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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德所: 中科院首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际合作研究所

上海市
中国科学院

上海市
法国巴斯德所



研究所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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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发展历程

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和现
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分别为

2014.05.22：习近平总

书记接见时任研究所所
长艾德铭教授

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分别为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一期/二

期实验大楼揭牌



研究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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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定位: 重大传染病的致病机制及防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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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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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科研项目合同经费

2005年至今，共获得竞争科研项目272

项，其中2015-2016年新增竞争性科研项

2005年至今，共获得的竞争性科研项目合同

经费达4亿人民币 其中2015-2016年新增竞项，其中2015 2016年新增竞争性科研项

目76项，占总项目数的28%。

经费达4亿人民币，其中2015 2016年新增竞

争性科研项目合同经费1.26亿，占总合同经

费的31.6%。



优秀科研产出

2015-2016年，上海巴斯德所科研人员共发表学术论文189篇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文章数量

Nature 42.4 2

Nature Immunology 23.9 2
120

IPS Publications（2006‐201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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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科研产出

2016年国内学者在Journal of Virology发文情况 （信息来源：中国病毒学论坛）

Journal of Virology是由美国微生物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ASM）在1967年创办的老Journal of Virology是由美国微生物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ASM）在1967年创办的老
牌病毒学期刊，半月刊。

该杂志在病毒学领域33份杂志中排名第5位，文章发表量排名第1。该杂志2016年共发表文章1154篇，中国
学者表现出众。其中以中国学者及国内单位为第一作者单位和通讯单位文章共101篇，占比8.75%。中科院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和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以10篇占据国内第一位置。



完善的技术支撑平台

感染性实验的
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

分子、病理及图像分析
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

流式细胞分选分析
实验动物饲养管理

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
技术平台技术平台

生物大数据分析



研究生情况

在读研究生209人（数据统计：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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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发挥区位和国际合作研究所的独特优势，建立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机制，

拓展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合作交流，丰富招生渠道

本科生箐英班项目
国际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

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

巴斯德所-法国里昂大学联合培养双学位

博士研究生计划

巴斯德所-法国笛卡尔大学

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促进中法学术交流、建设中法科教合作平台



学科方向与特色

面向国家传染病防控的战略需求，聚焦重大传染性疾病的致病机制和免疫病理规律等关键科
学问题，推动病原学、免疫学和疫苗学等学科方向的发展，为国家培养传染病基础和应用研

究 备究领域的高素质后备人才

生物学

微生物学

（学术型）
细胞生物学
（学术型）

生物工程

（专业型）

病原生物学

研究
疫苗学研究

抗感染免疫

学研究

分子细胞病

毒学研究

分子细胞免

疫学研究

抗病毒药物
研发

疫苗工程



导师队伍：专业，进取，责任心

唐宏（杰青）
炎性反应与免疫病理研究组
研究领域 急性病毒性肺炎 慢性病毒性肝炎 肠道粘膜免疫稳态

钟劲（百人计划）

研究领域：急性病毒性肺炎，慢性病毒性肝炎，肠道粘膜免疫稳态

病毒性肝炎研究组
研究领域：丙肝病毒，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

冷启彬（百人计划）
免疫调节研究组
研究领域：手足口病, 肿瘤疫苗，T细胞免疫应答研究 域 足 病, 瘤疫 ， 免疫应答

王建华（百人计划）王建华（百人计划）
病毒免疫学研究组
研究领域：艾滋病病毒急性感染、转录调控和持续性感染，及功能性治愈



导师队伍：专业，进取，责任心

黄忠（百人计划）
疫苗学与抗病毒策略研究组疫苗学与抗病毒策略研究组
研究领域：手足口病病毒，肠道病毒，丙肝肝炎病毒

张岩（百人计划）张岩（百人计划）
造血干细胞与转基因动物研究组
研究领域：免疫细胞发生发育，人源化小鼠，基因修饰小鼠模型

孟广勋（百人计划）
天然免疫学研究组
研究领域：炎性体，炎症，感染，粘膜免疫，自身免疫

肖晖（百人计划）
免疫信号传导与调节研究组
研究领域：感染与肿瘤中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协同作用



导师队伍：专业，进取，责任心

周东明（百人计划）
抗感染免疫与疫苗研究组抗感染免疫与疫苗研究组
研究领域：狂犬病毒，流感，人乳头瘤病毒，手足口病毒

张晓明（青年千人计划）
天然防御和免疫调控研究组
研究领域：B细胞发育和功能，人类重大疾病的系统免疫学

苏枭（百人计划）
呼吸道感染病理研究组
研究领域：流感，手足口，呼吸道合胞病毒，神经调控感染，免疫机制

金侠（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首席科学家）
病毒疾病及疫苗转化研究组病毒疾病及疫苗转化研究组
研究领域：艾滋病毒，寨卡病毒、登革病毒，丙肝病毒



导师队伍：专业，进取，责任心

江陆斌（百人计划）
人体寄生虫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组
研究领域 病原宿主互作与表观遗传学 新药筛选和疟疾疫苗研发研究领域：病原宿主互作与表观遗传学，新药筛选和疟疾疫苗研发

钱志康（百人计划）
疱疹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组疱疹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组
研究领域：人巨细胞病毒

梁小珍（百人计划）
病毒与淋巴瘤研究组
研究领域： 病毒感染与肿瘤发生，免疫调节

龙钢（百人计划）
病毒组装与宿主研究组病毒组装与宿主研究组
研究领域：肝炎病毒，黄病毒



导师队伍：专业，进取，责任心

陈昌斌（百人计划）
病原真菌感染及宿主免疫研究组
研究领域：人类病原真菌（念珠菌与隐球菌）共生及致病，宿主抗真菌免疫应答，真菌与
其它病原（细菌、病毒和疟原虫等）相互作用

陈维政（千人计划）
抗结核免疫与防治研究组
研究领域：肺结核，免疫组分和机理，疫苗治疗的新途径

王海坤（青年千人计划）
免疫细胞分化与分子调节研究组
研究领域 辅助性T细胞和B细胞分化 转录调节研究领域：辅助性T细胞和B细胞分化，转录调节

Dimitri LAVILLETTE（上海千人计划）
虫媒病毒研究抗病毒药物组虫媒病毒研究抗病毒药物组
研究领域：基肯孔亚，登革，寨卡，丙肝病毒的细胞入侵机制和致病机理



导师队伍：专业，进取，责任心

王岚峰
病原微生物致病机制的结构生物学组

魏玉（上海千人计划）

病原微生物致病机制的结构生物学组
研究领域：病原（蛋白或长的非编码RNA）与宿主相互作用、结构为基础的靶向药物设计

魏玉（上海千人计划）
乙肝病毒与肝脏疾病研究组
研究领域：乙肝病毒复制，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肝癌

张驰宇
病原检测与诊断技术中心
研究领域：病原鉴定及检测方法，病毒进化研究领域：病原鉴定及检测方法，病毒进化

郝沛郝沛
生物信息学平台
研究领域：生物信息学



借助巴斯德国际网络平台，开展国际化交流

科学研究
公共健康

10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5大洲公共健康 5大洲
33家成员单位研究所
23000名员工

48个国家参比实验中心
19个WHO合作中心19个WHO合作中心

★

教育培训教育培训

成果转化成果转化



借助巴斯德国际网络平台，开展国际化交流

"科学无国度，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包含了所有国家的人类", 

巴斯德国际网络学生交流项目

——路易斯˙巴斯德

巴斯德国际网络学生交流项目

★巴斯德国际网络教学资源（香港、韩国、法国 等）

★ 斯德国际网络研究生教育奖学金计划★巴斯德国际网络研究生教育奖学金计划

★巴斯德国际网络博士毕业典礼



研究生获奖

奖 人数 奖 人数奖项 人数 奖项 人数

吴瑞奖学金 1 国际学生论坛 3

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3 出席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 1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4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3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学金 6 中国政府奖学金 1

地奥冠名奖（二等奖） 8 国科大国际学生奖学金 1

保罗生物科技奖（优秀奖） 2
中国科学院与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

奖学金计划
5

上海市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学位论文） 1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6



研究生生活

 拥有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

 研究生会活动：学术部、文艺部、宣传部等

 丰富的社团生活等等



研究生生活

 实行奖助体系分类管理（全覆盖）

 免学费（由学业奖学金冲抵） 免学费（由学业奖学金冲抵）

 奖助学金：

硕士生：2967-3567元/月（发放12个月，含学业奖学金）

博士生：4183-5333元/月（发放12个月，含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2万/年（硕士），3万/年（博士）

各类冠名奖：1000-10000元/学年

 中国科学院分子病毒与免疫重点实验室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新生奖学金：11万万//人次（面向推免生人次（面向推免生）！）！新生奖学金：新生奖学金：11万万//人次（面向推免生人次（面向推免生）！）！

重点实验室最佳研究生奖学金：5000-10000元/人次

 设立医疗统筹基金：商业意外、每年例行体检

 医疗保险、加入上海市大学生医疗保障计划



毕业研究生

研究所共毕业109名研究生（77名获博士学位、32名获硕士学位）

28%16%

3%

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
 海外工作单位包括：

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杜克大学 西南医学中心 贝勒医28%

53%

16% 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杜克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贝勒医
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
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克利夫兰研究所、
法国巴斯德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

读博 企业 国内外科研院所 自主创业

 国内工作单位包括：

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

19%

1%

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
仁济医院、瑞金医院、东方医院、华山医院、上海CDC等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罗氏研发、梅里埃（中国）、诺华
海 海南方 物等

55%20%
（中国）、默克化工技术（上海）、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等

5%

国外博后 国内博后 科研院所

公司 公务员



毕业生留言

蔡车国（PhD, 2007.9‐2010.7就读于上海巴斯德所），现工作于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获奖：地奥奖学金（2010）获奖：地奥奖学金（2010）
科研是一条漫长的路, 仅有兴趣不足以走到最后, 还需要强大的勇气和信念. 准备好了, 那就来吧。

邓子厚（PhD, 2010.9‐2015.11 就读于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现工作于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博
士后
获奖：国家奖学金（2014），吴瑞奖学金（2015），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2015）获奖：国家奖学金（2014），吴瑞奖学金（2015），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2015）
顺利走完五年半的研究生生涯，心境真正得以沉淀，少了迷惘，多了坚持，而往日披星戴月坚守实验室、
从庞杂的实验数据中为课题寻找突破口的生活也成了珍贵的记忆，科研从来不易，顺利走完研究生生涯，
需要坚持，需要专注，需要信念，也需要一点勇气，一点运气和一点想象。感谢研究所提供的科研资源以
及导师的悉心指导，让我的科研生涯有了起步的基础，祝所有游走在科研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伙伴们尽早成功
上岸上岸。

陈祚珈（ PhD, 2008.9‐2014.7就读上海巴斯德所），现工作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博士后
获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2014），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5）
十分感谢上海巴斯德所,在这里的工作学习让我始终对科研生活充满着热情,在这里的实验训练给我打下了
良好扎实的基础,在这里紧张而又忙碌的每一天都为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毕业生留言

丁强（PhD, 2007.9‐2013.7就读上海巴斯德所），现工作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
获奖：国家奖学金（2012），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2013），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4）
读研究生的六年，就像《西游记》的唐僧去西天取经，登山涉水，披星戴月，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困难，
最终在各路神仙的帮助下，悟道参禅，取得真经。巴斯德所就是一个“神仙”颇多的地方，遇到困难了，
只要多和导师，以及所里的其他老师，同学讨论，总能获得灵感和热情的帮助。非常感谢研究所优越的科
研条件，先进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及导师的悉心指导，使我不光在科研上，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系统性
锻炼，能够从容的面对以后遇到的各种挑战。

刘云华（ PhD, 2006.9‐2011.7就读上海巴斯德所），现工作于美国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
博士后博士后
获奖：地奥奖学金（2009）
科研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且多有坎坷。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坚守道德底线。时时关注领域动态，
关心身边人。认准方向，潜心专研，终有所成。

李大鹏（PhD, 2010.9‐2017.1就读于上海巴斯德所），现工作于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后
获奖：国家奖学金（2016）获奖：国家奖学金（2016）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2018年招生情况介绍

招生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单位代码：80001）

院所系：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院所系代码：176）院所系：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院所系代码：176）

招生专业：微生物学（学术型）、细胞生物学（学术型）、生物工程（专业型）

招考形式 推荐免试 国家统 考试招考形式：推荐免试、国家统一考试

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全年招收

2017年生命科学暑期夏令营：2017.7.10‐2017.7.14

报名网址：http://kjxt.ucas.ac.cn/ShowArticle/SummerList报名网址：http://kjxt.ucas.ac.cn/ShowArticle/SummerList

2018年推免生网报时间：2017.4‐2017.7.7

报名网址 h // h h / i / S/ i /i d报名网址： http://zhaosheng.ucas.ac.cn/sign_up/TMS/views/index.aspx

联系方式：上海市岳阳路320号
电话：021 54923013电话：021‐54923013
联系人：吴老师

Email：nwu@ips.ac.cn，研究所微信公众号：p153831



欢迎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欢迎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