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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for Glycomics, Griffith University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I present this unique opportunity 
to partner with the Institute for Glycomics as it grows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bio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ts kind globally. 
We established the Institute at Griffith University’s Gold Coast 
campus in 2000 through investment of Griffith University and 
the Queensland State Government with the vision of it becoming 
the pinnacle of glycomics research internationally, and a world 
leader in developing next generation drugs, vaccines and 
diagnostics for diseases of global importance. 

我很荣幸向您介绍与糖组学研究所进行合作的独特机会，糖组学研

究所将会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所。通过格里菲斯大学

和昆士兰州政府的投资，我们于2000年在格里菲斯大学黄金海岸校

区设立了该研究所，其愿景是成为世界最顶级的糖组学研究基地，

以及在研发具有全球意义的新一代药品、疫苗以及疾病诊断法领域

的国际领先机构。

The Institute’s advantage is in its focused approach to drug, 
vaccine and diagnostic technology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using its world-leading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dedication to 
discovering preventions and cures specifically in the fields of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ancer. With a track record in taking 
drugs to market and leadership focused on translational science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will be successful in discovering and 
developing blockbuster technologies.

研究所的优势在于侧重药物、疫苗和诊断法的研发，主要利用世界

领先的科学知识，并致力于传染病和癌症防治领域的研究。凭借我

们把多种药物打入市场的成功经验，以及在转化研究领域的领先地

位，我深信我们在探索和开发重大技术方面一定会取得成功。

I commend to you this unique opportunity to invest in the 
Institute’s exciting biotechnology platform that is built on 
‘Big Science’ and that will produc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echnologies to solve clinically-significant intractable diseases.

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够利用此独特机会，积极投资于研究所令人振奋

的生物技术平台，而这一平台是建立在“大科学”的基础上，旨在开

发可应对各种棘手疾病的新一代技术。

Professor Mark von Itzstein 
Director, Institute for Glycomics

马克•冯•伊特斯坦教授 

糖组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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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向您介绍与糖组学研究所进行合作的独特机会，糖组学
研究所将会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所。通过格里菲斯
大学和昆士兰州政府的投资，我们于2000年在格里菲斯大学黄金
海岸校区设立了该研究所，其愿景是成为世界最顶级的糖组学研
究基地，以及在研发具有全球意义的新一代药品、疫苗以及疾病
诊断法领域的国际领先机构。
研究所的优势在于侧重药物、疫苗和诊断法的研发，主要利用世
界领先的科学知识，并致力于传染病和癌症防治领域的研究。凭
借我们把多种药物打入市场的成功经验，以及在转化研究领域的
领先地位，我深信我们在探索和开发重大技术方面一定会取得
成功。
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够利用此独特机会，积极投资于研究所令人振
奋的生物技术平台，而这一平台是建立在“大科学”的基础上，旨
在开发可应对各种棘手疾病的新一代技术。

马克•冯•伊特斯坦教授 
糖组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翻译与商业化 
中文翻译
科研成果转化和商业化是研究所的一项关键策略，该策略能把
新型药物、疫苗和诊断技术推广至全球范围。糖组学研究所拥
有一套能与业界有效互动的管理系统和专业人员。通过科研成
果转化和专业设施的使用，研究所与业界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了
数个药物和疫苗，成功将它们从临床前阶段推展至二期临床人
体试验阶段。糖组学研究所将实验室的科研发现转化为临床上
治疗病人的方法，以实现我们抗击影响全人类健康的各类疾病
的使命。 
近期与生物医药公司的合作项目有： 
•	 Sirtex医疗有限公司 – 颁发许可证以及共同开发败血症治疗

药物（2017年临床一期试验） 
•	 Olymvax生物制药（欧林生物） - 颁发许可证以及共同开发

一型链球菌疫苗（2017年临床前试验） 
•	 Paradigm生物制药公司 - 颁发许可证以及共同开发病毒性关

节炎治疗药物（2017年二期临床试验） 

糖组学研究院 
中文翻译
糖组学研究所成立于2000年，是格里菲斯大学黄金海岸校区生
物医学研究的领头羊。作为格里菲斯大学和昆士兰州政府的一
项重大投资，该研究所拥有专业设计的科研设施。研究所毗邻新
建的黄金海岸大学附属医院，同时也是黄金海岸健康与知识园区
（Gold	Coast	Health	and	Knowledge	Precinct）的核心组成部分。
研究所针对影响全人类健康的各类疾病研发新一代的药物、疫
苗和诊断技术，并与政府和业界建立了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目
前，研究所正致力于研发一系列针对传染病和癌症的先进技术。
作为国家首屈一指的糖组学科研机构，研究所使用多学科交叉和
成果转化的方法，重点关注糖科学领域，并将“组学（omics）”方
法应用于生物系统中碳水化合物的研究。 该研究所是世界上少
数几个专注糖科学的科研机构之一，也是该领域中在南半球最大
科研机构。

正是糖组学方法导致了世界第一个抗流感特效
药瑞乐莎（Relenza）的发现，糖组学研究所
所长马克·冯伊茨斯坦教授（Prof Mark Von 
Itzstein）也因此重大贡献荣获澳大利亚奖章。

员工与设施 
中文翻译
糖组学研究所目前有200多名优秀的科研和行政人员，以及10
位国际知名教授（包括一位前联邦基金获得者、一名澳大利亚
科学院院士和澳大利亚奖章获得者、一位澳大利亚研究委员
会未来基金获得者、一位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两位澳大利
亚健康与医学基金获得者、两位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
糖组学研究所建立在专业设计的建筑上，拥有最先进的
基础科研设施，包括针对传染性疾病 （如：细菌学、病毒
学和寄生虫学）、癌症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研究、
生物无机、有机和药物化学、生物化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的
物理屏障二级和三级实验室。研究所还拥有专人管理的核
心设备，包括聚糖和凝集素阵列、核磁共振仪、蛋白质X结
晶衍射仪、高效液相色谱与分离设备、质谱仪、细胞分选
仪、细胞辐射仪、带有分子模拟软件的计算与三维成像设
备，以及格里菲斯大学的高性能计算机集群和显微镜。
我们的药物化学实验室可开展合约式的项目研究，能够
产出高达千克量级的糖类化合物。 除了庞大的实验室
占地面积，糖组学研究所还为科研人员、学生、行政助
理人员设有专门的演讲厅以及办公室、会议室等。
糖组学研究所拥有数位全球著名的科研领军人物以
及世界先进的科研设施。这样丰富的科研环境为培
养国家未来的科学家提供了卓越的教育平台。

}		超过200名研究和行政助理人员 

}		每年发表超过100篇学术文章 

}		2017年共有4种药物和疫苗技术在进行临
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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