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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方向
 园艺植物遗传育种与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应用现代生物育种手段如细胞融合技
术、转基因技术、离体诱变技术与常规杂交育种手段相结合的方法选育丰产优
质抗逆的新品种或品系；针对新品种或品系的特性，开展相应的高效栽培技术
研究，并在生产上进行推广与应用。
 园艺植物营养生理与分子调控：以区域内特色经济植物（葡萄、猕猴桃、杜鹃
花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光合、营养、优质、抗逆等关键生理过程的理论
研究，采用蛋白质组学、数字基因表达谱以及电镜观测等实验手段对相关功能
基因进行分析，揭示较高湿度和较低光照环境条件下品质和产量形成的分子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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