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２０１７年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在成立十几年的短暂时间里，已经迅速发展成引领我国
基因组学研究的国际化研究所。面向我院“创新２０２０”，研究所明确了“面向我国人口健
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与生命科学前沿，重点研究基因组结构、变异、功能
及其演化规律，加强基因组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基因组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
新技术，成为基因组学原始创新研究基地、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和卓越科学中心，为保障人
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战略定位。蓬勃发展的基因组研究所吸引了一批批来
自海内外具有创新活力的科学家。目前，研究所拥有包括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２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３人，中科院“百人计划”研究员１７人在内的职工２３２人，平均年
龄３５岁左右，是一个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研究所。
基因组所现有“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科学与信息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精准基因
基因组所现有“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科学与信息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精准基因组医
组医学重点实验室”及“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三个科研体系及“所
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学报编辑部”两个支撑体系；１个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配备
了从一代到三代所有测序机型；建立了完善的试验与测序技术体系和流程；具备一天产出
１００Ｇ的测序能力；拥有大片段文库构建，微量ＤＮＡ和ＲＮＡ样品建库、测序，ＲＮＡ甲基化测序，
多种测序技术组合使用，解决复杂基因组测序难点。在数据计算方面，初步建成我院生命
科学领域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生物超算中心；具有５０００余ＣＰＵ的计算能力；具有近４ＰＢ
的在线数据存储能力及３ＰＢ的离线数据存储能力；整体聚合运算能力可达６０万亿次每秒。
我所现有硕、博士生导师３６人，在读研究生２４９人。设有遗传学、基因组学（院重点
学科）、生物信息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四个硕、博士学位点；设有生物工程、计算
机科学两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欢迎具有生物学、医学、生物信息学、计算机、数学、物理
及化学等专业背景的学生报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１号院
邮编：１００１０１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１５、８４０９７４１０
传真：（０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ｂ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ｂｉｇ．ａｃ．ｃｎ
：ｂ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ｂｉｇ．ａｃ．ｃｎ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ｇ．ｃａｓ．ｃｎ
ｅ－ｍａｉｌ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ｇ．ｃａｓ．ｃｎ
单位代码：８０１６７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１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１
号园１０４号楼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联系人：陈著
电话：０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１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
０７１００７遗传学

预计招
生人数

０１． 生物大数据整合分析与

方向东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考 试 科 目

共４２人

精准医学研究

英语一③６１２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或７０４基因组
学④８５２细胞生物学或８５３
遗传学或９５２生物信息学

０２． 复杂疾病的遗传和表观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刘欣

遗传流行病学研究

英语一③３０１数学一或７０４
基因组学④８５３遗传学或
８６３计算机学科综合（专
业）或９５２生物信息学

０３． 肿瘤遗传学

赵永良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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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单位代码：８０１６７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１
号园１０４号楼
电话：０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１５
预计招
生人数

考 试 科 目
英语一③６１２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④８５２细胞生
物学

０７１０１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０１． 核酸代谢与基因组不稳

郭彩霞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定性

英语一③６１２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或７０４基因组
学④８５２细胞生物学或８５３
遗传学

０２． 蛋白质组学

吴琳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６１２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或７０４基因组
学④８５２细胞生物学

０３． ＲＮＡ甲基化特征及规律

杨运桂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杨运桂

英语一③６１２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④８５２细胞生
物学
０７１０Ｊ３生物信息学
０１． 计算遗传学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陈华

英语一③３０１数学一或７０４
基因组学④８０３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或８６３计算机学
科综合（专业）或９５２生
物信息学
０２． 生物医学大数据

雷红星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３０１数学一或６１２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④８０３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或８５２细胞生物学或８５３遗
传学

０３． 精准医学基因检测模型

刘凡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３０１数学一或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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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１
联系人：陈著
备

注

单位代码：８０１６７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１
号园１０４号楼
电话：０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１５
预计招
生人数

考 试 科 目
基因组学④８０３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或８５３遗传学或
９５２生物信息学

０４． 精准医学相关组学大数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肖景发

据整合挖掘

英语一③３０１数学一或７０４
基因组学④８０３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或８６３计算机学
科综合（专业）或９５２生
物信息学

０５． 计算基因组学
０６． 生命与健康大数据整合

张治华

同上

章张

同上

蔡军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分析与深度挖掘
０７１０Ｚ１基因组学
０１． 体细胞基因组学研究

英语一③３０１数学一或７０４
基因组学④８０３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或８５３遗传学或
９５２生物信息学
０２． 重大疾病精准基因组学

陈非

同上

慈维敏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研究
０３． 肿瘤表观基因组学

英语一③６１２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或７０４基因组
学④８０３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或８５３遗传学或９５２生物
信息学
０４． 基因组精细结构解析
０５． 表观遗传学

胡松年
刘江

同上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３０１数学一或７０４
基因组学④８５２细胞生物
学或８５３遗传学或８６３计算
机学科综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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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１
联系人：陈著
备

注

单位代码：８０１６７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
０６． 复杂性状或疾病的进化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１
号园１０４号楼
电话：０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１５
预计招
生人数
吕雪梅

基因组学

考 试 科 目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３０１数学一或７０４
基因组学④８５２细胞生物
学或８５３遗传学或９５２生物
信息学

０７． 非编码ＲＮＡ与癌症的精

米双利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准基因组医学

英语一③６１２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或７０４基因组
学④８０３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或８５２细胞生物学或８５３
遗传学

０８． 干细胞和癌症的基因组
学和表观遗传学研究

孙英丽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３０１数学一或７０４
基因组学④８５２细胞生物
学或８５３遗传学或９５２生物
信息学

０９． 急性白血病的精准基因
组医学

王前飞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６１２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或７０４基因组
学④８５３遗传学或９５２生物
信息学

０８５２１１计算机技术
０１． 疾病相关的大数据分析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３０２数学二④８５３
遗传学或８６３计算机学科
综合（专业）或９５２生物
信息学

０２． 高通量测序数据整合分
析及深度挖掘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３０２数学二④８０３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或８６３
计算机学科综合（专业）
或９５２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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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１
联系人：陈著
备

注

单位代码：８０１６７
联系部门：研究生部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１
号园１０４号楼
电话：０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１５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
０８５２３８生物工程

预计招
生人数

０１． 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法医

严江伟

基因组学应用

考 试 科 目

①１０１思想政治理论②２０１
英语一③３３８生物化学
④８５２细胞生物学或８５３遗
传学或９５２生物信息学

０２． 精准医学基因组学研究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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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１
联系人：陈著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