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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iGEM，简称 iGEM 大赛)

在全球迅猛发展。仅 2017 年 iGEM 大赛全球注册队伍就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313 支，中国地区有 98 支 iGEM 团队
报名参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与国内已有的诸多大学生创新项目、科研培养项目不同，iGEM 的组织模式是以学生
为主体的研究型学习。该模式取得了丰富的教育效果，体现了新的教育理念，对于我国高校组织本科生课外科研训
练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文中以北京大学参加 iGEM 大赛为线索，介绍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 (iGEM) 的背景和基本
情况并以一个参赛周期为序再现北京大学 iGEM 团队组织和参赛的主要过程。通过与其他本科生科研训练的组织模
式进行比较，探讨 iGEM 对本科生科研训练意义，并总结 iGEM 的组织经验和对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以及组织本科
生科研学术竞赛的启示，希望能为国内高校的 iGEM 活动组织以及本科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 iGEM， 合 成 生 物 学 ， 研 究 式 学 习 ， 国 际 基 因 工 程 机 器 大 赛 ， 基 因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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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iGEM) competition has experienced rapid
global development. In 2017 alone, the number of iGEM teams registered around the globe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313,
with 98 iGEM teams from China having enrolled in the competition and obtain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contrast to th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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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project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s in China, iGEM’s organization mode is focused
on student-centered research learning. Moreover, it achieved a rich educational effect, embodying a new educational idea,
which gives it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xtracurricular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of undergraduat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is article, we took Peking University’s participation in the iGEM competi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iGEM competition. The second part reproduces the general procedure of one
iGEM season and organiza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s team. The third part compares iGEM’s organization mode with those of
other undergraduate research training courses and discusses them in detail. The fourth part sums up the experience with iGEM
activities as well as explains its effect on developing the research capaci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s well as inspiring them
to organize an undergraduat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eti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GEM activities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for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Keywords: iGEM, synthetic biology, research-base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genetic engineering

动物细胞，其在信息处理、制作材料、化学加工、

1 合成生物学与 iGEM 大赛

能源、制药等各个方面的应用前景也得到了学术

“合成生物学” (Synthetic biology) 是在遗传工

界和工业界的普遍认可。

程 (Genetic engineering) 的概念提出并实践十多年

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6]——全称 international

的大背景下，在 DNA 测序、DNA 合成、计算机建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以下

模以及相关定量分析技术进一步成熟的基础上，于

简称 iGEM) ——与合成生物学几乎同时诞生。

21 世纪初期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进入新千年后，

iGEM 最早于 2005 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发起，旨在

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来自生物、化

推动合成生物学学科发展，促进各国大学生在该

学、工程、计算机等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从各自的角

领域的学习、交流与合作。每年 6 月，在赛制组

度切入生物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精彩的工作成

委会注册的学生队伍都可以获得一个装有“标准

果，其中比较经典的有：加州理工 Michael Elowitz

化 DNA 元件” (Standard parts，以下简称“元件”)

[1]

等的“生物振荡网络” 和波士顿大学 James Collins
[2]

的工具箱。随后整个夏季，学生在自己学校运用

团队的“大肠杆菌拨动开关”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

组委会提供的元件以及自己新开发的元件构建新

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2004 年的 iGEM 联合参

的 生 物 系 统 并 表 达 在 活 细 胞 中 。 每 年 11 月 初

[3]

赛项目“生物显示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Jay
[4]

D. Keasling 团队的“酵母产青蒿素项目” 等。

iGEM “欢聚大会” (Jamboree) 在麻省理工学院举
办，期间各参赛队伍将展示他们的工作，评选出

目前，学界对于“合成生物学”的定义还存在

各方面奖项的获得者。大赛总冠军被称为“最终唯

不同认识，其中一个可行的定义是：合成生物学

一大奖” (The only grand prize)，另有针对特定方

是设计那些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生物系统以及重新

面的突出表现而专门设计的单项奖。由于其特有

设计天然生物系统的学科；它强调对生物系统有

的趣味性和应用性，经过十余年的发展，iGEM

[5]

意图的工程设计 。所以，合成生物学不同于以

从最早的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普林斯顿等 5 所

前“发现式科学研究”的范式，它主张从“分析”转

北美学校的学生暑期联合科研比赛，成长为了有

向“综合”，从“发现”转向“应用”。时至今日，随

上百支队伍 (包括本科生、研究生、高中生) 参

着基因编辑、DNA 测序、生物信息学等技术方法

与的大型赛事，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级大学

的进一步发展，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平台也由早期

生学术竞赛之一。

的原核模式生物转向了工业微生物、植物和哺乳
http://journals.im.ac.cn/cjbcn

iGEM 的 成 功 离 不 开 Drew Endy 、 T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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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ght 和 Randy Rettberg 等奠基者和组织者，其

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 4 所中国地

中又以 Drew Endy 对 iGEM 的影响最为重要。

区高校分别组队第一次参加 iGEM 比赛。其中，

Drew Endy 原为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工程系助理教

北京大学首次参赛即一举夺得赛会最高奖项“最

授，2008 年夏季到斯坦福大学任教，他围绕 iGEM

终唯一大奖” (The only grand prize)。除此之外，

的建立和发展做了一系列的工作：1) 与 Tomas

4 支中国队伍还拿到了两项决赛入围奖、两项单

Knight 等一同确立了从“元件” (Parts) 到“装置”

项和四块金质奖章。对于首次参赛的中国队伍来

(Device) 再到“系统” (System) 的合成生物学工

说，这样出色的成绩对 iGEM 在中国的发展起到

程原则[7]；2) 与 Randy Rettberg 等一同建立了“标准

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伴随着合成生物学学科的飞

生物元件注册库” (Registry of standard biological

速发展和 iGEM 大赛的迅速扩张，越来越多来自

[8]

parts) 的网站 ；3) 主持成立了“生物砖基金会”

中国的学生团队参与其中 (图 1)。许多中国团队

(Biobricks Foundation，BBF)。“元件-装置-系统”

作出了具有相当原创性和创新性的工作，在赛场

的原则是 iGEM 把生物系统工程化的理念基础，
“标准生物元件注册库”的网站为历届 iGEM 提供
了“元件”信息的存储、交换和检索平台。
作为工程学家，Drew Endy 试图把标准化和
模块化这两个工程原则引入到基因工程中，希望设
计生物系统能够变得如同设计电路一样简单。他认
为限制人们对生物系统进行设计的 4 个关键挑战
是：1) 生物系统的复杂性；2) 构建和描述合成生
物系统的繁琐程度及不可靠程度；3) 生物系统运
行时自发涌现的物理多样性；4) 生物系统的突变
和进化能力。他继而提出，对生物系统进行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解偶联化 (Decoupling) 以及抽
象化 (Abstraction) 的“基础性技术”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可能是应对前三个挑战的办法，这样
的技术能帮助我们把设计和构建生物系统的工作
变得规范化、日常化，从而大大促进合成生物学在
各个领域的应用[9]。“标准生物元件注册库”网站、
“DNA-元件-装置-系统”的抽象原则以及 iGEM 竞
赛等都是在这个理论背景下对“基础性技术”所作
出的探索和尝试。在 iGEM 竞赛中，每支队伍都需
要利用标准化的 DNA 元件以及自己开发的新元件
进行生物系统的设计和构建。这样的主张大幅降低
了大学生参与生物系统理性设计和基因工程实验
的门槛，直接促进了 iGEM 比赛的蓬勃发展。
2007 年，受大赛组织方的邀请，北京大学、
☏：010-64807509

图 1 中国地区大学队伍参加 iGEM 大赛情况 (A：中
国地区 iGEM 大学团队参赛队伍数目；B：中国地区
iGEM 大学团队历年获奖数)
Fig. 1 An overview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teams
participate in the iGEM competition. (A) Number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teams participating in the iGEM
competition over the years. (B) Number of awards from
the iGEM teams in China over the years.
：cjb@i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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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得了优异成绩。2017 年 iGEM 竞赛达到赛事

自生物、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医学、工

规模的新顶点，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 余支 iGEM

程学等各个理工科院系，分布在各个年级。就学

队伍齐聚波士顿。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

术技能而言，有擅长实验操作、学术理论、数学

的本科、研究生和高中 iGEM 团队达到了 83 支，

建模、数据分析等不同特长的成员；就队伍运作

共有 79 支队伍获得了奖项，其中大陆地区 66 支，

而言，既需要学术骨干分子和善于项目管理的成

香港特区 4 支，台湾地区 9 支。中国大陆地区取

员，也需要善于艺术设计和财务管理的成员。成

得了总计 35 金、14 银、17 铜的优异成绩，其中

员多样化和多维度团队协作是 iGEM 赛事的鲜明

大学本科生队伍 31 金、11 银、12 铜，有 12 支队

特点，这在其他本科生竞赛中是稀缺的。

伍得到了单项奖或单项奖提名。

2 北京大学 iGEM 团队的组织模式

自 2007 年首次参赛至今，北大 iGEM 团队逐
渐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较为完整成熟的组织运营模
式，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良好验证。北大 iGEM 通

北京大学自首次参赛以来，在随后的 10 届

过“北京大学基因机器研究会”这一由学生独立运

iGEM 大赛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包括在 2010 年获

营的社团开展自主的理论学习、实验训练和备赛

得总决赛亚军 (First Runner Up)。相应的参赛项目

活动。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由专门的指导委员会

在比赛以后经过一定时间的深入积累，大部分转化

给 iGEM 团队提供学术指导。指导委员会由一到

为发表的学术论文 (表 1)。作为国内众多 iGEM 队

两名教师和若干名往届资深队员组成，教师主要

伍中的一支，北京大学 iGEM 的组织模式既继承了

评估团队项目的学术价值和可操作性，并对项目

iGEM 赛事的整体特色，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立项和赛前展示等关键环节进行把关。往届资深

鉴于 iGEM 大赛极富学术性、创造性的特点，

队员一般是往届队伍中的骨干，他们会从实验经

且参赛同学具有高度自主性，其组织工作与传统

验、项目运作、参赛准备等方面对团队进行跟踪

学术竞赛有很大区别。iGEM 竞赛并非单纯比拼

式指导。

项目的学术价值，还包括评价项目的立意、应用

北大校方的关心和支持也为 iGEM 活动提供

价值、社会影响力的调研分析及展示效果等综合

了坚强后盾。北大 iGEM 团队在校内的生物实验

性内容，队伍的队员构成需要高度多样化。北大

教学中心拥有两间专有实验室，能满足基本的分

iGEM 团队面向全校招募成员，团队成员可能来

子生物学实验和社团活动。由于每年参赛项目不

表 1 北大 iGEM 历年项目获奖情况和论文专利发表情况
Table 1 Peking University iGEM project annual awards and publications
Year
2007
2009
2010
2011

Awards
Gold Medal; Grand Prize
Gold Medal
Gold Medal; Best Environment Project; First Runner-Up Prize
Gold Medal; Top Sixteen

2012
2013

Gold Medal; Best Presentation, Asia; First Runner-Up, Asia
Gold Medal; Best Parts Collection, Asia; Best New BioBrick
Part, Natural, Asia
Gold Medal
Gold Medal; Best New Composite Part; Best Part Collection
Gold Medal; Best Environment Project
Gold Medal; Nominated for Bes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ject

2014
2015
2016
2017

http://journals.im.ac.cn/cjbcn

Publications
Molecular System Biology, 2010[13]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4[14]
Quantitative Biology, 2013[15]
ACS Synthetic Biology, 2012[16]; PLoS ONE,
2012[17]
ACS Synthetic Biology, 2014[18]
Journal of Bio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 2016[19]
ACS Synthetic Biology, 2016[20]
ACS Synthetic Biology, 2018[21]
Chinese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pre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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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生常需邀请校内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指导，

的最后一天，新成员被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各小组

甚至借助校内学者实验室进行精密实验，北大宽松

在随后的寒假期间自行学习往年优秀 iGEM 项目并

自由的学术氛围之下学者们愿意为团队提供关键

对合成生物学经典文献进行深入调查和阅读，然后

性的学术帮助。得益于这样的环境和平台，iGEM

定期进行在线交流讨论。这样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

团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和发挥。

内让同学们充分认知合成生物学并找到自己的兴

自 2016 年起，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前沿

趣点。随后，同学们开始进行头脑风暴，在讨论中

交 叉 学 科 研 究 院 开 办 了 “合 成 生 物 学 导 论”选 修

讲述自己的创意想法 (哪怕是非常初级的想法)，通

课。课程采用了专题讲座的方式，由本校老师和

过不断的群组讨论进行完善。新成员在春季学期开

校外专家就合成生物学的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问

始前集合，各小组集中汇报寒假的学习成果，并根

题作系统性介绍。课程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

据“头脑风暴”的结果进行重新分组。

开放，既帮助新队员夯实知识基础，也为 iGEM

春季学期开始后，团队每周以例会的方式进

团队增添人员储备。课程不设置期末考试，由学

行项目讨论，同学们用口头报告等形式互讲互评

生自发组成小组进行头脑风暴和项目设计，并在

深入交流，进一步完善各自的项目设计。每年 4

遴选会上进行报告展示，经提问、讨论等环节，

月，由指导委员会组织参赛项目遴选会，对各小

由评委老师进行最终评价并作为成绩评定的重要

组的项目设计进行指导。经过两到三轮的遴选会，

部分。“合成生物学导论”将 iGEM 社团的活动和

从候选项目中确定最终的参赛项目。项目确定后，

课堂结合起来，同时使 iGEM 建队、设计选题这

在 4 月底，由指导委员会组织一次检验同学们前

一过程的管理更加系统化和组织化。

期参与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综合能力的“马拉松式”

基于上述良好的队伍组织模式，北大 iGEM
团队能够相对高效地完成备赛和参赛。整个备赛

开卷考试，最终确定本年的正式参赛人员名单。

和参赛流程可以分为“设计和选题”、“实验准备和

第二阶段：实验准备及实施
该阶段是从 4 月底队伍建立起到 7 月初进入

实施”以及“备赛及参赛”三个阶段，我们总结了北

暑假正式开展项目的期间，iGEM 团队成员需要

大 iGEM 队伍在各个阶段的经验，以供参考。

在老队员的指导下完成实验技能强化和实验室运

2.1

第一阶段：设计选题
每届 iGEM 赛事结束后，往届参赛队员通过

海报宣传和举办宣讲会等方式在全校范围内进行

2.2

营培训。同时，在春季学期的期末考试前，尽可
能完善实验的设计，并开展相关的预实验。
暑假开始后，队员们开始正式开展实验工作。

新成员的招募。招募完成后，便进入比赛准备和

在实验最开始阶段，常常会有同学因为没有足够

设计选题阶段。这一阶段通常从秋季学期的 12 月

的实验基础导致实验出现问题。遇到队员都没有

开始，进行到下一年春季学期 4 月。该阶段的主

接触的实验方法，更需要整个团队边学边做，互

要任务是由 iGEM 社团组织新一届同学学习合成

相帮助，确保每个队员都或多或少参与项目的设

生物学的基础和前沿知识，提出初步想法并通过

计和改进。这为队员们的个人参与度、责任感以

头脑风暴选出最终参赛项目。

及整个团队凝聚力提供了保证。

详细来说，往届参赛队员首先在秋季学期内开

进入高强度实验阶段后，老队员需要紧密地参

展讲座，介绍合成生物学和 iGEM 比赛的相关概念。

与实验设计，帮助解决团队遇到的困难。同时，指

秋季学期结束后，往届队员会为新成员组织为期数

导委员会需要定期组织例会，监督实验的进度，保

天的集训营，集中进行相关知识的讲授。在集训营

证整个项目有计划地推进。整个暑假，iGEM 队员

☏：010-64807509

：cjb@im.ac.cn

1927

1928

ISSN 1000-3061

CN 11-1998/Q

生物工程学报

Chin J Biotech

们几乎都需要在实验室中度过，而实验的过程又是

参照 iGEM 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发展状况，以及

相对繁琐、枯燥的，它考验着同学们的意志品质。

北大 iGEM 团队十年来的发展经验，我们不难分

这一阶段的艰苦工作和团队协作，会进一步激发队

析出以下事实：一种以学生为主的、尊重学生的

伍不畏困难的精神，使整个团队愈发富有战斗力。

科研地位、提供学生学术资源的教育模式逐渐兴

2.3

第三阶段：集中备赛及参赛
从 9 月秋季学期开始，团队将进入集中备赛及

参赛阶段。该阶段不仅需要整个团队全力以赴完成

起，并在学生群体中的需求仍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iGEM 活动代表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科学研

3.1

剩余的实验任务，还需要进行比赛的准备工作，包

究培养模式
iGEM 的诞生地麻省理工学院于 1969 年推出

括完成建立网站、寄送 DNA 元件、填写比赛相关

了美国第一个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项目“本科生研

材料、制作海报、准备报告展示等一系列任务。

究机会项目” (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进入新的学期，课程和学业压力可能会迫使

program，简称 UROP[10])，这一项目鼓励本科生

项目的进度放缓。这时，有效的进度评估机制就

以年轻同事的身份参与到教师的科研工作中，要

显得格外重要。北大 iGEM 指导委员会将会组织

求学生独立撰写研究计划及项目总结，并且学校通

定期的进度评估，督促各项任务齐头并进。在多

过给予学分、报酬或者“志愿者”身份来保障学生在

轮细致的指导下，学术海报和展示用幻灯片会经

研究过程中的积极性。麻省理工的另一个培养项目

过反复修改以达到最好效果。在学术汇报展示部

是历史悠久的“独立活动时期计划” (Independent

分，指导委员会将会安排多轮试讲活动，同时邀

activities period，简称 IAP)，即在圣诞节后的四

请本校的教授作为评委进行点评，以模拟真实的

周时间里，鼓励老师和同学们打破平常的身份限

比赛情况。除上台展示的同学外，其他队员们需

制，提出项目、共同合作。这时既可以像往常一

要针对项目，详细周全地准备评委可能会问到的

样由老师提出项目学生参与，也可以反过来由学

问题，完善展示的细节，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生提出项目老师参与。可见，麻省理工学院非常

由学生自主完成项目和实验设计，将严肃而

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并且有一套完整的保障机制，

活泼的学术讨论氛围贯穿始终，这是北大 iGEM

激励本科生参与到科研活动中。继麻省理工学院

队伍一贯坚持的传统。这样的组织模式为本科生

之后，美国其他学校也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鼓励

搭建了一个具有较大自主性的、可得到全方位锻

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的项目，并取得了很多进展

炼的科研平台。该平台包括科研入门培训、研究

[11-12]

性学习方式、资金支持、实验环境支持、导师和

科研训练 40 多年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它所提出的

课程指导等学术环境，以及参与国际比赛、学术

“参赛流程”反映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组织本科生科

会议或发表论文等多元化的科研产出途径，从而

研能力培养的先进理念和发达制度。

实现了本科生科研活动的可持续性自我成长。

3 北京大学 iGEM 活动意义的分析

。iGEM 正是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展本科生

不仅如此，iGEM 主办方推荐的“标准参赛流
程”还用工程化的方法简化了生物工程研究项目的
复杂度：其标准生物元件 (Standardized bioBricks)

北大 iGEM 活动是一个完全由学生自主发

的概念、相应的标准化 DNA 拼接技术 (Standard

起、组织的科研活动，其模式的成功对如何培养

assembly)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系统工程原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科研能力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则，都从技术上进一步降低了参与者的进入门槛，

http://journals.im.ac.cn/cjbcn

吕原野 等/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对本科生科研教育的启示

从而更加有利于本科生开展原创的生物工程项目

经费申请、实验室管理、社会调研、行政管理等

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主性的学习和讨论

工作。这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使得学生的

是科研教育的主体，而教师通常只起到方向指导

个人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培养。

和教学评估的作用。

一般来说，同学们在 iGEM 比赛所横跨的
10 个月内将会获得以下收获：1) 主导一项独立的

3.2 iGEM 活动弥补了我国高校当前“学徒式”
培养模式的不足
在国内的高等院校和研究型大学里，教师同时

科研项目，通过项目制学习接受全方位的科研训

担有研究和授课的任务，研究多面向研究生，授课

织协调的经验；3) 完成一项学术水平较高的科研

多面向本科生。为了让学生较早适应研究生阶段的

工作，并在赛场上获得国际学术同行的评价；4)

工作，教师往往会接收高年级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参

如果在比赛中收获优异成绩，将会在未来学术生

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各大高校也设置了各类本科生

涯中获得一个高起点；5) 赛后可继续深入研究，

科研训练制度和“基金”项目，以期激励本科生深度

将参赛项目成果在学术期刊发表。上述这些都是

参与到科研活动中。然而，大部分学子在大一和大

传统意义上的科研教育模式难以提供的。

二阶段有较重的课业压力，在开展研究课题时其实
对实验室工作及相关知识概念的了解有限；教师也

练；2) 健全团队合作的意识，获得团队管理和组

4 总结与展望

担心学生因缺乏经验导致项目不能完成，浪费资

十年的北大 iGEM 活动为本科生团队创造了良

源。鉴于以上两点，“课题立项”在实际操作中多由

好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成就，也让我们看到本科生课

老师代办，从而使其成为教师项目的一部分。由于

外科研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模式是值得肯定和推广

学分和结题的压力，本科生科研训练常常变为教师

的。我们可以简要归纳出北大 iGEM 活动的成功要

主导、学生干活的“学徒式”的培养模式。

素，为本科生科研教育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

学徒并非不好，以教师为主也并非不好，但

首先，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学术契机是活动成

如果一味由教师安排学习内容，教师为学生制定

功的关键所在。iGEM 大赛是本科生团队合作完

教学计划、科研计划，学生始终处在被动的状态，

成科研项目的天然契机：它既有可见的短期的收

不利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益——在国际大赛中获得奖项，又有长期的学术

也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追踪和拓展前沿研究方向

价值——在本科阶段即完成初步的科研训练、甚

的能力。而在科研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阶段，也是

至发表科学论文，对未来的升学与求职会有很大帮

学术生涯中能力建设的关键期“本科生阶段”有意

助。iGEM 大赛综合了自主性、创新性、趣味性，

识地培养科研的主体性，能从根本上促进这些未

能充分调动年轻学子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

来科研工作者的自主创新能力。

其次，高水平的教师指导是科研教育产生显

3.3 iGEM 活动给年轻学子提供主导独立科研
项目的机会
在国内高校现有教育环境下，iGEM 活动为

著效果的必要条件。iGEM 大赛虽然强调以学生

本科生 提供 了难能 可贵 的科研 教育 实践经 验 。

的科研项目。因此，需要有经验丰富的教师和有

iGEM 大赛的评价机制尤其看重参赛学生的自主

经验的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给予及时的指导，

程度和独立科研能力。在此机制下，iGEM 学生

避免出现盲目和无效的项目实践。经验丰富的指

自发性地进行队伍组建、社团活动、项目调研、

导者团队能很好地把控立项和设计的节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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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高效行事，快速掌握科学的思维和方法。
最后，应当建立完整的项目评价机制。本科
生更多时候需要引导、激励和肯定，建立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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