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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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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因组数据共享倡议

中国已成为基因组数据产出大国，但未能形成国家级公共数据资源！

面向国家大数据战略发展需求，在国家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相关科技项目资助下，中国科

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BIG Data Center, http://bigd.big.ac.cn）已开

发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组数据汇交、管理与共享系统Genome Sequence Archive

（GSA，http://gsa.big.ac.cn），其功能等同于美国NCBI的Sequence Read Archive（SRA），

旨在形成国家生物大数据战略发展资源，服务于国家公益性科学研究与产业创新项目。

现向国内外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等相关人员发起“中国基因组数据共享倡议”。

倡议如下：
  呼吁尽快形成中国基因组数据集中管理与共享机制；
  同意科研项目产出的基因组数据国内本地化集中管理；
  支持原始测序数据由Genome Sequence Archive（GSA）统一管理。

http://bigd.big.ac.cn/gdsd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

http://bigd.big.ac.cn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号院 100101

+86 (10) 8409-7636

+86 (10) 8409-7200

bigd@bi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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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9日扬帆起航！

为建设国家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而努力奋斗！

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

参与单位类型

  政府机构

  研究所

  大学

  医院

  企业

  媒体

  其他

西宁

乌鲁木齐

拉萨

兰州

西安

成都

重庆

长沙
南昌

上海

杭州

南京

福州

广州
澳门

香港

太原

郑州

武汉
合肥

济南

石家庄

贵阳

南宁

昆明

海口

哈尔滨

长春

沈阳呼和浩特

银川

中国基因组数据共享倡议

姓　名 工作单位

郝柏林 复旦大学理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罗静初 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

徐　涛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胥伟华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曹晓风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施　鹏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陈洛南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薛勇彪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王丽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张德兴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于　军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刘小乐 哈佛大学

张学工 清华大学

杨卫平 中国科学院监督审计局

彭　颖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陈明奇 中国科学院条财局信息化工作处

……

姓　名 工作单位

宁泽民 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

王秀杰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薛　宇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高　歌 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

赵方庆 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朱朝东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苏志熙 复旦大学

于　黎 云南大学

汪小我 清华大学

李伟忠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秦　峰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叶　凯 西安交通大学

陈玲玲 华中农业大学

刘　雷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辛德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苏志熙 复旦大学

历　军 中科曙光

李瑞强 诺禾致源

郑洪坤 北京百迈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参与人员（共1115人来自425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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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目标

面向我国人口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国家精准医学和重要战略生物资源的组

学数据，建立海量生物组学大数据储存、整合与挖掘分析研究体系，发展组学大数据分析、挖掘与系统构建

的新技术、新方法，建设组学大数据汇交、应用与共享平台，形成国家生物大数据战略发展资源，建成支撑

我国生命科学发展、国际知名的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 

中心主要研究工作：

第一、围绕中国人群普惠健康的精准医学相关组学信息资源，建立中国人群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形

成中国人群精准医学信息库；

第二、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海量原始组学数据资源，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组学原始数据归档库，形成中

国组学原始数据共享平台；

第三、围绕国家重要战略生物资源，建立海量组学数据的整合、挖掘与应用体系，形成综合性的多组学

数据库系统。

存贮与管理 整合与挖掘 转化与应用

组织架构

学术带头人

行政助理

工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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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me Sequence 
Archive

Genome Variation 
Map

Methylation Bank

Precision Medicine 
Knowledgebase

Genome 
Warehouse

Gene Expression 
Nebulas

Science Wikis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顾问委员会

科研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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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委员会

Vladimir Bajic 教授

计算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Guy Cochrane 博士 

欧洲核酸归档库负责人

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

Frank Eisenhaber 教授

新加坡生物信息学研究所执行所长

生物分子功能研究部门负责人

Takashi Gojobori 教授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特聘杰出教授

曾任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副主任

罗静初 教授

中国欧洲分子生物学网络节点负责人

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

Ilene Mizrachi 博士

GenBank负责人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朱伟民 教授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生物信息学平台负责人

曾任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数据应用部门负责人

学术带头人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7年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学位，2007-2011年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和沙特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从事科研工作，2011年9月全职回国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百人计划”研究员，

2016年担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执行主任。长期从事生物信息学基础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组

学大数据整合挖掘、计算分子进化与精准健康，在Bioinformatics、Nucleic Acid Research、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等生物信息学领域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著57余篇。担任期刊Genomics Proteomics Bioinformatics副主

编，Biology Direct、PLoS One编委，中国遗传学会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生物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是首位

入选国际生物审编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Biocuration）执委会的中国学者。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3年获得吉林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2007年，先后工作于协和医科大学药物分子设计

与合成实验室及美国犹他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从事生物信息方

面研究。在Bioinformatics、Nature Communications、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等生物信息学领域杂志上发表论

文60余篇，受邀担任中国遗传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运筹学会计算系统生物学理事。现任

Frontiers Plant Science副主编，PLoS One、GPB、Peer J编委，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高通量组学数据整合挖掘及中

国人群精准医学研究。

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关键技术人才，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副主

任。主要从事生物信息、高性能计算及组学大数据整合与挖掘研究，主导构建中国组学原始数据归档库，建立研究所云

计算及云存储平台实现生物大数据的存储、分析与应用。在国际SCI期刊上发表论文16篇，获批专利或软件著作权5项，

完成生物信息软件或数据库系统建设7项。

章　张
研究员

执行主任

邮箱：zhangzhang@big.ac.cn

电话：+86 (10) 84097261

赵文明
高级工程师

副主任

邮箱：zhaowm@big.ac.cn

电话：+86 (10) 84097636

肖景发
研究员

邮箱：xiaojf@big.ac.cn

电话：+86 (10) 8409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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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骨干

王彦青  组学原始数据归档库负责人

工程师，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2009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主要

围绕基因组学数据展开数据库系统与软件开发工作。

陈梅丽  基因组序列库负责人

助理研究员，生物信息学专业博士。2013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主要

研究方向为高通量组学数据挖掘整合，及组学数据库设计和开发。

宋述慧  基因组变异库负责人

副研究员，生物信息学专业博士。2010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 主要

研究方向为群体基因组学、基因组变异、癌症生物信息学和RNA甲基化等。

郝丽丽  基因表达数据库负责人

助理研究员，生物信息学专业博士。2011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主要

研究方向为基因转录与转录后水平调控以及转录组数据的整合与挖掘。

李茹姣  甲基化数据库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物理化学专业博士。2008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主要研

究方向为表观遗传学、组学数据的挖掘与整合、表观基因组数据库开发等。

马利娜  生命科学维基知识库负责人

助理研究员，生物信息学专业博士。2012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主要

研究方向长非编码RNA整合与进化、RNA调控网络分析和注释。

杜政霖  中国人群参比数据库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2008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

因组所，主要研究方向是基因组组装，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和大数据整合管理。

蓝利  行政办公室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阿尔伯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华南师范大学同声传译专业硕士，

2015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主要负责行政管理与各项事务的执行。

陈焕新  系统运维部负责人

工程师，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士。2006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担任网

络管理员，兼任系统运维组组长。

人才队伍

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拥有一支年轻、有理想且富有战斗力的多学科背景交叉团队，截至2016年12月，

团队总人数达到54人，其中职工30人，学生24人，平均年龄32岁。

 生信分析与审编  系统运维与管理

 软件与数据库开发  研究生

人员结构 学位比例

18

7
5

24

硕士 博士

25%

0%

50%

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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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风采 数据资源

Genome Sequence Archive (GSA) 组学原始数据归档库

Genome Warehouse (GWH)  基因组数据序列库

Genome Variation Map (GVM)  基因组变异数据库

Gene Expression Nebulas (GEN) 基因表达数据库

Methylation Bank（MethBank） 表观基因组数据库

Science Wikis 生命科学维基知识库

Genome Sequence 
Archive

Raw Sequence Reads

Genome Variation Map
Sequencing & Array Variants

BIG Data Center

Science Wikis
Wikis for Community 

Annotations

Methylation Bank
DNA & RNA Methylomes

Genome Warehouse
Genes, Genomes and 

Sequences

Gene Expression 
Nebulas

RNA-Seq Expression 
Profiles

  基因组所学生

  客座学生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夏琳 盛欣 滕徐菲 高晨 牛广艺

孙世翔 王金月 时硕 张莉娟 于春蕾

殷红彦 王光煜 姚富文张亚东 吕洪义 方皖

徐行健 桑健 李漫 刘琳 李萌伟 周晴

王镇南 李南 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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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组学原始数据归档库（Genome Sequence Archive, GSA）是组学原始数据汇交、存储、管理与共享

系统，是国内首个被国际期刊认可的组学数据发布平台。GSA围绕国家精准医学和重要战略生物资源，面向

全球接收不同测序平台产生的组学原始数据，提供免费的数据长期存储、管理与共享服务，旨在形成国家生

物大数据战略发展资源，服务于国家公益性科学研究与产业创新项目。

网站地址：http://bigd.big.ac.cn/gsa 或 http://gsa.big.ac.cn

  主要特点

  提供面向全球的组学原始数据汇交、存储、管理与共享服务

  遵循国际核酸数据库联盟（INSDC）的统一标准

  支持大型项目的数据分级管理

  提供便捷、安全的预审稿链接

  提供超大规模数据的个性化递交服务

  发展大事记

  2015年10月，国内第一个组学数据汇交平台GSA v1.0上线

  2015年11月，PNAS期刊首次认可GSA为数据共享平台

  2015年12月后，相继获得Genome Research、AJHG等多个国际期刊认可

  2016年4月，GSA作为数据共享平台在瑞士召开的第九届国际生物审编会议上进行展示

  2016年9月，依托GSA，发起“中国基因组数据共享倡议”，获得广泛支持

  2016年12月，GSA做为核心数据资源，在NAR期刊上发布数据库文章

  工作团队

  数据库体系

多层次体系

元数据信息
收集体系

组学数据汇
交体系

质量评估与过
程管理体系

数据存储管理
与发布体系

面向科研用户
的服务体系

面向国家生物组学大数据

本地化服务 数据安全保障 预审稿功能 在线支持

  数据资源

  全面支撑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专项A“分子模

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和先导B“动物复杂性

状的进化解析与调控”的组学大数据管理

数据资源 Genome Sequence Archive 数据资源 Genome Sequence Archive

  截止到2016年12月，共有来自全球的39个研究机

构160余位科研人员递交数据，涉及200多个科研

项目，涵盖近9000个生物学样本及其组学数据

王彦青（组长）

wangyanqing@big.

ac.cn

系统设计与开发

朱军伟

zhujw@big.ac.cn 

系统开发

陈婷婷

chentt@big.ac.cn 

生物审编

董丽莉

donglili@big.ac.cn 

数据分析

张思思

zhangss@big.ac.cn 

生物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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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基因组序列数据库（Genome Warehouse，GWH）是一个公共的面向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基因组序

列数据库，提供基因组序列的汇交、存储、管理和发布等服务。围绕国家重要战略生物资源，GWH已收录大

熊猫、家鸡、家猪等重要动物和水稻、大豆、玉米等重要植物的全基因组数据，为比较基因组分析和分子育

种等研究提供重要数据资源。

网站地址：http://bigd.big.ac.cn/gwh

  工作团队

  主要特点

  整合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多物种基因组数据

  提供基因组序列数据汇交、管理、发布与共享服务

  建立标准统一的基因组序列和基因组注释质控体系

  提供基因组序列比对、泛基因组分析等在线分析工具

  简介

基因组变异数据库（Genome Variation Map，GVM）面向人口健康和国家重要特色资源物种，收录整

合人、动物、植物的基因组遗传变异、功能注释、表型等信息资源，提供数据浏览、检索、下载、在线分析等功

能，为精准医学、人工育种、进化分析等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资源和平台。

网站地址：http://bigd.big.ac.cn/gvm

  主要特点

  整合中国特有的重要动植物资源物种的变异信息

  建立高精度的中国人群遗传变异图谱

  收录完整的基因型与表型信息，建立关联挖掘分析工具

  搭建数字化的物种演化整合分析平台

  工作团队

数据资源 Genome Warehouse 数据资源 Genome Variation Map

Species-Specific Variation Databases

Functional genomics

Evolutionary studies

GWAS/eGWAS/pGWAS

Pharmacogenomics

宋述慧 (组长)

songshh@big.ac.cn 

系统设计

唐碧霞

tangbx@big.ac.cn 

系统开发

李翠萍

licp@big.ac.cn 

生物审编

董丽莉

donglili@big.ac.cn 

数据分析

田东梅

tiandm@big.ac.cn 

流程开发

陈梅丽（组长）

chenml@big.ac.cn

系统设计与数据分析

王凡

wangfan@big.ac.cn

系统开发

桑健

sangj@big.ac.cn

生物审编

张哲文

zhangzw@big.ac.cn

生物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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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Nebulas，GEN）是面向人类以及重要动植物物种资源的基因表

达谱数据库系统，提供标准化在线分析平台。GEN为用户提供界面友好的表达谱数据检索、浏览和数据下

载功能，拥有持家基因与组织特异性表达、同源基因表达比较和共表达网络分析等功能模块。基于对公共表

达数据的审编以及未来用户提交表达数据的挖掘，为深层次解析基因转录与转录后调控机制提供信息。

网站地址：http://bigd.big.ac.cn/gen

  主要特点

  涵盖多层次多角度表达谱数据

  标准化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提供原始表达数据分析云平台

  提供基因表达进化分析功能模块

  提供共表达网络分析功能模块

  基于表达数据挖掘的知识提取

  工作团队

  简介

表观基因组数据库（Methylation Bank，MethBank）整合人群和重要动植物的甲基化图谱资源，是全

球首个涵盖DNA、RNA的综合性甲基化信息数据库。数据集包含5mdC、6mdA、5mrC和5hmrC等多种表

观修饰信息，为精准医学和动植物相关表观遗传学研究提供数据资源。 

网站地址：http://bigd.big.ac.cn/methbank 

  主要特点

  资源丰富：涵盖多物种的DNA、RNA甲基化数据资源

  精度高：整合全基因组单碱基甲基化图谱

  类型广：包括5mdC、6mdA、5mrC和5hmrC等

  功能全：提供测序数据在线分析和工具下载

  工作团队

  功能模块

 数据标准
 流程标准

 审编
 用户提交

 云平台
 在线工具

 表达谱
 调控网络表达数据

标准体系

表达知识库

分析工具

基因表达

数据汇交

  数据内容

数据资源 Gene Expression Nebulas 数据资源 Methylation Bank

2个模式动物

18个甲基化组

114787个差异甲基化启动子

38205个高甲基化CpG岛

142665个差异甲基化区域

4769个健康人全血样本

5个植物物种

72个甲基化组 

152790个差异甲基化启动子

92642个高甲基化CpG岛

人
精准医学

动物
胚胎发育

植物
农作物发育

6mdA

5mrC

5mdC
3个子数据库

5hmrC

李茹姣(组长)

lirj@big.ac.cn

系统设计与数据分析

郝丽丽  （组长）

haolili@big.ac.cn

系统设计与数据分析

梁芳

liangf@big.ac.cn

数据整合与分析

夏琳

xialin@big.ac.cn

数据整合分析

邹东 

zoud@big.ac.cn

系统开发

盛欣

shengxin@big.ac.cn

数据分析与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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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基于大众审编的生命科学维基知识库（Science Wikis）是以生物知识维基库Wiki为基础对生命科学的

知识和数据进行整合、集成和共享的数据库系统。Science Wikis允许用户对所有的生命科学知识和数据进

行添加、修改和审编，旨在利用集体智慧实现生物知识和大数据的整合与审编。

  主要内容

  RiceWiki：水稻基因注释信息整合审编维基数据库

  WikiCell：人类转录本维基数据库

  LncRNAWiki：人类长链非编码RNA维基数据库

  ESND：科学术语英汉对照词典

  工作团队

桑健

sangj@big.ac.cn

生物审编

  简介

中国人群参比数据库（Chinese Reference Genome, CRG），面向国家人口与健康领域的重大需求，

依托国家精准医学重点研发计划和中国科学院中国人群精准医学研究计划，开展中国人群队列的全基因组

深度测序和数据整理，解析个体的遗传变异位点，构建中国人群高精度遗传变异图谱，建立中国人参比数据

库，为精准医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资源。

  数据库体系

  已完成四百人的中国人群全基因组深度测序和遗传变异位点解析

  系统解析多层次的遗传变异，包括SNPs、插入删除、拷贝数变异和结构变异

  整合个体遗传变异位点，构建中国人群高精度遗传变异图谱

  基于变异位点信息，更新、升级虚拟中国人数据库（VCGDB）

  主要特点

  建立标准化的遗传变异解析流程

  构建中国人群Reference Panel，为低覆盖度时基因型填补提供数据基础

  基于中国人群的基因组测序数据，动态显示遗传变异位点的群体信息

  工作团队

  编审模型

Curation 
training

Post-publication
requirement

Community

Curate Reward

DatabaseCurators Quality 
control

Effort
validation Journals

数据资源 Science Wikis 数据资源 Chinese Reference Genome

马利娜（组长）

malina@big.ac.cn

系统设计与数据分析

刘琳

liul@big.ac.cn

生物审编

邹东

zoud@big.ac.cn

系统开发

杜政霖（组长）

duzhl@big.ac.cn 

人群队列数据分析

苑娜

yuann@big.ac.cn

遗传变异解析 

曾瀞瑶

zengjy@big.ac.cn 

数据整合与分析

TCA ACGTTA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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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组科学与信息培训班

基因组科学与信息（Genomics & Bioinformatics Training, GBT）培训班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

究所主办，并由多位科学家为研究人员或研究生及其以上水平人员提供的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培训课程。

自2008年始，已举办24期，共830余人参加该培训课程。

  培训课程

  一代、二代测序技术   大规模基因组、转录组测序

  泛基因组研究   生物信息学算法

  RNA-Seq，ChIP-seq，BS-seq数据分析   基于Linux系统的操作实践

  学术会议

学术交流 培训

  来访交流

2016年3月
EBI的Ewan Birney博士和Rolf 

Apweiler博士来访

2016年5月
王恩哥博士来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2016年3月
INRA的Olivier LE Gall博士来访

第一届生命与健康大数据国际论坛·2016年12月5~8日·北京

第五届全国青年生物信息PI研讨会·2016年8月12~13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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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介绍

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在中国科学院以及大型仪器设备区域共享中心（以下简称“区域中心”）的支持

下，不断提高和完善研究所的高性能计算与存储能力，稳居中国科学院生命领域的高性能计算排名之首，现

已达到100万亿次/秒的计算能力和10PB的存储资源，并接入了1.6Gbps网络带宽，形成了国内领先的生物

大数据云计算平台。截止到2016年底，已为中科院内外16家科研单位的74个课题组提供基本数据储存与计

算服务，平均每天活跃用户超过500人。

  工作团队

陈焕新（组长）

chenhx@big.ac.cn

网络管理

孙玉彬

sunyb@big.ac.cn

集群系统维护

于磊

yul@big.ac.cn

机房管理

孙明远

sunmy@big.ac.cn

网络维护

翟爽

zhaish@big.ac.cn

数据存储与安全保障

硬件资源 科研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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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经费主要来源于以下项目支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科学院先导项目

  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国际大科学计划

为保障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大数据服务、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希望您能考虑为本中心提供

基金资助或帮助我们拓宽基金申请渠道。

致谢

图片来源：杨运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