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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字迹要工整清楚。 

二、本表第一项至第六项由候选人本人填写，单位/学院负责审核。 

三、本表第七项由单位/学院负责填写审核推荐意见。 

四、两名专家推荐信随本表一起装订， 其中一人必须是申请人当前导师。 

五、本表内有关栏目填写不下的，可另附页。 

六、建议纸质材料采用 A4 纸单面打印及复印。电子档请发送至邮箱

ctsoffice@163.com；纸质（两份）请邮寄至 王克华，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北京市海

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100193，电话 1381131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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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简况 

姓 名 张昆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88年 9月 
健康状

况 
良好 

现学习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 
从事 

专业 
草学 

电话 13011215300 邮箱 zk61603@163.com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学位 农学硕士 

主要学术 

及社会兼职 
中国农业大学草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美国罗格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个人教育经

历（高中开

始， 本科研

究生标注绩

点/平均分） 

 

2004年 9月-2007年 6月 青岛第三中学 

2007年 9月-2011年 6月 青岛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专业 (2.76/79.8) 

2011年 9月-2014年 6月 南京农业大学   草业科学专业 (3.15/86.2) 

2016年 9月-今         中国农业大学    草学专业 (3.3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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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荣誉及

奖励（高中

开始） 

 

2005年 6月 青岛市第三中学 校级三好学生 

2006年 6月 青岛市第三中学 校级三好学生 

2007年 6月 青岛市第三中学 校级三好学生 

2005年 9月 青岛市校级运动会 1500m 个人第三名  

2006年 9月 青岛市校级运动会 1500m 个人第四名  

2009年 9月 青岛农业大学优秀学业奖学金  

2010年 9月 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优秀班干部 

2011年 11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研究生篮球赛团体第一名 

2012年 11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研究生篮球赛团体第一名 

2013年 9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企业奖学金 

2013年 11月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研究生篮球赛团体第一名 

2013年 10月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篮球赛团体第三名 

2017年 10月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一等奖学金  

2018年 10月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二等奖学金 

2019年 10月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一等奖学金 

2019年 10月 博士国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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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主要学术、专业文章及经历 

1）同行评议文章 

[1] Overexpression of CrCOMT from Carex rigescens increases salt stress and modulates 

melatonin synthesi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Plant cell reports, 2019: 1-14.（第一作者） 

[2] Selection and validation of reference genes for target gene analysis with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in the leaves and roots of Carex rigescens under abiotic stress.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19, 168:127-137. （第一作者） 

[3] Growth, physiology, and transcriptional analysis of two contrasting Carex rigescens 

genotypes under salt stress reveals salt-tolerance mechanisms.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2018, 229:77-88. （第一作者） 

[4] iTRAQ based compar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reveals tissue specific and novel early 

stag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salt stress response in Carex rigescens [ 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 2017, 143: 99-114. （第二作者） 

[5]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salt responsive genes and SSR marker exploration in Carex 

rigescens using RNA seq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7, 16(0): 60345-7. （第

六作者） 

[6] 施氮水平对季节性栽培紫花苜蓿饲草干物质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 草地学报, 2015: 

844-849. （第一作者） 

[7] 牧草与草坪草耐盐基因工程研究进展[J]. 中国草地学报, 2017, 39(2): 96-104. （第一作者）      

[8] 植物盐胁迫下应激调控分子机制研究进展[J]. 草地学报, 2017, 25(2): 226-235. （第一作

者）  

[9] 白颖苔草对不同浓度 NaCl 胁迫的响应及其耐盐阈值[J]. 草业科学, 2017, 34(3): 479-487. 

（第一作者） 

[10] 盐碱胁迫条件下中苜 3号紫花苜蓿高效共生根瘤菌筛选研究[J].中国草地学报, 2018, 43(1). 

（第一作者） 

[11] 营养水平对紫花苜蓿苗期根系生长的影响[J]. 草地学报, 2015, 23(5): 951-956. （第二作

者） 

[12] 接种不同根瘤菌对紫花苜蓿生产力的影响 J] 草地学报 2018, 26(03): 639-644. （第三作

者） 

2）会议论文、墙报及摘要 

会议墙报： 

2017中国草学会年会 “iTRAQ-based compar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reveals tissue-specific 

and novel early-stag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salt stress response in Carex rig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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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摘要 

[1] 不同非生物胁迫处理下白颖苔草叶片和根系 qRT-PCR分析中内参基因的选择和鉴定[C]. 银川:

中国草学会草坪专业委员会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2016:17. （第一作者）                    

[2] 白颖苔草对不同浓度 NaCl 胁迫的响应及其耐盐阈值[C]. 银川:中国草学会草坪专业委员会第

十五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2016:5. （第一作者）  

[3] 白颖苔草盐胁迫响应基因咖啡酸-O-甲基转移酶COMT的克隆和序列分析[C]. 广州:2017年中国

草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7:11. （第一作者）  

[4] 盐胁迫对白颖苔草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C]. 广州:2017年中国草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7:11. 

（第一作者） 

[5]白颖苔草盐诱导 CrUGT73 的克隆与生物信息学分析[C]. 成都: 2018 年中国草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8:11. （第二作者） 

3）会议口头报告 

中国草学会草坪专业委员会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2016，银川），报告题目“盐胁迫下白颖苔草生

理生化响应及蛋白组学研究” 

4）项目申请书/协助撰写项目申请书及资助情况 

协助导师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白颖苔草盐诱导关键代谢物质筛选及其分子调控机制的研

究”， 资助经费 60万 

5）其它专业相关文章等（研究进展报告、相关推广应用及科普文章、书、教材等） 

2014年参与《中国草业百科全书》编写资料收集工作。 

6）发明专利 

无 

7）参与的研究项目及角色 

“饲草青贮工艺技术及配套设施装备”  饲草调制与品质分析 

“苜蓿高效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  紫花苜蓿产量分析 

“苜蓿高效种植种子处理技术研究与示范”  根瘤菌浸种 

“盐胁迫下白颖苔草蛋白组学的研究”  差异蛋白功能验证 

“白颖苔草盐诱导关键代谢物质筛选及其分子调控机制的研究”  关键代谢物筛选及分析 

 

8）参与教学经历/经验（课程名称， 时间， 角色/职责，学生评价评分（如有），主讲老师） 

《草坪学研究进展》 2018 年春季 课程的准备，课堂答疑和作业的辅助批改等工作   孙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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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志愿活动、社区服务、学生活动、学

生团体、组织等情况（大学开始） 

1） 社会活动、志愿活动、社区服务等 

2009年社区福利院打扫卫生 

2009年社区小广告清除 

2011年百望山青山行动活动 

2014年南京迎青奥会倒计时 30天明城墙暴走活动 

 

2）学生活动、学生团体、组织等 

2008年参加青岛农业大学羽毛球社团 

2009年青岛农业大学五人制足球赛 

2011年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研究生篮球赛 

2012年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研究生篮球赛 

2013年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研究生篮球赛 

2013年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篮球赛 

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趣味运动会 

201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趣味运动会 

201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生篮球赛 

 

3）勤工俭学情况 

无 

4）其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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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期间学习课程情况（课程名称， 上课时间， 请附正式成

绩单） 

 

硕士研究生课程 

饲草调制与加工、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概论、

现代植物生理学、高级植物营养学、草地生态学研究进展、饲草调制加工与贮藏研究进展、牧草学

研究专题 （2011-2012第一学期） 

牧草学、研究班讨论（草业科学）硕、饲草营养价值评定方法、草坪学研究专题、报刊英语选读

（2011-2012第二学期） 

 

博士研究生课程 

英语一外、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命科学研究进展、草地管理学研究进展、种子科学研究进展、

草产品加工与利用研究进展（2016年秋）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草坪学研究进展、草类植物育种研究进展、草地生态学研究进展（2017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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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毕业论文描叙（小四字号， 1.5倍行距，2-4页）：1）意义及创

新性，2）试验的目的，3）研究方法与手段，4）研究的可行性，5）

迄今的结果总结 

1）意义及创新性 

白颖苔草（Carex rigescens），又名小羊胡子，属于莎草科苔草属，多年生植物，耐

寒能力较强，能在-25℃下能顺利越冬，耐瘠薄，抗旱性强，能适应多种类型的土壤，

作为草坪绿化植物低养护水平较低。其草叶纤细，外形整齐美观，是很好的疏林游园草

坪植物，在我国北方地区多作为观赏和装饰性草坪，也是可用人流不多的公园、庭院、

街道、花坛等的绿化材料，是高速公路、铁路两旁水土保持的优良地被植物。目前国内

外对于白颖苔草的研究只是集中在分类学、除去种子休眠及其药用方面，对其草坪草功

能的研究也只是在耐阴性，耐热性和坪用价值等方面。通过对不同地区白颖苔草种质资

源的收集，我们发现河北黄骅盐碱地（土壤含盐量>0.3%）生长的白颖苔草生长较其他

植物有明显优势，初步认为其具有良好的盐胁迫耐受能力。但目前关于白颖苔草耐盐性

方面的研究较少，同时由于缺少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的信息，其分子生物学方面的信息

也十分有限。本研究旨在借助高通量测序技术和气相-质谱联用分析技术，研究和解析

盐胁迫下白颖苔草基因和代谢物的变化情况。通过对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转录组和代谢

组数据的比较分析，揭示各自响应盐胁迫信号转导途径和代谢通路。从整体上系统认识

白颖苔草对盐胁迫的响应机理，寻找耐盐的关键基因，并借助转基因技术对关键基因的

功能进行验证和研究。 

2）试验的目的 

白颖苔草是本地野生、具有良好观赏性及抗逆性草坪草。利用组学技术在分子层面对白

颖苔草耐盐性开展深入研究，发现新颖的耐盐基因和调控路径，丰富植物耐盐分子机理。

通过驯化和推广，可以降低绿化成本、改良盐碱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3）研究方法与手段 

(1）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盐胁迫耐盐性分析 

1.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无性系扩繁 

2.盐处理样品并进行生理生化水平评价 

（2）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盐胁迫转录组测序分析 

1.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无性系扩繁 

2.盐处理样品的保存和 RNA提取纯化 

3.RNA-seq 测序和分析 

4.q-PCR对测序结果进行验证 

（3）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盐胁迫代谢组学分析 

1.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无性系扩繁 

2.盐处理样品液氮保存并进行代谢组前处理 

3.样品上机 GC/LC-MS，质谱信息比对 NIST，Wiley 等代谢物数据库 

4.代谢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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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抗盐候选基因的克隆分离 

1.转录组和代谢组中差异基因和差异代谢物基因的分析和筛选 

2.通过序列比对确定抗盐候选基因转录本 

3.抗盐候选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 

（5）抗盐候选基因的克隆和功能研究 

1.利用 RACE 技术获得候选基因序列全长 

2抗盐候选基因的不同组织、胁迫下差异表达分析 

2.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构建表达载体，转化模式植物筛选阳性植株 

4.阳性转基因植株的基因功能分析 

4）研究的可行性 

本课题组具有基础扎实、配合默契的科研团队，研究队伍由从事草坪草遗传育种、草坪

草逆境生理生化、生物信息学分析、基因克隆与模式植物遗传转化等科研人员组成，成

员均有参与国家级课题的研究经历，经过了严格的科研训练，熟悉本项目所涉及的全部

技术、方法，为课题的设计和开展提供了多层次的支持。在课题组导师孙彦教授领导下，

团队长期从事草坪草遗传育种和逆境生理生化的机制研究。近年来，对白颖苔草在北京

地区耐热、耐阴性和坪用价值等指标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引种并申报了“白颖苔草”

地方品种。其低养护成本，抗逆性好的特点可以降低城市绿化成本，在北京地区正逐步

推广利用。同时本课题组还在不同地区白颖苔草种质资源进行了收集了和评价工作。近

年来围绕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种质进行盐响应的机制开展研究工作，对是盐胁迫下白颖

苔草生长、生理生化指标、耐盐的阈值及盐响应早期的基因表达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

相关工作积累可为本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坚实基础。 

5）迄今的结果总结 

1.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耐盐性分析 

首先选择黄骅地区收集的材料，进行土培试验。用不同浓度 NaCl 处理 21d 后测定白颖

苔草生长和生理情况。发现高浓度的 NaCl 对黄骅白颖苔草生长产生了抑制，但在 300 

mmol/L 盐浓度下仍能较好的生长。整合生长和生理指标，通过回归计算 HH白颖苔草耐

盐阈值约 263 mmol/L，该研究为后续白颖苔草耐盐机制研究中盐浓度的确认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同时对前期不同地区收集的白颖苔草材料进行耐盐性评价，发现黄骅和

北京两个地区收集的材料耐盐性差异最大。黄骅在 300 mmol/L 盐浓度下有较好生长，

但北京不能，因此选择这两个材料进行后面的研究。首先我们从草坪质量，生理变化，

抗氧化酶活性和多个盐响应代谢途径基因水平的变化，等方面系统的评价了两个材料。

结果表明黄骅白颖苔草综合表现显著好与北京，同时在钙离子盐信号响应，活性氧清除，

苯丙素代谢途径等通路两个材料均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与其不同的耐盐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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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颖苔草内参基因筛选 

根据白颖苔草生长环境，我们推测其对多种逆境条件均有较好的抗性。内参基因的稳定

性对 q-PCR 结果的准确性有重要的影响。白颖苔草是莎草科植物，这部分可参考的内容

有限，为了后续转录组的验证及其他实验中基因表达水平的准确测定，我们挑选了 9

个植物中常用的内参基因（ACTIN7, TUA-α,GADPH, UPL7, PEPKR1, SAND, eIF-4α, TBP, 

SAM），并对其在不同组织和不同逆境条件下的稳定性做了评价。利用 geNorm, 

NormFinder， BestKeeper 三个软件以及 RankAggreg 程序，在盐，干旱，热，冷，及

Cd 胁迫条件下不同组织中内参基因的稳定性进行了计算，并进行了评比，最终根据不

同内参基因在不同试验条件下的排名，获得了最佳的内参基因组合，该研究为今后的

q-PCR试验结果准确性和和白颖苔草逆境分子机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盐胁迫转录组学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生态型白颖苔草的响应盐胁迫早期的分子机制，我们选择黄骅和北京白颖

苔草两个材料，生理指标发现盐胁迫 24h内两个材料已经发生显著差异变化，因此我们

选择在盐处理后 0,6,12,24h 对两个材料根系取样进行测序。获得了两个材料盐响应早

期多时间点动态变化的差异表达基因，经 clustrer 软件富集分析后对聚类富集到的差

异基因进行 go和 KEGG 注释，获得了差异的代谢通路。之后根据差异代谢通路，对转录

因子，碳水化合物代谢，激素信号转导，活性氧清除和细胞壁组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获得不同生态型中的耐盐性差异的分子机制，例如在北京白颖苔草材料中 ABA

信号途径和糖代谢响应较显著，而在黄骅白颖苔草中，差异基因网络更加复杂且得到多

个特异表达通路和多个新颖的盐响应基因，这些通路和基因可能与黄骅白颖苔草的较好

的耐盐性相关，这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可靠依据。同时构建了不同生态型白影苔

草盐响应的分子机制模型。 

 

4.白颖苔草耐盐基因克隆及功能验证 

根据之前的生理实验和转录组试验，我们选择了苯丙素代谢途径上的一个基因咖啡酸辅

酶甲基转移酶(COMT)，进行其盐胁迫下相关基因功能探究。目前该基因关于逆境功能的

研究较少。根据转录组序列数据库，利用 RACE技术成功克隆了 COMT全长，逆境表达模

式分析显示该基因对盐和干旱胁迫均有相应，并在启动子功能元件分析发现其具有多个

逆境响应元件，确认其功能与逆境响应有关。之后成功构建了表达载体，利用模式植物

拟南芥进行不同生长时期盐胁迫处理，结果表明转 COMT 基因植物在种子发芽，苗期平

板试验和土培试验中均表现好于野生型，同时还发现该基因还影响了转基因植物的抗旱

性。根据之前的文献，COMT 基因可能与植物褪黑素合成相关，我们测定了转基因材料

和野生型中盐胁迫后褪黑素合成基因的表达和褪黑素含量变化情况，验证来这一结论，

证明 COMT基因可以通过影响褪黑素合成来影响植物耐盐性。 

 



· 

 

六、陈述将来的职业目标和规划（小四字号， 1.5倍行距，1-2页） 

我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从事草业科学领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 

经过博士期间三年来的学习，我已经初步具备了从事草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但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草坪科学研究工作者，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去提升。首先对草坪专业

知识需要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认识和见解。熟练掌握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方面实

验操作技能，夯实自己的专业技能，强化自己的写作能力并将实验成果转化为科研论文。

参加国内和国际会议论坛交流，并积极进行工作汇报，锻炼了自己的科研能力及心理素

质。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争取到同领域国外高水平实验室进行访问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学习到新思路，新知识和新技能，让自己跟的上科学研究发展的步伐。此外，在从事草

坪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定不会一帆风顺，所以当遇到打击，不顺利等情况时，积极的去

面对和克服困难，拥有一个强大的心智。 

去年我有幸获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

的访问学习。这一年的学习和见闻，让我更加认识到了草坪业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草

坪在每个美国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对比中美两国草坪业现状的差异，以及目前我国人

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对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的需求，我认为我国草坪业的发

展必将会迎来新的明天，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选择从事草坪研究的决心。我立志要成为

草业科学领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的原因，除了对科研事业的兴趣和热情之外，还想为我

们国家草业科学的知识传播尽一份绵薄之力。“小草大事业”，草在整个农业系统中的作

用是举足轻重的。近些年，随着我们国家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

视草业科学学科建设，多所重点农林院校纷纷成立了“草业学院”，也让这个“冷门”专业

让更多学生熟知，我认为这正是一个积极的开始。一路走来，草业科学这个专业成就了

我，而传播草业知识也可以实现我对这个专业的回馈，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业，了解

它的重要性。有年轻鲜活的学生，又有志同道合的同行，大家可以共同创建一个更加光

明的草业科学的未来。 

我希望在毕业后可以继续从事这方面相关的研究工作。我相信，有了前期研究的扎

实基础，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一定会做出让自己满意结果。在决定这份职业前，我已

经做好面对种种失败、困难的准备。努力拼搏，砥砺前行，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对社

会有用的科研工作者，为我国草业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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