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HUAZHI RICE BIO-TECH CO.,LTD. 

   

 

关于举办“华智 2017 生物信息技术 

(GWAS)研修班”的通知 

 

各种业、科研单位、专家： 

为促进生物信息技术和常规育种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提高育

种效率，实现我国粮食丰产提质增效，增强我国种业产业化和国际

化的竞争力，保障国家粮食、生态和种业安全，承蒙湖南省专技处

和国家外专局资助，由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主办，长沙生物

育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办的“华智 2017 生物信息技术 

(GWAS)研修班”将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30 日在湖南长沙举办。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研修主要内容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简称

GWAS）是一种寻找复杂数量性状表型变异与遗传因素关系的重要手

段。近年来，随着第二代测序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其价格的不断下降，

GWAS的算法不断发展，GWAS在作物性状改良、人类健康等多方面

的应用不断扩大。 

 

 



二、 研修方式 

    为了普及 GWAS的知识和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华智水稻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特邀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张志武教授主讲，华中农业

大学刘小磊副教授辅讲，内容涵盖了 GWAS理论和上机分析等。GWAS

研修期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彭绍亮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王向峰

教授、湖南农业大学袁哲明教授、李兰芝副教授、华智水稻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王冰冰研究员也将在生物信息其它领域做专题报告。 

三、 研修对象 

生物育种公司、科研院所和大学对 GWAS 感兴趣的科学家、高

级研究人员、生物信息分析人员。 

四、 报到和研修时间和地点 

(一) 报到时间：7 月 26 日 14:00～18:00，27 日 7:30～8:30。 

(二) 报到地点：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院内培训大楼一楼前台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 736 号）。 

(三) 研修时间：2017 年 7 月 27 日-30 日。 

(四) 研修地点：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院内综合楼四楼 405 报

告厅（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 736 号） 

五、 报名方式 

(一) 请参会单位或个人于 7 月 10 日 17:00 前将参会回执（见附

件）发送到华智（联系人：刘婧，联系电话：13723866896  

0731-84322171，邮箱：Jing.Liu2@wiserice.com.cn） 

六、 其他事项 

(一) 本次研修班学员预计 35 名学员组成，费用为 1500 元/人

（包括场地和餐饮等）。录取以报名为序，额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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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智 2017 生物信息技术(GWAS)研修班”日程安排 

日期安排 上课时间 报告题目 
主讲 

专家 

7月 26日 

（星期三） 
14:00-18:00 学员报到 

7月 27日 

（星期四） 

8:30-9:00 学员报到 

8:30-9:00 研讨会开幕致词、合影  

9:00-10:20 天河超级计算机与生物医药大数据 彭绍亮 

10:30-12:00 Linux基本知识 李东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统计基础 张志武 

17:00-18:30 晚餐 

7月 28日 

（星期五） 

8:30-12:00 R 语言 张志武/刘小磊 

12:00--13:30 午餐 

13:30-14:50 复杂生物数据分析 袁哲明 

15:00-17:30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原理 张志武/刘小磊 

17:30-18:30 晚餐 

7月 29日 

（星期六） 

8:30-12:00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成功要素 张志武/刘小磊 

12:00--13:30 午餐 

13:30-14:50 水稻杂种优势和配合力遗传剖析 李兰芝 

15:00-17:30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大数据处理 张志武/刘小磊 

17:30-18:30 晚餐 

7月 30日 

（星期日） 

8:30-12:00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策略组合 张志武/刘小磊 

12:00--13:30 午餐 

13:30-14:50 作物基因组选择辅助育种：概念与策略 王向峰 

15:00-16:00 水稻全基因组数据管理与挖掘 王冰冰 

16:00-16:30 颁发证书  

 



附 件 2：  

“华智 2017 生物信息技术(GWAS)研修班”报名回执 

 

重要提示： 

1.请参会人员认真填写会议回执，以便会务组开展相关会务准备工作。 

2.参会人员需缴纳培训费 1500 元/人，主要用于场地租赁、用餐等。 

请学员在 7月 14 日前，将培训费汇至以下账户： 

开户名：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账  号： 66030155200005098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分行三湘支行 

 汇款备注请注明：单位名称+个人姓名+GWAS 研修班。 

单位名称  邮 编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部  门  职 称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参 

会 

代 

表  

 姓名 性 别 职务/称    手   机       电 子 邮 箱 

     

     

报到时间：                                                             

 

离会时间：                                                             

 

其他要求：                                                                    

联系人： 刘婧            手  机：13723866896        

邮  箱： Jing.Liu2@wiseri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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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华智 2017 生物信息技术(GWAS)研修班” 地点指示图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乘车路线 
本次研修班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院内举办，距离黄花机场、长

沙火车南站（高铁站）、长沙火车站大约 30 分钟左右的车程。 
 如从机场至会议地点，可乘的士直达会议地点； 
 如从长沙火车南站至会议地点，除乘的士直达外，可乘坐地铁 2

号线至人民东路站 2 号出口（4 站约需 8 分钟），再转乘的士直达或乘
坐 809 路公交至农科院/大汉建材城站下（6 站约需 10 分钟），步行 5
分钟左右，即可到达目的地； 

 如从长沙火车站至会议地点，可在火车站南坪乘坐 10 路公交（火
车站至湖南农大）至湖南农科院站下，再往回走 100 米左右即可，全程
约需 30 分钟。 

 

参会代表用餐地点 

（中心食堂 1 楼大厅） 

参会代表住宿地点 

（中心培训楼） 

中心
大门 

 

研修班会场 

（ 综 合 楼

405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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