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猎境生物

以植物底盘平台推动蛋白重组技术革命



投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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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产业化基础，量产后可以更低成本替代，降低病菌污染风险，生产方式灵
活，未来可触达千亿级市场，并且弥补多项市场缺口。
• 猪腹泻疫苗和猪瘟疫苗目前缺乏有效产品，市场空间超过50亿。
• 重组细胞因子技术成本优势突出，低成本、安全有效是市场刚需，结束质量层次不齐、

价格昂贵、供不应求的现状，可触达百亿级市场。

公司掌握植物底盘核心技术，该技术已经过国际团队验证并有商业化先例，在
国内处于首发梯队。
• 植物底盘有望成为大分子蛋白重组的里程碑式技术平台，在工艺规模化、低碳等角度

有绝对优势。
• 成熟的烟草、生菜表达平台，自主研发纳米病毒载体和瞬时转染技术，多项植物重组

蛋白产品研发经验。

核心团队运营和管理能力强，具备基因编辑、重组蛋白合成、生产工艺方面的
丰富经验。
• 创始人在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基因测序，基因合成，蛋白质组学和CRO领域，拥

有十年的（To B）科研和产业化经验。技术合伙人拥有十年植物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研
发经验和六年植物生产重组蛋白质药物研发经验。

• 拥有生物技术育种、遗传育种、疫苗研发、兽药研发与临床等方面的研发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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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农业育种、基因编辑、合成生物领域政策频出，鼓励基因组学研究应用，
合成生物技术创新，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 猎境将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技术应用在畜禽传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重组蛋白等

领域，实现自主可控的中国“智”造技术突破。
• 猎境稳定转染路线将通过生物育种技术实现产业化应用。



猎境——以植物底盘平台推动蛋白重组技术革命

• 猎境（嘉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植物底盘平台推动蛋白重组技术革命，以安全有效的方式填补农业科技、生物制
品行业空白，实现自立自强、自主可控的中国智造。

• 总部位于浙江嘉兴，已开始加快园区选址、人才引进和研发管线推进的工作。

猎境：国内植物底盘重组蛋白领域内的领军企业

2022.9

2021.10

2021.9 2022.1

2021.6

首席科学家加入 嘉善600平米综合实
验室建成

公司注册
参加深圳合成生物学
竞赛—创业赛

2022.12

第一批管线细胞因子，
动物疫苗完成小试

2022.7

与中国农科院，中国
农大签订横向合作

完成种子轮融资



猎境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将合成生物、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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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猎境布局

2022.11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针对当前我国规模养殖与农户散养并存的实际，新修订的畜牧法实行分类指导，对畜禽养
殖户的防疫条件、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要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猎境研发管线包括猪流行性腹
泻疫苗和猪瘟疫苗

2022.5 国家发改委《“十四五”生物经济
发展规划》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基础研究。瞄准临床医学与健康管理、新药创制、脑科学、合成生物
学、生物育种、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等前沿领域。推动合成生物学技术创新，
突破生物制造菌种计算设计、高通量筛选、高效表达、精准调控等关键技术，有序推动在
新药开发、疾病治疗、农业生产、物质合成、环境保护、能源供应和新材料开发等领域应
用。有序发展全基因组选择、系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生物育种技术。发展
合成生物学技术，探索研发“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

猎境通过将合成生物技术和生
物育种技术应用在畜禽传染病
防控和生物安全、人造蛋白等
领域

2022.1 国务院《关于引发“十四五”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聚焦生物育种、耕地质量、智慧农业、农业机械设备、农业绿色投入品等关键领域，加快
研发与创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及产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有序推进生
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猎境稳定转染路线将通过生物
育种技术实现产业化应用

2022.1 农业农村部《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
安全评价指南（试行）》

进一步规范农业基因编辑植物的安全评价管理，促进我国生物育种技术和产业发展。主要
针对未引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植物，可能产生的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风险申报评价。

猎境产品使用植物源基因编辑
技术，被纳入规范管理范围

2022.1 农业农村部《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
疫指导意见（2022—2025年）》

各省份可采用养殖场（户）自行免疫、第三方服务主体免疫、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
全面推进“先打后补”工作，在2022年年底前实现规模养殖场（户）全覆盖，在2025年年
底前逐步全面停止政府招标采购强制免疫疫苗。

猎境研发管线包括猪流行性腹
泻疫苗和猪瘟疫苗

2021.12 工信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

规划将发展生物基材料纳入重点任务。其中促进产业供给高端化重点任务中提到，要积极
开展可降解生物基材料、碳基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等关键技术。

猎境产品为植物源生物基产品

2021.11 发改委、工信部《关于推动原料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加快合成生物技术、连续流微反应、连续结晶控制等先进技术开发与应用，重点发展合成
生物技术、酶催化等先进技术

猎境拥有两大合成生物平台

2021.3 国务院《“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

基因组学研究应用，遗传细胞和遗传育种、合成生物、生物药等技术创新；确保种源安全、
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的发展目标。

猎境稳定转染路线将通过生物
育种技术实现产业化应用

2020.2 国务院常务会议 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将养殖场户贷款贴息补助范围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500头以上；
加强重大病虫害防治，强化监测，强化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猎境研发管线包括猪流行性腹
泻疫苗和猪瘟疫苗



植物源重组蛋白技术已获得国内外技术验证，制药及消费领域陆续推出重磅应用产品

植物合成重组蛋白：以基因编辑及基因组测序技术为基础，通过工程植物反应器（生菜、烟草）高效表达重组蛋白

多项生物制品获批，技术路径逐渐清晰

市场 已验证的植物表达平台 产品 应用领域 开发公司 产品形态

国际

烟草 新冠疫苗Covifenz（已获批） 医药 Medicago、GSK 注射制剂

胡萝卜、烟草 Elelyso戈谢病治疗药物（已上市） 医药 Protalix 注射制剂

烟草 细胞生长因子 食品 Biobetter 蛋白粉

烟草 猪瘟E2疫苗（已获批） 医药 BioApp 注射制剂

大麦 细胞生长因子（已上市） 工业品、化妆品、 ORF 蛋白粉

烟草 胶原蛋白（已上市） 美容美肤、医疗 Collplant 软组织

草莓 犬类口服干扰素-牙周炎治疗（已上市） 宠物保健 日本北山株式会社 冻干粉

国内

水稻 HY1001植物源重组人血清白蛋白注射
液（临床II期）

医药、美容美肤、
细胞培养

禾元生物 注射制剂

烟草、生菜 猪腹泻疫苗、细胞因子 畜牧、医药、美容
美肤、食品保健

猎境生物 注射制剂、片剂



植物底盘有望成为大分子蛋白重组的里程碑式技术平台，在工艺规模化、成本方面有绝对优势

细菌 酵母
动物细胞

（如CHO）
植物叶片

大分子蛋白
翻译修饰

总成本

产品研发周期

规模化生产能力

产品性能

糖基化
（人源比较）

污染风险

储存成本

低 中 高 低

短 中 长 长

低 高 低 高

低 中 高 高

无 复杂 差异小 差异小

内毒素 色素 朊病毒及致癌病毒 低

中 中 高 极低

总成本可降低
5-10倍

工艺条件固定，
不随规模化生产

而变化

储存条件简单，
便于运输保管，

储存周期长



基于自主研发的双合成平台和双转染技术路线，公司未来可孵化更多选品

相关专利：
1. 猎境（嘉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利用植物膜系统生产重组疫苗的方法，申请号：202111462194.3
2. 猎境（嘉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增加植物细胞重组蛋白胞外分泌的方法，申请号：202111462403.4

植物株合成平台 无细胞合成平台1 2

蛋白设计

表达载体构建

蛋白提取纯化

自主知识产权烟草细胞裂解液烟草和生菜瞬时表达平台

表达载体优化：采用载体-底盘构建逻辑线路，构建天然病毒纳米颗粒材料，优化植物表达载体
元件与转化体系，优化后的转染效率提升80%

猎境目前拥有两条转染技术路线：瞬时转染 & 稳定转染

猎境生物已实现一定的蛋白纯化技术积累，未来将通过自研及合作研发形式持续攻坚

转化体系

可实现重组蛋白、VLP疫苗表达
可实现疫苗，靶点蛋白，跨膜蛋白，毒性蛋

白表达

瞬时转染效率高：4天快速表达，已满足中试生产规模

稳定转染：使用大田种植，进一步降低成本

高表达技术领先：已达到g/kg水平 高表达技术领先：表达量高达mg/ml

有效去除烟碱和尼古丁，蛋白纯度较低的成
本达到95%以上

纯化成本在大田生产模式下占比80%

猎境生物烟草平台可实现蛋白量高表达



公司基于多年植物表达技术优势，构建清晰重组蛋白及动物疫苗管线

产品 立项开发 CMC 药效&毒理 IND

猪腹泻疫苗：猪流行性腹泻、猪德
尔塔冠状病毒、猪轮状病毒

猪瘟E2

LJ300

LJ310

管线

2022年生产
小试产品

2024年计划推
动至IND

动物疫苗
管线

产品 植物源蛋白 产品开发 小试 中试 量产

重组细胞因子

衍生蛋白

细胞再生成分

食用蛋白

LJ101

LJ200

2022年生产
小试产品

管线

重组蛋白
管线

2024年上
市

核
心
优
势

猎境生物创始团队具备植物蛋白重组技术优势

烟草、生菜表达平台建成
自主研发纳米病毒载体和

瞬时表达
多项植物重组蛋白产品研

发经验
自主研发蛋白纯化技术



公司已掌握植物底盘工业核心技术，产品具备产业化基础

单位面积（20㎡）/期立体农场生物量

• 立体农场植物种植方式

• Non-GMP种植环境

• 每株植物都是独立的生物反应器

植物产量：18kg/期

单位面积重组蛋白猪腹泻疫苗收入测算

纯化成本低：

Ø 每g纯化成本

2000元左右

生产高效：

Ø 立体农场高频

次轮播种植

Ø 温室大棚成本

进一步降低

优
势单位面积重组蛋白细胞因子收入测算

植物底盘重组蛋白技术成本优势突出

细胞因子表达量

~270mg

单价

1,000元/mg

生长因子收入

~27万元=

蛋白表达量

~1080mg

疫苗单价

5元/50ug

疫苗收入

~10.8万元=



猎境生物以技术研发为基石，致力于成为国内植物合成重组蛋白领军企业

短期目标

2021-2023 
开创植物合成赛道

2023-2028
国内领先的植物合成重组蛋白研发企业

展望未来 
国内植物合成重组蛋白领军企业

ü 非制药：细胞因子
   验证植物平台产品能力
ü 制药：动物疫苗产品立

项开发

产品管线

平台工艺

ü 瞬时转染+室内种植

中期目标

ü 非制药：细胞因子等产品陆续商
业化，布局抗体抗原IVD试剂

产品管线

平台工艺

ü 瞬时转染+温室大棚

ü 稳定转染+大田种植/温室大棚

长期目标

ü 非制药：已上市产品持续商业
化，多元化在研产品推出

ü 制药：人用疫苗、动物疫苗管
线持续推出，疫苗/食品/保健
品实现直接口服

产品管线

平台工艺

ü 瞬时转染+温室大棚

ü 稳定转染+大田种植/温室大棚

Cell Essential FGF2，TGFB1，转铁蛋白，
白蛋白

T Cell Essential IL-2，IL-7，IL-15

ü 制药：动物疫苗临床实验获批

猪腹泻 PEDV，PDCoV

猪瘟 E2，非洲猪瘟



产品研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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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转染和稳定转染研
发平台建成

细胞因子LJ101完成活

性验证和细胞实验，交
付客户试用

动物疫苗LJ300系列完

成中间试制

细胞因子LJ102，LJ103，
LJ104，LJ105产品正式

发布上市销售

动物疫苗LJ300完成注

射制剂和口服冻干产品
生产工艺研究和产品质

量研究

2022 20262024

资
本
及
业
务
规
划

产
品
研
发
规
划

天使轮

2023 2025

细胞因子LJ101产品正

式发布上市销售

动物疫苗LJ300注射制

剂和口服冻干产品完成
中间试制

细胞因子LJ102完成活

性验证和细胞实验，建
立生产线

动物疫苗LJ310完成中

间试制

动物疫苗LJ300系列临

床试验进行中

动物疫苗LJ300（PEDV）
完成注射制剂和口服冻

干产品小试

细胞因子LJ101（bFGF）
完成小试

建立GMP级别细胞因子
生产车间

建立GMP级别动物疫苗
生产车间

胶原蛋白LJ110非药用

实现上市销售

动物疫苗LJ310完成生

产工艺研究和产品质量
研究

Pre-A轮 A轮 B轮 B+轮

引进关键技术人才
产业园区洽谈落地

建立中试生产线
建立市场基础

达到量产基础
搭建工业化生产团队、
市场团队

增加研发品种
扩大研发团队

重点行业渗透率提升
扩大销售团队、临床团
队



创始团队是国内植物基大分子重组蛋白领域少有的兼具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能力的综合团队

创始人 CEO

杨纬经

联合创始人 副总经理

缪国鹏

合伙人

Ø 合伙人兼副总经理，上海犇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Ø 浙江区项目总监，上海歌斐资产（纽交

所：NOAH）

Ø 小企业信贷中心风控经理，招商银行

工作成就

• 拥有8年投融资及商业管理经验

• 累计管理资产规模近10亿
• 代表性投资项目蓝箭航天、旷远能源

Ø 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淮南师范学院

Ø 研发负责人，天津艾赛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工作成就

• 国内植物基重组大分子蛋白领域，研发经验

和产业化经验积淀最久的科学家

• 六年植物生产重组蛋白质药物研发经验，使

用红豆杉细胞表达紫杉醇，烟草BY-2细胞

表达赫赛汀，细胞因子人白介素，烟草表达

猪细小病毒抗原

• 十年植物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研发经验，合成

雷公藤天然产物

•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安徽省自

然科学基金2项、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项

Ø VP 合伙人，江苏高美基因

Ø NGS事业部运营总监，美国金唯智生物

（NASDAQ）

Ø 技术总监，北京诺禾致源（科创板:688315）
Ø 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工作成就

• 在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基因测序，基因

合成，蛋白质组学和CRO领域，拥有十年的

（To B）科研和产业化经验

• 诺禾致源医学团队创立者，金唯智亚洲NGS
团队早期高管

首席科学家



植物基因工程、动物疫苗研发、遗传育种等领域均有多年研发经验支持、院所共享专利成果

Ø 中国农科院 研究员  

Ø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  博士

Ø 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

Ø 主要研究领域为棉花三系育性

分子基础和抗性育种应用研究

Ø 主持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转基因重大专项(任务)等课题6
项。在PNAS、Mol Plant、New 
phytol、Plant Biotechnol J等国

际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32篇，

获授权发明专利12项

Ø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

Ø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Ø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植物科

学系 博士后

Ø 主要研究领域为植物转基因工程，

经济作物育种，药用、化妆品等

植物天然产物提取和纯化。

Ø 主持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国

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等项目。

已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Plant Cell、Plant Physiology等SCI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获

授权发明专利5项，软著1项。

Ø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 
副研究员

Ø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免疫

研究所 博士

Ø 主要研究领域为动物病毒病的

分子流行病学、病毒感染与免

疫致病机制以及诊断试剂、新

型疫苗和抗病毒抗体药物研发

Ø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在

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
Veterinary Microbiology等期刊

发表论文20余篇，拥有2项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和1项新兽药临床

试验批件

Ø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Ø 扬州大学预防兽医学 博士

Ø 执业兽医师

Ø 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物腹泻病病

毒病原学、致病机制及其防控

技术研究

Ø 在Vaccine, Journal of Proteomics, 
Virology等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多

篇论文

生物技术育种 梁成真 遗传育种 马超 疫苗研发 毕振威 兽药研发 周金柱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