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 4 种以上适合发酵产物分离的高效节能膜技

术;发酵液净化用膜的分离效率与传统技术相比提高 20%，收率

提高 5%以上;生物燃料分离用透水膜通量>20 kg/m2.h，透醇膜通

量>2kg/m2.h; 发酵气源调变用膜、发酵尾气治理用膜完成 1000

小时的侧线考核;开发出生物发酵与膜分离祸合装置 2 套以上;

膜法生物燃料分离应用示范规模达万吨级j 与现有生产技术相比

分离成本节约 20%以上。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任务四、生物制造原料利用

4.1 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制备可发酵糖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木质纤维素材料结构复杂、难以降解的特性，

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糖平台技术。重点研究:开发水耗能耗低、

毒性副产物生成少且易于工程放大的高效预处理技术;选育高效

木质纤维素降解复合酶系生产菌种，开发低成本液体深层发酵生

产工艺，就地生产底物特异性强的木质纤维素转化酶液;开发高

固糖化、低用酶量新型木质纤维素糖化工艺或选育直接糖化菌种，

建立适于生物基产品发酵的低成本纤维素糖生产技术，及开发与

水解糖制备匹配的生物基产品成套生产技术;集成优化木质纤维

素炼制体系中的原料预处理和产酶、酶解技术，结合木质素及其

高值化衍生物的联产方案，建立适宜规模的装置，完成全过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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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经济分析与生命周期评价。

考核指标:开发出适用于 1"，，2 种具有工业应用价值的木质纤

维素原料的高效预处理技术，预处理过程不产生三废，糖损失率

低于 5%; 就地液体深层发酵生产底物特异性强的低成本木质纤维

素糖化酶液;酶解后获得的可发酵糖浓度高于 150 glL; 以秸杆为

例，可发酵单糖得率不低于 500 kg/吨秸杆，吨秸杆糖用酶成本不

超过 500 元，联产木质素产品后的吨纤维糖综合生产成本不超过，

1400 元;形成木质纤维素来源的糖及木质素基高值化学品产品 2"，，3

种，成套工艺技术具备经济可行性。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任务五、未来生物制造技术路线及创新产品研发

5.1 人造肉高效生物制造技术*

研究内容:以植物蛋白肉和细胞培养肉为代表的新型人造肉

具有绿色、安全、可持续等优势，有利于缓解传统养殖业带来的

社会与环境压力。针对我国人造肉制品产业现状，研究开发适用

于新型植物蛋白肉加工的耐高温谷氨眈胶转氨酶、食品安全级漆

酶等，用于改善植物蛋白肉质构口感，提升植物蛋白肉营养安全

品质;研究用于细胞培养肉的动物干细胞高效增殖分化、低成本

无血清培养基发酵法制备等技术，优化动物细胞肉生物反应器规

模化制备工艺，降低动物细胞大规模安全培养成本;研究开发血

红蛋白等人造肉食品化关键组分的生物制造技术，支撑人造肉高

匀
，
"



效生物制造与产业示范。

考核指标:实现耐高温谷氨眈胶转氨酶、食品安全级漆酶等

4，_，6 种人造肉生物制造用食品酶的高效制备技术，耐温性能提高

10"，200C、酶活提升 30%以上;建立不同来源植物蛋白品质与结构

改良的方法，胶联性能提升 30%以上;实现 3"，5 种不同动物来源

的多能干细胞或肌肉干细胞高效增殖分化方法和低成本培养方

法，降低肌肉细胞生产成本 80%以上;发酵法生产血红蛋白产量

达到 2.0 g/L以上;制备 6"，8 种适合中国饮食烹饪特性的人造肉产

品;围绕植物蛋白肉品质与结构改良所涉及的关键酶制剂，细胞

培养肉所涉及的大规模、低成本培养等申请发明专利 30 项以上，

形成系列专利群·实现 2，...，3 种人造肉高效生物制造的产业化示范，

提升新型人造肉食品品质，产生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拟支持项目数: 1，_，2 项。

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5.2 天然活性产物生物制造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具有明确药效且自然界来源受限、难以获取

的重大慢性病用高值高活性天然产物及其衍生物，通过功能酶的

定点修饰技术和微生物改造，发掘高活性天然产物及其衍生物转

化关键酶系及生物合成模块构建高效细胞工厂?系统研究转化过

程中的酶催化机制及其微生物合成路径，高效生物合成或酶法转

化生成具有抗肿瘤、降血糖、降血脂等高值高活性天然产物及其

衍生物，形成稀有高活性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生产的新模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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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植物提取方法的明显经济竞争力。

考核指标:建立合成基因及酶法修饰、生物合成及加立、功

能评价等核心技术体系?建立新型高活性天然产物转化酶系 10--20

种，获得特稀有抗肿瘤和降糖、降脂等高活性高附加值天然产物

及其衍生物的自主知识产权工程茵 8"，，10 种;实现人参皂苦、三七

素、高纯度( >95%) 多环秸类、榄香烯等 3 个以上品种年产吨级

产业化示范;取得高活性天然产物及其衍生物相关功能产品批文

2"，，5 件，实现在医药领域的应用。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任务六、绿色生物制造产业体系构建与示范

6.1 生物基化学品的绿色生物制造与产业示范

6. 1. 1 纤维素乙醇生物炼制与产业示范

研究内容:为解决木质纤维素原料经济性差的难题，开展农

业秸杆等制备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产品多联产乙醇和化学

品的生物炼制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研究适应多种农业秸杆生物

质的绿色高效低成本的预处理技术;大型工业化秸杆预处理装备;

低成本复合纤维素降解酶系就地生产技术;抗毒的全糖共利用的

发酵菌株和适应高浓反应条件的新型酶解发酵技术;，.开发新型纤

维素糖衍生物产品、木质素基材料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研究木质

纤维素转化生产重要化学品对二甲苯 (PX) 的新工艺;形成秸杆

综合利用、增值联产理论体系和成套技术;建立万吨级农业秸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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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纤维素乙醇和化学品多联产生物炼制示范生产线。

考核指标:形成农业秸杆类木质纤维素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生

物基对二甲苯、木质素基材料的成套技术，建成生物基对二甲苯中

试试验装置和年产能不低于 2 万吨的秸杆纤维素乙醇工业示范项

目。工业示范项目可联产木质素原料，木质素基材料成套技术在规

模化生产线中实现应用。纤维素乙醇综合生产成本不高于 6300 元/

吨。生物炼制工业示范项目整体经济效益具备市场竞争力。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应用示范研究。

有关说明: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

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10

6. 1.2 全生物合成生物聚合物的绿色制造与产业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的创新发展，开展非粮

原料等含碳原料全生物合成制备新性能生物高分子聚合物的研

究。重点研究高效利用非粮原料微生物细胞的设计原理、生物聚

合过程的调控规律与途径优化、生物聚合物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建立面向应用的功能化修饰与改性的技术体系，突破生物聚合物

全生物合成关键技术，实施重要生物聚合物的规模化产业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高效利用非粮原料微生物细胞的设计原则，

获得 3"'5 株生物聚合物的高效合成菌株，实现连续发酵生产，建

立 2"'3 条万吨级PHA、聚氨基酸工业生产线，生产成本比现有技

术下降 30%以上，阐明全生物合成生物聚合物的结构与功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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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5 种以上应用制品，取得 5 项以上应用登记证，实现在聚合

纤维、包装材料、农用肥料、医用材料等领域的应用示范。

拟支持项目数: 1 ，-2 项。

任务属性:应用示范研究。，

有关说明: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

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1 。

6. 1.3 生物基耐高温聚耽胶材料的绿色制造与产业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先进生物基工程塑料产业创新发展，针对生

物基耐高温聚眈胶的研发和应用，重点开展面向电子电气和汽车

等领域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生物基耐高温聚耽胶的研发和

制备技术。开发戊二胶、丁二胶、丁内耽胶、吠喃二甲酸等生物

基材料单体的高效制备技术?开展生物基半芳香耐高温聚耽胶的

聚合和改性应用，建立生物基半芳香聚耽胶聚合关键技术，解决

强度与韧性平衡技术难题，实施材料的规模化产业示范。

考核指标:制备满足聚合要求的戊二月安、丁二胶、丁内耽胶、

吠喃二甲酸等生物基材料单体，产品纯度>99.5%; 其中一步发酵

生产戊二胶产量> 80g/L，质量收率大于 40%，提取收率大于 90%;

开发高性能生物基聚商制安基础树脂 2---3 种;开发满足电子电气领

域应用的改性耐高温聚耽胶 2---3 种;建立千吨级耐高温生物基聚

耽胶聚合示范线 1---2 条。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应用示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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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二单位出资及社会

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1 。

6.1.4生物基聚氨醋多元醇的开发与产业化示范

研究内容:以各类非食用性植物油或回收餐厨油为原料，开

发系列新型生物基聚氨醋多元醇;考察生物基聚氨醋多元醇与聚

氨醋材料性能之间的构效关系;研究高效绿色生化反应技术，包

括酶催化等生物催化转化技术、微流场等过程强化技术在生物基

聚氨醋多元醇生化合成中的应用，筛选并优化各类生物、化学催

化转化体系及过程强化技术;开发生物基多元醇制备和应用工程

化技术，进行产品的产业转化。

考核指标:研制 3"，5 种应用于不同聚氨醋材料领域的生物基

聚氨醋多元醇?构建各类生物基聚氨醋多元醇的制备工艺，使相

关产品及工艺达到以下要求:1.生物基聚氨醋胶秸剂用多元醇产品

收率>90%，实现 2 万吨/年的产业化; 2.生物基聚氨醋涂料用多元

醇产品收率>90%，实现 3 万吨/年的产业化。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应用示范研究。

有关说明: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

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1 。

6.2 精细化学品的绿色生物制造与产业示范

6.2.1手性化学品绿色生物制造与产业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手性化学品制造过程手性中 i心构筑复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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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纯度低、原子经济性差等瓶颈问题，开发光学纯医药、农药、

食品添加剂和材料及其手性中间体的绿色生物制造新工艺和新技

术。以手性醇、-手性胶、非天然氨基酸、环氧化合物、卤代芳香

酸(西旨)等高效生物合成为研究对象，探究生物不对称合成、动

力学拆分、 w动态动力学拆分反应体系中手性形成与传递机制规律;

研究手性生物催化反应的热动力学、生物催化反应介质体系、物

质一能量传递梢合规律，建立无溶剂生物催化、多酶级联和化学

一酶法组合合成等高效绿色合成工艺，显著提升手性化学品制造

过程的效率和原子经济性。

考核指标:阐明 5 种以上重要生物催化剂活性、立体选择性

等催化性能分子调控机制，创制 20 个以上具有工业属性的氧化还

原酶、水解酶、脱氨酶、转氨酶、脱卤酶等手性化学品合成关键

酶;发展 3 种以上多酶和化学一酶法组合合成新策略?创建 10 种

以上手性医药、农药、食品添加剂和材料及其手性中间体绿色生

物制造新技术;实现手性非蛋白氨基酸、手性胶、手性环氧化物

等高值化学品高效合成， 3 种以上实现百吨至千吨级的应用示范，

与现有工艺相比，生产成本降低 50%以上，污染物排放减少 50%

以上。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应用示范研究。

有关说明: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

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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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医药化学品绿色生物制造与产业示范

6.3.1重大疾病防治原料药生物制造产业化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重大疾病防治原料药绿色生产和产能提

升的迫切需求，以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

和耐药性病原菌感染等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疾病的重大原料

药绿色生物合成为目标，设计酶法合成路线，重构生产工艺，开

发关键酶的快速筛选新方法;发展生物催化剂高效改造技术，对

关键酶进行工业适应性改造，提高其底物/产物耐受性、选择性、

稳定性等工业属性;开发生物催化过程强化技术体系，创新多酶

催化、调控及固定化酶技术;逐级放大、优化生物催化合成体系，

进行原料药生物制造技术评价?实现重大疾病防治原料药的高强
度绿色生产示范。

考核指标:筛选并改造获得 10 种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可用

于防治重大疾病原料药生物制造的还原酶、裂解酶、腊转化酶、

转氨酶、脱耽基酶、糖基转移酶等工业生物催化剂;建立 8"，10 种

糖尿病治疗药物、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药物、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

药物等绿色生物制造新工艺，实现其中的 3"'5 个骨干品种原料药
如普瑞巴林、加巴喷丁等生物制造百吨级、千吨级规模产业化生

产线示范，生产成本降低 50%以上，污染物排放减少 50%以上，
有效提升我国重大疾病防治原料药制造水平。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应用示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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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

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L。

6.4典型污染行业及区域绿色化改造与产业化示范

6.4.1 高盐有机废水高效处理及资源化技术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石化、医药、农药、废水再生浓水等行业高

盐废水成分复杂、毒性大、可生化性低、处理成本高等主要问题，

筛选并挖掘特殊耐盐、嗜盐微生物新功能菌种，基于微生物组学

和大数据方法，研究高盐废水处理系统中菌群功能与污染物降解

之间的关联机制，并识别高盐废水的关键毒性与主要特征污染物，

突破高盐胁迫下多污染物协同转化新生态菌群构建、功能微生物

菌胶团的快速形成机制与效能调控、高浓度有机物定向能源转化

与复杂盐分低成本资源化等技术瓶颈;研发污染物同步高效去除

生物强化反应器，以及可实现资源回收和无害化处理的定向分离

与催化转化材料与装备;开发抗冲击能力强、高效低耗的高盐有

机废水处理及资源化成套技术工艺，形成面向分质回用和毒性削

减的生化一物化技术体系;研究制定相应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和

技术指南。

考核指标:筛选驯化耐盐度达 10% (总盐含量)的功能菌 10

株以上，开发用于高盐有机废水生物治理的新生态菌剂 3 种，生

物强化处理反应器满足高效运行与稳定达标的应用需求，盐分低

耗分离技术浓缩 1 吨盐的直接成本不高于 300 元;选择 2，--3个典

型行业分别建立规模 500 吨/天以上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与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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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示范，处理出水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工艺回用标准，

废水处理直接成本较常规工艺降低 10"，15%，回收废物满足行业再

利用的工业盐品质要求;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0 项以上，其中授权

5 项以上，国家、行业或团体技术标准 10"，15 项。

拟支持项目数: 1"，2 项。

任务属性:应用示范研究。

有关说明: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

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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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1.本专项除有特殊要求外，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

全部考核指标。原则上，如无特殊说明，基础前沿类项目，每个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 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 家;其他类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

2. 对于拟支持项目数为 1，...，2 个的指南方向，原则上该方向只

立 1 个项目，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下，可同时支持 2 个项目?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期

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

3. 青年科学家项目可参考重要支持方向(标*的方向)组织申

报?支持 35 周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申报，但不受研究内容和考核指

标限制。

4. 申报单位和个人必须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承诺各

领域项目产生的所有科学数据无条件、按期递交到科技部指定的

平台，在本专项约定的条件下对专项各个承担单位，乃至今后面

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和公众开放共享。如不签署数据递交协议，

则不具备承担本专项项目的资格，签署数据递交协议后而不在商

定的期限内履行数据递交责任的，则由专项管理部门责令整改，

拒绝整改者，则由专项管理部门追回项目资金，并予以通报。

5. 本专项研究涉及人体研究需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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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书。

6. 本专项研究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

供等，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执行。

7. 本专项研究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

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合格实验动物，

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

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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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 1 )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 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 )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 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 1 )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 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同时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

位，所有参加人员应为 198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3 )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4) 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的在

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

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 5 )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6 )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7) 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 1 )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 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

(3 )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 1 )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项目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要求。

(2) .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3 )配套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

金等)投入不得低于指南所要求的比例，资金投入方提供有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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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证明，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4) 项目申报单位需要上传包括联合申报协议(需项目及课

题负责人签字，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所有参与单位盖章)、数据递

交协议、项目申报单位诚信承诺书、项目申报负责人诚信承诺书，

以及其他需要上传材料的附件。

(5 )企业资质证明。，如企业作为参加单位的需提供企业营业

执照 p 如企业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的，须提供所在开户银行出具的

自有资金证明，及该单位近 2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

(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6 )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可参考指南支持方向组

织项目申报?但不受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限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黄英明，电话: 010-88225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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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蝙制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谭天伟 北京化工大学

2 欧阳平凯 南京工业大学

3 郑裕国 浙江工业大学

4 岳国君 国投生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 姚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6 曹竹安 清华大学

7 赵学明 天津大学

8 林章凛 华南理工大学

9 马延和 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10 易静薇 中咨公司

11 堵国成 江南大学

12 于学军 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

13 邵宗泽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14 缪锦来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15 i、元卿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16 马隆龙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7 吕雪峰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18 王恒棵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抄送: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一 36 -. 

职称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级高工

研究员

教授

教授

教授

研究员

教授级高工

教授

教授级高工

研究员

研究员

研究员

研究员

研究员

研究员

2020 年 9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