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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布局与

科研优势分析

陈晓怡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　要：新冠疫情暴发初期，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在第一时间开发出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并在法国

首位患者确诊５天内完成病毒全基因组测序，通过全国疫情监测、病毒检测、疫苗研发等行动快速

响应国家公共卫生应急需求，体现了其在法国公共卫生健康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巴斯德研究所以

传染病研究与疫苗研发闻名于世，作为公益性私人研究机构，主要依靠募捐等自筹经费保障研究的

独立性，但同时承担国家部分公共使命，是法国国家生命与健康科学联盟中唯一的私人机构成员，

在法国以国立科研机构占主导的科技创新体系中独树一帜。本文重点介绍巴斯德研究所的使命定

位、发展历程、研究布局、设施条件、技术储备，分析其布局特点与科研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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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其科技创新体系

的突出特点是“国家队”实力强劲，拥有一批世界

领先的国立科研机构。除了全领域覆盖的法国国

家科研中心之外，在核能、空间、农业、生命健康、

信息等国家战略领域均有一个国立科研机构集中

国内优势研究力量，引领该领域发展。在生命健

康领域，尤其是公共卫生健康研究方面，除了国立

科研机构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ａＳａｎｔéＥｔｄｅｌ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Ｍéｄｉｃａｌｅ，

ＩＮＳＥＲＭ）外，法国巴斯德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Ｐａｓｔｅｕｒ）

作为一家私人研究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法国

传染病研究与防治上更是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１　基本概况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是由法国著名微生物学

家、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以募捐形式创立的公

益性私人研究机构，是世界一流的传染病与生物

医学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

的发展。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设有１１个研究部门、１３３

个研究单元，拥有来自６８个国家的２７８４名研究

人员（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其中２２０６名正

式员工、５２８名外部研究机构合作人员、５０名实习

生。正式员工中６５８％为研究人员，３１９％为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２３％为医疗服务人员。

巴斯德研究所的经费以自筹为主，以公共财

政拨款为辅。２０１８年巴斯德研究所的年度经费

为２８９亿欧元，除了２０％左右来自政府科研部

门和公共卫生部门的财政拨款外，其他均为自筹

经费，包括社会捐助（３５％），出售产品和服务

（２６％），申请竞争性公共科研项目（１９％）等。经

费中的近８０％用于完成研究所的各项使命，包括

研究（６６％）、研究应用开发（４％）、公共卫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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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海外业务（３％）、教育（１５％）、支持其他

机构（１％）等［１］。

巴斯德研究所定位为承担公共使命的非营利

性私人机构，具有研究、公共卫生、教学、创新四大

使命。１）研究：破译生命背后的基本机制，促进

科学知识的发展，带来尖端的医学应用；２）公共

卫生：研究所及其国际研究网络为公共卫生与个

人健康提供专业知识与服务；３）教学：以高水平

的教学培养世界各地的科学研究人员与医学研究

人员；４）创新：通过多学科和交叉研究方法促进

创新发现，把创新和技术转化为诊断、疫苗、治疗

与技术上的进步［２］。

２　建设历程

１８８７年６月４日，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经法国

总统颁布法令成立，并于１８８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正式

落成。

研究所的成立得益于１８８５年巴斯德首次为

人类接种狂犬病疫苗并获得成功。为了满足越来

越多的民众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需求，巴斯德向法

兰西科学院建议成立专门研究狂犬病疫苗的机

构，并希望依靠捐助使该机构独立于国家，从而更

灵活地开展研究。该倡议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积

极响应，最终巴斯德研究所募集到２５８７万法郎，

巴斯德本人成为最高个人捐助者之一［３］。

成立之初，巴斯德研究所的主要目的就是治

疗狂犬病，同时也对微生物引起的其他传染病开

展研究。因此当时的巴斯德研究所既是治疗狂犬

病的诊所，也是传染病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机构。

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发展，巴斯德研究所开发的狂犬

病疫苗、天花疫苗等使全球民众受益，并逐渐发展

成研究、健康、教育、创新“四位一体”的生物医学

研究中心。

３　研究布局

巴斯德研究所围绕生命体的各个层面开展研

究，从分子到人类个体到所有人；实施基于生物信

息学、生物物理学、化学和纳米技术的多学科方

法；拥有独特的技术平台；拥有独一无二的国际研

究网络。它不仅是一个基础研究中心，也是应用

研究中心、医疗中心、教育培训中心。

１）基础研究

巴斯德研究所的１１个研究部门分别就以下

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分子生物学与传染病；发展生

物学与干细胞；结构生物学与化学；基因组学与遗

传学；免疫学；传染病与流行病学；微生物学；肿瘤

学；神经科学；寄生虫和昆虫媒介；病毒学。

２）应用研究

巴斯德研究所针对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开展研

究，如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群对人类健康的影

响；健康老化；传染病（埃博拉、疟疾、艾滋病、结

核病、寨卡等）、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氏

症、帕金森氏症等）、癌症（子宫癌、胃癌）、自闭症

等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３）医疗诊治

巴斯德研究所设有一个医疗中心，专门从事

传染病、热带疾病、旅行医学和过敏性疾病的预

防、诊治与研究。每年实施７１０００次疫苗接种，并

提供旅行医学咨询。

同时，在法国 ３９个国家流行病学监测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ｕｘｄｅＲéｆéｒｅｎｃｅ，ＣＮＲ）中，巴斯德

研究所负责管理巴黎和里昂的１４个监测中心以

及法属圭亚那的４个联合监测实验室，并设有１

个紧急生物学鉴定单元（Ｃｅｌｌｕｌ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ｉ

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ｄＵｒｇｅｎｃｅ，ＣＩＢＵ）。在新冠病毒引发的肺

炎疫情在法国首次出现时，巴斯德研究所就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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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Ｒ对国内的疫情进行监测，而 ＣＩＢＵ则全天２４

小时应对病毒和微生物鉴定等紧急情况。巴斯德

研究所还是世卫组织６个合作中心的所在地。

４）教育培训

巴斯德研究所从建立之初就把教育和培训列

为使命之一。教育培训中心为全球各地从事科学

和医学研究的学生与专业人员提供培训。每年巴

黎总部和巴斯德国际研究网络（Ｒéｓｅａｕ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ｓＰａｓｔｅｕｒ，ＲＩＩＰ）开设的６０门课程

吸引来自７０个国家的１２００余名学生与医务人员

参加。巴黎总部的实验室每年招收３００名博士生

和３００名硕士生，由科研人员授课，并邀请巴黎五

大、巴黎七大、巴黎萨克雷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

参加，学生可以在这里接受生命科学、公共卫生等

方面的专业培养，完成本科、硕士和博士各阶段的

学业。２０１５年起巴斯德研究所开设网络课程为

更多国家提供远程教学与培训，课程内容全面展

示研究所所有研究方向。２０１８年开设的１５门在

线课程，每门课最多可允许近５０００人注册。在生

命科学和健康两大领域，巴斯德研究所已成为法

国最大的在线课程机构［４］。

４　研究设施与条件

巴斯德研究所通过集成资源与设备来应对重

大公共卫生挑战。其医学转化中心、资源与技术

研究中心、资源与动物研究中心等３个中心拥有

医学与研究设施、资源库、数据库、技术平台等多

种研究资源。同时，巴斯德研究所因为其著名的

国际化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针对传染病的合

作与研究，并充分利用当地的科研资源与条件。

１）技术平台与研究资源

巴斯德研究所的医学转化中心拥有技术平台

和生物银行。医学转化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４年，致力

于把实验室研究向临床研究进行转化。一是与医

院建立伙伴关系开展临床研究，如获取患者样本

或健康数据，帮助医院开展创新疗法、疫苗候选和

基因疗法，促进生物医学研究等；二是在多个层面

支持科研人员，如形成科学问题、提供技术支持、

协助项目编写、寻找临床患者、进行伦理审查与监

管等。医学转化中心的技术平台拥有转化医学研

究所需的所有技术和先进设备，包括人类传染性

样本的安全处理技术与设备。生物银行拥有超过

２５０名健康志愿者的血液样本库，其招募的健康

和病患志愿者提供了大量样本和临床数据。

巴斯德研究所的资源与技术研究中心拥有

１２个技术平台和专用于多个领域的设施，例如电

位（特别是在细胞层面）；生物分子的设计、生产

及其结构分析；成像；细胞表型分拣；高速表型筛

选；微流体；３Ｄ细胞培养等设施。中心还拥有世

界上最强大的显微镜ＴｉｔａｎＫｒｉｏｓ和其他电子低温

显微镜，用于分子层面的细胞和蛋白质研究。资

源与技术研究中心和生物技术公司 Ｅｍｕｌａｔｅ合作

建立了一个器官中心，提供复制器官功能的创新

细胞技术，有助于减少研究所内的动物实验。

巴斯德研究所的资源与动物研究中心则为研

究人员在伦理和监管条件下提供动物资源与进行

动物实验的基础设施。

２）国际化网络

巴斯德研究所在全球拥有一个由３２家机构

成员构建的巴斯德国际研究网络，分支机构遍布

五大洲的２５个国家，有科研实力相对强劲的欧美

国家和金砖国家，也有饱受传染病困扰的亚非拉

国家。国际研究网络是巴斯德研究所标志性的国

际合作组织模式，整个网络汇集了上万名各个国

家出色的研究人员，共同致力于以传染病为主的

研究与防治。在这个科研文化多元化的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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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科学家通过交流、合作和流动，为应对全球性

的公共卫生挑战而一起努力。

５　技术储备与科研优势

经过１３０多年的发展，巴斯德研究所在传染

病研究与治疗上储备了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

在传染病研究与疫苗研发上优势显著。

１）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巴斯德研究所在传染病研究、病毒学、免疫学

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先后共有１０位科

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占法国获得该

奖项总数的一半以上（表１）。

２）传染病研究与疫苗研发优势

法国的卫生健康研究体系中，巴斯德研究所

的成立时间最早，历史的积累和研究方向的专注

使其在传染病防治与疫苗开发上形成了独有的优

势。巴斯德研究所在白喉、鼠疫、斑疹、脊髓灰质

炎、艾滋病等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研究与防治中取

得了重大突破；成功研发了狂犬病疫苗、卡介苗、

黄热病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等疫苗并向世界各

地免费提供，为全人类的健康作出了无法磨灭的

贡献［５］。

３）对流行性传染疾病的快速响应———以

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为例

２０２０年１月，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全

球范围内开始蔓延。巴斯德研究所积极响应，承

担起病毒检测、疫苗研发、疫情监测等工作。

巴斯德研究所在中国宣布第一例病例后，立

即成立５０人的跨团队专项行动和研究小组，开展

如下四个方面的研究：病毒及其发病机制；开发新

型诊断工具，寻找具有治疗应用的抗体；疫苗开

发；流行病学建模等。

巴斯德研究所通过其主管的１４个国家流行

病学监测中心，在法国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时

就对疾病蔓延情况开展实时不间断监测。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巴斯德研究所开发出新冠

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通过国家流行病学监测中

心宣布可实施新冠病毒快速检测，并迅速将试剂

盒分发至法国主要公立医院。

１月２９日，巴斯德研究所在法国首例新冠肺

炎患者确诊５天后，对其体内提取的新冠病毒样

本进行了全基因组序列测序，并把结果公布在全

球流感数据共享平台 ＧＩＳＡＩＤ上［６］。两天后，研

究所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巴斯德研究所将基于

以上工作，争取最快在一年后研发出疫苗。为加

快研发进度，除申请政府专项项目经费外，巴斯德

研究所面向全社会紧急征集捐款作为疫苗研发费

用，捐款者可依法享受税收减免政策［７］。

表１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历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列表

获奖时间 获奖者 获奖成就

２００８年 ＬｕｃＭＯＮＴＡＧＮＩＥ，
ＦｒａｎｏｉｓｅＢＡＲＲＥＳＩＮＯＵＳＳＩ 在艾滋病逆转录病毒的发现与定性方面的研究

１９６５年 ＡｎｄｒéＬＷＯＦＦ，ＦｒａｎｏｉｓＪＡＣＯＢ，
ＪａｃｑｕｅｓＭＯＮＯＤ 在微生物基因转录调控以及操纵方面的发现和研究

１９５７年 ＤａｎｉｅｌＢＯＶＥＴ 在抑制剂对生理活动的抑制作用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在血液循环
系统以及骨骼肌肉组织的作用

１９２８年 ＣｈａｒｌｅｓＮＩＣＯＬＬＥ 在斑疹伤寒方面的研究

１９１９年 ＪｕｌｅｓＢＯＲＤＥＴ 抗体在免疫系统中的功能研究

１９０８年 ＥｌｉｅＭＥＴＣＨＮＩＫＯＦＦ 发现吞噬细胞等免疫学方面的研究贡献

１９０７年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ＬＡＶＥＲＡＮ 在原生虫作为传染病媒介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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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巴斯德研究所科研优势成因分析

１）嵌入国家卫生健康科研体系，深度参与国

家生命健康研究规划与公共卫生事业。巴斯德

研究所虽然是私人机构，但承担着公共使命，并

与国家建立有紧密的互动关系。在法国政府科

技预算中，巴斯德研究所是全国生命与健康研究

预算支持的第四大机构，仅次于法国国家科研中

心、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法国原子能与

可替代能源委员会等大型国立科研机构，得到的

财政拨款约占该领域预算总额的６％［８］。在该领

域全国规划与协调机构法国国家生命与健康科

学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ｐｏｕｒｌ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ｅｌａ

ｖｉｅｅｔｄｅｌａｓａｎｔé，Ａｖｉｅｓａｎ）中，巴斯德研究所和其

他八家国立科研机构及大学一起作为创始成员，

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是联盟的核心领导成员，统筹

规划全国的生命与健康研究战略及其组织落实。

在流行病监测与预警工作中，巴斯德研究所肩负

国家三分之一监测中心的管理，为卫生部提供有

力支持。通过对国家事务的深度参与，巴斯德研

究所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资源，提升了站位。

２）与科研机构、高校、医院、企业建立有针对

性的合作关系，成功构建“四位一体”、互为支持

的创新体系。巴斯德研究所在研究方向上倾向

于专深，但在合作形式上则十分多元。巴斯德研

究所与国内主要的生命健康国立科研机构以建

立建制化的联合实验室和相对灵活的５年研究团

队等形式开展合作，来自外部研究机构的合作人

员占到了总员工数量的１／５；与巴黎著名高校合

作授课、联合培养学生；与公立医院开展从基础

研究到转化研究、临床研究的联合项目；以疫苗、

专利等成果应用的形式向企业转化，每年实现

４５００万欧元的收入［４］。通过与不同创新主体目

标明确地进行合作，巴斯德研究所没有让“四位

一体”流于表面，而是出色地完成了每一项使命

并把他们有机地串联起来。

３）为科研人员提供自由探索的环境和灵活

流动的机会。巴斯德研究所给予科研人员在选

择研究方向与项目上的自由，同时借由其广泛的

合作机构与国际合作网络，为科研人员提供跨机

构、跨学科、跨国的合作与流动机会。巴斯德研

究所支持科研人员基于共同的兴趣与国立科研

机构等建立小规模的研究团队并给予一定期限

的支持；鼓励科研人员参与研究所内部的跨团队

应急研究小组和国家生命与健康科学联盟内的

跨机构虚拟主题研究所，来参与国家任务；鼓励

科研人员打破研究方向、学科、归属单位的限制，

在合作机构中充分交流与流动。通过以上形式，

巴斯德研究所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鼓

励他们作出更大的成就。

巴斯德研究所作为法国科研体系中独特的

存在，因为其公益性私人机构的特殊属性，既以

满足全社会对健康的追求为己任，又最大程度地

开展独立研究。他借助广泛合作，把传染病前沿

研究与临床实践、教育培训等有机结合起来，为

多种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作出了突破性贡献。其

标志性的国际研究网络和开放、独立、国际化的

视野也为各国的传染病研究机构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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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型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创新影响力评估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布什研究所（Ｂｕｓ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和 ＯｐｕｓＦａｖｅｏ创新发展咨询公司（ＯｐｕｓＦａｖｅ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联合发布美国大学创新影响力报告，对美国１９５所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创新影响力进行
了排名，并提出相应建议。

报告中，创新影响力是指将ＳＴＥ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扩散到学术界之外，直接推
动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技术进步。报告研究了某些大学在产生创新影响力方面表现优异的原因，有以下几

点：研究支出越高，产生创新影响的生产力就越低；大城市的大学往往比小城市的大学产生更多的创新影响

力；处于移民人口比例较大的大城市的大学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创新影响力，而不受城市人口的影响；大学技

术转移部门的规模、专业背景和政策对创新影响力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行业合作伙伴资助的研究支出份额

与创新影响力呈负相关。

报告针对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影响力的大学领导层提供了７点建议：优先考虑研发；努力吸引和
留住优秀的教师科研人员；开展高效、以成果为中心的技术转让业务；全校范围内灌输创新和创业文化；与周

围的商业和创新社区紧密合作；避免过度依赖行业资助的研究经费；监测、量化和透明地披露创新影响结果。

同时，为决策者、商界领袖、慈善家和社区提供了５点建议：增加公共部门对大学研究的支持；了解机构
在创新方面的差异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努力争夺人才———包括移民人才；投资集成的物理空间，将研究人

员与企业家、投资者和其他潜在的非学术合作伙伴联系起来；支持技术转让业务和其他促进创新影响力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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