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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为什么很重要？

（1）微生物与人民健康和工农业密切相关；

（2）通过微生物，可以认识生命的本质；

（3）认识和改造微生物可以改变世界。

新冠疫情
与微生物

微生物很重要，
但人类对微生物的认识非常有限！



微生物与人类健康

（1）病毒（公卫）；

（2）细菌（耐药）；

（3）真菌（难治）；

（4）其他，如寄生虫、疟原虫等。

公共卫生安全
急性和慢性

感染性疾病

雅典瘟疫 黑死病 天花 SAAS



微生物与基础科学研究

（1）基本生命过程与高等生物一样，
大部分基本分子细胞生物学知识是从研究微生物获得的；

（2）微生物相对简单，容易研究和出成果；

（3）有很多微生物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
是科学的前沿。

微生物学
前景无限！

病毒



微生物学前沿1：

合成生物学

微生物的优势：“简单又不简单”
通过合成生命，认识和改造生命体

第一个人造生命
人造支原体



微生物学前沿2：

微生物群组(microbiota)

有微生物，才有健康；
有微生物，才有多姿多彩的世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发育,代谢,免疫,糖尿病, 肠道疾病,
炎症,心脏病, 神经系统疾病



复旦大学

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工程系
• 国内第一批设立微生物学专业的高校

• 王鸣岐、李君璎、盛祖嘉等教授为我系的建设作出杰出贡献

• 在微生物学教学方面颇有声誉，多次获得全国教学成果奖和
优秀教材奖

历史源远流长 科研教学成果丰富 大师辈出



正高：9人 副高：9人

人才计划：杰青2人、优青3人、青千3人

兼职/双聘：赵国屏 院士，张永振 教授，张文宏 教授

现 状

院士 杰青 杰青/优青 优青优青 青千 青千 青千
……

全系人员情况

系主任：
赵国屏院士

队伍非常强大！

执行主任：
黄广华教授



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

1 微生物与健康：
病毒、真菌和寄生虫致病机理及宿主互作

•胡薇（人类寄生生物）

•王敬文（虫媒疾病的传播机制）

•黄广华（病原真菌）

•李杨（病毒免疫）

•钟江（杆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及应用）

2 合成生物学、环境微生物
•赵国屏/丁晓明（微生物基因组、合成生物学）

•全哲学（微生物群落/生态）

•周雁（生物信息学及分子进化）

3 肠道微生物与免疫、代谢调控等
•朱乃硕（病毒免疫及疫苗）

•于肖飞（肿瘤、T细胞免疫、肠道微生物）

•余巍（衰老、代谢相关疾病）

•赵健元（肿瘤、代谢疾病）



赵国屏院士课题组-细菌耐药性形成与转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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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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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很美妙：“人类将消灭感染病！”

现实很残酷：“我们正在失去抵抗感染病的医疗能力！”

——潘基文，2016，联合国全球领导人大会

未来怎么办： “瘟疫卷土重来？”

我们在做的事情

 抗生素如何发挥作用？-rethinking antibiotics

 细菌如何应对？-rethinking adaptative evolution

 新治疗方案与新药靶的发现-innovative research

 基于合成生物学的新型防控策略

抗生素纪年



抗疫英雄





病毒学团队



方向一结核病创新型疫苗研制

 发现蛋白翻译后修饰调控结核杆菌胞内代谢、潜伏新机制

（Scientific Reports,2017;EMI.2018）。

 EspC、PPE57、 PPE26等毒力蛋白调控细菌致病机制（

F r o n t i e r s i n C e l l u l a r a n d I n f e c t i o n

Microbiology2019；JBC,2018）

 发现抗结核一线药物PZA作用于Trans-translation途径

RpsA的机制， 揭示其作用机制的结构基础 (Science

2011； Mol..Microbiol..2015)

方向二结核杆菌感染致病机制

构建重组卡介苗7株，通过小鼠和

恒河猴攻击保护实验筛选到2株疫

苗保护效果优于卡介苗；建立了

重组卡介苗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

准；完成重组卡介苗的药效和安

全性评价；获得授权专利4项。

张文宏课题组-结核病研究团队

抗疫英雄



方向三结核耐药治疗引领中国方案

在研项目及经费2237.3万

十三五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子课题3项（

2018ZX10731301-004；2018ZX10722301-003

；2018ZX10302302-00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1项（

2016YFA0500600-1）

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项（

81673482，81971898，81971900，81671636

，81802058 ）



研究方向：
T细胞对机体功能的影响

单细胞测序肠道菌群分析 CRISPR基因编
辑 肿瘤免疫治疗

肠道菌群

肿瘤免疫

神经免疫

免疫代谢

T细胞

肠道

肿瘤

大脑

脂肪

于肖飞-屏障免疫实验室 余巍-



赵健元研究团队

 研究方向：1. 代谢的协同调控机理；2. 代谢物失调的致病机理

 项目资助：基金委优青、面上，科技部青年863、重大研究计划、重点研

发计划等项目

 科研成果：以通讯/一作发表SCI研究论文20余篇，获包括教育部自然科

学一等奖等在内的多项奖励

代
表
性
成
果

赵健元

研究员博导
基金委优青
863青年科学家

EMBO Molecular Medicine 2020 IF 10.6

Cancer Research 2020 IF 8.4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IF 11.9

Cell Reports 2018 IF 7.8

Circulation 2017 IF 23.1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IF 11.9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4 IF 24.9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14 IF 12.3

Nature Neuroscience 2013 IF 21.1

Cell Research 2013 IF 17.8

Circulation 2012 IF 23.1

2012

2020



全哲学

-微生物分子生态学实验室
（HP：13381820256，E-mail: quanzx@fudan.edu.cn)

马里亚纳海沟深渊微生物资源挖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功能酶相关微生物富集培养和宏基因组分析

 超微小微生物(<0.22um)的挖掘

 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开展合作交流

人体皮肤微生物组研究

 从2011年，一直与强生公司开展合作研究

 去年发表在皮肤病学领域top杂志J Inv Derm，
有专门评论文章，被F1000推荐

 正开展表型组研究院人体微生物组计划标准化工作

 全程硝化菌(comammox)是2015年在
Nature 首次报道的新的硝化相关微生物类
型。

 我们实验室2014年已进行相关微生物富集
，已富集到多个新类型的全程硝化菌。

 正开展全程硝化菌代谢机制和在生态系统
硝化过程中贡献相关研究。

来，一起追寻被“遗漏”的微生物

全程硝化菌的富集培养
（国自然“水圈微生物”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前年12月发表后已被SCI杂志引用21次



寄生虫研究团队



黄广华课题组--真菌感染机理与新药研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青” (20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青” (2013)

中科院“百人计划” (2012)

重点研究：

（1）人体病原性念珠菌的致病机理。
（2）真菌与宿主互作机制。
（3）超级真菌的鉴定和耐药机理。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微生物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微生物与免疫教研室副主任
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真菌感染：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黄广华课题组--真菌感染机理与新药研发



面向健康、工农业和国防等重大战略需求，
建立一只强大的微生物学研究队伍，服务国
家重大需求。

未来学科发展规划

目标：
（1）产出标志性成果（高影响力论文、重大技术成果）；
（2）培养一批人才；
（3）面对国家重大需求时，能挺身而出，发出一些
复旦微生物系的声音。

在新发传染性疾病、结核、真菌病、寄生虫病、
免疫和病毒学等几个方向形成特色。

面向国家需求，面向科学前沿

微生物学与微生物工程系



复旦大学生科院

微生物学与微生物工程系

选择复旦的理由：

（1）有大师，有大楼，还有美丽的校园；
（2）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有美好的前景；
（3）你可以在这快乐生活，快乐成长，出大成果！
（4）你从这里起航……



欢迎加盟复旦大学生科院

微生物学与微生物工程系

谢谢大家！

不负韶华，未来可期！
你完全可以通过认识和改造微生物，

从而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