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季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

全领域金牌战队招募计划
发现你的创新基因



为什么参加iGEM？

全球顶尖大学参与与认知度最高的创新竞赛之一

��%以上的参赛高中生以全球前��位大学为升学目标

涵盖生物、数学与信息科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公众宣传、社会创新等领域

国内一流大学实验室的科研与导师团队一起工作

适合跨校参加的团队竞赛，体现每一位成员的领导与执行力

积累推荐信、顶尖竞赛奖项、论文与专利、大量的活动影像素材

参赛项目可用于isef、商赛、丘成桐、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其他赛事



不用种植黄花蒿就能生产青蒿素

酸奶可以使粪便产生不同颜色以显示人体健康状态

枯草芽孢杆菌生产的胶水可以水下粘合

大肠杆菌被改造后可以在矿场中吸收并提炼黄金

�号电池里面的成分不是锂，而是被改造过的菌类

……

合成生物学是��世纪生物学领域新兴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分子和细胞生物学、进化系统

学、生物化学、信息学、数学、计算机和工程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产物。未来的创新在于基

因，不少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攻城略地，竞争趋势初见端倪。据不完全

统计，除了民间资本以外，美国政府出资资助的合成生物学研究项目����年、����年两

年来已近��项；欧盟����年启动了《合成生物学新出现的科学技术》引导项目共��项。

����年我国也启动了“���”合成生物学的研究项目。

而以合成生物学为主题的iGEM竞赛，采用“自下而上”正向工程学策略，通过元件标准

化，模块化，适配底盘，按照电子工程学原理和方式设计、模拟，构建简单的、可被调控的

基因线路模块，致力于解决世界难题，比如粮食危机、环境治理、能源危机等。

以合成生物学为主题，多学科交叉融合



i GEM，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
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最高国际性学术竞赛

      由麻省理工学院（MIT）创办，每年举办一次，是以合成生物学为核心多学科交叉

国际级科技竞赛，其理念在于鼓励学生积极创新，用创新去改变世界 。

      自����年发展成国际学术竞赛，从最开始的大学生组一个组别（不足��支队伍）

参赛发展至今成为涵盖高中、本科、研究生以上三个组别。要求学生自主选题，融合

科学、技术、商业、工程、设计等各个方面，不仅是理论和设计的竞赛，还涉及生物实

验、数学建模、社会调研、网站设计、宣传海报、英文演讲陈述和举办相关的科普地面

活动等。

      参赛学生将研究所取得的有用成果提交给MIT的竞赛组委会，供全球的科学家共

享参赛队伍的研究成果，为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国际

舞台；参赛队伍的相关研究成果常年发表于《Nature》、《Science》、《Scientific 

American》、《Economists》 等顶尖一线学术期刊……

◇�～��年级在校学生（每队�～��名）

◇具备良好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具有团队沟通、协作与表达能力

◇对研究性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一定的实验、美术设计、编程、建模、摄影、英文等基础将成为加分项

高中队申请条件



      ����年，iGEM首次开设高中组赛道。����年，来自中国大陆的高中队首次成功参赛。

近年来，尤其是，����-����年，中国高中队每年均以��支左右的数量逐年递增，远远高

于全球参赛队伍数量的增长率。由此看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生关注到iGEM，也有意识

地通过iGEM来提升个人综合实力，为将来的留学申请提高竞争力。

全球国际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

学、芝加哥大学、MIT、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等国内顶尖���、C�高校：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浙江大学、中科大、复旦、上交等几乎所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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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EM全球参赛情况统计

国内哪些学校参加了iGEM？



北京四中  海淀外国语  深圳外国语  深圳中学

参赛学校年份 

2013

����~����中国大陆iGEM高中队统计

2014

2015

2017

高中队伍数量 

4

2018

2019

7 海淀外国语  北京四中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南京外国语  

深圳外国语  深圳中学  其它联队

9 杭州四中  杭州十四中  南京外国语  深圳外国语 辽宁实验中学 

深圳中学  Wlsa复旦  其它联队

11 深圳外国语学校&深圳国际教育学院（联队）

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北京四中&北京101中学（联队）北京十一

学校  广东实验中学  济南外国语  辽宁实验中学  南京外国语  北师

大附属实验中学  深圳外国语  深圳中学  其它联队

19 上海协和双语  杭州外国语&杭二中（联队） 南京外国语 

深圳外国语  深圳国际教育学院  广东实验中学  深圳中学  北京十

一学校  人大附中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  北师大二附中  

Worldshaper南京（联队）Worldshaper武汉（联队）

Worldshaper杭州（联队）Worldshaper萧山中学  其它联队

33 北京外国语  北京十一学校  北师大二附中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  

人大附中  上海平和双语  上海中学国际部  上海协和双语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南京外国语  广东实验中学  深圳国际教育学院  

广东实验中学  深圳中学  深圳高级中学  深圳外国语  济南外国语  

Worldshaper萧山中学  Worldshaper杭州（联队)  Worldshaper杭

外浙江（联队） Worldshaper武汉（联队)  其他联队

北京十一学校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  人大附中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

级中学  上海外国语  上海平和双语  上海协和双语  杭州外国语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南京外国语  广东实验中学  深圳中学 

深圳国际教育学院  深圳外国语  Worldshaper萧山中学

Worldshaper上海（联队) Worldshaper杭州（联队) 

Worldshaper武汉（联队) Worldshaper武汉A（联队）

Worldshaper武汉B（联队）其他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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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模块

iGEM竞赛规则与创新方法论                     �小时

分子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基础知识         ��小时

基因工程常规实验训练                               ��小时

科学思维与科研方法                                    � 小时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小时

学术展示和答辩                                             �小时

任务与实践管理方法                                    �小时

战队分工

iGEM竞赛内容

宣传与设计小组 社会调研与商业创新小组

数学建模与网站制作小组 硬件装置研究小组 预算与进度管理小组

理论研究与生物实验小组

● 选修模块（选任意�个模块）

自媒体运营与媒体公关        �小时

美工与摄影课程                     �小时

数学建模与计算机仿真        ��小时

WIKI网页设计与制作            ��小时

�D建模与创客加工                �小时

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            �小时

AI图像识别技术与应用        ��小时

社会调研方法                          �小时

高阶生物与化学实验室        �小时

商业创新与预算管理            �小时



必修课程：����.��-����.�� 直播+录播回放

自媒体运营与媒体公关：����.��

社会调研方法：����.��

任务与实践管理方法：����.��

商业创新与预算管理：����.��-��

数学建模与计算机仿真：����.��

WIKI网页设计与制作：����.��-��

�D建模与创客加工：����.��-��

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

AI图像识别技术与应用：����.��-��

高阶生物与化学实验室：����.��-��

论文写作与学术展示：����.��-��

竞赛辅导日程

课程规划

����.��-����.��
队伍选拔及前期培训

����.�� 
项目社会调查和专家访谈

����.�� 
干队工作实施及暑期工作筹备

����.��-�� 
项目实施（干湿队同步进行）

����.�� 
项目结题及交付成果整理

����.�� 
项目预答辩及交付成果上传

����.��-����.��
选题头脑风暴及必修课程学习

TBD  
项目答辩



项目进度条（规划）

头脑风暴（Brain Storming） 选题投票确定 社会调查与可行性论证

项目设计方案确定：实验室方案+�D硬件装置设计方案

项目运营与推广：自媒体、地面宣传、商业创新管理

实验室方案实施与验证数学建模与计算机仿真验证

�D硬件装置设计优化及测试论证 WIKI网页设计与制作

美工设计及论文写作可交付成果上传

项目答辩准备与训练 正式答辩



费用

�、学生填写报名表。

�、导师对申请者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后，

学生需参加面试。

�、学生通过面试后签订科研指导协议，并

支付参赛辅导费、报名费、实验室使用费、

答辩出席费。

�、付费后，学员将收到录取通知、实验室

报到通知、课程计划以及预习资料包。

报名及面试流程

第一阶段收费 报名之日起

团队注册费分摊  ����元/人

团队实验室使用与耗材分摊 ����元/人

Worldshaper参赛辅导费 �����元/人

第二阶段收费 ����年�月��日前

个人答辩出席费 待定

境外参赛差旅费 待定



☆董杉博士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质学/材料学博士 Worldshaper学术院长

作为资深的材料科学家在加拿大、法国高校担任科研与教学工作，参与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

目，并且具有丰富的国际教育行业从业经验。董杉博士作为思铺的学术牵头人，多次带领中

学生队伍在iGEM竞赛中获得金牌，也是多所国际学校的学术课程顾问。

☆史如意博士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博士 Worldshaper生物项目总监

在生物工程、食品科学领域取得优异的科研成果。投身青少年科技教育后，在课程开发、课题

指导、国际学校课程体系建设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作为生物组学术带头人，带领多支iGEM

竞赛队伍在国际大赛中获得金牌。

☆宋希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硕士

曾参与林木遗传育种、抗逆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工作，发表SCI论文�篇。在分子克隆和分子

生物学实验技术方面有丰富工作经验，目前在思铺学院负责生物竞赛项目的科研和实验指

导工作。

☆李佳佳 华中农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硕士

曾从事环境微生物研究相关工作；主管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工作；曾就职于美国得克萨斯州

西南医学中心，任职科研技术岗。

☆曾宪福博士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博士 Worldshaper数学项目总监

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编微积分教材一部。曾担任高校数学竞赛负责人，大学生、高中生数

学建模队教练。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先后获得一等奖、二等奖等��项。多

次指导高中生队伍在Himcm、登峰杯数学建模大赛、丘成桐数学奖、AMC中获得优异成绩。

指导团队介绍（部分）



☆王银申 浙江大学机械电子工程硕士 硬件制作与传感设计导师

大学生/高中生机器人竞赛、人工智能挑战赛、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资深教练。多次辅导

获得全国机器人大赛一等奖，省级青创赛一等奖等等，拥有丰富的无人机、多功能机器人、

Python编程、传感器设计等方面的课程开发与教学经验。

☆李进坚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士 Worldshaper硬件工程师

拥有丰富的�D模型设计与制作经验，包括写字机械臂，四轴无人机，水弹坦克，PCB印刷机

等。在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广西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

☆Dr. Justin Pahara

Worldshaper iGEM首席外方顾问

剑桥大学生物技术与电子学博士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浙江省科技馆科学院生命科学创新导师

☆张教授等

Worldshaper iGEM杭州课题指导组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专家团队

☆陈教授等

Worldshaper iGEM上海课题指导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专家团队

☆周教授等

Worldshaper iGEM武汉课题指导组

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专家团队

☆孙博士等

Worldshaper iGEM南京课题指导组

南京师范大学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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