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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中心 单位简介 研究方向 咨询邮箱

肿瘤研究所

肿瘤研究所旨在建立世界领先的肿瘤科
研及转化中心。本所秉承科学至上，以人
为本的核心理念，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众
多发展优势（如：强大的信息技术和大数
据处理能力、多元的技术型创业团队、发
达的医院网络体系、以及优越的科研环境
等），组建世界级的肿瘤研究和转化团队。
我们注重引进有深厚学术背景及前瞻性
原创研究的科学家，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
“精而新”的研究所。本所对重点病种和
关键科学/技术问题集中力量攻关，再进
一步交叉融合并积极开放与国内外医院、
药企和科研单位的合作，获得一批从单细
胞水平到人群大队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力
争在肿瘤生物学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领
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国肿瘤转化应
用研究和诊疗创新领域有力地支撑国家
及地方重大科研需求，为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贡献力量。

肿瘤免疫基础研究，如肿瘤微环境及细
胞间相互作用等；癌细胞内外的信号通
路、调控；肿瘤生物学基础理论创新；
肿瘤相关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如单细胞
技术、无创早检等；肿瘤精准治疗的
"first-in-class"候选药物开发；肿瘤
免疫治疗策略、抗体药物和肿瘤疫苗
等。

PI 岗位：

范老师，fanlf@szbl.ac.cn

非 PI 岗位：

陈老师，chenming@szbl.ac.cn

神经疾病研究所

神经疾病研究所是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
的重要部分，研究所鼓励神经科学家和临
床医生与化学、工程、统计学和计算等领
域的专家合作。我们的研究专注于自闭
症、慢性疼痛、抑郁症、睡眠障碍、精神
分裂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等重大神经和精
神类系统疾病机制。我们的目标是更好的

研究所立足于神经科学基础研究，结合
神经科学、免疫、代谢、心血管等多学
科领域先进技术，聚焦神经系统重大疾
病研究，以动物学模型为主要研究对
象，揭示精神性疾病的生物学机制。

PI 岗位：

胡老师，huwl@pku.edu.cn

非 PI 岗位：

王老师，wanghy@szb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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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诊断和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

传染病研究所

传染病研究所于 2020 年 8 月成立，是以
基础研究为本，结合公共健康及临床研
究，以孵化原创诊断方案、疫苗及药物为
产出的创新型研究机构。研究所将聚焦传
染病基础研究、抗感染免疫研究、抗感染
药物疫苗研发、新发突发传染病诊断及传
染病流行病学研究五个方面，形成基于传
染病及公共健康研究的生物安全研发体
系。研究所将聚焦并解决传染病的重要科
学问题，将最新的基础研究成果快速应用
转化，为我国重大传染病的预防、诊断和
治疗提供科技支撑。

重大传染病病原学及遗传进化，重大传
染病疫苗及药物研发，重大传染病检测
技术，抗体工程（抗重要病毒单克隆抗
体的筛选及制备），呼吸道病毒及蚊媒
病毒的感染传播机制，宿主抗病毒免疫
机制，宿主代谢调控与病毒感染互作。

廖老师，liaory@szbl.ac.cn

系统与物理生物学
研究所

系统与物理生物学研究所的特色研究方
向是从物理角度出发，以数据分析作为辅
助，基于结构和动力学性质，构建生物体
系分子层面的认知体系。主要包括：大数
据及人工智能，系统与信息生物学，力学
生物学，物理生物学。

系统与信息生物学：整合基因组学，表
观遗传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糖组
学等各类生物组学。物理生物学：光生
物学，量子生物学，成像，人工生物系
统，及合成生物学。大数据以及人工智
能：生物医疗，成像大数据分析，算法
创新，软件研发等。理论与计算生物学：
分子动力学模拟及相关算法、软件的开
发，分子对接，药物设计，多尺度模拟
等。力学生物学：在物理生物学基础上
深入理解、认识细胞内细胞间及生物器
官力的分布及对各种生物体系，包括肿
瘤生长、扩散、迁移等过程的影响和调
控重大传染病感染及免疫机制、重大传

刘老师，liumy@szb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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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病原学及遗传进化、重大传染病疫
苗及药物研发、重大传染病检测技术。

分子生理学研究所

分子生理学研究所集中研究分子生物学
和生理过程的分子基础。分子生理学研究
所使用分子生物学产生的概念和技术推
动生理学研究，生理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刺
激分子生物学的技术产生和应用。例如研
究重要的生理过程例如睡眠、代谢、免疫、
感知、呼吸的分子机制及其调控，以及这
些过程与疾病的关系。

分子生物学基本原理：如基因表达调控
的动态过程及功能、DNA 损伤修复机制
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如基因编辑、分
子动态标记、基因治疗等；重要的生理
学：如睡眠感知的环路和分子机制、代
谢、免疫和呼吸的分子机制等。

PI 岗位：唐老师

molecular_physiology@szbl.ac.cn

非 PI 岗位：方老师

fanghy@szbl.ac.cn

化学生物学研究所

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是深圳湾实验室开展
化学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及创新药物应
用转化合作的研究机构，重点聚焦双方最
具优势的研究领域，针对合成化学、天然
产物、糖生物学、化学基因学、蛋白质组
学等化学生物重要领域展开相应研究。

重点研究方向：开展化学生物学交叉学
科研究及创新药物应用转化合作，针对
计算化学及药物设计、合成化学、转化
生物学、手性催化与合成、化学合成生
物学、微生物天然产物等化学生物重要
领域展开相应研究，同时还将在癌症、
代谢和肝病、炎症和退行性疾病等领域
进行转化研究，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药物研发。

PI 岗位：李老师

lijin@szbl.ac.cn

非 PI 岗位：牛老师

admin_icb@szbl.ac.cn

细胞分析研究所

细胞分析研究所为深圳湾实验室的直属
研究机构。研究所以细胞分析中的科学技
术的关键突破为基础，以关键基础生物学
问题和人民健康重大问题为导向，现组建
人才团队开展如下方向的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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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型蛋白质组学分析和微流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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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量单细胞分辨率的自动化多组学分
析和无细胞的合成生物技术，建设一个
国际最好水平的细胞分析技术研究技
术平台。

梁老师，liangmc@szb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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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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现有轨道
阱超高分辨质谱仪、组织成像质谱仪等大
型仪器设备。

生物医学工程
研究所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坚持把为生命健康
科学提供支撑和技术创新作为核心任务
和发展目标，将引领国际医学影像前沿科
技发展；实现生物医学成像关键技术突
破，推动成像相关的科研仪器、医疗器械、
光机电的工程在深圳的应用转化；带动粤
港澳大湾区医疗健康、生命科学、高科技
医疗器械和医药学等科研与产业的发展。
研究团队在分子医学影像装备关键核心
器件研发、整机集成以及智能化应用上有
着长期的研发经验；重视放射性药物和多
模态医学影像探针的研发；注重科研成果
转化；强调人才培养应结合知识学习，科
研实践，与国际视野。团队计划通过多模
态医学影像项目建设提供一个集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为一体的高科技
平台，服务于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生物
医药研发等领域的需要。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方向领域：以脑科
学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癌症的诊断
与治疗等重大科学研究与临床需求为
导向，建设深圳精准医学影像大设施，
打造国际一流的精准医学影像中心。开
展医学影像科学与技术，精准检测与微
创治疗，智能传感与主动健康，计算医
学与健康信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和
产学研医用创新转化研究。开发 PET、
SPECT、CT、MRI 等高端精准影像与新
一代分子影像引导的 BGRT、BNCT、
falsh 和质子刀等精准治疗相关核心
技术和设备。研发高性能 OCT、SLO、
多模眼功能成像、穿戴式眼部信息检测
等智能化眼视光技术设备以及图像信
息挖掘技术、人工智能与眼科大数据等
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产业转化。

李老师，lifeng@szb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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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健康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

医药健康技术与工程研究所，面向健康中
国国家战略需求，聚焦制约我国医药健康
产业发展的"卡脖子"科学和技术难题，延
揽国际优势科研和顶尖人才，通过多学科
交叉和跨界融合，构建医药健康创新研究
与应用转化的平台和基地，开展引领国际
医药健康领域的高水平研究，在创新药
物、新型疫苗、健康干预等方面实现系列
原创性科学技术突破，开展产学研医全链
条创新转化研究，形成原始创新能力和集
成创新能力，培养高端人才，助力企业完
成医药健康工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支
撑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引领力的
医药与健康科技企业，不断提升深圳医药
与健康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研究所以“技术与工程”为特色，重点
围绕创新药物、新型疫苗、健康工程等
3个方面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代表性课
题有：新冠特效药、降糖药、乳腺癌靶
向药、基因可程序化的融合细胞膜囊泡
平台、AI 诊断治疗等。目前，研究所
涵盖了药物化学、生物化工、肿瘤学、
免疫学、物理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人
才。

黄老师，huangjing@szbl.ac.cn

粤港澳生物医学
创新中心

粤港澳生物医学创新中心作为粤港澳地
区的交叉合作研究基地，将邀请大湾区优
秀资深生命科学领域学者，并全球招聘优
秀科学家，在创新中心进行联合科研活动
和学术交流；全职首席研究员根据不同研
究领域可在港澳高校兼职从事科研和教
学工作。在发挥粤港澳研究优势的同时，
着重开展多领域交叉的重大联合项目，解
决单一课题组无法解决的科研难题。采用
多种研究手段，如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遗传学、生物
信息学和影像学技术等，进行生命健康领
域的基础研究，获得一批高水平的原创性

神经结构生物学：以神经系统关键蛋白
质复合体为研究核心，探讨其蛋白质结
构及功能。分子免疫学：以免疫细胞为
研究对象，结合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模式动物研究，探讨免疫细胞发育
的分子调控机制及功能调控。干细胞调
控及功能研究：了解干细胞发育分化自
我更新的调控机制，以及在疾病进程中
的作用。定量合成生物学与活体生物材
料设计及应用：实现生物科学与其他多
学科的整合，发展新的技术、材料及工
具，服务于医疗健康等关键领域。铁生
物学：研究铁代谢/铁稳态/铁死亡等由

吴老师，wuqi@szb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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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促进原创性、突破性、领先世
界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成果的产出，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学发展开辟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创新基地。

铁参与调控的重要生物学过程的根本
机制，揭示其在疾病中的潜在作用。化
学生物学：结合有机化学，表观遗传学
和蛋白质组学等前沿学科探究蛋白质
翻译后修饰的生物学意义及其调控机
制以指导开发治疗异常表观调控过程
引发疾病的新疗法。

北普联合研究中心

北普联合研究中心旨在提供生物医药领
域的高端研发平台，聚焦前沿创新药物研
究，促进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合作，加速
核心新技术的转化，吸引、服务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孵化生物医药技术公司，形成
以核心技术为引擎的生物医药生态链，推
动重大疾病治疗手段的创新。中心将探索
生物医药行业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依托深
圳湾实验室的强大研发能力与管理经验，
极大的提升生物医药研发与成果转化能
力，进一步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
药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新药研发平台：生物活性研究、药
物化学平台（小分子药化平台、多肽蛋
白药化平台）。建设计算化学平台：发
展高效的基于量子力学计算的构象搜
索算法、研究化学修饰对多肽及蛋白的
构象和结合能力的影响、建立计算机辅
助的药物研发体系、开发高效的方法用
以估计先导化合物的不同改进对其亲
和力的影响。

危老师，weijc@szbl.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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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瑞创新中心

百瑞创新中心是深圳湾实验室的转化先
锋，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布局，
与全球顶级知名企业、高校、投资机构开
展深度合作，致力于弥合新药研发领域前
沿科学发现和商业化之间的差距。围绕我
们在合成和药物化学方面的核心优势，搭
建基础研究与药物开发的桥梁，期望将新
兴科学和突破性技术转化为影响全球患
者生活的差异化疗法，引领华南地区生物
医疗生态系统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药物
研发与技术创新中心。

重点研究方向：靶点及通路研究；新型
细胞模型或类器官转化研究；化合物设
计及合成新技术研究；去泛素化酶相关
领域研究；结构生物学及生物物理研
究；创新药物制剂研究及联合用药辅助
治疗机制研究；基于药物传输的新药研
发以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大数据、
AI 等可以推动加速新药研发全过程的
技术研究等。现阶段项目涉及肿瘤、传
染病、心血管、中枢神经、新型制剂、
药物筛选与传递等。现有研究项目：基
于去泛素化酶平台的药物研发项目，抗
鼻咽癌小分子药物研发项目，基于天然
产物的抗新型冠状病毒小分子药物研
发项目，高通量反应和活性分子筛选平
台项目，小分子-药物偶联物技术及肿
瘤靶向药物研发项目，口服药物递送技
术与改良性新药研发项目。

邢老师，bayray@szbl.ac.cn



Ref. SZBL-HRO-R-20220826

坪山生物医药
研发转化中心

深圳湾实验室坪山生物医药研发转化中
心（简称“坪山中心”）为深圳湾实验室
下设独立的二类事业单位，是重要的研究
转化窗口和先行示范基地。重点打造新药
研发平台、医药转化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制药企
业、研发机构和初创团队提供一流支撑服
务。
核酸研究院是深圳湾实验室（生命信息与
生物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的有机组成部
分，由坪山生物医药研发转化中心代建代
管。是为解决核酸药物研究、发展、转化、
生产中遇到的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理论
问题，也为全力推动核酸药物的重大突破
和原创性发现而建立的研究机构。

新药研发核心平台：化学生物学模块、
小分子药化模块及多肽蛋白药化模块；
药物新作用机制与新靶点的验证与药
物研发；构建一系列针对细胞内与人类
重要疾病直接相关的稳定多肽调节剂；
利用化学生物与计算化学手段，结合人
工智能等技术，研究药物分子-靶点相
互作用。
医药转化平台：人周期素依赖性激酶9
抑制剂抗肿瘤靶向药物；新一代抗耐药
性间变性淋巴瘤激酶Type-I1/2型抑制
剂；针对耐药性复发雌激素受体阳性乳
腺癌的靶向药物；特异性针对I类组蛋
白去乙酰化酶的靶向药物。
新药研发平台：生物活性研究、药物化
学平台（小分子药化平台、多肽蛋白药
化平台、蛋白质组学平台和酶工程平
台。
计算化学平台：发展高效的基于量子力
学计算的构象搜索算法、研究化学修饰
对多肽及蛋白的构象和结合能力的影
响、建立计算机辅助的药物研发体系、
开发高效的方法用以估计先导化合物
的不同改进对其亲和力的影响。
公共服务平台（筹）：提供开放式仪器
设备及共性技术共享，形成区域创新联
盟，提供特异性分子、多肽库，蛋白靶
点库，提供创新药物技术服务平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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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工程平台、先进制剂平台、动物活性
评价平台、药物一致性评价平台及药物
临床研发平台相关技术服务，提供科研
测试仪器共享服务。
核酸研究院的主要项目方向，包括以下
内容：1）典型细胞外非编码RNA的生物
功能和成药可能性；2）长非编码RNA
和环状RNA的生物功能和成药关键问
题；3）核酸药物的修饰与递送；4）核
酸药物研究中的新方法、新技术与“无
人区”探索；5）基于外泌体药物开发；
6）第三代核酸药物药物递送系统等。

转化医学中心

转化医学中心是深圳湾实验室重点搭建
的一个致力于新药转化研究的专业转化
平台，已初步建成世界最先进的药物筛选
技术与设备仪器，已聚合一批来自世界各
地、具有专业的医学转化与新药研发技能
的顶尖研发人才，面向生物医药转化共性
需求，建设小分子、蛋白质/多肽和抗体
等生物大分子、基因和细胞疗法等一系列
新药研发平台，围绕癌症、代谢与心血管、
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点领域，以快速、高
效获得临床前候选物（PCC)、临床申报新
药候选物（IND)以及临床阶段新药候选物
（Clinical Candidate）并实现每年稳态
产出临床前候选物为目标，以培育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药研发队伍，以形成系
统的临床前药物发现和临床开发能力，实

面向生物医药转化共性需求，建设小分
子、蛋白质/多肽和抗体等生物大分子、
基因和细胞疗法等一系列新药研发平
台，围绕癌症、代谢与心血管、神经退
行性疾病等重点领域，以快速、高效获
得临床前候选物（PCC)、临床申报新药
候选物（IND）以及临床阶段新药候选
物（Clinical Candidate）并实现每年
稳态产出临床前候选物为目标，实现
“从实验台到病床”的药物研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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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从实验台到病床”的药物研发模式，
探索生物医药转化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的“深圳路径”，以满足中国和世界范
围内尚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推进产学研
深度融合，构建国内新药研发创制的“高
速通道”，以期对深圳和大湾区的生物医
药产业和中国的生命科学的良好的生态
系统产生积极影响，把深圳湾实验室转化
医学中心建设成为我国一流的规模化、现
代化、集约化新药研发创新高地，并逐步
确立世界领先的新药研发和转化医学研
发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