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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致辞 DIRECTOR OF THE SPEECH

  欢迎阅读基因组所2020年度发展报告。一年来，基因组所再接再厉，在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所的道路上稳步前
进，为农业食品科学研究做出我们的贡献。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扰乱了食品生产、贸易、物流，疫情引发的封锁、旅行禁令和物理隔离措施加剧
了全球粮食安全的风险。疫情的爆发，让我们再一次深刻体会到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也身处一个
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在农业食品科研上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我们的愿景是科学美化生活——以可持续方式供给个性化食品。我们看到了农业食品领域蕴含的巨大机会，增
加粮食生产的需求和对食品可持续、安全、营养健康和便利的需求，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和投资空间。

  为此，基因组所积极布局生物组学前沿学科，瞄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农业食品科学交叉融合领域，布局基因
组学技术、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方向，实施多组学算法开发、紫杉醇合成生物学、新型基因编辑技术、食品组
学区块链、肠道营养组学等重大研究计划，取得了一批国际先进的前沿科技成果。

  未来，研究所将以农业食品领域的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积极构建世界一流农业科研组织模式，
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所。

  值此机会，我代表基因组所全体员工诚邀海内外同仁加盟与合作，欢迎有志于农业食品科学研究的优秀学生来
所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开展博士后合作研究。让我们携手并肩、开拓创新，为农业食品科学研究、创造人类幸福不断
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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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 VALUES

AGIS使命宣言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简称“基因组所”）成立于2014年，由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深圳市政府共同

支持建设。基因组所通过整合生物学和大数据科学，来认识与利用农业生物基因组，服务全球农业生产。为此，基因组所成立了组学

技术、合成生物学、植物基因组、动物基因组、生态基因组、食品科学等研究中心和相关技术平台。基因组所的长期愿景是致力于通

过颠覆性创新来促进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服务于个性化食品供给体系，并提升人类健康水平和农民社会地位！

  The Agricultural Genome Institute at Shenzhen (AGIS) was launched jointly with the Shenzhen government in 2014,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ith support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airs and the Shenzhen Government. AGIS is dedicated to understanding and harnessing the genomes that are 
critical to glob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y integrating biology and big data science. In this regard, AGIS is currently 
employing six major researches and development platforms, namely Bioinformatics and Omics Technologies, Synthet-
ic Biology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Plant Genomics and Crop Breeding, Animal Genomics and Livestock Breeding,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Genomics, and Big Data in Food and Nutrition. The long-term mission of AGIS is to make 
disruptive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lobal agriculture, to serve the personalized food 
supply system, and to improve human health and the social status of farmers.

AGIS Mission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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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以下简称“基因组所”）创建

于2014年，是农业农村部、中国农科院和深圳市政府在科技体制改革的

背景下，整合农业基因组学研究力量在深圳成立的新型研究所。

  成立以来，基因组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面向、两个一

流”指示精神，开展科研自主权改革试点工作，被列为中国农科院现代院所

改革的“试验田”，建设了由中国农科院与深圳市主管领导任共同理事长的

理事会；组建了近600人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以组学技术为核心、辐射农

业、食品和生态方向的学科体系，获批“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

实验室深圳分中心”“农业农村部农业基因数据分析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

体；在包括 Science、Nature、Cell 等顶级期刊在内的杂志上发表SCI论

文300多篇，以基因组设计育种育成国审、省审新品种20余个，农业基因

组学等研究领域占据世界前沿。 2019年、2020年连续2年自然指数排名

全国农业类科研院所第一名，多项成果入选“‘十三五’农业科技十大标志

性成果”“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农业科学十大进展”。先后获得“何

梁何利基金”奖、“周光召基础科学奖”“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

业和先进模范人物”“深圳市市长奖”等奖励。

   基因组所联合深圳市相关部门提出了“深圳国际食品谷”，规划已得

到市政府印发，将构建农业食品产学研协作生态，做出科技推动农业食品

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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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ANNUAL DATA

TALENT DEVELOPMENT
人才培养   
培养培育农业科研生力军和后备队

获得2.6亿元科研经费，较上年增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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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
经费（万元）

科技合作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响应国家战略及地方需求强化基础研究与“卡脖子”技术攻关

科研立项117项，较上年增长54%

国自然立项数排名中国农科院第2

科研立项年际变化科技项目经费年际变化

论文发表

发表论文117篇

较上年增长46%

IF≧8有30篇，IF≧10有21篇，SCI比例高达86.3%

Nature index排名全国农业科研院所第1

PUBLICATION

Agricultural Genomics Institute at Shenzhen, CAAS

Institute of Crop Science, CAAS (ICS), CAAS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BRI), CAAS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IPP), CAAS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JAAS)

Harbin Veterinary Research Institute (HVRI), CAA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IARRP), CAAS

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YAAS)

Oil Crops Research Instilute, CAAS

Institute of Quality Standard and Testing Technology for Agro-Products (IQSTAP), C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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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
TALENT TEAM

吸引10位年轻科学家作为课题组长加入研究所

新增深圳市高层次人才15人

2020年中国农科院人才专项工作排名第1
研究所荣获深圳市和大鹏新区人才伯乐奖 

打造有核心引领作用和跨学科辐射效应的研究队伍

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提高我国农业领域科研影响力

Institute Count Share

新培养国家级青年人才3人，省部级人才3人

新进站博士后65人

博士后基金项目资助排名中国农科院第1
中国农科院深圳研究生院正式办学，在深研究生200人

MAJOR AWARDS
重大奖励
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和院级多项奖励

入选“十三五”十大农业标志性成果2项

取得2020年中国农科院重大科学发现4项，占全院50%

荣获全国创新争优奖

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荣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杰出创新人才”

荣获2020年度深圳市市长奖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47

76

117

AGIS Annual Report  2020

03 04



事·记
EVENTS

研究所理事会正式成立，开创院市共建模式

  2020年8月3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深圳分中心）召开第一届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创新院市共建模式，研究所在理事会领导下步入跨越式发展新时期。

  2021年2月，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深圳召开，对研究所高质量发展提出新的建议和期望。

AGIS Annu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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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智宏 李家洋 黄敏

朱作言 陈化兰韩斌吴孔明

黄路生 邓兴旺刘耀光



  2020年12月27日，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

会批复同意基因组所筹建深圳市基础研究机

构。筹建期给予1.6亿元经费支持。

获批筹建深圳市基础研究机构

中国农科院 佛山市政府全面战略合作

2021年3月7日与佛山市政府签订协议，共建

Kunpeng Institute of Modern Agriculture at Foshan

共建单位 中国农科院＋佛山市农业农村局＋佛科院

建设内容 3万平方米科研办公用房、开展畜禽育种、中药组学研究

佛山市财政支持5000万/年，连续支持5年运行经费

事·记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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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过渡所区改造建设，改善研究所科研条件

  2021年2月2日，由深圳市和大鹏新区投资建设的2万平米过渡所
区正式启用。该所区配备实验室、办公室、会议室、食堂、宿舍及篮球场
等，可同时满足800多人的科研办公需求，为基因组所未来5年的快速
发展提供了条件保障，为农业科技创新再添新引擎。 大鹏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广阳移交过渡所区钥匙

09 10

亿元投资
农业基因组学研究中心项目
3.87

农业基因组学研究中心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复

  2020年1月，农业基因组学研究中心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投资3.87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国际农业基

因组科学研发中心、国际农业基因组人才培育中心和全国农业基因组共享技术平台。

事·记
EVENTS

AGIS Annual Report  2020



领导关怀
LEADERSHIP'S CARE

  2月21日，深圳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防控

领导小组组长王伟中到基因组所调研疫情防控

工作落实和复工复产情况。指出希望基因组所承

担好国家交给的科研任务，在现代农业、食品营

养、生态科技等领域深化研究，充分发挥生物组

学领域的科研和平台优势，加强跨领域的合作，

为疫情防控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贡献力量。

  10月24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刘焕鑫来基因组所调研建设发展情

况。强调基因组所要进一步加强农

业科技创新，大胆探索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促进农业基因组学前沿研

究与生物种业、食品产业融合发展。

  6月19日，原山西省副省长王成

来深沟通山西农谷与深圳食品谷双

谷联动签约仪式，并到基因组所考

察调研。

  9月15日，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邓海光来基因组所开展种业高质量

发展专题调研。

AGIS Annu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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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7日，中国蔬菜协会会长薛亮

到基因组所调研建设发展情况。

  9月24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席

小军一行来基因组所开展现代农业科

技创新专题调研。

  12月25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

长孙坦来基因组所考察建设发展和体

制机制改革情况。

  10月28日，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局局长魏刚到基因组所调研新型研

发机构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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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黄三文研究员

刘毓文研究员

程时锋研究员

01

02

03

张春芝研究员

张新岩研究员

04

05

人才奖励  Awards

李 奎  胡冠菁  贾耿介  李素华  潘玮华

孙同君  张兴坦  周永锋  邵浩靖  邬 倩

新引进PI  Newly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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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

植物基因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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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基因组研究中心

生态基因组研究中心

食品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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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技术研究中心

Omics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介绍

  面向国际农业基因组学前沿，开发一流组学技术体系，

助推国内外农业基因组学技术发展。

  中心主要围绕组学技术发展中的重点方向与关键问题，

开发完善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宏基因组学、表型

组学等多组学测序及分析技术体系，建设以农业生物组学数

据为核心的大数据云计算平台。以组学技术为主要力量，解

决农业、环境、食品与健康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建成国内农业系统最大的农业基因组数据分析平台

  农业基因组计算分析平台计算峰值达400万亿次/秒，存储达15PB。2020年，平台面向国内外科研机构开展技术服务40余项，服

务经费达911万元。

开发维护国际主流基因组组装算法，形成组学自主核心技术群

  致力于基因组学中的方法学研究，通过开发高效的序列分析算法和测序方法，实现三代单分子测序长序列“高效率、高准确”的组

装。新开发的WTDBG算法运行600核心小时可完成人类基因组的组装，较2019年发表的最高效组装软件Flye提升了2~4倍。该算法

广泛应用于基因组组装研究，作为主流组装工具，推动了三代测序技术在破译生命密码中的应用，成果于2020年1月发表在Nature 

Methods上，入选了2020年度“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科学发现”、2020年度“中国生物信息学十大进展”，入选Springer Nature出版社

评选的2020年度中国科研高影响力论文。

  应用WTDBG算法，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4家单位合作完成了龙井43等复杂基因组的组装并取得显著成果。

Introduction

  Omics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explores the frontier of in-
ternationalagricultural genomics, and develops the first-class 
system of genomics technolog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genomics technology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It fo-
cuses on the key directions and challenges in histology field. It has 
developed and improved multi-omics sequenc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systems including genomics, transcriptomics, metab-
olomics, macrogenomics, and phenomics. and builds a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with agricultural biomics data as the 
core. With the great help of histology technology, we will solve 
major scientific problems i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food, and 
health.

创 新 团 队 课 题 组

农业基因组学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团队
Agricultural Genomics Technology Innovation

& Application Innovation Team

作物组学大数据与应用创新团队
Big Data and Application of Crop Omics Innovation Team

农业宏（环境）基因组学创新团队
Agricultural Metagenomics Innovation Team

Ruan Jue Lab

Cui Peng Lab

Chang Yuxiao Lab

Xu Wei Lab

Zhang Xingtan Lab

Pan Weihua Lab

               Shao Haojing Lab

Ye Guoyou Lab

Fan Wei Lab

阮 珏课题组

崔 鹏课题组

常玉晓课题组

徐 炜课题组

张兴坦课题组

潘玮华课题组

邵浩靖课题组 (Pre-PI)

叶国友课题组

樊 伟课题组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5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9

Science Advances 2020.5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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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

Agricultural Synthetic
Biology Center

创 新 团 队 课 题 组

经济作物的全基因组设计育种创新团队
Economic Crop Genome Design  Breeding Innovation Team 

农业生物转录组与代谢组创新团队
Agricultural Transcriptomics and

Metabolomics Innovation Team

Huang Sanwen Lab

Xiong Xingyao Lab

Zhang Chunzhi  Lab

Zhang Xinyan Lab

Wang Li Lab

Yan Jianbin Lab

Li Wei Lab

              Wu Qian Lab

黄三文课题组

熊兴耀课题组

张春芝课题组

张新岩课题组

王 丽课题组

闫建斌课题组

李 伟课题组

邬 倩课题组(Pre-PI)

AGIS Annu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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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以组学大数据为依托，大团队体制为保

障，聚焦合成育种和植物次级代谢等领域的尖端

难题，实施农业合成生物学创制并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

Introduction

  Integrating the cutting-edge synthetic biological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es on the secondary metabolism of plants, syntehtic biology center focuses on 
scientific questions in the fields of molecular breeding and plant natural prod-
ucts based on multi-omics big data. Benefiting from tight collaboration among 
labs, researchers pursue the initi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synthet-
ic biology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多组学解析调控重要经济作物性状的分子机理

  参与揭示了黄瓜卷须身份基因TEN调控卷须发育和运动的分子机制；

首次发现了银杏性别鉴定的基因和代谢标志物，开发了稳定高效的银杏性

别鉴定技术。

经济作物的基因组学研究

  “优薯计划”发布第一个杂合二倍体马铃薯品

系 RH 的全基因组序列，并解析出两套单倍型；选

育了第一个二倍体马铃薯的概念性品种。获得中国

农业科学院2020年度科学技术成果奖、中国国际

高级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

精准育种

  “深爱1号”和“深爱2号”番茄品种已经完成植

物新品种保护权的初审，并获得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年度科学技术成果奖、中国国际高级技术成

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

二倍体马铃薯高杂合度基因组的
从头组装和分析

Nature Genetics 

基因TEN调控卷须发育
和运动的分子机制

Nature Plants

银杏决定性别的基因域

The Plan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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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基因组研究中心

Plant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介绍

  基因改良种子，品种改善生活。

  中心主要利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内外合作单位的种

质资源，以农作物和园艺作物为研究对象，开展农作物基因

组测序和表型鉴定工作，克隆鉴定控制农艺性状的关键基

因，开展深入的功能分析，探索重要农艺性状形成的基因调

控网络，并将相关成果应用到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实现“种质

资源-功能研究-品种选育”的研究链。

种质资源收集及基因组信息获取

  参与万份水稻、千份小麦等谷物基因组测序并绘制作物全球多样

性图谱；收集创制月季、姜荷花等主要花卉种质资源，并开启基因组

测序研究；探索棉花、葡萄等作物优异种质资源的形成演化规律。

全基因组设计及基因编辑精准育种

  利用自主选育的两系不育系春6S、春199S，与华南优质恢复系

测配，成功培育出春两优华占等6个水稻新品种，通过国家、省级品

种审定8次，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授权2项，审定三系不育系1个。

植物功能基因挖掘

  利用多组学技术，克隆作物重要农艺性状调控基因，

解析其表达调控机制，为作物分子育种提供理论基础。

Introduction

  Genome technology brings better stains and improves 
life quality

  Plant Genomic Center centralizes on studying crops 
and horticulture plants germplasms collection and re-se-
quencing them. Major works sca�old on cloning genes that 
are invovled in important agronomic traits formation or reg-
ul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dissecting their functions and 
genetic regulatory networks. Moreover, center applies re-
search achievements for new crop strain breeding.

创 新 团 队 课 题 组

绿色轻简超级稻遗传解析与分子育种团队
Molecular Design and Breeding of Green and 

Simplified Rice Innovation Team

超级稻种质创新团队
Super Rice Germplasm Innovation Team

Xiang Yong Lab

Xu Jianlong Lab

Zhang Cuijun Lab

Wu Zhiqiang Lab

Hu Guanjing Lab

Wang Quan Lab

Qian Qian Lab

Fei Qili Lab

Zhou Yongfeng Lab

向 勇课题组

徐建龙课题组

张翠军课题组

武志强课题组

胡冠菁课题组

汪 泉课题组

钱 前课题组

费启立课题组

周永锋课题组

农业生物转录组与代谢组创新团队
Agricultural Transcriptomics and

Metabolomics Innovation Group

Cheng Shifeng Lab程时锋课题组

揭示全新的植物激素信号转导机制
Nature, 2020

Plant Cell, 2020

Plant Cell, 2020

鉴定种子休眠萌发调控因子
Plant Cell, 2020

发现m6A参与细胞周期调控新机制
PLOS Biology, 2020

探索植物细胞器基因组突变机理
PNAS, 2020

克隆控制稻谷粒宽和粒重的主效QTL
New Phytologi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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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基因组研究中心

Animal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介绍

  针对我国畜牧产业卡脖子难

题，创新分子育种技术，为粤港澳大

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提供优质动物

农产品。

  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以育种

生产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和产业需求

为导向，利用基因组选择、三维基因

组学、动物表观遗传学等多组学手

段，解析农业动物生长、繁殖和抗病

等重要经济性状的遗传基础，挖掘高

价值育种基因，开展农业动物品种改

良和种质创新。

揭示了猪产肉性状的DNA甲基化调控机制

  通过多组学整合分析揭示骨骼肌生长发育过程中DNA甲基化的动态调控，绘

制骨骼肌全基因组甲基化和转录组图谱，并基于关键DNA甲基化位点构建了猪骨

骼肌生长发育的分子时钟。

完成了首个中国地方猪高精度染色体级别的基因组组装

  通过三代测序完成了首个中国地方猪高精度染色体级别的基因组组装，并结

合群体重测序，多组织的转录组和开放染色质数据，首次揭示了猪驯化和品种形成

过程中不同组织介导的选择压力，鉴定出影响猪肉品质和抗病性状的重要基因及调

控元件，为猪肉产肉性状的遗传改良提供理论基础。

提出了一种利用外切酶组合降低三维基因组学系列技术噪音的新策略

  筛选了一系列高效外切酶组合，可以有效地消除线性DNA及后续测序结果中

的噪音来源。在标准Hi-C中验证发现，可以将邻近连接后体系中的有效互作模板

比例从约40%提高到约80%。

创建高效安全的新型基因编辑工具

  深入探索单碱基编辑器脱靶原理，获得了既安全又高效的新型基因编辑工具，

可以有效降低DNA和RNA脱靶效应，同时显著提高基因编辑效率，改善了基因编

辑精度，并拓展了基因编辑工具的适用范围。

Introduction

  Focusing on tackling the 
stranglehold problems of livestock 
industry in China , we are innovat-
ing molecular breeding technolo-
gie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anim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r the people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nation.

  Animal Genome Research 
Center has long been focusing on 
solving 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s and satisfying industrial needs in animal breeding. Using ap-
proaches of genomic selection, three-dimensional genomics and epigenetics, we are elucidating the 
genetic basis of important economic traits such as animal growth, reproduction and disease resis-
tance, identifying genes with high breeding values, and making breed improvement and germplasm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animals.

创 新 团 队 课 题 组

猪基因组设计育种创新团队
Pig Genome Design and Breeding Innovation Team

动物功能基因组学创新团队
Animal Functional Genomics Innovation Team

动物表观基因组学创新团队
Animal Epigenomics Team 

Tang Zhonglin Lab

Li Kui Lab

Liu Yuwen Lab

Yi Guoqiang Lab

Zhang Yubo Lab

              Kong Siyuan Lab

Gao Fei Lab

Zuo Erwei Lab

唐中林课题组

李 奎课题组

刘毓文课题组

易国强课题组

张玉波课题组

孔思远课题组(Pre-PI)

高 飞课题组

左二伟课题组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20.3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21.2

●研究员

●副研究员及以下

●博士后

●研究生
Nature Methods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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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亚洲玉米螟几丁质酶降解晶态几丁质的作用模式和协同机制 

  该项工作提高了我们在结晶几丁质水解的固液界面催化过程中对内切

几丁质酶协同作用的认识，突出了内切几丁质酶在促进进行性水解中的作

用。该项成果丰富了我们对昆虫蜕皮进程的理解，可以为靶向昆虫表皮几丁

质降解的农药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酶解法处理几丁质废弃物提供参

考，该项研究发表于ACS Catalysis（IF=12.350）

生态基因组研究中心

Ecological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介绍

  多组学数据驱动生态绿色防控。

  中心基于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等高通量技术，研究

主要农业害虫、农业微生物、入侵生物等的致害性进化与分

子互作机制；基于多组学数据，挖掘主要有害生物绿色防

控分子靶标与重要农业与经济作物的抗性遗传位点，建立

重大有害生物预警、监测、防控体系，发展基于RNAi、基因

编辑、纳米材料、生态调控技术的绿色防控新产品。初步形

成集上游（组学大数据）+中游（防控新技术）+下游（应用

新产品）于一体的全链条防控体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Introduction

  Ecological Center aims at using multi-omics data to promote ecological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s tasks and positionings contain three major points: (1)studying 
the harmful evolution and molecular interaction mechanisms of major 
agricultural pests, agricultural microorganisms, invasive organisms and so 
on based on high-throughput technologies such as genomes, transcrip-
tomes, metabolomes, etc., (2)discovering the green of major pests Prevent 
and control molecular targets and resistance genetic sites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crops based on multi-omics data, (3)establishing 
early warning, monitoring,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for major 
pests, and develop new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ducts based on 
RNAi, gene editing, nanomaterials, and ecological regulation technologies. 
Build upon these three tasks, a full cha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integrating upstream (omics big data) + midstream (new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 downstream (application of new products) has been 
initially formed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创 新 团 队 课 题 组

农业宏（环境）基因组学创新团队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Genomics Innovation Team

Wang Guirong Lab

Xiao Yutao Lab

Yang Qing Lab

Zhou Shaoqun Lab

Sun Tongjun Lab

王桂荣课题组

萧玉涛课题组

杨 青课题组

周绍群课题组

孙同君课题组

万方浩、钱万强课题组
Wan Fanghao and Qian Wanqiang Lab

农业基因组学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团队
Agricultural Genomics Technology Innovation

& Application Innovation Team

利用生物多组学技术，解析了重要入侵物种薇甘菊、草地贪夜蛾的入侵机制

  以国内重要入侵生物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生物多组学研究，解析了薇甘

菊快速生长的分子机制，完成了草地贪夜蛾高质量基因组图谱和种群遗传结

构，揭示了其 抗 药 性 特 征。成 果 分别 发表 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IF=12.121）和Molecular Ecology Resources（IF= 6.286）杂志上，为开发

入侵生物绿色防控技术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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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研究中心

Food Science Center

介绍

  以食品安全和个性化营养等需求为出发点，基于

食品组学和人类健康大数据。食品科学中心致力于丰

富完善与食品相关的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

等多组学数据库，构建“从餐桌到农田”即消费者需求

驱动的逆向链条科技创新模式。

  中心为食品的质量标准制定、智能制造、保鲜运输

等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和实施方案，成为深圳国际食品

谷项目的科技创新引擎，推动食品产业升级。

三大研究主题

Introduction

  Taking food safety and personalized nutrition as the start-
ing point, Food Science Center is committed to enriching and 
improving food-related genome, transcriptome, proteome, me-
tabolome and other multi-omics databases based on food 
omics and human health big data. Center aims at constructing 
a reverse-cha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l driven by con-
sumer demand from the table to the farmland.

  Cent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food quality standard formulation, intelligent manufac-
turing, fresh-keeping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applications. 
Furthermore, center has becom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gine of the Shenzhen International Food Valley project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food industry.

食品安全 → 

食品组学

基因组学

转录组学

蛋白组学

代谢组学

→ 多组学数据库

→ 从餐桌到农田
    逆向创新模式

→ 为食品产业提供指导

→ 深圳国际食品谷
    科技创新引擎

食品加工 医疗病例

保鲜运输 人口统计信息

人类健康数据

…… ……

个性化营养 →

  1.食品组学：食品组学结合了食品、分析组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研究食品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问题。我

们设想从农场到餐桌全部的食品数据将会改变我们解决食品生物多样性、安全性、质量和可追溯性等问题的方法。

  2.肠道宏基因组学与人类健康：我们希望描述食物、人类肠道和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关系来阐明食物与健康之间的联系。这一研

究主题可能在肠道异表型组学与宏基因组学、微生物群与免疫系统、联系肠道与其他器官系统、个性化营养等方面得到扩展。

  3.人类对食物的感知：为什么人们对食物的偏好各不相同且会多次变化？食物的感官属性和人类的感官是如何互作的？这个研究

主题包括食物（感官属性，如色香味形）和人类感知（如视、触、嗅、味觉和化学感觉）。我们将研究人类对食物的感知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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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进PI
Newly Introduced

胡冠菁 (植物中心)

  2006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2013年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

学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之后继续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生

态、进化及有机生物学系Jonathan F. Wendel实验室从事棉

属植物的进化遗传学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2020年9月回国

加入基因组所植物基因组研究中心。

Guanjing Hu (Plant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Dr. Hu obtained her Bachelor’s degre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2006 and her PhD degree from Iowa State University in 2013. 
After graduation, she continued her research on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d functional genomics of cotton species with Dr. Jona-
than F. Wendel at Iowa State University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er and next as an Assistant Scientist. In September 2020, Dr. Hu 
returned to China and joined the Plant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of Shenzhen Agricultural Ge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李奎 (动物中心)

  2021年1月加入基因组所动物基因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动

物的遗传改良和种质创新。主持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研究成果发表

于Elife、Protein Cell、Genome Biology、Redox Biology等国际著名学

术期刊。

  多年来一直研究猪基因组、猪基因工程、实验用小型猪及医学模型等

方面进行理论和技术创新。主持和参与培育了多个猪新品种和配套系，以

及农用基因编辑猪育种新材料和医学模型猪。

  针对我国生猪产业中“卡脖子”的关键核心问题开展原创性基础研究

和技术攻关，并开展产业化应用，提高养猪经济效益，保障我国猪肉供

给，确保我国食物安全。

Kui Li (Animal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In January 2021, he joined the Animal Genom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Ge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
es.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animal genetic improvement and germ-
plasm innovation. He presided over the second prize of National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and his research results were published in famous inter-
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such as Elife, Protein Cell, Genome Biology, 
Redox Biology, etc.
  For many years, he has been researching pig genome, pig genetic en-
gineering, experimental miniature pigs and medical models, etc. to carry 
out theoret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esided over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breeding of a number of new pig breeds and supporting 
lines, as well as new materials for genetic editing pig breeding and medical model pigs for agricultural use.
  Carry out original bas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research on the key core problems of "stuck neck" in my country's pig industry, and carry 
out industrialized applications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e�ciency of pig raising, ensure the supply of pork in my country, and ensure my 
country's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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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华 (合成中心)

  2017年1月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之后在德国马普化学

生态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于2020年6月加入基因组所合成生物学研究中

心。在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的工作是植物激素独脚金内酯和茉莉素的信号转

导以及生物学功能研究。她以拟南芥和烟草为模式植物，参与解析了独脚

金内酯和受体蛋白D14的结合感知机制（Yao et al., Nature, 2016）；揭示

了独脚金内酯和茉莉素的互作在植物抗虫功能中的重要作用（Li et al., 

PLoS Biology, 2020）；并开发合成了一系列具有茉莉素或独脚金内酯活

性 的 新 型 小 分 子（Li et al., Molecular Plant, 2016; Yan et al., Plant 

Physiology, 2016）。

  李素华团队利用转录组学和代谢组学分析，结合分子生物学、遗传学

手段，促进独脚金内酯信号通路在经济作物如番茄、马铃薯育种中的开发

与应用。主要拟进行以下方面的研究: (1）独脚金内酯对果实品质、产量以

及抗性的功能研究，(2）独脚金内酯对根系和微生物菌群共生的功能研究。

Suhua Li (Agricultural Synthetic Biology Center)

  She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in January 2017 with a Ph.D., and then engaged in postdoctoral 
research at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Chemical Ecology, Germany, and joined the Research Center of Synthetic Biology, Agricultural Genomes 
Institute at Shenzhe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June 2020. Her work during the doctoral and post-doctoral period is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biological function research of plant hormone strigolactone and jasmin. Using Arabidopsis and tobacco as 
model plants, she participat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binding and sensing mechanism of strigolactone and the receptor protein D14 (Yao et 
al., Nature, 2016); reveale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igolactone and jasmi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ti-insect function of 
plants (Li et al., PLoS Biology, 2020); and developed and synthesized a series of new small molecules with jasmin or strigolactone activity 
(Li et al.,Molecular Plant , 2016; Yan et al., Plant Physiology, 2016).
  This research group will use transcriptomics and metabolomics analysis combining with 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tic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trigolactone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breeding of cash crops such as tomato and potato. The main re-
searches are planned as follows: (1) The function study of strigolactone on fruit quality, yield and resistance; (2) The function study of 
strigolactone on symbiosis of root system and microbial flora.

贾耿介 (食品中心)

  2008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学位；2013年取

得新加坡-麻省理工学术联盟博士学位；2013-2016年在

CGG公司工作； 2016-2020年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系做博

士后。2021年回国加入基因组所食品科学中心，致力于探

究人类健康与食品营养的关系。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信息学、个性化营养、健康大数据

挖掘、生物分子网络建模。

Genjie Jia (Food Science Center)

  He received his B.S. degree fro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 2008; Ph.D. degree from Singapore-MIT 
Academic Consortium in 2013; worked at CGG from 2013-2016;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Medicine from 2016-2020. returned to China in 2021 to join the 
Center for Food Science at the Institute of Genomics, dedicated to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health and food nutri-
tion.
  Research interests: biomedical informatics, personalized 
nutrition, health big data mining, biomolecular network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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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同君 (生态中心)

  2009年6月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学士学位；2012年9月

-2018年8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植物系学习并获博士学位

（导师张跃林教授）；2018年4月-2018年8月在加拿大农业科技公司

Terramera实习；2018年9月-2021年1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植物系/Michael Smith Laboratories 做博士后研究（导师李昕教

授）；2021年2月加入基因组所，成为生态中心的一员。

Tongjun Sun (Ecological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He received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

es, Wuhan University in June 2009. From September 2012 to August 

2018 he studied at the Department of Botan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

lumbia, Canada and obtained a Ph.D. (supervisor Professor Zhang 

Yuelin); From April 2018 to August 2018 he worked as an intern in 

Terramera, a Canadi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mpany. From Sep-

tember 2018 to January 2021, he did post-doctoral research at the 

Department of Plants/Michael Smith Laboratories, University of Brit-

ish Columbia, Canada (su-pervisor Professor Li Xin). In February 2021, 

he joined the Agri-cultural Genomes Institute at Shenzhe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潘玮华 (组学中心)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毕业；2019

年加州大学（河滨）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其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从事生物信息学博士后研究；2020年10月回国加入基因组所，主要

致力于利用转录生物信息学算法开发。研究目标旨在利用前沿的计算

技术和最新型的测序数据开发出更准确、高效的算法，以解决基因组

学中存在的计算难题。

Weihua Pan (Omics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Researcher and Ph.D. advisor. 2014 M.S. from University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019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followed by postdoctoral re-

search in bioinformatics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returned to 

China to join the Genome Institute in October 2020,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algorithms using transcriptional bioinformatics. 

The research goal is to develop more accurate and e�cient algo-

rithms using cutting-edge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and 

state-of-the-art sequencing data to solve computational challenges 

in ge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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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坦 (组学中心)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9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2015

年重庆大学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他长期致力于植物基因组学和功

能基因组学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复杂基因组的组装和分型、生物信

息分析技术的开发、基于组学大数据挖掘重要功能基因，旨在利用

多种组学技术解析植物重要性状演化和农作物优良品质形成的遗

传基础。

Xingtan Zhang
(Omics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Researcher, doctoral supervisor. He graduated from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2009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and received a Ph.D. in 

botany from Chongqing University in 2015. Researcher Zhang Xingtan has 

long devoted himself to the research of plant genomics and functional ge-

nomics. 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the assembly and typing of complex 

genomes, the development of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the 

mining of important functional genes based on omics big data. The 

research goal is to use a variety of omics techniques to analyze the genetic 

basis for the evolution of important plant traits and the formation of good 

crop qualities.

周永锋 (植物中心)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7年兰州大学本科毕业；2014年奥卢大学群

体遗传学专业博士毕业；2014-2020年期间先后在奥卢大学与美国加州大

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作物群体基因组学与遗传育种工作，开展了葡

萄等作物驯化的群体遗传学研究，揭示了作物的驯化成本，以及重要农艺性

状相关的适应性变异、有害变异与结构变异。在植物中，首次深入研究了结

构变异的群体遗传学，发现结构变异在群体中以低频度存在，受到强烈的净

化选择作用。共发表SCI论文20多篇，其中以通讯或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Nature Plants、PNAS、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等杂志发表SCI

论文12篇，其中两篇论文被Web of Science选为高引论文，研究成果被

Nature Plants, Science Daily等 多 家 科 研 媒 体 报 道，是Horticulture 

Research等期刊副主编或编委成员，并在PAG，SMBE等国际学术大会上，

多次以口头报告与国际同行分享了相关成果。

Yongfeng Zhou (Plant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Researcher, PhD supervisor. He graduated from Lanzhou University in 2007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and graduated with a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ulu in 2014, majoring in population genetics. From 2014 to 2020, he successively engaged in postdoctoral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Oulu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ainly engaged in crop population genomics and genetic breeding, carried out population 
genetics research on the domestication of grapes and other crops, revealing the domestication costs of crops, as well as the adaptive, harm-
ful and structural variations related to important agronomic traits. In plants, the first in-depth study of the population genetics of structural 
variation, it is found that structural variation exists at a low frequency in the population and is subject to strong purification and selection. In 
the published genetic studies of crop agronomic traits, about two-thirds of them are a�ected by structural variation. A total of more than 20 
SCI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Among them, 12 SCI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journals such as Nature Plants, PNAS, Molecular Biolo-
gy and Evolution as the correspondent or the first author or corresponding author. Two of these papers were selected as highly cited papers 
by Web of Scienc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reported by many scientific research media such as Nature Plants, Science Daily, and more 
than a dozen oral reports have shared relevant results with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such as PAG 
and S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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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倩（Pre-PI） (合成中心)

  2015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2016年前往瑞士洛桑大学继续

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2021年2月加入基因组所合成生物学研究

中心。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工作主要围绕植物如何响应各种生物

和非生物的逆境胁迫展开。

Qian Wu（Pre-PI）
(Agricultural Synthetic Biology Center)

  She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with a PhD in 2015,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Lausanne, Switzerland in 2016 to continue 

her postdoctoral research, and joined the Synthetic Biology Re-

search Center at the Institute of Genomics in February 2021. The 

work during the PhD and postdoctoral period focused on how plants 

respond to various biotic and abiotic stresses of adversity.

邵浩靖（Pre-PI） (组学中心)

  副研究员、海外联培博导，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2018年博

士毕业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方向为针对DNA测序数据数

据的生物信息方法开发和分析。研究目标旨在利用生物信息方法完

成基因组未知区域的组装。

Haojing Shao（Pre-PI）
(Omics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Associate researcher, overseas associate doctoral supervisor, 

Shenzhen 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 In 2018, 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with a Ph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s the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biological information 

methods for DNA sequencing data. The goal of the research is to 

use bioinformatics methods to assemble unknown genom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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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2020年度深圳市市长奖、深

圳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

简介

  黄三文研究员长期从事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与

植物育种的交叉前沿研究，解决了蔬菜和马铃薯育种

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他带领团队揭示了番茄在驯化和

育种中基因组和果实代谢组的变化规律，提出“代谢

组指导育种”的新思路；阐明了番茄风味的化学和遗

传学基础，为美味番茄育种提供了基因组设计路线

图。他发起“优薯计划”，把马铃薯由四倍体薯块繁殖

作物转变为二倍体种子繁殖作物，目前已解决了自交

不亲难题，解析了自交衰退的遗传基础，绘制了杂合

二倍体马铃薯基因组序列图，培育了首个概念性杂交

品种，为马铃薯的“绿色革命”铺平了道路。

  他在推进一流科研院所建设、科技支撑乡村振

兴、打造深圳农业食品产业创新生态等方面，均取得

了令人关注的成绩，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深圳市市

长奖、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

进模范人物。

黄三文 研究员

Sanwen Huang Researcher

简介

  刘毓文研究员长期专注于开发新的实验和计算方法，研究转录调控中

的增强子定位和功能，以及非编码区DNA变异如何通过影响增强子功能而

影响生物性状。他开发了高通量增强子定位方法WHG-STARR-Seq，首次

以直接测量的方式定位了哺乳动物中全基因组层面的增强子，并且首次高

通量测定了上万GWAS关联性SNP对增强子功能的影响。他还开发了统计

算法TADA-Annotation，首次将增强子和DNA变异的整合分析从遗传性

突变拓展到新生突变，为从非编码区解析复杂性状的遗传机理带来了新的

思路。

  入职以来,在研究非编码调控元件对猪选择驯化的影响上取得初步成

果，并在动物体内和单细胞层面高通量研究突变对调控元件活性的影响进

行方法开发，以及整合这些数据开发新的基因组选择和精细定位方法。连

续两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年以共同一作发表文章一篇IF

(2019)=14.6。近五年，以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共发表了IF(2019)>10的4篇 

SCI文章。以上贡献使刘毓文研究员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广东省高层次

人才，深圳市高层次人才。

刘毓文 研究员 奖项名称 

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Yuwen Liu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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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中国农

业科学院“青年英才”，深圳市国家领军人才。主要从事植物进

化基因组学、作物群体遗传学、农业关键性状驯化和改良分子

机制的多组学及表型研究。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含共同）发表在Science（2篇）、

CELL、Nature Biotechnology、Plant Cell等 杂 志10篇，

共发表SCI论文36篇，他引9000多次。

程时锋 研究员 奖项名称 

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奖项名称 

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Shifeng Cheng Researcher

简介

  研究员。2014年博士毕业于中国农业科

学院，2014-2019年期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在基因组所工

作。主要从事马铃薯分子设计育种工作，开

展了“优薯计划”（又称“二倍体马铃薯实生籽

育种”），旨在将马铃薯由四倍体薯块繁殖的

作物改造成二倍体种子繁殖的作物，变革马

铃薯的育种和繁殖方式。

张春芝 研究员

Chunzhi Zhang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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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岩 研究员 奖项名称 

获评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
Xinyan Zhang Researcher

新增15名深圳市高层次人才

李伟 刘万飞李素华何桑

陈景光

王博 王子帅任书强 邵浩靖刘馨怡

徐炜

张新岩

周姚吴坤 武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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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新岩，2013年获得北京大学植物生物学博士学位，随

后在普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于2019年8月加入基因组所

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

  近年来围绕转座子-宿主互作中植物宿主基因沉默的免

疫决策机制和转座子的基因组整合策略深入研究，阐明了

RNA质量监控抑制内源基因转录后沉默的机理，提出植物管

控自我免疫风险的双保险模型，并揭示了转座子靶向活跃转

录基因的两类基因组整合策略，以第一作者在Science、

Molecular Plant、Nucleic Acids Research等期刊发表相

关成果，于2020年被认定为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十三五”十大农业标志性成果

黄瓜、番茄、白菜等蔬菜基因组学研究利用国际领先

Cucumber, tomato, cabbage and other vegetable genomics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are internationally leading

完成人：基因组所黄三文等

研究成果发表：Nature、Cell

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用国际领先

Rice genom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re internationally leading

完成人：基因组所阮珏、黎志康等

研究成果发表：Natur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2020年中国农科院重大科学发现

合理设计胞嘧啶碱基可在保持高靶向活动
同时降低DNA和RNA的非靶向效应

Reasonable design of cytosine bases can reduce the non-targeting 
e�ects of DNA and RNA while maintaining high targeting activity

完成人：基因组所左二伟等

研究成果发表：Nature Methods、Nature  Protocol、Science Advance

成功设计出快速、准确地长片段组装专门程序

Successfully designed a special program for 
fast and accurate assembly of long fragments

完成人：基因组所阮珏、美国哈佛大学李恒等

研究成果发表：Natur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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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chievements
2020年中国农科院重大科学发现

成功实现杂合二倍体马铃薯单倍型分辨基因组分析

Achievement realization of heterozygous diploid potato 
haplotype-resolved genome analysis

完成人：基因组所黄三文等

研究成果发表：Nature Genetics

完成人：基因组所黄三文等

研究成果发表：Cell

攻克龙井茶树品种复杂基因组
组装难题并揭示茶树起源演化规律

Overcoming the complex genome assembly problems of Longjing 
tea varieties and revealing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ea plants

完成人：基因组所阮珏等

研究成果发表：Nature Communications 完成人：基因组所陈凯等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2020年中国农科院杰出科技创新奖

多重组学研究助力找回“失落的番茄美味”

A chemical genetic road map to improved tomato flavor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华南优质常规超级稻新品种培育与应用

Breeding and application of new high-quality 
supper rice cultivars in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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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突破
Scientific 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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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脚金内酯信号转导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Nature）

首次完成杂合马铃薯品系RH全基因组序列并解析出两套单体型（Nature Genetics）

研发新型高精度基因编辑工具、高效应对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Nature Methods）

研究证实新一代单碱基编辑技术能够高效修复基因异常剪接（Cell Research）

01

02

03

04

年度成果
Annu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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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1日，《自然（Nature）》在线发表了基因组所王磊博

士研究成果。在李家洋院士的指导下，王磊博士发现了

SMXL6,7,8能够作为转录因子调控自身转录，同时作为转录

抑制蛋白调控分枝等发育过程。

  该研究揭示了独脚金内酯信号通路中的转录调控

网络，对全面解析独脚金内酯调控植物生长发育以及环

境适应的分子机制、揭示植物与丛枝真菌共生的机制进

而培育高产抗逆、营养高效、抗寄生的作物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This study reveals th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y network 
in the solanum lactone signaling pathway, which is importa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olanum lactone in regulating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
ment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symbiosis between plant and bush fungus, 
and cultivating high-yielding, stress-resistant, nutritionally 
e�cient and parasite-resistant crops. 

  On June 11, "Natur"e publish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r. Lei 
Wang from Institute of Genomics online. Under the guidance of Ac-
ademician Jiayang Li, Dr. Wang discovered that SMXL6,7,8 can act 
as a transcription factor to regulate its own transcription and as a 
transcriptional repressor to regulat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such as meristem.

独脚金内酯信号转导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Break the bottleneck, Reveal th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strigolactone sign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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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8日，黄三文团队在《自然·遗传（Nature Genetics）》在线发表

了“优薯计划”的最新研究成果Haplotype-resolved genome analyses 

of a heterozygous diploid potato。

  该研究首次完成了杂合二倍体马铃薯的单体型组装，获得了两套染

色体的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杂合基因组内丰富的序列变异、

等位基因表达差异、甲基化修饰差异以及有害突变的分布模式，从而为培

育优良自交系提供了新的知识基础。

首次完成杂合马铃薯品系RH全基因组序列并解析出两套单体型

Completed the whole genome sequence of heterozy-
gous potato line RH for the first time and resolved two 
sets of haplotypes

  On September 28, Huang Sanwen’s team published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Youth Potato Project" Haplotype-resolved 
genome analyses of a heterozygous diploid potato in Nature Ge-
netics. This study completed the haplotype assembly of heterozy-
gous diploid potato for the first time, obtained the genome se-
quence of two sets of chromosomes, and revealed the abundant 
sequence variation, allelic expression di�erence, methylation and 
chromosome in the heterozygous genome. The di�erences in 
chemical modifi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armful 
mutations provide a new knowledge base for cultivating excellent 
inbred lines.

二倍体马铃薯品系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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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自然·方法（Nature Methods）》

在线发表了基因组所左二伟团队研究成果。该研

究根据蛋白结构预测了基因编辑过程中产生脱

靶效应的重要氨基酸，并在不影响催化活性的情

况下突变相应的氨基酸，最终得到了显著降低基

因编辑脱靶效应的单碱基编辑工具。

  On May 18, Nature Methods online published the 
research of Zuo Erwei's team from Agricultural Ge-
nomics Institute at Shenzhen. The study predicted the 
key amino acids  that play important role in o�-target 
e�ects based on its protein structure, and developed a 
single-base editing tool that could dramatically de-
crease the Cas9-independent o�-target e�ects by cor-
recting point mutations while making little e�ect on 
catalytic activity.

研发新型高精度基因编辑工具高效应对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

Develop new high-precision gene editing tools to 
e�ciently deal with o�-target e�ects of gene e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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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研究证实通过新一代单碱基编辑

技术ABE能够高效修复SMN2基因的异

常剪接，显著提高SMN全长蛋白表达

量，有望成为SMA的基因治疗手段。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细胞研究

（Cell Research）》

  The study confirmed that the new gener-
ation of single-base editing technology ABE 
can e�ciently repair the abnormal splicing of 
the SMN2 gene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the full-length SMN protein, 
which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gene therapy 
method for SMA.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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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新一代单碱基编辑技术能够高效修复基因异常剪接

Research confirms that a new generation of 
single-base editing technology can e�ciently repair 
abnormal gene splicing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研究生院
正式招生办学

  2020年9月1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研究
生院在深圳举行开学典礼，正式招生办学。
  深圳研究生院秉承开放办学理念，联合海内外
高校培养生物农业、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的
交叉复合型人才，共同打造我国农业食品青年拔尖
人才培养的联合实验田和先行示范区，为我国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G
rad

uate E
d

ucatio
n

04
研究生教育
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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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TEACHERS
优秀师资

周绍群阮珏 闫建斌

左二伟 高飞 唐中林

汪泉 常玉晓萧玉涛张翠军

张春芝 程时锋崔鹏王丽刘毓文 易国强 樊伟

分子细胞生物学、现代基因工程

高级生物化学、代谢组学 高级生物化学
硕士生专业外语（生物类）

高级生物化学
硕士生专业外语（生物类）

分子生物学实验理论与操作技术 作物育种学专题、生命科学进展
生物化学实验理论与操作技术

高级生物化学、代谢组学
蛋白质组学与分析技术、合成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方法、计算机语言程序设计
生物信息学中的算法

表观遗传学与表观基因组学 全基因组设计育种

分子遗传学、实用生物信息技术 信息检索专题 组学数据统计分析 作物育种学专题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专题

基因组学、转录组学 基因组学实用生物信息技术
生命科学发展简史

AGIS Annual Report  2020

61 62



OMICS CHARACTERISTICS
组学特色

基于IT BT的交叉学科设置

生物组学技术

农业合成生物学

食品组学

·
·
·

生态组学

精准育种

数字农业

·
·
·

农业 食品

生态 中外合作项目和留学生招生

中国农科院 华中农大 河南大学 郑州大学

山西农大太原理工 广西大学

青岛农大 西南大学 华南农大南方科技大学

2020年中外联培招生5人，2021年留
学生招生计划20人（增长近200%）。
中荷中比项目招生计划10人；都柏
林、默多克、昆士兰申请咨询16人。

组学

大数据

OPEN RUNNING 
开放办学 

都柏林大学 昆士兰大学 默多克大学瓦赫宁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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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llab

orations

05
科技合作
Collaborations

2020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

  2020年10月11-14日，由基因组所、南方科
技大学-北京大学植物与食品研究所承办的
2020年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在深圳召开，会议
展示了我国植物生物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
吸引上千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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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农业食品联合研究院

深圳现代生物育种创新中心 

前沿健康组学研究中心

农业生物学大数据研究院 

农业基因与表型大数据研究中心

道地药材检测中心

与国内外科研机构、高校合作共建研究中心

  与华中农大、青岛农大、广东省农科院、深圳市三院、山西地方政府等单
位围绕生物育种、食品研究、农业生物学大数据、前沿健康组学、道地药材
检测等领域共建6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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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食品谷建设进展

  ����年��月�日，如桂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六届二百四十次常务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深圳国际食品谷发展规划（����-����年）》。

《深圳国际食品谷发展规划
（����-����年）》发布

所地合作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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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组所与大鹏新区推动完成深圳国际食品谷科创先导区空间规划。科创先导区位于大鹏半岛东北部坝光片区，西南

排牙山，东北与惠州大亚湾海域相接，山海环抱，是深圳国际生物谷重要的战略性发展空间，也是深圳市打造国际食品谷

的先导区域。科创先导区致力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创新节点，未来将发展成国际食品谷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引擎。

完成深圳国际食品谷科创先导区空间规划

深圳国际食品谷建设进展

基础研发创新工程

攻关具有较强应用基础的重点学科领域

设立国内外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

建设食品营养健康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深圳国际食品科学中心

建成农业基因组学研究中心

筹备现代农业与食品营养国家实验室

示范项目引领工程

试点建设智慧农场

打造海洋科技园

建成国际渔业交易体验中心

布局科普产业拓展区

开发国际食品谷科创先导区

创新先导核

外延辐射区

珠海

中山

香港

南山区

宝安区

光明区

龙岗区

东莞

广州

深汕特别合作区

惠州
在深圳周边对口帮扶地区
建设若干产业集聚园

服务拓展区
大鹏新区

国际协同品牌工程

落地一批重点项目、国际机构办事处

创办学术交流基地和期刊

举办国际食品谷科学峰会

建成面向世界的成果展示窗口

人才培育培训工程

加大高素质农民技能培训

积极培养产业基础人才

加强培养食品产业高层次人才

加快引入紧缺、高端创新团队

共享平台建设工程

组建众创空间等孵化器

成立国际食品谷云中心

打造食品科技金融平台

建立检验检测服务平台

建立食品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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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与华侨城光明欢乐田园签订合作意向协议

  2020年12月2日，基因组所与华侨城光明欢乐田园深圳生态文旅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协议。

研究所与山西政府及多家单位
签订“双谷”联动合作协议
 

  2020年基因组所分别与大同人民政府、忻州

市人民政府、湖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深圳

三科农城、太原理工大学等多家政府、高校、企业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INDUSTRIAL COOPERATION
产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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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HOWCASE
成果展示

基因组所携多项成果亮相2020年高交会

  2020年11月11-15日，第22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

开幕，本届高交会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基因组所携多项科研成果

亮相展会。

 

  2020年11月19-21日，2020年深圳国际生物/生命健康产业展览会在深圳市燕子

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基因组所五大中心携优薯计划、美味番茄、外来入侵植物无人

机智能监测技术、良种猪放心肉、组学区块链等10余项重点项目亮相生物展。

基因组所五大中心携多个重点项目亮相2020年生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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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OMATO VARIETIES PRESS CONFERENCE
“深爱”系列番茄新品种发布会

　　基因组所在深圳大鹏举行了 “深爱”系列美味番茄新品种发布会，

发布了“深爱1号”到“深爱10号”等10个番茄新品种。这是基因组所基

础研究成果用于育种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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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组所党委于2019年正式成立，接受中国农业科学院

党组和地方上级党组织的领导，现有党员164名。

抓牢政治建设

  发挥党员先进模范作用，基因组所所
长、党委副书记黄三文，纪委书记、副所长
饶敏杰为全体党员讲党课，加强理论学习。

  加强廉政教育，开展廉政专题党课，发
挥党员先进模范作用，制定《风险防控工作
方案》，进一步完善研究所风险防控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

C
ulture 06

文化体制建设
Culture

党建工作
PARTY BUILD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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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进党支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制定了
《基因组所党支部工作细则（试行）》，全面提升党
支部组织力。依托党支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党
日活动，大力弘扬科研文化、推动科研发展。

  强化工青妇组织桥梁纽带作用，组织职工义
诊、留所职工共度新春、职工健步走等各项活
动，关爱职工身心健康，丰富职工精神生活。

党建工作

夯实支部建设

扎实推进群团工作

PARTY BUILDING WORK
扶贫工作
POVERTY ALLEVIATION

  搭建“三库一平台”，建立农
村科技特派员库、农业科技成果
库、贫困地区需求库、特派员管
理平台。组织29名科技人员参与
广东省、深圳市科技特派员队
伍，深入广东的深汕合作区、揭
阳市、汕尾市、陆丰市和新疆喀
什、广西巴马等地，通过捐赠种
子、现场培训、田间讲解等多种
途径解决“三农”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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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巴马香猪资源开发工程中心，该中心已通
过自治区发改委批复授牌，通过对巴马香猪进行提
纯复壮，培育优质香猪。

  开展巴马健康微生态项目。建立巴马水特殊环
境影响机体免疫的模型并基于研究成果开发相关
的健康新产品。

扶贫工作
POVERTY ALLEVIATION

建设巴马香猪资源开发工程中心

  联合当地企业建设320亩“粤桂扶贫协作科
技创新扶贫产业基地”和“中国农科院基因组所
巴马科技成果示范基地”。已建成标准化育苗大
鹏120个，完成投资1000多万元，种植中国农科院
优质水果、蔬菜和菌类新品种，辐射开展种植、生
态旅游、农业技术开发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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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资助下，基因组所和兰州牧药所利用现代基因组学技
术解决牦牛定向快速精准育种的问题，建立种质资源库和繁育场，引进牦牛
����多头；联合深圳市直机关工委投入党建经费，培训农牧民���人；联合肉
牛企业引进“规模适中而精细、功能多而全”的屠宰加工设施，实现定点定时
屠宰加工。

扶贫工作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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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Activities for Popular Scienc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基因组所开展了农科开放日线上直播、菊花展、油菜花展等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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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荣誉
HONORS

基因组所
中国农科院2020年度考评优秀单位

中国农科院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张永生
中国农科院“学习《条例》遵规守纪”主题征文二等奖

康书静
广东省先进女职工

冯亚言
中国农科院“学习《条例》遵规守纪”主题征文优秀奖

曾晔临
中国农科院2020年度

优秀外事专办员

刘海琳
深圳市优秀共青团员

唐中林
中国农科院优秀共产党员，

深圳市党代表

姚庆磊
中国农科院优秀党务工作者

李小杰
中国农科院2019年度

研究生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李 楠
深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志愿服务

先进个人、先进事迹登上中国妇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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