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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CiC简介

CCiC（Central China iGEM Consortium）是
由国内高校举办的全国性iGEM交流会，
其主旨为促进国内iGEM参赛队伍间的交
流与合作，并借此机会向国内各高校进
一步推广合成生物学。

历届交流会整体模拟iGEM Giant Jamboree
赛程，以队伍项目展示及队间交流为主
要形式，就合成生物学相关主题进行学
术及经验分享的同时，也为各参赛队伍
提供一个演练的平台。

撰稿：倪春阳



2 活动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9.2 19:00-20:00 开幕式：

张雁院长，黄军就老师致辞
20:00-21:30 队伍自我介绍

21:30-22:00 经验分享-张浩千（北京大学）

9.3 8:00-8:50 观众入场

8:50-10:30 队伍1、2、3展示

10:30-10:45 海报交流

10:45-11:50 队伍4、5展示

11:50-13:30 午休

13:30-15:10 队伍6、7、8展示

15:10-15:25 海报交流

15:25-17:05 队伍9、10、11展示

17:05-18:35 晚餐时间

18:35-20:15 队伍12、13、14展示

9.4 7:50-9:00 观众入场

9:00-10:40 队伍15、16、17展示

10:40-10:55 海报交流

10:55-12:00 队伍18、19展示

12:00-13:30 午休

13:30-15:45 队伍20、21、22、23展示

15:45-16:00 海报交流

16:00-17:05 队伍24、25展示

17:05-19:30 合影留念，晚餐时间

19:30-20:30 闭幕式：
嘉宾致辞，活动总结

因为很重要所以放前面：
1. 请务必按时入场！
2. 9.2日晚的开幕式，请每支队伍准备一个5min的自我介绍。
3. 每个队伍展示时间为20min，请严格控制时间！
4. 请按队伍展示顺序表（另附）上的序号上台展示。
5. 三餐均可使用餐券到学一饭堂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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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队伍项目简介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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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PEKING ··············· 14 

北京理工大学 BIT ················ 5 

北京师范大学 BNU-China ············ 11 

第三军医大学 TMMU-China ··········· 4 

东北林业大学 NEFU_China ············ 5 

福建农林大学 FAFU-CHINA ·········· 10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NUDT_CHINA ········ 14 

华南理工大学 A队 SCUT-China_A ········· 6 

华南理工大学 B队 SCUT-China_B ········ 13 

华南农业大学 SCAU-China ············ 9 

华中农业大学 HZAU-Igem ··········· 17 

江苏师范大学 JSNU-China ··········· 13 

兰州大学 Lanzhou ················ 7 

南方科技大学 SUSTech_Shenzhen ········· 12 

南京大学 Nanjing-China ·············· 8 

南京大学 NJU-China ·············· 15 

南开大学 NKU_China ··············· 4 

上海交通大学 SJTU-BioX-Shanghai ······· 10 

上海交通大学 SJTU-Software ·········· 16 

深圳大学 SZU-iGEM ·············· 9 

四川大学 SCU-China··············· 6 

天津大学 Tianjin················· 7 

西北工业大学 NWPU ·············· 8 

浙江大学 ZJU-China ············· 17 

中国海洋大学 OUC-China ············ 15 

中山大学软件队 SYSU-Software ········· 16 

中山大学实验队 SYSU-CHINA ········· 11 

中山大学医学队 SYSU-Medicine ········· 12 



南开大学 NKU_China

第三军医大学 TMMU-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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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 BIT

东北林业大学 NEFU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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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SCU-China

华南理工大学A队 SCUT-China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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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 Tianjin

兰州大学 La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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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 NWPU

南京大学 Nanjin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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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 SZU-iGEM

华南农业大学 SCAU-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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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FAFU-CHINA

上海交通大学 SJTU-BioX-Shangh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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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BNU-China

中山大学实验队 SYSU-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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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 SUSTech_Shenzhen

中山大学医学队 SYSU-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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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 JSNU-China

：

（ ）
，

华南理工大学B队 SCUT-China_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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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NUDT_CHINA

北京大学 P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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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NJU-China

∆

∆

中国海洋大学 OUC-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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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SJTU-Software

中山大学软件队 SYSU-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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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 ZJU-China

华中农业大学 HZAU-I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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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你好~ 这里是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SYSU），由孙中山先生
于1912年在广州创办。历经风雨九十载，中山大学已经成为
一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现代综合性大学，同时正在向世
界一流大学迈进，努力成为全球学术重镇。

学在南校 - 广州南校区

中山大学的“大本营”，学霸云集之
地，也是周末市民散心游玩，拍婚纱
照的好地方。

南校区坐落在广州市中心，珠江南岸，
曾为岭南大学旧址。校园内古木参天，
碧瓦红砖，古朴静谧，被誉为“最美
大学校园之一”。

走出校园，却尽是繁华。南校园周边
600米内有603个公交站，成为全国出
行最便利的大学校园。若是在北门远
眺，珠江新城和广州塔尽收眼底。

2016 SYSU－CCiC就将在南校区举办。

吃在东校 - 广州大学城东校区

东校区位于广州大学城，总占地面积98.9
万平方米。相比南校区，东校区更富有现
代感。东校区一直因为相对较好的生活条
件备受中大人青睐，也有了“吃在东校”
的美称。

东校区在学术上也毫不逊色。国家超级计
算广州中心落户东校区，同时还有光电材
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害生物控制
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一批实力
强劲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图中工学院大楼为东校区地标性建筑，中
山大学90周年校庆时登上Bing首页。

撰稿：牟泽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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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珠海 - 珠海校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珠海校区面积最大，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是不可多得的求知治学胜境。 校区交通
便利，乘车到拱北海关去澳门仅30分钟，
乘船去香港仅2个小时。校园住宿条件优
越，因此，中大人常说“住在珠海”。

珠海校区凭借“中大-珠海模式”，成为
中国高等院校异地办学的成功范例。结合
校区优势，已建立珠江口西岸区域经济发
展研究基地、旅游研究院旅游影响研究基
地、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以及与丁肇中
博士合作的热控实验室等。

死在北校 - 广州北校区

中山医学院所在地，医学相关专业在
此集中，行走的学神们在这里闪耀。

地方虽小，实力却很强。中山大学医
科最早可追溯至创办于1866年的博济
医学堂，它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学府。
经过一百四十多年的薪火相传，科研、
教学与临床实力均居国内前列。现拥
有8家直属附属医院及多个院区。

因为医科生实在是太辛苦太辛苦了，
所以就有了“死在北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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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SYSU-CHINA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16年的队伍有10人，分别来自生科、数计、传设等专业，我们本着
“认真做科研，快乐每一天”的态度参加iGEM比赛。

历史战绩

队伍简介

今年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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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SYSU-Software

SYSU-Software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开发软件，解决合成
生物学问题。我们之前开发的CORE、FLAME等软件，基于简化通
路设计、预测实验结果、提供实验方案等方式，让合成生物学研究
人员可以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

队伍组成

由于iGEM比赛的跨学科性质，完整的项目包含了生物理论、数学
建模、编程实现和美术设计等模块。为了建设一个科学全面的团队，
SYSU-Software分成生物组、模型组、程序组以及设计组这四个模
块。整支队伍由来自生命科学学院、数学学院、数据科学与计算机
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和逸仙学院的成员组成。

交流与合作

SYSU-Software积极参加国内外的交流活动。曾参加过iGEM亚洲研
讨会等交流会，并与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有过项目上的合作。
这次作为CCiC的主办方之一，团队也将做好东道主的角色，积极主
动地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也十分期待各队伍与我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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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广州小浪

小北门：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西街(中山大
学东门进入向北直走)

撰稿：马立真

珠江夜游：中山大学北门

广州塔：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222号
(中山大学北门沿江向东直走)

二沙岛：中山大学北门珠江对面，可通
过海印大桥或广州大桥过去

小北门：循着飘香的气息，穿过热闹的窄
巷，来到小北。无论你来自何方，阳春白
雪抑或下里巴人，美食的旋律日夜不息。

珠江夜游：霓虹灯收尽白日的燥热，唤起
夜晚静谧的色彩，像是宠儿，独留满眼的
绚烂。争渡，争渡，踏起千层光路。

广州塔：她，是太阳的白衣仙子，端庄婷
立，素服无暇；她，是月亮的七彩舞娘，
妖娆多姿，华衣灼灼。你，又眷恋哪个她？

二沙岛：肖邦奏响小调夜曲的第一章，
马奈执起春天的调色笔，餐厅的清脆银
器敲击着梦想，灰色的石板滴滴答答地
私语，而你牵着伞。

其他地点：如果你喜欢消遣娱乐，这里有珠江新城、体育西路以及
上下九，那里有数不尽的娱乐场所和美食靓妆；如果你喜欢自然气
息，这里有华南植物园、白云山以及越秀公园；如果你喜欢历史遗
迹，这里有沙面、陈家祠以及黄埔军校。如果你还喜欢······你喜欢的
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快翻到封底扫码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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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地铁交通指南

线路3：广州东站→中山大学南校区
广州东（3号线）→ 客村（转8号线）→ 鹭江（同上） → 中大
（同上）。

撰稿：刘的傲

线路1：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中山大学南校区
机场南（3号线）→ 客村（转8号线） → 鹭江（B出口，右转前行
约300米抵达中山大学东校门） → 中大（A出口，向左直走抵达中
山大学南校门，距离会场最近； B出口，抵达中山大学西校门）。

线路2：广州南站→中山大学南校区
广州南（2号线）→ 昌岗（转8号线）→ 中大（同上）→ 鹭江
（同上）。

线路4：广州火车站→中山大学南校区
广州火车站（2号线）→ 昌岗（转8号线）→ 中大（同上）→鹭江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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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如何找到隐蔽的会场——贺丹青
撰稿：刘的傲

中大站A出口出站，向左沿围墙直行，到达中山大学南门；
进门后沿大道直行，在道路左侧第二个路口将看见测试大楼；
在此路口左转，至在道路右侧见到马文辉堂（生物博物馆）；
在此路口右转上一个小坡，在道路左侧即可看见贺丹青堂。

中大站A出口线路

中大站B出口线路

中大站B出口出站，向右直行至中山大学西门；
第一个路口右转，沿大路行走，直至在路左侧看见马文辉堂；
转入马文辉堂右侧的小路（上坡），在左侧即可看见贺丹青堂。

马文辉堂 贺丹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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