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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研究所/

研究中心 
课题组 研究方向/专业方向 简历接收邮箱 

1 
百瑞创新

中心 

百瑞创新中

心 

有机化学、药物化学、计算化学、细胞、分子生

物学以及免疫学等相关专业 
bayray@szbl.ac.cn 

2 
北普联合

研究中心 
黄湧课题组 

基于仿生质子迁移调控的药物合成研究，围绕仿

生质子迁移的时空调控开展突破性研究，推动药

物仿生催化合成的发展 

tanghm@szbl.ac.cn 

3 

分子生理

学研究所 

闫致强课题

组 

长期致力于听觉转导离子通道的机械门控机理

研究，以及遗传性耳聋的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和

靶向药物筛选相关研究 

zqyan@szbl.ac.cnfa

nghy@szbl.ac.cn 

4 

“小分子探

针/工具”研

究方向课题

组 

围绕有高选择性和精确调控生物功能的有机小

分子开展研究 
luotp@szbl.ac.cn 

5 
蔡羽轩课题

组 

致力于化学和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通过开发新方

法和新技术来解决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难题，为

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新工具和新思路 

tsai@szbl.ac.cn 

6 邓麟课题组 细胞周期与基因组稳定性 denglin@szbl.ac.cn 

7 
设备共享平

台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神经生物

学、免疫学、化学、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仪

器制造等相关专业 

molecular_physiolo

gy@szbl.ac.cn 

8 

离子通道生

物物理机制

和生理功能

课题组 

基础生物医学.转化医学 
ion.szbl@outlook.c

om 

9 
神经代谢调

控研究组 
神经的分子和遗传研究 

neuro.metab@gmail.

com 

10 周传课题组 

致力于将果蝇神经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知识背景

和技术手段推广到对其他昆虫诸如蚊子和蚂蚁

的行为相关研究。 

zhouchuan@ioz.ac.c

n 

11 张浩岳课题 
表观遗传学，基因组学，3D基因组学，转录调

控与疾病，有丝分裂，衰老 

zhang_adam@szbl.ac

.cn 

12 
梁卓斌课题

组 

课题组主要从事基因组不稳定性机理研究及新

型基因组编辑工程技术开发，同时运用前沿合成

生物学手段以阐明人体疾病、衰老机理、发现新

颖天然药物及靶点、以及研发基于基因、免疫和

干细胞治疗等精准医学疗法。 

zbliang@szbl.ac.cn 

13 
化学生物

学研究所 

冯小明院士

课题组 

主要开展目标导向的天然产物合成；新型手性催

化剂设计合成和不对称催化反应研究；并依托深

圳湾实验室生物医学平台，开展具有生理活性化

合物的手性合成与活性分子的测试与筛选。 

liuyb@szbl.ac.cn 

mailto:zqyan@szbl.ac.cn抄送fanghy@szbl.ac.cn
mailto:zqyan@szbl.ac.cn抄送fanghy@szbl.ac.cn
mailto:zhouchuan@ioz.ac.cn
mailto:zhouchuan@ioz.ac.cn
mailto:liuyb@szbl.ac.cn


14 
唐啸宇课题

组 

主要从事微生物天然活性小分子的发现、生物合

成机制、生物学和生态功能等研究，聚焦微生物

天然产物以及基于天然产物的药物开发 

xtang@szbl.ac.cn 

15 
钟国才课题

组 

1.可控型基因治疗平台技术的开发及其在人类

疾病中的应用； 

2.医学相关病毒（如新型冠状病毒、乙肝病毒等）

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及新型抗病毒药物开发。 

zhonggc@szbl.ac.cn 

16 
周德敏课题

组 

• 药物研发过程中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 

• 新型抗病毒小分子的开发与研究 

• 蛋白质生物大分子药物的开发与修饰 

• 药物靶点/生物标志物发现与确证 

• 新型流感疫苗（PTC 疫苗）的开发 

• 天然药物与仿生药物、生物候选药物的开发与

研究 

zhoumd@szbl.ac.cn 

17 
尹延东课题

组 

课题组主要从事超分辨显微成像技术、高内涵图

像挖掘技术、以及胞内生物单分子示踪技术的开

发 

Yandong.Yin@nyulan

gone.org 

18 
转化医学中

心 
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免疫学 wshen@szbl.ac.cn 

19 

坪山生物

医药研发

转化中心 

坪山生物医

药研发转化

中心 

长期从事采用温和的化学方法解决在化学和生

物交叉领域的生物学问题的研究 
tanghm@szbl.ac.cn 

20 

生物医学

工程研究

所 

生物医学工

程研究所 

生物医学工程、医学技术、应用物理学、眼视光

学、光学、电子信息、自动化、计算机、医学等

博士学位 

luyue@szbl.ac.cn 

21 
彭旗宇课题

组 

（1）新一代 PET技术及系统研究。 

（2）PET成像在癌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等重大疾

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zhangyb@szbl.ac.cn 

22 顾峥课题组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前临床

正电子发射断层仪（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或 PET）系统的设计，研发和优化 

guzheng@szbl.ac.cn 

23 
郭腾飞课题

组 

课题组主要使用多模态神经影像（PET和 MRI）

和生物标记物 (CSF 和 plasma Aβ42, Aβ40 

and p-Tau181) 研究正常老年人(cognitively 

unimpaired elderly adult)以及阿尔茨海默

(Alzheimer’s disease, AD)病人的大脑结构和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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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系统与物

理生物学

研究所 

高毅勤教授

课题组 

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与计算化学和生物物理学，

致力于发展理论与计算方法，并将其用于有意义

的生物和化学体系的研究中，包括染色质结构和

生物功能、生物分子的溶液构象、生物酶催化机

制和化学反应中的溶剂化效应等 

yangyi@szbl.ac.cn 

25 李刚课题组 

Research in Li lab lies at chemical 

proteomics and nucleic acid chemical 

biology, with an eye towards intervening in 

human diseases。 

ligang@szbl.ac.cn 

26 黄恺课题组 

1. 在系统生物学的层次理解染色质折叠及其对

基因表达的影响 

2. 固有无序蛋白及其生物相分离的理论建模与

模拟仿真 

3. 对智性软材料和仿生材料的设计提供理论指

导 

huangkai@szbl.ac.c

n 

27 彭琴课题组 

（1）开发活细胞表观遗传修饰与染色质的新型

四维（4D）标记系统； 

（2）研究染色质相分离机制以及开发基于相分

离的分子互作成像系统； 

（3）研究生物力学等理化信息和能量经表观分

子互作的基因表达调控规律。 

pengqin@szbl.ac.cn 

28 
周耀旗课题

组 

课题组主要围绕着 RNA 和蛋白质的序列、结构及

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生物高分子的应用开发等

几方面进行科学研究 

zhouyq@szbl.ac.cn 

29 

Artem 

Yefremov课

题组 

• Study of molecular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mechanotransduction in living cells. 
artem@szbl.ac.cn 

30 
候尚国课题

组 

课题组主要从事高时空分辨三维光学成像方向

研究，为新兴前沿研究领域 

shangguo.hou@szbl.

ac.cn 

31 李磊课题组 

计算生物与疾病基因组学课题组主要通过运用

和开发新的计算生物学方法，整合多种高通量组

学大数据来解析人类复杂疾病和性状的遗传和

表观遗传的调控机理，以期识别潜在的可运用于

临床实践的分子标记及治疗靶点。 

lilei@szbl.ac.cn 

32 
细胞分析

研究所 

细胞分析研

究所 

以新型蛋白质组学分析技术为代表的细胞分析

新技术的研究；发展以微量细胞表征、操纵和处

理为主的高通量自动化多组学分析技术；建设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细胞分析技术研究技术平台. 

liangmc@szbl.ac.cn 



33 

医药健康

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 

戈钧课题组 
酶催化剂工程，纳米生物技术，生物催化，生物

医药，生物传感 

junge@mail.tsinghu

a.edu.cn 

34 
邢新会教授

课题组 

健康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发展整合生物工程方法

论为支撑，从事生物育种及高通量筛选技术与装

备、合成生物学与代谢工程、酶工程、多糖多肽

创制等生命健康工程领域研究。 

xhxing@mail.tsingh

ua.edu.cn 

35 饶浪课题组 细胞膜仿生材料的前沿性研究 lrao_szbl@163.com 

36 

粤港澳生

物医学创

新中心 

温子龙教授

课题组 

以斑马鱼为模型，探究脊椎动物的造血过程及天

然免疫反应 
tyu@connect.ust.hk 

37 
邬振国教授

课题组 

1. 肌肉发育与损伤修复过程中的信号传导通

路。 

2. 肌肉干细胞增殖分化过程中关键基因的功能

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wuqi5784@126.com 

38 
张明杰教授

课题组 

1. 神经信号转导中重要蛋白质复合体的生物化

学和结构学基础。 

2. 神经细胞极性产生和维持的机制研究。 

kchenae@connect.us

t.hk 

39 

肿瘤研究

所 

Justin L. 

Tan (陈礼

宏）课题组 

• Cancer Chemical Biology 

• Cancer Cell Fate  

• Cancer Drug Discovery 

justin.tan@szbl.ac

.cn 

40 
尹成骞课题

组 

课题组主要从事癌症发生和发展的机制研究以

及针对癌症预防和治疗的药物干预方法开发 
yincq@szbl.ac.cn 

41 
李善时课题

组 

课题组主要从事开发与人体安全性相适应的报

告基因分子成像系统，动态监测干细胞 移植后

的存活、迁移和致瘤性；鉴定有助于心脏组织和

脉管系统生成的新型干细胞亚群等研究 

sunxy@szbl.ac.cn 

42 孙坤课题组 
癌症液体活检、生物信息学、长链非编码、大数

据挖掘、人工智能、可视化 
sunkun@szbl.ac.cn 

43 
张泽民教授

课题组 

应用最前沿的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技术来解

决肿瘤免疫中的重要问题，结合计算和实验方法

(干/湿)来揭示肿瘤发生过程、肿瘤微环境和肿

瘤对药物的应答等生物学现象中的系统趋势和

功能因子 

zhuln@szbl.ac.cn 

44 于晨课题组 
课题组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揭示肿瘤发生的基因

组学机制，并开发新一代肿瘤治疗方法 
yu@szbl.ac.cn 

45 张雷课题组 

课题组致力于整合患者和小鼠模型的单细胞多

组学分析及体内外功能研究，以从分子和细胞层

面解析肿瘤以及免疫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理，探究

免疫疗法的响应及抵抗机制，探索肿瘤发生/治

疗响应相关细胞的功能及下一代靶向策略。 

leah.zhanglei@szbl

.ac.cn 

46 
雷晓光课题

组 

团队通过综合利用高通量药物筛选，药物化学、

化学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分子遗
liqiang@szbl.ac.cn 

mailto:justin.tan@szbl.ac.cn
mailto:justin.tan@szbl.ac.cn
mailto:yincq@szbl.ac.cn
mailto:sunkun@szbl.ac.cn
mailto:zhuln@szbl.ac.cn


传学，分子药理学等多种研究手段，设计、合成

和评估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化学小分子，开展靶向

转录因子的新型抗肿瘤药物的开发 

47 吴虹课题组 

团队建立了多种与 PTEN 缺失相关的肿瘤模型，

应用分子遗传学、蛋白质组学、高通量测序、单

细胞测序等技术，进行 PTEN 信号通路与肿瘤发

生发展的关系、靶向药物的筛选及肿瘤耐药机制

的研究 

zouyk@szbl.ac.cn 

48 

传染病研

究所 

病毒传染病

课题组 

病毒学、免疫学、代谢调控、抗体工程、疫苗工

程 
liaory@szbl.ac.cn 

49 汪涛课题组 

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子生物物理，综合利用

X 射线晶体学、冷冻电镜、分子生物学等手段解

决生物学问题，从事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研究以及

重大疾病相关信号通路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同时

进行药物靶标筛选及分子药物研究。 

taowang@szbl.ac.cn 

 50 

神经疾病

研究所 

郭毅课题组 

课题组是目前第一个以临床脑科学研究为目的

进入深圳湾实验室，启动国际领先的基于脑电的

神经系统疾病脑库建设并开展“脑疾病与神经调

控”相关研究 

xuanyi_guo@163.com 

51 张勃课题组 

1. 突触形成和突触结构功能维持的分子基础，

包括星形胶质细胞维持突触结构和功能的分子

基础。 

2. （孤儿）G蛋白偶联受体在突触功能中的作

用及内源配体坚定。 

3. 内源性突触蛋白定位方法的探索。 

zbo@szb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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