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长读长测序技术的宏基因组组装算法研究

一、领域或方向：基础研究-长读长测序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1.评估长读长测序技术在微生物和宏基因组组装中的

错误模式，使用 DNBSEQ-T7，Oxford ONT 和 PacBio HiFi 数

据测序微生物单菌株标准样本和混菌样本，分析长读长测序

数据测序错误及组装错误特点并开发针对宏基因组组装的

纠错软件；

2.开发基于长读长测序技术宏基因组组装方法，开发针

对宏基因组中来自不同丰度，不同序列特征微生物组装方法，

尤其聚焦低丰度物种和菌株（strain）层面的单体型分析模

块。组装软件支持单独长读长测序组装和长读长测序及二代

测序混合组装；

3.基于长读长测序技术宏基因组组装的肠道宏基因组

关联分析研究，以肠道疾病为基础，开发基于长读长测序技

术组装参考基因组的关联分析方法，结合物种丰度和基因组

变异，寻找和疾病相关的微生物标记物。

三、项目考核目标

（一）学术指标

发表 SCI 文章至少 2 篇，申请专利至少 2 个，开发完整

代码工具 2 套。



（二）技术指标

1.基于标准品数据，开发一套基于长读长测序技术的宏

基因组组装纠错算法，达到与 Oxford ONT 纠错后相似的错

误率；

2.开发长读长测序技术宏基因组组装算法以及与二代

测序结合的混合组装算法，达到相同数据量 Oxford ONT 组

装的完整度和准确度；

3.开发基于长读长测序技术组装的肠道宏基因组关联

分析方法，测序分析至少 200 份肠道微生物宏基因组疾病数

据，通过物种丰度和基因组变异，寻找和疾病相关的微生物

标记物。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测序数据检测与压缩技术研究

一、领域或方向：应用基础-测序系统数据处理技术

二、主要研究内容

1. 测序传感器信号模型研究；

2. 测序原始采样数据的预处理与匹配滤波研究；

3. 测序数据检测与压缩的数字电路实现。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SCI 文章≥1 篇。

（二）技术指标

1.实现参数可配置的数字匹配滤波器实验平台；

2.数据吞吐>500Mbps；

3.数据压缩率>50%。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多年生稻多年生性的遗传分子定位研究

一、领域或方向：应用基础研究-智能育种

二、主要研究内容

1.定位群体创制。分别配制多年生稻中间亲本材料 PRB4

与年生稻品种版纳糯米（完全无多年生性）、多年生稻云大

25 与一年生稻品种版纳糯米（完全无多年生性）定位群体，

包括 F1、F2（大于 1000 株）等世代；

2.表型评价。以再生蘖数及再生蘖数与前季分蘖数比为

多年生性指标，系统评价越冬期及越冬后多年生性；

3.基因型分析。基于重测序对定位群体进行基因型分析。

4.遗传分子定位。构建遗传连锁图谱并定位多年生性相

关 QTLs/基因；

5.育种标记开发。整合两个定位群体的定位及验证结果，

开发多年生稻育种的分子标记。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开发功能标记 1-2 个，发表 SCI 论文≥1 篇。

（二）技术指标

解析并验证控制多年生稻中间亲本材料 PRB4、云大 25

多年生性的 QTLs/基因；

获得能用于后续快速培育多年生稻的功能标记 1-2 个。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整合Stereo-seq和单细胞转录组构建单细胞分辨率的

三维肿瘤微环境

一、领域或方向：应用基础研究-时空组学技术及其应

用

二、主要研发内容

1.空间转录组数据与单细胞转录组数据整合方法的开

发。根据空间转录组数据本身的特点，组合并优化套索算法、

解卷积分析、自编码器映射等算法和深度学习模型建立新的

单细胞转录组和空间转录组数据整合计算方法，探索构建细

胞分辨率的基因表达时空变化图谱;

2.构建肿瘤三维微环境图谱并解析细胞间信号的空间

传递。基于单细胞分辨率的结直肠癌基因表达时空图谱解析

肿瘤三维微环境中代谢的空间变化模式和特征。基于单细胞

分辨率三维肿瘤微环境解析细胞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模式

和重要信号通路。对细胞互作模式进行建模分析模并鉴定其

中的重要信号。重点分析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的互作如何

影响肿瘤发生。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发表 SCI 文章≥2 篇；开发软件≥1 个。

(二)技术指标



1.开发 1-2 种空间转录组和单细胞组整合算法，构建单

细胞分辨率的结直肠癌组织基因表达时空图谱；

2.解析肿瘤代谢三维空间模式；基于肿瘤三维微环境建

立细胞互作模型并探索细胞互作对肿瘤发生的影响。发现并

验证 1-2 个肿瘤免疫治疗靶点。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结肠癌干预益生菌的功能研究与机制探索

一、领域或方向：应用基础研究-大民生干预闭环

二、主要研究内容

1.基于结肠癌人群宏基因组大数据，解析结肠癌人群肠

道菌群特征，筛选 10 株结肠癌相关菌株，并完成基因组测

序和功能研究；

2.挖掘具有预防/治疗结肠癌发展的益生菌，并通过动

物模型实现功能验证；

3.通过多组学（转录组、代谢组）技术手段，明确益生

菌的作用机理。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发表 SCI 文章>1 篇，申请发明专利>1 项。

（二）技术指标

1.获得结肠癌相关的菌株资源和高质量基因组图谱；

2.基于动物模型获得具有改善结肠癌相关病理指标的

益生菌 1-2 株；

3.鉴定出具有结肠癌预防作用的益生菌的关键代谢物 1

种。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重要韧皮部杆菌人工可操纵系统的合成生物学设计与

构建

一、领域或方向：基础研究-微生物与合成生物学

二、主要研究内容

1. 针对韧皮部杆菌属细菌不可培养或难培养的生物学

特性，开展“必需基因基因组”的模块化设计与构建研究，

并通过转移或接合等方法，将重构的“必需基因组”转入底

盘细胞中；

2. 通过高通量转座突变方法筛选鉴定出对韧皮部杆菌

可体外培养相关的必需功能基因集，并解析其调控细菌生长

的分子机制；

3. 结合转录组、翻译组、代谢组、时空组等多组学方

法探究韧皮部杆菌体外生长的最适条件，探索韧皮部杆菌培

养的新方法。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发表 SCI 论文≥2 篇。

（二）技术指标

1.基于华大高通量合成能力，从头设计与构建≥1.5 Mb

具有可培养性的韧皮部杆菌基因组关键模块；构建不少于

100 个质粒组成的韧皮部杆菌全基因组 DNA 文库；



2.利用底盘细胞及人工设计的基因组模块或文库，筛选

2-3 个与韧皮部杆菌人工体外培养相关的功能基因，并完成

1-2 个基因的功能解析；

3.结合华大多组学测序技术平台与时空组学技术优势，

完成 1 株韧皮部杆菌的多组学分析；

4.探索并建立一套优化韧皮部杆菌体外人工培养的新

方法。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功能性融合蛋白的开发

一、领域或方向：应用基础研究-蛋白质工程技术

二、主要研究内容

1.选择合适的双蛋白元件，通过生物融合的方法构建融

合重组蛋白，利用蛋白质工程改造技术对融合蛋白进行优化，

获得具有稳定结构的新型复合蛋白；

2.评估融合蛋白的生物分析性能，进一步指导复合蛋白

的结构改造及性质优化；

3.利用融合技术构建不同的融合蛋白，研究该技术路线

的实用性。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1.获得新型融合蛋白≥1 种，及若干突变体；

2.融合蛋白具有稳定聚合能力，可用于生物分析测试。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基于时空多组学数据的肿瘤时空特征算法开发

一、领域或方向：基础研究-时空组学

二、主要研究内容

1.整合空间转录组、单细胞转录组以及常规转录组数据，

准确预测肿瘤微环境中的各类细胞类型和单个细胞的完整

转录组信息；

2.解决肿瘤空间转录组批次效应问题，实现多样本跨芯

片的数据整合处理；

3.探索人工智能算法在整合同类癌症的多种图像数据

以及时空组学数据的深度应用，以寻找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肿

瘤关键细胞和分子特征。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SCI 论文≥1 篇，PCT 专利或开源软件≥1 项。

（二）技术指标

开源软件≥1 个，并在 2 家以上的用户单位实际使用，

取得用户使用报告和验收结论。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小鼠单细胞时空组扰动图谱构建

一、领域或方向：基础研究-单细胞和时空组学技术

二、主要研究内容

1.建立多基因敲除嵌合体小鼠模型；

2.基于单细胞和时空组测序技术，对多基因敲除嵌合体

小鼠全身组织和器官进行单细胞和时空组测序，构建小鼠单

细胞和时空组扰动图谱；

3.基于小鼠单细胞和时空组扰动图谱，在单细胞和时空

组水平上深入分析靶基因在不同发育阶段、不同器官、不同

组织和不同类型细胞中的潜在功能，阐明关键基因的组织特

异性作用机制，探索新的疾病治疗干预靶点。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发表 SCI 文章≥1 篇。

（二）技术指标

1.优化华大单细胞和时空组测序技术，实现单细胞和时

空组 sgRNA 和 mRNA 的高效捕获和测定，并开发出匹配的分

析流程，以满足在单细胞和时空组水平上获取扰动图谱数据

的需求；

2.基于华大单细胞测序和时空组学技术，获取扰动大于

90 个基因、20 个组织器官以上的嵌合体小鼠单细胞（大于



50 万单细胞）和时空组数据，构建小鼠单细胞和时空组扰动

图谱；

3.解读小鼠单细胞和时空组扰动图谱，深入阐明 10 个

以上基因的组织特异性功能。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基于stLFR测序技术的宏基因组组装和单体型分型算

法研究

一、领域或方向：基础研究-长读长测序技术

二、主要研发内容

1.基于前期单样本 stLFR 的分箱和组装经验，设计基于

深度学习的 stLFR 多样本分箱和组装算法，找出单样本中容

易被遗漏的低丰度物种；

2.结合微生物丰度、基因组变异及 stLFR 长片段信息，

开发单体型分型算法分解组装结果到菌株或子菌株水平；

3.利用 stLFR 长片段信息，结合短或长读长测序技术，

开发混合组装算法，从组装连续性，分辨率和微生物多样性

各方面综合提高宏基因组组装效果；

4.基于 stLFR 宏基因组组装的肠道宏基因组关联分析研

究，以肠道疾病为基础，开发基于 stLFR 多样本组装参考基

因组的关联分析方法，结合物种丰度和基因组变异，寻找和

疾病相关的微生物标记物。

三、项目考核目标

（一）学术指标

发表 SCI 文章至少 2 篇，申请专利至少 2 个，开发完整

代码工具 2 套。

（二）技术指标



1.开发一套基于 stLFR 的多样本宏基因组组装算法，使

得组装连续性和完整度超过现有常用方法，如 Athena，

Pangaea 等；

2.开发基于微生物丰度和基因组变异的单体型分型算

法，效果超过现有针对二倍体设计的常用算法如 HapCUT2，

WhatsHap 等；

3.开发 stLFR 与长读长测序技术结合的混合组装算法，

使得组装准确性和分辨率均好于现有的长读长测序组装算

法；

4.开发基于 stLFR 多样本组装的肠道宏基因组关联分析

方法，测序分析至少 100 份肠道微生物宏基因组疾病数据，

通过物种丰度和基因组变异，寻找和疾病相关的微生物标记

物。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爬行动物脑发育时空组学研究

一、领域或方向：应用基础研究-时空组学技术

二、主要研究内容

1.基于前期研究基础，利用时空组学技术解析多个爬行

动物（如乌龟、蜥蜴、鳄鱼等）胚胎发育全周期过程中，脑

结构、细胞类型、表达基因的动态变化过程；

2.鉴定不同爬行动物脑结构差异的胚胎发育过程中的

重要分化节点、重要的调控基因以及关键的细胞类型，解析

这些细胞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随时间的变化特征；

3.建立爬行动物皮层构筑发育的统一模型，鉴定皮层细

胞类型起源，以及鸟类、哺乳动物同源脑区。提出新皮层起

源的理论。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发表 SCI 文章≥1 篇。

（二）技术指标

1.基于华大时空组学技术平台开展研究，实现至少两种

羊膜动物 5 个时间点的胚胎样本的时空组学测序；

2.构建羊膜动物脑演化数据库≥1 个。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人脑AD斑块识别分组及病理微环境算法开发

一、领域或方向：基础研究-时空组学算法开发

二、主要研发内容

1.病理染色与病理区域识别：对脑组织进行包括 Aβ，

tau 蛋白等免疫组化图像，自主开发图像识别方法筛选、量

化病理区域。同时，根据神经细胞的细胞质（使用 tubulin

和 MAP2 等）和细胞核（使用 DAPI）染色结果，开发识别算

法从染色图像中获取神经细胞的空间信息，围绕病理区域的

空间聚集特征和空间属性特征，建立病理评级指标；

2.建立描述斑块微环境的结构化模型：通过时空数据对

免疫微环境与代谢微环境进行刻画，构建由整体到局部的结

构化微环境描述模型，并对相关细胞和通路上的标志物蛋白

进行染色检验判断评估准确性。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申请发明专利≥1 件。发表 SCI 文章≥1 篇。

（二）技术指标

1.完成 Aβ、tau 和磷酸化 tau 病理区域的识别以及基

于细胞质/细胞核染色细胞结构鉴定，并判定斑块的胞内胞

外分布及分类和分级；



2.根据病理斑块特征和分布，建立描述免疫和代谢微环

境的结构化模型并实现自动化检测算法和程序。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药用麻类植物萜烯合成酶及其功能性产物挖掘

一、领域或方向：基础研究-药用化合物多组学技术开

发

二、主要研发内容

1.选取一种及以上能产生药理活性的萜烯麻类植物进

行基因组和转录组测序；

2.开发利用多组学联用方法挖掘萜烯化合物生物合成

基因；

3.通过异源宿主表达鉴定和验证候选生物合成基因功

能；

4.解析萜烯化合物生物合成酶的调控机制。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申请发明专利≥1 件,发表 SCI 文章≥1 篇。

（二）技术指标

1.基于华大多组学技术平台开展研究，实现一种及以上

能产生药理活性的萜烯麻类植物基因组的测序、拼接组装和

结构功能注释；

2.挖掘并鉴定有功能的萜烯化合物生物合成基因 10 个

及以上；

3.获得 3 个及以上调控萜烯化合物合成的转录因子。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基于高分辨时空组技术的消化道肿瘤癌前病变演化研

究

一、领域或方向：应用基础研究-癌症时空组学

二、主要研究内容

利用高分辨、大视场的时空组学技术结合单细胞多组学

数据，系统解析消化道肿瘤正常上皮组织向高级别癌变组织

发展的演化过程。建立高精度的消化道肿瘤癌前病变时空组

学图谱，通过研究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病变组织细胞的转录

组表达特征、染色质开放状态和代谢组等的动态变化，揭示

分子网络在全病程空间、时间上的稳态维持和动态变化规律，

多维度解析消化道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关键细胞表型转化

的分子特征和核心调控机制，绘制关键病变细胞命运调控精

细网络图谱。

通过不同病变阶段组织的时空单细胞图谱，分析病变细

胞、肿瘤细胞与微环境中其他基质细胞、免疫细胞的互作关

系，阐释组织微环境演化与免疫逃逸形成的关键机制。综合

以上研究分析，提出消化道肿瘤起源、演化与转归的潜在模

式，为消化道肿瘤早期防控、精准诊疗的进一步探索提供支

持。

三、项目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内）

（一）学术指标



发表 SCI 文章≥2 篇。

（二）技术指标

1.研究应纳入不少于 40 例样本，包括息肉、腺瘤、腺

癌等不同病变阶段的组织，结合多组学指导下的分子分型，

构建癌前病变与不同分子亚型肿瘤组织的时空组学/单细胞

图谱；

2.单细胞组学应包括单细胞RNA-seq和单细胞ATAC-seq

两种组学数据；

3.鉴定组织微环境中参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细胞亚

群并明确调控该亚群的关键基因；

4.构建消化道肿瘤发生发展的全景细胞分子网络。

四、项目实施期限：2 年

五、资助金额：30-5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