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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周辉通（Zhou Huitong），新西兰

林肯大学，博士，研究员，博导

聘任类型：“飞天学者”讲座教授

聘期：2014.9—2017.9

所在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工作任务与考核指标

人才培养：每年为硕士、博士生讲授课程1门，为本科生做报告1
次，协助培养博士生1名、硕士生1名。聘期内指导青年教师2名

科学研究：每年以本人为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甘肃农业大

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三区以上（含三区）SCI研究论文1-2篇
团队建设：参与组建“甘肃省牛羊基因改良”学术团队；聘期内

申请或指导团队成员申请国家级科研项目至少2项；每年带领团队

成员参加国际或国内大型学术活动至少1次
学科建设：协助凝练形成牛羊基因改良研究方向，为动物生产学

学科建设提出优化建议

学术报告：每年为甘肃农业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做学术报告至

少1次



人才培养

博士研究生培养：邀请3名学校博士研究生（李少斌、赵芳芳、安清明）

赴新西兰林肯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其中帮助2人成功获批国家留学基金

委公派研究生项目；邀请学校1名硕士研究生（柴文琼）赴林肯大学攻

读博士研究生

姓名 学习时间 学位论文题目/研究内容

李少斌 2015.11—至今
绵羊KAP基因家族基因鉴别及其

与羊毛性状的关联性研究

赵芳芳 2015.11—至今
绵羊生长性状和胴体肌肉性状相

关基因的多态性及其关联性研究

安清明 2014.6—2015.8

绵羊FABP4、IGFBP3和SPP1基

因遗传变异对脂肪、生长和胴体

性状的影响 学校博士生在林肯大学学习

学校博士生在林肯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信息



硕士研究生培养：协助甘肃农业大学指导硕士研究生11人
其它：指导学院2名博士生在《Animal Genetics》和《Genes》上发表SCI

论文2篇，并为学院5名研究生修改英文文章

指导青年教师3人：李少斌、赵芳芳、王继卿，共发表SCI论文3篇，累计

影响因子9.292
 研究生课程：为甘肃农业大学硕士生讲授“毛绒遗传研究进展”课程

 本科生报告：2014年和2015年分别为本科生做了题为“A point of view of 
New Zealand”和“Sheep Farming in New Zealand”的学术报告

2014.12.27 2015.12.16



科学研究

本人为第一作者，甘肃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SCI论文3篇：

其中2区论文2篇，3区论文1篇，累计影响因子9.216

Analytical Biochemistry，2014，SCl论文，3区，2015IF=2.243



Scientific Reports，2016，SCl论文，2区，2015IF=5.228

J Anim Breed Genet，2015，SCl论文，2区，2015IF=1.745



本人以非第一作者，指导甘肃农业大学教师和研究生发表SCI论文6篇：

其中2区论文2篇，3区论文1篇，累计影响因子18.833

序号 信息 SCI影响
因子

所在
分区

本人
排名

1 Wool Keratin-Associated Protein Genes in Sheep—A Review, Genes, 
2016, 7, 24 3.242 4 2

2

Two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the promoter of the ovine 
myostatin gene (MSTN) and their effect on growth and carcass muscle 
traits in New Zealand Romney sheep, Journal of Animal Breeding and 
Genetics, 2016,133(3):219-26

1.745 2 2

3 Effect of variation in ovine WFIKKN2 on growth traits appears to be 
gender-dependent,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12347 5.228 2 2

4 Haplotypes and Sequence Variation in the Ovine Adiponectin
Gene (ADIPOQ), Genes 2015, 6, 1230-1241 3.242 4 2

5
Identification of more than two paternal haplotypes of the ovine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 4 (FABP4) gene in half-sib families: evidence of 
intragenic meiotic recombination, PLOS ONE, 2014, 9(2): e88691

3.057 3 2

6 Variation in the ovine WFIKKN2 gene, Gene, 2014(543): 53-57 2.319 4 2



团队建设和学科建设

项目申报：指导甘肃农业大学团队成员申报NSFC6项，立项甘肃省引

智项目2项，立项国家留学基金委研究生公派项目2项，与甘肃农业大学

合作执行科研项目4项

课题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国家留学基金委研究生公派项目 李少斌、赵芳芳 2015-2016

新西兰牛羊基因改良技术引进与示范 甘肃省引智项目 罗玉柱 2015

甘肃省绵山羊种质资源遗传改良 甘肃省引智项目 罗玉柱 2016

新西兰优质肉羊种质引进与选育技术合
作研究

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项目

罗玉柱 2012-2015

牛羊基因改良技术研究 甘肃省创新研究群体计划 罗玉柱 2013-2016

甘肃省牛羊基因改良工程实验室创新平
台建设项目

甘肃省发改委 罗玉柱 2013-2014

新西兰优质肉牛和肉羊种质改良技术合
作研究与集成示范

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张小丽 2013-2015



学术团队和学科建设：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组建了“家畜毛绒研究”学术

团队，联合新西兰林肯大学、新西兰国家农业研究所、国际家畜研究所等国内

外10家单位筹备成立了“国际毛绒研究所”，建立了研究所网站

（http://csdwsys.gsau.edu.cn），旨在开展家畜毛、绒性状方面的研究，培养学

术骨干，优化动物生产学科建设，提升团队学术影响力。

目前正在协助学校申请主办《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heep and Wool Science》（ISSN：1832-8679）杂志。

该杂志创办于1954年，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羊毛

技术学院主办，出版周期为季刊。2006年以前，该刊物

为SCI来源期刊。2010年后，因资金、人员等原因停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heep and Wool Science



学术报告

为青年教师、研究生做学术报告9次，累计参加报告381人次。

报告名称 时间 参加
人数

How to read scientific paper? 2014.12.17 49

Gene-markers for growth and carcass traits in sheep 2014.12.18 51

New Zealand Life, 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 2014.12.20 57

科技论文文献的查阅与使用 2015.12.15 53
Fecundity Genes in sheep 2015.12.16 50

Molecular biology technology 2015.12.22 42

Gene-marker technology enhancing sheep farming productivity 2015.12.24 45
Major genes affecting muscling in sheep 2016.09.21 43
Research progress in wool science 2016.09.22 41
合计 381



2015.12.222014.12.17

2016.9.222015.12.24



其它

 为省草食动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编写《Laboratory 
Manual》，共49页，合计5.6万字，系统介绍了PCR、

SSCP、杂合子克隆、SLCP等实验室操作技术

 改进试验技术，节省试验开支：实验室2014年以前用

Whatman生产的FTA卡存贮血液基因组DNA，成本

高（1张FTA卡31元，提取DNA的试剂2.3元/个）。

经周老师改进后，用新西兰生产的滤纸自制了FTA卡，

在不影响试验效果的前提下，大幅缩减了试验成本。

1张滤纸不到0.1元，DNA提取0.3元/个。

周辉通编写的实验手册

滤纸FTA卡



 实验室文化建设：对省草食动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室内文化建设，

如展板、宣传画、会议室、试验台的布局与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特

别是制作了《甘肃农业大学与新西兰林肯大学共同执行的科研项目》、

《Joint Publication》等展板，并将其悬挂于新西兰林肯大学实验室，宣

传了甘肃农业大学，提高了学校国际知名度。

甘肃农业大学与新西兰林肯大学共同执行
的科研项目

Joint Pub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