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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小费研究所是四川省人民政府1984竿批准建立的专业

研究机构. 2008年5月14日，小iI研究所从事B江耀搬迁到了成都温江区

四川农业大学成都饺区• Ij、爱研究所设有小麦分子遗传与基因工程育

革中、小麦细胞遗传与戴ê体工程菌种、小麦族系统学与资源和I用3个研

室 .3个研究室下设分子釜彻学实撞室、基因工程实整室、

短期基因资源$以及温江和崇州2个大回试蛤篝地.

现育教职工45人，包括E戴学科研人员23入，科研剪窟tSA. 技;;f工

罢王2003租2004每度全国优秀目'

;山草草物种高分子量

育种中的应用;小麦革中

) .近王军来，巳先后有39各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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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每小.，胃尴所以集. 然R笛"锺以左"撞冀翩13I11

真申，国jjj(技术发明奖一·奖1项{小漫画产、 筑锈的优良种质资源刷.六'及姊妹系. 1~90) 圆寂自然科学奖二唱，奖1项(小费族种原资源研究. 2000年)

四川省科技逃步奖-w奖3项 { 小瘦异神属.因廊的建立及相神笠铀系统学副究. 1 999年l 夏樊篝因资源发组与串~m研究. 200611=;小量重要盲神目标佳状墓园的鉴定与利用，

2011军 ) . 四川省科学技术奖二.奖1顷，三等奖6项.

埠宵川农16 ( 团审 }、 IUl2号、民缸，、 良麦崎、 蜀麦375、蜀麦482、蜀割的、 咔51制、精制.

获得国jjj(蟹扭亏串IJ8顶

[岳]
v 

a .r".",.. 
‘. • 

• L , 

:二7 ⑧

> 3 

.:....，..-~."'! ~'" 

.,.. ....... ..!....;-:~.-....... ...... . 叫.~'------

_ .主.-巳:雯 ".~... :..'.r川
-_…'比
..-_机.--~:~:污

.......筑、·矿，

_...,." .四
"闷响、 ~':.-_:.'}'飞 ~. 

一气币
:V 

v 

τ3 ⑧ 

「 吏

-ρ 

j.) 

一τ.t fe 

4 < 



E~jJr;量理z1 >>

江泽民周itflJ所视.赐闸，

亲自下到回阅听取顺济依

m汇!a小费育种选属.

2001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于出席

全国科授奖画大会的llì所.济敏攫

亲切握手. 巅济数蟹作为主持人于

199伊军获得图象发明一等奖;叉子

2001年藐德国京自然科学兰等奖.

<

1 99 1年4月 19日，时任中其中

央总苍白、画面配主廊的江泽民

同志率温.宝同志等槐察小爱

所，对我所在教学科研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示蟹'曾.对所里

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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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已先后与日本木原宝物研究所、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美国加
利福利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密苏里植物园、南这科洛州立大学、加拿
大农业部东部粮食与油料作物研究所、羹国商这科洛州金大学、1>>í舆农
业科t童大学、丹麦皇Ii!:农牧大学、英国剑桥实验室、以色列海法大学选
化研究所、加拿大圣@马丽大学、中国农科院、四川大学等E室主了科学
研究与人才结辣的合作关系.

I 

〈二

...l 
20 13董事6月10日，第乞届国际小爱族学术会议在四川农大成都校区

隘'召开，此次会议是自2009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小麦
族学术大会役禀表决，逼迫囱四JII农业大学小麦所承办.来自美国、德
国、美国、法国、日本等14个国凉的100余名代表与会.这是国际小麦
族学术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 前几届会议分别在瑞典(1991).美国

(1994). 叙利亚(1997).西班牙(2001 ).锺克(2005).日本(2009)召开.
会议回统小费族植吻，包指小麦、大麦、黑爱及一些禾本科牧草，

将分类学.与商革中学凉、资源与利用结合起来，目的就是更好的认识、
评价相利用小麦族植彻.
小.所至际.、张海琴、凡墨、张连全分别在会上做交流发言，同，"'

的小爱所师垒作为会议组织者与志愿者积彼参与到会议组织接待.a得
了，会人员的-it宵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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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寂杰出高级专家1人
回务院政府特殊津贴4人
画面Z百平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首批人选才入
"新也纪百干万人才工程"国东级人选2人
被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4人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京4人
四川省学术相技术带头人5人，后备入选12人
"士生导师15人
硕士生导师22人

小爱所历任所长，左趋依次为:刘查才研究员、

郑有良数援、颜济教授、任E隆教援、用永红

孩搜

赢济，敏授、博士盒导师. 盒子1924句号月12

日，成部市人.四川农业大学作物遗传盲种学科(国

~级重点学料， 博士后流动脑)窗也博士导师，四川

农业大学小爱研究所第-侄所候，圆寂杰出高级专

瘁，政府铸殊津贴享受害，全国先迸工作者，四川省

学术和技术帝头人，回际4、爱族协作组成员.主籍7

联合国粮农组织植糖遗传资源研究所、画家自然科学

‘金和国It .七五· 、 ·八五· 小夏盲神攻关项目，四

川省‘六1i' 、 "七五" 、 ·八五• 1)、费盲神政策组组~ . 取得的代表性成黑包怪:

1990年圆寂技术发明-够奖(排名第1) ; 2000年国*自然科掌=帽，奖(排名第
1 ) ; 1997年香港何梁何利矗盒科学与技术造步农学奖，主蝙7 (小夏族宝物系统
学》系列专著.主持造商的 '111安阜"、 "大头黄"、 "竹叶蕾" 、 'It六"、 "繁
七. .小费优良昂种，在盒严上准广应用，使四川小费商严由原来的150-200公丹提

高到350-400公舟，四川小费宝严上了两个台阶.创造716亿元的经济价值 (国宗接
*~明一·奖町的统计 ) .囱这些~，申衍空的30多个g神是囚川瘦区八十年代至今的

主章i~神， 创造的大量育种饲料披许多单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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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有良四川农业大掌61候.1tJ士、数蟹、 帽士宝导师. 四川农

业大学农学专业19771&掌士、 1981级硕士、 19881&博士. 1993年

破格晋开教蟹. 1 994年赴英国Joinlnners中心剑桥实验鑫作高级访

问学者. 1996年战为团舷窗平万人才工程-、二层次窗他人选 ，

1 99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糟殊津贴. 2000年入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

头人.

先后主持国家863、 973相斜饺支撑{攻关)计划以及国家自
然剥学基金等科研课题36顶. 作为主持或主研巳获科技成囊奖勘

7项:真中，回事自然科掌奖=帽'奖1项 (撑各第三 ) .省级科技选

步奖-尊奖2项 { 均排名第一}、二'奖1项{得名第四)、三.奖3项 ( 1顶得名第一、

1项排名第三、 1项排名第四) . 获瘦极因.发明专制5项.在国内外量要学术刊物发表

论文论文230筒，奥中SC I收最i~文133篇:造商小费新吕种4个 (111.级市定1个) • 

才 997年开始馆收博士研究室，指导毕业的博士中有2篇学位论文分别于2003年初2004

年被评为金回百篇优雳扭'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领埠.小费分子设计商种

导师简介"阅 hl1p:llxms .sicau .edu .cn/yjdw .php?nid= 173 

周永iI四111农业大学成部後区，曹务副搜候，博士、 教

握、白'士垒'师. 1983军南京大学植棉学专业额理学学士

学位. 1992-1998年四川农业大学作'相遗传商种专业分获
农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1-2002萃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

美国加州大学Davis分校从事小麦基因组掌研究.现任四川

农业大学成都问学研究院需务副院长、舷窗部西南作物基因

资源与遗传改良篝点实验革主侄、四川省檀锦学会IJIJ理事长、

四川省作精掌会辙'昏理事、四川省集锦技术协会理事、 4四

川锺吻志3 和《盒命也界'编委. 四川省掌术相技术带头人，新也纪萄触目画E百平万人

才工程国.级人选. 中国第七届青靠科技奖E震得害. 数商部和四川省·亭'每教师，国
务院政府精殊津贴事变番.四川省教学各师跤得番，四川省农业科技先选工作雹. 1983

每至今. -B从事植细学和普通生锦学的依学和小费族纫种生物系统学、细胞遗传学、

资源利用与刨'而相断鼠种选育等的研究工作. 先后主持国家和省部级嚣大科研20余项.
获国事自然科学二等奖1硕、四川省剖f直选~-等奖2硕、 二等奖才项、三"奖3硕、贵州

省科技溢步二等奖1项;四川省教学成果-等奖2项.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辍学术论

文200余筒.Jf;中SCl收录40余篇(第-作者相通讯作者论文30余篇) . 主编贱副主编
著作或猿~6部.

导师简介"阅 hl1p:llxms. sicau.edu.cn/yjdw.php?nid=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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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姓名:刘登才
学历:博士
职务:所t是
职称:研究员
招集专业: 作物遗传菌种、 作物
电话， 86-28-826503才 2

传真 ， 86- 28- 82650350 
电子信箱， dcliu7@yahoo.com 

>

1992年7月、 1995年7月、 才 998年7月在四川农业大学合族农学学士、硕士和梅

士学位. 2002年才 0月-2003年9月，美国SoulhDakotaSlateU niversity访问学
者.从1995年7月至今，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工作.作为主研人员，主研获国

家自然科学奖兰等奖1硕、四川省剥接选步一唱'奖3顶，选盲78个小费新品种，发表

SCI收亵论文60多篇.曾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久?新世纪E干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

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努专家.

主要研究内容:

抱小麦作为研究远缘~交和异源多倍你的"模式作物.研究远缘杂交育种的

遗传学基础，并据此设计小麦外源基因资源发恒新技术.目前毅焦于"增加小麦遗

传多样性的技术原理研究与应用.

(1 )研究小费-外源物种远缘杂种产盒，部分罔源猿色体配对，来减数配子形

成等过程的遗传基础;

(2) 研究小麦→+源物神远缘杂种后代基因组变异及真分子机制;

( 3) 利用来减数配子基因、隐性ph基因、基因组变异等途径创制新材斜.

小麦育种

(1 )高产、筑病、优质小费新昂种选育 (2) 外源或新型遗传变异导入小麦

推广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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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醺将

阁1 .温小盒的遗传乡"位变化闲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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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魏育明

EE晒冒回回1EL=æm

个人简介:

学历:博士
职务·凭支书记、副所长
职称. 研究员

招集专业: 作物遗传育种、{乍细
电话 86-28-86290909 
传真 86- 28- 82650350 
电子信箱， ymwei@sicau.edu.cn 

四川农业大学1990级学士、 1994级硕士、 1 997级博士. 2000年7月获农学德

士掌位.2003年全国优秀百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2005年入选敏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交待计划并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2007年5月获四川青年五四奖章.2010年入海四

川省学术带头人。 2003年7月至2004年7月作为国家公派访[句学者赴加拿大留学一

年.
先后主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63计划、教育部和四川省科技厅和教育厅科研

项目才 5项.获四川省科技避步奖-等奖2顶(排各第三军日第四) 、 三等奖2项 01~

各第三军日第五) .按国家授权发明专制1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集论文论文

159篇，冥中SC I收录论文92篇.200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2007年开始招收博

士研究室.
主要研究领域:小麦分子生物学与商神.

主要研究内容:
1、 小..要性状篝因的份子标记及育种利用

小麦产量、品质和抗性等性状往往是多基因控制的复~性状，也是小麦遗传改

良的重要目标性状.课题组对高严、优质、抗锦或抗i草等优异基因的遗传材料逃行

贿选鉴定，构建遗传分析群体，对这些重要性状基因进行分子标记，并将获得的与

重要性状基因连锁的分子标记应用于小麦分子标记辅助曹种，选行小麦新辅料@JJ审J

与新晶种选宵。本研究受到数胃部博士点基金和四川省科技厅租教宵厅创新团队项

目资助.
2、 IQ翩成黯胚组织蝠，辛能刀的帽美画回避行QTLliHíL

小麦遗传转化中，成熟胚真奇取材不受季节假制的优势，但成熟胚的胚性愈伤

诱导能力和植株再生频率较低，是制约英雄广的饵颈. 课题组采用人工合成小麦

SHW-L1柏:lõ锥小麦丽神川麦32的军组自交系群体作为遗传分析群体，利用SSR标

记和DArT技术完戒离画皮遗传标记国道何建，根据群体成熟胚组培能力接定结果 ，

对控制成熟胚组织埠"能力的相关基因避行QTL定位份析.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

基盒资助.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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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兰秀锦
学历:博士
职务: 育种基地主任
职称:研究员
招生专业: 作物遗传言种、 作物

电话， 028- 82650319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儒箱 lanxiujin@163.com

个人简介:
1985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分配于本位小麦研究所工作.2005年

7月取得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学位，同年被评选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

入法， 2007年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主持或参与多项回家973、 863、自然科学基金、

转基因专窃以及省科技厅、省敏育厅等科研霸目。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三

等奖2项.
主要研究方向:利用小麦优异的基因资源与综合农艺性状优良的小麦岛种杂

交.并结合细胞遗传与黛色体工程技术迸行小费优良基因的转裔 ， 结育优良IJ、麦新

晶种6个. 另-方面，我们主要开展IJ、爱属内物种的特异性状研究. 涉及的研究手段

包括:分子克睡、分子标记、生化标记、细胞遗传等， 针对的研究目标包括 产量、

抗性、晶质以及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轰ìe:交80余篇.

主要研究内窑:
苦苦.Ii\.发董事‘国的研究与利用

对利用*你眠节节费与四倍体小费杂

交，逼迫被色体工程技术， 人工合成7

奴=倍体 (RSP) ，并对该双=值体

( RSP) 避行细胞学、形态学、穗发

芽抗性的遗传与分子标记，以及1配合

子谷蛋白亚基基因的分子克隆选仔7

研究.

I f 
1 J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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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醺髦'笠小囊研究

西翻半野生小 麦( Triticum 
a e s t ì v u m 55 p . t I b e t a v u m 
Shao) 为我国所独有.营与我国栽培

普通小麦地方昂种相比较的特异性是

脆穗和包壳特性 ， 我ll1正在对色所真

奇的真他精异性状(如:种子强休眠

特性、闭花受精等)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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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伍碧华

个人简介:

学历:博士

职务·博士生导师
职称. 研究员

电话 028- 82650350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信箱， wubihua2005@126.com 

1986年7月，四川农业大学本科毕业， 获农学学士学位; 200。每7月，四川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农学硕士学位; 2003年7月，四)1 1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农学筒

士学位; 2002董事9月-2003军8月，北京语商大学教育部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培训11. 2004牢
3月-2005竿3月数育部公派出国趾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访问学者.

2004年入选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986年7月至今，在四川农业大学小

麦研究所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顶自3项，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和1事士
点基金(博导类)项目备1顶，省级科研项目9颐，市级项目1项. 主研画京自然科学基金平日

部省级项目多项. 获省科技进步奖-等奖2项、三等奖1项相科技战果多项.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夜国家发明专利1项.

主要研究内窑:
1.小囊属植物 (Trltlcum) 精鼻葛因资源的饱

黯晨翼温情评价
运用远缘杂交、植物生理生化、细胞遗传

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技术方法，发黯
m;酶在二倍体 (AA) ，四{啬体 (AABBI
AAGG) 和六倍体 (AABBDD/AAAAGG) 小
费野集及驯化种群中，县高特异光舍、抗病、抗
逆、营养昂质、加工昂质等特性的优异基因资
源，揭示有关性状遗传调撞的分子机制及其在相
关物种{司的传递特性.

2 野生=幢小麦 (T. Dicoccoide5) 优'
a质特性的遗传廓街、"属创精与商神利用

馆掘蕴戴在野生二位小麦申的特异高分子量
谷蛋白亚基及草草编码基因，创'J含有1Ay亚盖的
拥有6个HMW-GS的新型普通小麦 (T.
aestivum ) 新种质，探讨莫对小麦加士晶质的遗
传改良效应.

发掘利用蕴藏在野笠二粒小麦中的高蛋白、
离Fe、 Zn含量的特异营养画质基因资源，创制拥
有功能型NAM-Bl转祭因子的Fe、 Znl!i化富营
弊型普通小麦 (T. Aestivum) 新种质，蜡胃营
养优质型小麦新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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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颜i晕洪
学历:博士
职务:公共平台主任
职称:研究员
招生专业: 作切遗传育种、作切
电远. 028- 82650350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邮箱 zhyan104@163.com

个人简介:

子1995年7月、 1998年7月、 2001年7月分llUÐ:四川农业大学农学学士、硕士和

梅士学位.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2006年获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

家，入选2006军被胃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牢获第+窟中国农学会青牢

科技奖.2008军获第八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技+倍育军教师. 2009军接四川省第+

届青每科技奖.

1998年7月至今在四川农业大学小费研究所工伟. 1999年1 0月-2001年6月在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杂色体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小麦昂质功能基因合

作研究.2005年4月 2006年3月在日本国际农林水严业研究申心 ( JICARS) 作访

问学者从事作物耐逆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
1 小麦及近.属精神HMW-GS撕篝

因'选董忠、亮瞌、 画厦功能相遗传造化研究

从小麦属、山草草属、类大l!f属、僵费

草属、带芒摹属、异型花属、亨民革属和旱

麦革属物种中鉴定和究院了大量的高分子量

谷蛋白基因，涉及小麦族基因组中的D、 E、

F、 K、 0、 Q、 Ta、 U、 C租Xe等.

2 .守主管费突变体研究

节节费是小麦D基因组的{共体物种.利

用化学诱变的方法严生节节麦功能突变体，在

工倍体水罕研究影响种子大小、穗型等对小

麦严量遗传控制的重要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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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际需

个人简介:

学历:憾士
职务: 副所长
职称.研究员

招生专业 作纫遗传育种、作物
电话 86- 28- 82650337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邮箱， jirui.wang@gmail.com 

四川农业大学加拿大农部联合培养博士，获四川农业大学伟物遗传盲种博士学

位，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梅士后; 201 1军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2年入选霍英东青年~师基础研究支持计划.主持国家973青年科学家项目，图

画在自然鸦学基金面上项目、霍英东基金会蕃础研究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i;发表论文.40余篇(真中SC I收亵41篇) ; J Cereal Sci、 J Agr Food Chem、

Pest Bioche Phys、 Inter J Genet Mol Biol、 Biotech Mol Bio Rev、 Theor

ApplGenet、 Mol Breed等杂志审稿人.

近期研究方向 :

1 )柿子体鹏与.lIt穿寂寞对小麦丽质的影躏

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与连锁分听徊结合，明确撞制小麦穰发芽与延缓晶质劣化

的关键目标区段;对柿子成熟到萌发过程中的调控基因迸行分析，揭示愿发芽抗性

与特定基因遗传变异的相关关系，分析关键基因表达水平锺异对覆发芽抗性程度的

影嗣，寻找调控奠表达的热点区域，解析筑穗发芽形成的分子机哥哥.

2) 麟体遗传员小麦多倍化过程申的'回避化

通过对结掏基因组与功能基因组的分析，揭示小麦多倍化迫程的基因进化;比较不罔笠

态环饶的檀吻功能基因遗传差异，解析自然选择引起适应造化的分子主草棚学机制，周时

鉴定关键基囚的遗传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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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海琴
学历:博士
职务: 小麦族系统学与资源利用研究室主任
职称:研究员
招生专业:植物学、 作中'
电话， 028-82650350 
传真， 028-82650350 
电子邮箱 haiq inzhang@163 .com

个人简介:
1999年在浙江师范大学集物学学士学位; 2002年获四川农业大学集物化学与分

子笠物学硕士学位; 2006年获囚川农业大学作物遗传盲种愕士学位. 2012.5-
2013.6. 美国威斯摩辛大学麦温ì!f分校访问学者.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 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握各获得者.在Plantcell、

MolPhylogenetEvol 、 BMCEvolBiol、 ChromosomeRes、 PlantBiology、
P lantSystEvol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部公益
性行业专硕、四川省青军基金等科研项目7项.

主要研究方向:
1. 小..累统与遵化
禾本科小麦族申，大约包含30个属，

350-450种，广泛分布于由界各地，是由
界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用植物.由于彻种

繁多，生态环境复杂，加之各属、种间存
在天然京交，使得小麦族各鹰种间的系统
关系、分类地位极为复杂.

我们利用细胞学、细胞遗传学、分子
细胞遗传学、分子主主物学等不同方法，探
讨IJ、费族多年集吻种基因组组成， 属种{司
系统关系，明确各属、粹的分类地位.目

前边们已捺明5种小麦族物种基因组组成，
发裂新属1个、新组合4个.

2.优质牧草造商

未本科小麦族申，许多彻种具有重要

的饲用价值，是草原稻草甸的重要组成部
分.践10利用常规育种手日辐射诱变育种等
不罔的方法，选盲适合成都平原及川西高

原的优质牧草，培育高严、优质、高筑、
高效攸草筋晶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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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连全

个人简介:

学历:博士
职务:细胞遗传实验室主任

职称.研究员
招生专业作物遗传育种、作物

电话， 028- 82650313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邮箱， zhanglianquan1 g77@126.com 

zhanglianquan1 g77@yahoo.com 

2001年毕业于莱阳农学院农学系，族农学学士学位;2004每毕业于四川农业

大学集物化学与分子集物学专业， 获理学硕士学位; 2007每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作

物遗传育种专业t 获农学博士学位 ; 201 0年1 0月至2012年1 0月在加拿大农业部东

部谷物与油料作物研究中心 (Agricultu reandAg ri - F oodCa nada ,Eastern 
Cerea landOilseedResearchCen tre ) 避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5年至今，四

川农业大学小费研究所工作， 目前侄研究员.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入选，

四川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窑.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艾握各论文获得者.

主要研究内窑:
目前主要从事来减敖配子基因形成的机制以及在创制加倍单倍体和新~二倍体

方面的应用研究. 辈革国家发明专制1项( 在六倍体小麦水平检测来减数配子小麦基因

型的简便万法，批准号ZL20071 0048217.X) 主持国京自然科学基盒项目2顶，四

川省杰出青牢基金1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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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国跃
学历博士
职务 份子坐吻学实检室主任
职称，研究员

细尘专业.作物遗传宵抑、作物
电话: 028-86290952 
传真: 028- 86290952 

>

电子邮箱 guoyuech74@holmail.com 

个人篇介-
1998年获吉林农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2001年或吉林农业大学农学硕士 ，

2004董事获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学博士. 2004每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
所; 2006年进入四川|农业大学作物学憾士后流动站选得简士后研究工作，罔年1 1月就

职于四)11农业大学小查研究所.主持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农业部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子

项目、四川省科技厅应用基础项目、被盲厅膏军基金等项目5项 ;主研参加国家
"863' 课题、 "973' 计划 、 国家支1事计划及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等国

家、 省部级项目10余项.获四川省问後迸步一等奖1顷，获得授权专利3项.培育小麦
新昂种1个，发表论文近30篇，奥中SCI收祭18篇.

主要研究方向是 1) 小麦族条锈病抗性基园的发掘与利用 : 2) 小麦换色体导入
系的构建及真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
1 小要族祭愣瘸抗性篝困的发撞击与刷用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针对小麦及Jt近缘种属中条锈

痛痛苦，开展条锈瘸抗性新基因的染色体定位、份子
标记、抗性基因遗传国谐的构建及某向普通小麦中的
遗传转移研究.目前，从小麦族中筛选出-批抗条锈

病优异基因资源，发现革日标记7YrAm、 YrSph、
YrHRMSN-81 、 YrLM 1 68-a 、 YrLM168-b、

YrLM168-b等新的条锈病lít位基因. 利用封子标记辅
助选择技术，卉展7抗条镜病多基因wl台盲神，创制

了一批小麦高抗盲种新彷料和新吕系.该研究得到画
家 "863' 项目 、国家 "973' 计划、国家支撑计划及
国家"转盖因重大专项"的资助.

2、小费黛色体导入累的构瞌及军事应用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麦异源染色体~染色
体片段向小蜜的转移及应用等方面. -方面利用掠色
体工程材料探讨 些遗传学基础理论问缸，周时也为 |

小麦吕种改良提供优异的种质材斜.采用常规育种技 |
术并结合分子标记选悸，创造-大批带育外源遗传韧|

质小麦染色体导人系新材斜。目前，正开展小费D基因
组片段导入系的创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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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江干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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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学历: 憾士
职务:基因工程实验室主任、工会主席
职称:研究员
招生专业 作物遗传育种、作切
电话: 028- 86290958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邮箱 q ianlaojiang@s icau.edu.cn

qiantaojiang@hotmail.com 

2009年8月获得四川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蹲士学位 (2008年1月赴加拿大
农业部列桥研究中心国学一年) • 2013年8月入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 201 4每才月破格晋升研究员， 并于同年被选选为憾士研究生尘导师.目前，其发
表论文30余篇，真申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发表SC I收最论文18篇.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四川省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培育计划够国家和

省部级项目5项.主研选育小夜新晶种2个;获得搜校专制4现自 主研iX四川省科技避

步一等奖1顶。

主要研究内窑:
1 .小费及近由'属鞠静的'哥型商份子·谷蛋

白.因蜜意测功能份衍
对新疆稻壁、-租小麦、 二植小蟹和披描摹

等小麦族物种中新型高分子量谷蛋白基因进行了

发缸相鉴定.研究7不罔基因组编码的离份子量

谷蛋白启动子基因的功能调控元僻的结构特征和

蟹这调控功能验证.

2 .小费霉国工程研究及遗传转化体系改良
为冤假了小麦转基因中幼胚取材受季节限制的缺点，建立了小麦成熟胚高频事

再生体系，拟深入研究基于成热胚的农抨菌无标记转化体系.

跑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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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凡星

学历博士

职务.种质资源库与标本室主任
职称.研究员

摇篮专业 . 遗传学、 作制
电话: 028- 82650350 
传真: 028-82650350 

>

电子邮箱: fanxing9988@ 163.com 

个人简介:
凡星，博士 ， 研究员，博士研究集导师，囚川省学术相技术带头入后备入选.子

2002每在广西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 分别于2005相2009每在四川农业大学获理学硕

士和博士学位.近5~手，以第-作者在Molecular Phylogenetícs and Evolutíon, 

PLoS One、 BMC Evolutíonary Bíology、 Plant Science、 Gene、 Biochemical

Syslematics and Ecology等进化遗传学国际主流期刊发表it艾8篇，合作作者发亵

SCI收录论文50余篇， H指数为1 1;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京标本资源共享平

台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等 . PLoS One、 Journal 01 Systematícs and 
Evolution, Annual Research & Review in Biology害~悲审福人.

主要研究内8
1 、 幢钥份子系统发育与适应性遵化

利用生物大岔子证据和i茸化空物学方法，结合形态

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亩气候学和生物地理学等方
面的证露，研究植物份子系统发育与适应住进化的规

律，探讨造化适应性分化类静的系统发育和造化历史、

适应性分化的速率和式样. 近年来的研究重点是以小爱

族赖草属和i草草属植物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墓园序列i曹
累、新一代测序技术、岔子分歧时间分析、笠物地理学

揭示赖尊属和泳尊属植物类群存在适应分化. 目前正在

探讨赖尊属植物类群在多情化后发生适应分化的机制和

选化窜义，冰尊属植物诺系地理及群体在不同地理分布

的笠态适应性.

2 .檀铀的物种形成相多倍体逃化
多倍化是植物进化变异的自然规律，也是促进植物

发笠进化改变的重要力量.多倍体-直与新的形态和新

的适应特征的严盒联系在-起， 为7解多{啬体适应性发

展的遗传基础、新的重组类型在居辞中扩敢的途径， 需

要从分子、细胞、形态、宝物地理等方面对多倍体形成

相避化的过程迸行重深入地研究.近年来的研究重点是

以小麦族植物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基因造化式停揭示小

费族植物异缘多倍体的起源和网状避化式样.目附正在

探讨多倍体中重复基因的造化规律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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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姓名康厚扬
学历博士
职务 革中质资源与材料创新实验室主任
职称.研究员
烟尘专业.作物遗传宵抑、作吻
电话: 028- 82650319 
传真: 86- 28- 82650350 
电子邮箱 xíaokang_69@1 26.com

2006军7月、 2008军7月在四川|农业大学分获农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8军7月
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参加工作. 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入后备入选，四川省杰
出青置在培宵基金织得者，四川省优秀梅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10军4月破格雷丹副
研究员，同董事遥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 3每3月破格晋升研究员. 目前发表论文
30余篇，宾中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 )发表SCI收最论文13篇. 主持~主研国It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国家转基因专项、农业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被胃部
博士点、四川省杰出青董事唁宵基金等项目 10余项.
研究方向:小麦外源种质创新与评价:外源优良基因的发掘和利用:小麦新a

种选育。

主要研究内窑:
1 、 小麦外源种属的61J断与评价
(1) 利用小麦-华山新麦草、小麦-

1比破草、小麦-~穗罐麦草等双二倍体材
料1 创制和鉴定小费外源新种质，开发
外源基因组恃异分子标记，发摇、评价
和利用外源优良抗病、抗逆、品质、农
艺性状相笑墓园， 丰富主栽小麦白种遗
传多样性.

(2) 利用小费-华山新爱尊双二倍
体与小黑麦、 小但麦、 小滨麦、小麦·簇
宅麦等双二倍体杂交，创制三属杂种饲
料，研究不罔外源染色体在小麦背景下
的亵达平日存在形式，探索不同基因组之
间的亘作和罔源机制，发姐、评价和利
用外源优良基因，为小麦盲神提供基础
材料.

圄
回

圈E
,././ \ r 

2、外源遗传变异导入小费推广鼠柿;商户、抗病、优扇小费新愚种选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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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姓名 f~寿~
学历博士
职务 盲种基地副主任

职称.副研究员
m笠专业. 作物遗传育静、作物
电话: 028-82650319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邮箱 dSf0208@163.com 

>

于1999每7月、 2003每7月 、 2008竿12月份jJ~i主四川农业大学农学学士、硕士

相i串士学位. 1999每7月远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从事小麦遗传育种工作.作为

主研人员育成的小麦局种奇良麦2号、良麦3号、良麦4号相蜀麦482.

主要研究内窑:

1.高严抗病优质小麦新昂神育种

选育高产、筑条锈和自粉病的优质IJ、爱可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实现小费总产

瘤细，满足对小爱的现实需求.

2 .萄筋小囊"料的宦IJ制相利用

应用所有HMW-GS不表达的辈辈榕工组小麦与苦苦麦本杂交， F1自动加倍合成

7只表达2个HMW-GS的六倍体，选-步组合四川地方小麦沉默的Dx基因得到只表

这-个Dy12的小麦材料.后续研究中，继续对这-材料迸行性状改良.

3 .小麦丽坦资源遗传评价和利用

酸性土缝的组毒害可使植物很系主Et是、养分手日营养吸收受到限制，从而引起经济

相篮锦产量损失. 在酸性主攫中种植耐组作物是最经济高效的减少产量损失的方

式.我国酸性土卫自主要纱布在南方的14省区 B 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1%. 我国小麦

遗传资源锢当丰富，奇多种特萄小麦、地方晶神和大量的小麦近缘属植物，对'811J

渔仔耐娼测诋，从中筛选耐但基因资源，用于小费耐但遗传和育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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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沙前跚

个人简介:

学历:博士
职务.
职称 I~研究员
绍g:专业植锦学、 作物
电话 028- 82650350 
传真 : 028- 82650350 
电子邮筒 rice_shazhi@163 .com

沙前姆，博士1 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室导师.四川省学术相技术带头人后备入选.分别
于2002、 2005相2008靠在四川农业大学族理学学土、硕士相德士学位.于2008年就职于
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目前，发寝SCI收最期刊论文30余篇， 冥中第-作者在

MolecularPhylogeneticsandEvolution. PLoSOne、 BiochemicalGenetics等造化遗
传学S际主流期刊发表sCl1e文5篇;主持目眩自然科学基金1顶，省部级项目1顶.主研农业
部公益惶行业专项、中科院项目、省科技厅平台等项目5项.

主要研究内窑:

1幢绷钳子累豌掌与份子遵化
利用分子生制学手段，结合形态学、细胞学等证据探讨檀相类窑的系统发育关系， 同创

以精定檀锦黄Z章为材料，探讨基因和基因京族的边化规律和机制.近军来的研究重点为小麦
族赖草属的趋源、分化和宝物地理格局，南时以赖革鹿为磁式探讨粮草屠植物特定功能葛

困的起源和i量化，尤篇是复制基因渥化的动力学理论依
据.
小麦族植牺优良的精性、辜富的遗传多样性为爱类

作物和牧草商种提供7宝贵的基因库.冥中，赖草属大
多败植物具葡较强的副寒、酣旱、耐碱，以及抗病、抗
虫、筑风沙的能力..EI是优良的牧草. 随着麦类作物相
牧草育种、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的深入开靡， 对优异植
明种质资源的需求强为温饱，对赖草属避行系统的研究
员有嚣雯的愈义. 罔邸， 深入系统地对赖草属逃行研
究，对了解相认识赖革属植物的越源相演化真葡量要意
义.对黑讨植物的基因组进化、多倍化过程、物种形成
等奠定基1:出.

2..鞠柿子笠理学研究
主要研究小麦族远缘杂交醉于发胃、 小麦族多每生神

乎休霞与萌发、小麦族多每生种子的贮戴生理特性.
普通小爱与小麦族多年生植物的远缘杂交是创制新材

料的基础，远缉杂交把不同醉、 属的特征、特性结合起

来，突破种属界眼，扩大遗传变异，从而创造新的变异类
型..括物种.远缘杂交也是物种形成的重要途径，是宣物
造化的重要因素之-. 系统地研究小麦族远缘杂交和杂种
发育奇和j于新材料的自j制.为探讨I1彻多倍体基因组的形
成与造化等奠定基础.
通过研究小麦族多军建神子的尘理特惶，对小麦族野

盒资源渔行短翩、中期及长期保存，原地及异地保存.种
手和活体(苗圃)保存，以确保IJ'iIl族野生种匮资源的收
集、保存相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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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名彭远英
学历.博士
职务·公共平台副主任
职称:副研究员
招生专业:作物遗传育种、作物
电话: 13666299638 
传真: 028-82650350 

>

电子邮箱 yy.pen9@hotmaíl .com 

个人简介:

博士期间开始专门从事燕麦属物种起源和资源利用研究. 2007-2008年国家公

派联合地养博士坐项目在加拿大农业部 (Agricult u reandAgri-FoodCanada, 

ECORC) 进行高关燕娶分子生物学合作研究， 师从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吉普娶

系统分类研究专家BernardBaum悔士.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顶目并政坦国家蕉费

产业技术体系相农业部保种项目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被维选为国京蕉麦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科学家后备人选.主研参与国家863计划、国家抖妓支悔计划等项目的研究工

作.选育四川省燕麦新局神")11燕麦1号" ， 博士论文旗"四川省优秀梅士学位论文"

主要研究内容:
1、穰蟹属铺"给手造化和载篇稿蟹的8源

以无关联"列的分子竟睦相远缘政交后的细胞遗传

学分析为手段，造一步明确野生和栽培物粹的逃化

关系.本研究受国絮自然科掌基金项目资助.

2、精囊.资源评价及篇徊关功能.因壳窿
对燕麦属野尘平日栽培资源迦行严蟹和昂质的系统评

价，以期将(t异性状利用于章ua燕寰的改良，同时

英注与燕麦健康吕质密回徊笑的性状，明确真生理

和分子机理.本研究受农业部作物种质资源保护项

目资助 .

3、燕囊离严箱蜡与晶种选胃、及翼逆摘宝理

与分子饥理

选育燕麦离严昂种并进行离严栽娼技术研究，选揉

在不罔逆境条件下能保持高产的燕费材料并明确篇

抗逆的生理相分子机理. 2在研究爱国京农业现代燕

麦产业技术体系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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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姓名: X1J亚西
学历:酶士
职务:分子集物学实验室副主任
职称jlJ研究员

招生专业:作物遗传育种、作物
电话: 86- 28- 86290951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邮箱: yaxi. liu@hotmail .com 

2005每9月-2007牢6月 ，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懂中细资源保护与利用专业攻读
农学硕士学位，从事1)、爱属多物种基因聚合育种研究 : 2007年9月-2010年6月 ， 四川
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作物遗传奇种专业1l1:读农学博士学位，从事小麦昂质墓园的岔子标
记开发及标ìê与性状的关联分析 : 2008$9月-2009每10月 ， 中国教育部-澳大利亚联
邦料工部 (CSIRO) 联合培养博士， 从事壁类作物抗病分子遗传育种研究: 2010年
6月至命， 囚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 从事麦类作物持异新材料创制及分子遗传育种研
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盒育军基金1硕、教宵部梅士点基金1硕、四川省教宵厅青军基
金项目1顶: 主研参加国家 '863' 漂短、 "973' 计划 、 画家支li!计划及国家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等国家、省ßß级项目10余项.获四川省科技逃步一等奖1珊.发表ì-e
文26篱，其中SCI收录23篇.

主要研究内容:
1、作栩种子性状的遗传饥制

利用在种子颜色、 形状及你院等性状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特殊研究柑料，饲建重组自
交系 、 远等基因系及突变体系，海过全墓因组测序及SNP芯片技术，定位、夷院并验
证短制相关性状的功能基因.

a ，茨r 泯 民 x 槐 :x= 兰 二正汇‘=二工.咛 -王」-咽 嗣阳.唰.州m唔.. 嗣，陪.k酬侧M>>> 们川..由 川. .♂ζ.- 一一一一---:....0.=

另 ?兑i 贯 f立巳 兰立. 旦 J旦5 J 方卢‘百甘γ扩户俨卢Y俨ν.
jiiiiiiii汪ii53 二刁:二:i川i汪ii记i汪ii汪i汪i3七士 .王E乡 V、、L 专f.........‘. -.. .. ....…….. - - .-._~ ~且'".........…."... - ... ........…- _/ ....... 心/<':"""~-
: :: :::出口骂 : :::::::::22: 二年 中 II~

2、 小费栋型特征的遗传机理
利用小麦寡份禀突变体H46 1 ，通过份子遗传学手

段， 克隆控制株型形成的关键基因，并深入分析真作用
机理.

3、小麦种质资源的创新与利用
利用金基因组选烽( Genome- Wide Seleclion) 

技术，协调组配金基因组范围的优异基因，高效刨衍综
合性状优异种属资源，为选择西南地区突破性优良品种
奠定基础.

，" 印='"噜_.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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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袁中伟
学历: 酶士
职务:神质资源库及标本室副主任
职称. 助理研究员

组生专业 : 集化与分子篮锦学、作物
电话: 028- 82650313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邮箱: yzwyvon2004@126.com 

<>

娃各祁鹏飞
学历博士

眼务 昂质遗传与分析实验室主任
职称.副研究员

招集专业·作切遗传育肿、作惆
电话: 028- 82650337 
传真: 028- 82650350 
电子邮箱 pengfeiq i@hotma il .com

回皿盟lJI(理量监缸画

个人简介:
1 998-2001西南科技大学农艺累; 2001 -2002国光农化奋限公司; 2002-

2003科学出版社 : 2004-2007四川农业大学集物化学与分子$.吻学专业，获理学

硕士学位; 2007-2011四川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盒物学专业，获理学憾士学

位.

个人简介:
四川农业大学生物问学专业200才级学士.植吻资源保护与利用专业2005级硕士，

作物遗传宵种专业2007级博士 ， 2011每6月族农学博士学位.2009军1月至2010军

4月在加拿大农业部东部谷物和油料作物研究所做联合饱养侮士研究生. 2011军作为优
秀人才引进到四川农业大学小费研究所工伟.

主要研究内窑:
1、小费相翩费远锺杂种后代画因组壶'及篝份子机制硕究

对普通小麦和黑麦~神后代中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 High- molecutar- weight 
gtuteninsubunit, HMW-GS) 发生表型变异的株系材料选行细胞学、分子生物学

及表现遗传学的相关研究，旨在揭示冥变异及遗传的份子机制，评估远缘~交对遗

传多样性产尘的贡献，并努索宾遵化意义.

主要研究内窑:
1、小瘦细工画眉影li1i机理研究

小麦特异的种子储黯蛋白是加工面食的关键.通过系统研究西南地区生态地理环境
和栽培搭施影响小麦种子储跚蛋白表达、积累和组装的分子机制，以翩阐明西南IJ、爱蒸

煮平日烘熔晶质形成的份子机理，建立西南麦区小麦加工品质评价多数，为通过局质宵神

和栽培撞施改蕾西南小麦加工晶质m供科学依靠..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点项

目、四川|筒~育厅和科技厅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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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囊.幌病相赤'南抗病机理研究

条锈瘸和赤霉病严军影响小麦严璧初62质，是小麦生严的军要威胁，本研究拟通过
研究小麦抗病的分子机制，建立一种基于植物自身的夫然抗性，环境友好、可待续的防

治小费病害的策略.

3、小费噩噩宵种目标性状功能‘国组学研究
小麦严晕、 晶质和抗性受一系列重要基因的影响.我们通过比较差因组学、关股份

析、国位克隆、候选基因克隆和转基因方法研究对小麦严量、晶质和抗性真育重要作用

的基因 ， 为通过分子宵种方法培育离产、稳产与优质的小麦斯晶种奠定基础.

2、逼迫小囊相'囊远组~变创割宵...旺销斜

《丁11 A 

6 e . r久... • 0' • tr"t, ..，.~.νe ‘明

i斗-斗-iLT
.11 嗣1-1 1 

之"' . .:;2:主仨_/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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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二._ /u 
个人简介:

姓名王益

学历博士

职务.种质资源库与材料创新实验室副主任
职称.副研究员

招生专业:作物遗传育种、作吻
电话 1 3980591543
传真: 028-82650350 
电子邮箱: wangy19823918@gmail.com 

2001级四川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学士: 2005级作物遗传盲种专业农学硕士;

2008级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农学扭'士; 2009年11月-2011年11月加拿大农业与食品

安全部-温室与加工伟物研究中心分子遗传学专业联合培养博士; 2012年四川农业

大学优秀召|选人才造入小麦所工作.目前发表论文20余篇，篇中以第-f'乍啻发表

SCI收录论文6篇.主持或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转基因专项、四川省教育厅

重点项目等5项.

主要研究内容:
小麦及其野生近缘鹿吻种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的宽睦相功能研究

通过转亵组和蛋白质组学分析，克隆控制小费及翼野生近综属物鞠重要农艺性状的

墓园，例如耀将基因、 重金属元素转运基因筝， 并避行该基因功能及真调控途径的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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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小毒所预计招生计划
每年我所拟招收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约30人， 全目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约

10人，博士研究生约15人 {最终招生人数以学技下这指标为准)
2、收费政镶
国务院窜务会议部署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决定从2014华秋季学期趋 . 向

所需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但同时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将
研究集普通奖学金调整为国家助学盒，每每资助标准博士生不低于10000元、硕士
宝不低于6000元， 资助面预计覆盖所需被!il取研究生，同时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 1J口大研究盒助毅、助研和助管岗位漳贴资助力度，提高国家助学贷段最离限
额.落实和完笛鼓副揭资助学的优惠政策.第 志愿假考我校我所优先最取，具体
政策以学枝要求为准.
3、本硕连读宝

本硕连读班的本科垒，这到学段规定要求，均可俊备自成绩申请政读我所科学及
专业学位研究生.
4、 ..11笠"招收政'自

丰民靠击我校规定，为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博士学位论文水平.lit行从统考生
相继兔尘中预选绞硕筒连读研究生 (简称"重憾尘. )师从-流锦士空导师，我所
共宿四位亘博生导师.
所葡娼宝藏筒，以学艘.撞公布政篇为准.

J.I\麦研究所网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 导师

专业代码及毡. '师
周末红

0 710 0 1植物学 张海琴

凡 星

知菁良

别萤才

魏育明

主际'
兰努锦

090102作物遗传育种 伍兽华

颐浑洪

张连金

康原炀

陈国跃

江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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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代码及各唱'

07100 1 植物学

07 10 07遗传学

0710 10笠物化掌与分子笠细掌

09 0 102作物遗传育种

095101作物(专业学位}

用永红
张海琴

沙剥娜

凡星

章中伟

郑奇良

~J H ;t 
魏育明

王际窑
兰秀锦

伍萄华
颜海洪
张连金

康厚扬

陈国嵌

江干活

代寿芬
彭远英
~J亚西

祁鹏飞

王章主

郑有良、魏盲晴、王际菁、
陈国跃、江平涛、X1J亚西 、
串串鹏飞

周永红、张海琴、康厚扬、
凡星、 ì!P那娜、王益



E~11t.t1l强遭 >

小麦研究所自才 988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室以来，目嗣共培养毕业博士研究室创

各，冥中2篇博士学位论文分获2003相2004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小麦特异种

质资源分子生物学研究，山草草棚种高分子量曼谷蛋白基因的分子克隆 ) , 3篇梅士学

位论文寂得2008， 2009 , 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小费族猖革属植物基

因组组成及真分类地位研究， 小麦异源六倍化过程及莫在遗传盲种中的应用; 小费种子

蛋白及赤霉病统住徊关基囚的份子鉴定) 。

证 11-
‘·明

-盒:垒
近牵来，

士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还充分鼓励博士生参与勇争性申报国~留学葛金会资助的中

外联合撞弊博士生项目，目前已先后奋39各博士生及硕士研究生获国家留学基金会资

助正在或将赴美国、 ro拿大、 澳大利亚相日本等国京的高饺或科研机梅遮行联合结算及

攻读博士学位。周时，小麦所毕业研究生就业前景良好，多次孩得学校就业先选集体寝

影.

小囊"'2008-2014等国家留学基金委熏取名单
200碑(8，人}

编号 姓名 留学身份 国别 留学单位 导师 警圈匾

1 黯顺踪 博士研究生 日本 平叶大学 JtIJ登万 48 
2 营建 联古培篝博士研究辈 加拿大 皿章大E业部lUI苦相姐冉冉于研究中心 周永红 才 2

3 杨震伟 联吉墙弄博士研究草 加拿大 国童大E业部1>1苗相撞制"于研究中。 XlJ登才 24 
4 董事 联古培挥博士研究生 澳大利亚 离大!l1I匪嚣辑，与I量由贯坦坦障制哥究所 郑有良 12 
5 祁鹏飞 联古培鼻博士研究生 加拿大 阳拿大在业部草串茜1Il姐料种子酣贯中心 郑有良 15 
6 陈庆 lfI:古培鼻博士研究量 加拿大 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局部 郑高良 24 
7 XlJ!lEi!!i 联古墙弄博士研究主 澳大利亚 罩大胃童匪嚣属事与u目R坦坦擅帽研究所 郑高良 才 2

8 陈兴 联吉培葬博士研究生 澳大利亚 嚣大再亚眶嚣羁罪与I量研贯坦坦植相哥究所 郑萄良 才 2

2009竿 (8人}

1 陈谦 联合墙弄博士研究草 加拿大 加拿大农业部 周永红 18 
2 王益 联古培鼻博士研究生 加拿大 加拿大农业部 周末红 24 
3 sl<ii日 联古培鼻博士研究生 加拿大 加拿大农业部 j峭壁万 24 
4 龙翔字 联合培鼻博士研究生 加拿大 加拿大农业部 郑有良 12 
5 廖避秋 联吉墙弄博士研究草 加拿大 加拿大农业部 周永红 24 
6 曾E超 联古培弄博士研究生 规大利亚 西澳大学 郑育良 24 
7 李伟滔 联古培鼻博士研究生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科工联邦组织 魏盲明 才 8

~一 黄燕 想主堕8主 加拿大 ~思:~_f由主~jE;攫 周永红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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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晴 (6人)
陈华 憾士研究笠 加拿大 阿尔伯堪大学 魏育明 48 

2 余ìliI滋 情士研究笙 英国 诺丁汉大学 郑育良 36 
3 王峰 憾士研究生 比利时 比利时11i!特大学 郑有良 48 
4 郑科 联合培鼻博士研究生 加拿大 加拿大农业部 知青良 24 
5 赵默 联合t自鼻博士研究生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科工联邦组织 周永红 24 
6 罗小梅 联古蜡葬博士研究草 加拿大 加拿大农业部 周永红 24 

20竹竿佣人}
1 1 ;马俊彦 联合黯鼻博士研先生 美国 黄国农业部 郑有良 24 
2 事事畅 联合蝠弄博士研究量 澳大利亚 模糊董事制辑工业瞅擅自倒回民所 额泽洪 24 
3 张亮 联古培篝博士研究室 澳大利亚 矗立高童E自斟幸与工业哥虫坦坦撞阳回R所 XlJ登才 24 
4 JtIJ ì吉 悔士研究生 澳大利亚 瑶断马尼亚大学 郑有良 48 
5 谢金 悔士研究生 英国 谱丁汉大学 周永红 36 
6 孙晓欢 憾士研究生 比利时 比利时很特大学 魏宵明 48 

2012:军(4人)
T 陈时盛 联合蜡鼻博士研究生 美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饺 魏宵明 24 
2 苟璐琐 联合黯再博士研窍生 加拿大 捆事士在业1lIiJ<1lI苗幅幅菌$I~于自R中b 魏宵明 18 
3 马}s 联合蝠弄博士研究生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植相产业部 郑萄良 24 
4 黄林 筒士研究生 以色列 海法大学 JtIJ璧才 48 

2013革(1人}

1__l_刘诗塾I盹盼博士研究组美国 I 德州农工大学 1郑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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