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1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基本情况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前身是1984年组建的市农业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1989 年更名为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是一个集农业

科研、开发、推广、服务为一体的公益性正局级事业单位。 

研究院下设六个研究所、两个中心及三个直属公司。即蔬菜科

研所、畜牧兽医科研所、水产科研所、农业科研所、林业果树科研所、

农业机械化科研所、农业干部培训中心、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武

汉中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科慧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现

代都市农业规划设计院。 

现有各类人员 1046 名，其中在职职工 525 人。有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 338 人，其中高级职称 145 人（含正高 27 人），中级职称 145 人。

专业技术人员中有博士 11 人，研究生 52 人。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17 人；享受省、市政府津贴 35 人；国家、省、市人才工程人选 16

人；省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15 人。 

从 1984 年建院以来，市农科院共承担各级各类科技项目 500 多

项，取得农业科技成果 280 余项，获国家、部省、市级科技奖 244 项。

与此同时，取得国家新专利 16 项、产品登记 4项、湖北省品种审（认）

定 36 项。先后承担完成了国际生物多样性组织、国家科技部、农业

部、建设部、国家星火计划、国家引智项目、湖北省科技厅等省部以

上项目 30 余项。正在实施的重大项目有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

研专项经费项目、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农业部“948”项目、国家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点项目、农业部蔬菜遗传与生理重点开放实

验室项目、农业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项目、湖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

目、湖北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等。由院蔬菜所主持承担的国

家行业计划《甜菜夜蛾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及《水生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项目，确立了市农科院在这两个研究领域国内

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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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科院拥有土地面积 2241 亩，其中在黄陂武湖、江夏郑店及

金口新征土地 1997 亩，用于建设新农科院园区，园区将建成集科学

研究、展示示范、产业孵化、龙头带动、教育培训和生态旅游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现代都市农业科技园区。 

二、学科建设情况 

目前已形成了十二个方面具有现代都市农业特色的重点学科，

并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其中有 2个学科主持国家行业计划，有 3

个学科跻身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有 9 个学科显示出区域特

色优势。 

1、水生蔬菜学科，系蔬菜所重点学科。建有国家农业部挂牌的

“国家种质武汉水生蔬菜资源圃”，国家科技部挂牌的“武汉水生蔬

菜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湖北省科技厅挂牌的“湖北省水生蔬

菜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园艺学会挂牌的“中国园艺学会水

生蔬菜分会”。水生蔬菜资源圃搜集保存了从全国 20 多个省市及印

度、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收集的 12 类水生蔬菜种质资源

1800 余份，另收集保存水生观赏植物 600 余份，使水生蔬菜资源圃

成为目前世界上保存水生蔬菜种质资源最为丰富的单位，并成为全国

36 个活的植物基因库之一。已育成鄂系列莲藕、芋头、茭白品种 20

个，藕种曾经出口日本、韩国，水芹种子仍然每年出口日本。2009

年，由该学科带头人柯卫东研究员任首席专家的农业部行业计划项目

“水生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获准立项（总经费 2333 万元），

标志着水生蔬菜学科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蔬菜植物保护学科，系蔬菜所重点学科。创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主要从事蔬菜植物保护研究，长期致力于蔬菜抗性害虫的治

理研究和农业部农药登记药效试验、新农药、新技术推广等工作。该

所植保研究室为农业部认证农药登记药效试验单位，每年承担 200 余

项药效试验和农药厂家的各种验证性试验、推广性试验，为农药品种

市场准入提供依据。现建有农业部授牌的“国家农药登记室内活性验

证试验实验室”、“国家农药登记室外试验基地”、“国家食用菌产业技

术体系武汉综合实验站”， 2008 年主持农业部行业计划项目“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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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蛾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总经费 1672 万元）。2010 年有望获滚动

支持，申报经费 2495 万元，目前已通过农业部申报、答辩和专家评

审，正在报财政部审批。 

3、长江名优鱼类繁育与研发，系水产所重点学科。创建于 20

世纪80年代末，在鳜鱼研究方面率先在全国攻克鳜鱼苗种“寸片关”，

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率先在国内形成鳜鱼规模化养殖，并逐步产

业化，形成了鱼苗驯化、人工繁殖、人工饵料、品种选育、规模养殖

等成套技术，研究水平国内领先。年生产各类肉食性鱼类大规格种

苗 1000 余万尾，是长江地区鳜鱼等肉食性鱼类种苗和商品鳜养殖

最大的生产单位，斑鳜品种远销韩国。建有“武汉市鳜鱼良种繁育

中心”及“武汉鳜鱼产业园”。在鲌鱼研究方面，黑尾鲌从引种到推

广示范成套技术成熟，研究水平国内领先，鲌鱼种苗繁育产能达到 5

亿尾，是全国唯一的黑尾鲌系列研究和种苗规模化生产和推广单位，

建有全国唯一的鲌鱼专业良种场。 

4、兽（禽）药及疫苗研发，系畜科所和中博生物公司重点学科。

畜科所攻克了“IBRS-2 细胞转瓶永续培养”技术，使猪细小病毒疫

苗的生产走上了产业化道路；中博生物公司自主研发的猪伪狂犬病活

疫苗、猪瘟活疫苗、猪乙型脑炎灭活疫苗已获得生产文号, 即将投入

规模生产；自主研发猪γ-干扰素新产品，已经获得国家农业部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证书，正在进行动物实验；合作研发的高致病性

猪蓝耳病基因工程弱毒疫苗属国内首创，今年获批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活疫苗生产文号，成为该疫苗农业部指定生产企业之一。 

5、优质萝卜新品种选育，系蔬菜所重点学科。已搜集萝卜种质

材料 500 余份，采用雄性不育技术先后育成夏抗 40 天、双红一号、

四月白、武青萝卜、春白二号、春雪等春、夏、秋、冬系列萝卜新品

种 16 个，选育的腌制型加工萝卜新品种武渍一号填补了市场空白。

同时，培育出萝卜雄性不育三系配套材料 20 余套，使萝卜生产实现

了周年生产、周年供应，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春、秋淡季品种

选育达国际领先水平。 

6、鱼用疫苗及渔药研发，系水产所重点学科。该所 1999 年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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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室（组）的企业化管理，组建中博水产公司，该公司研制出鱼药

及疫苗品种 15 个，研制出中草药 200 余种，注册药号 60 余种，制定

了 8 个中草药渔药国家标准，在鱼类浸泡免疫防病技术及中草药渔药

研发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7、西、甜瓜品种选育及苗种规模化技术研发，系农科所重点学

科。该所在西、甜瓜选育与研究方面，共收集育种资源 400 多份。先

后培育出适合武汉气候特点的抗病、优质、高产的早、中、晚熟西、

甜瓜新品种（组合）12 个。在设施栽培、耐湿栽培、无籽西瓜、工

艺西瓜、反季节栽培、嫁接苗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已形成系列成套技术。 

8、茄果类品种选育，系蔬菜所重点学科。已选育出鄂茄系列、

紫龙系列、迎春系列、汉红系列以及春晓、伏龙茄等 14 个茄子新品

种，实现了湖北茄子主栽品种本土化，在 10 年内品种更新换代 2～3

次，推动了湖北茄子产业的良性发展。“十一五”期间，率先在湖北

省启动茄子航天育种研究，近几年开展“太空育种”，初步育成茄子

新品种“变色龙”（商品名），茄果类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耐

热及航天育种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9、园林及绿化苗木乡土品种研发，系林果所重点学科。已收集

草坪、乔、灌木品种 500 多个，建有“野生绿化苗木资源圃”、“湖北

省园林植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法桐修剪、宿根植物开发利用等

方面有较成熟的成果，法桐修剪技术解决了长期以来法桐飘毛的难

题，已在武汉及周边城市推广应用；近年来自主选育的园林植物新品

种香花山茶—“天山雪”、“天山粉”、“紫珠”、“芫花”等 4 个品种通

过审定，填补了国内空白；制定了园林植物栽培标准 12 项并在我省

推广 5万亩，促进了我市花木生产标准化。 

10、种禽繁育技术研究，系畜科所重点学科。建有“国家奶业产

业技术科研基地”、“奶牛胚胎工程中心”。在肉鸭品种（系）选育、

饲料与健康养殖技术研究过程中，利用人工授精、分子标记等先进技

术成功培育出瘦肉率高、抗病力强、耐粗饲、风味独特的良种肉鸭。

农业部即将批准建立“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武汉综合实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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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植物营养学科，系农科所重点学科。该所与美国专家及其相

关机构合作，对我市土壤、肥料施用现状及植物营养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科学调查，在全市 5 个涉农区开展了测土配方平衡施肥试验示

范。目前承担市级攻关、晨光和创新项目4项，研究、开发了适合不同

作物需求的两大类、8个系列肥料新品种。 

12、蔬菜栽培与采后学科，系蔬菜所重点学科。该所建有“国家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武汉综合实验站”。成立了蔬菜栽培与采后研究

室，主要从事豆类、十字花科类作物的育种和蔬菜标准化栽培技术研

究和产业化推广工作，有机蔬菜栽培技术方面在华中地区处于领先地

位。 

二、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市农科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12 年招

生简介及目录 

2011 年，为实现校院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标，

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与华中农业大学签订了研究生联合培养

协议，共同成立了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市农科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简称“联培基地”）， 联培基地从 2011 年起开始招生，现有在读研

究生 5 名。2012 年联培基地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 5 名（详见招生目

录）。联培基地研究生实行双阶段培养，联培研究生课程学习阶段在

华中农业大学，毕业论文研究阶段在武汉市农科院相关研究所。研究

生在联培基地学习期间将享有优厚的“补贴”，部分研究所还为研究

生提供免费住宿。研究生学习合格并达到学位授予条件后由华中农业

大学统一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市农科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12 年研究生招生目录 
序

号 
院所及招生计划 导师姓名

招生类

型 

专业代码、专业

名称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1 
武汉市农科院林果

所，计划招 1人。 
徐洪亮 

专业学

位硕士 
 园林植物 

2 
武汉市农科院蔬菜

所，计划招 1人。 
司升云 

专业学

位硕士 
 昆虫毒理 

3 
武汉市农科院蔬菜

所，计划招 1人。 
刘义满 

专业学

位硕士 
 蔬菜 

4 武汉市农科院农科 陈钢 专业学  植物营养机

参见《华中农

业大学 2012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专业

目录》对应专

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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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计划招 1人。 位硕士 理和现代施

肥技术 

5 
武汉市农科院畜科

所，计划招 1人。 
 

专业学

位硕士 
 

动物繁殖新

技术、动物

乳腺反应器

新技术 

 

三、导师简介 

陈钢，女，2008 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植物营养博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为植物营养机理和现代施肥技术。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

表论文共 4 篇近三年科研经费共 80 万元，年均 26 万元。目前的研究和工作的

方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平衡施肥技术的应用推广  主要围绕“测、配、产、供、施”平衡施肥

技术的各个环节，针对武汉地区优势农作物展开武汉市平衡施肥技术体系的研

究，建立，完善和推广。我们的特点是主张“测、配、产、供、施”这一体系应

尝试由一个实体承担运作，从土壤取样的控制到测试的准确性，到配方的设计，

和根据配方指导肥料的生产和供应，最后一直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告诉他们怎样

施用，这样才可以作到土壤测试数据的准确性，配方的合理性和肥料品种的多样

性以及肥料供应的及时性和技术服务连续性 , 以打破传统的“测、配、产、供、

施”各个执行单位分离，技物严重分离现象，真正达到降低农民成本，提高肥料

利用率和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1）．测试是平衡施肥的基础，快速简便的测试方法和设备的研究，引进和

应用很有必要，如硝酸盐测试盒，钾元素测试盒等田间速测设备的引进和应用研

究。 

（2）．新型蔬菜瓜菜的养分需求特性的研究。作物的养分需求规律是平衡施

肥的重要依据，如芦笋，等很多新型规模种植的经济作物的养分需求规律研究很

少。 

2 武汉地区农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研究和体系建立  湖北是我国农业大省，

种植、养殖业发展迅速，作物秸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量大，但合理利用率

低，造成资源上的浪费并产生较大的危害，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压力。2006 年

武汉市各类畜禽养殖场情况为，鸡年存栏 653.82 万只，猪年存栏 46.33 万头，

牛年存栏 1.4718 万头，则年产鸡粪便 26.7 万吨，猪粪便 91.7 万吨，牛粪便 20.1

万吨。2007 年仅东西湖区内牛粪排放量达 26.83 万吨，江夏区仅养猪业每年排

粪量就达 39.39 万吨。随着养殖业规模的的不断扩大与发展，这一数字还在快速

增长。武汉市作物秸杆总量约 200 万吨。作物秸杆特别是稻秸，氮、磷、钾含量

丰富；畜禽粪便以有机质为主，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和多种微量元素以及腐殖

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理想的基质和有机肥原料。但要将这些农业固体废

弃物资源化，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秸杆、畜禽粪便及蘑菇渣和沼渣等有机废弃物

是较好的合成基质的原料，但有机废弃物中含有的一些有害物质必须经过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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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处理后，才能使用。因此，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生产工艺非常关键。同时，

由于各地种养殖业布局不同和制度的差异，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模式，如回收的方

式，发酵的地点，资源化品种，等等需要建立一种模式，形成一种资源化原料供

求的体系。 

3.新型肥料的研制和推广  为了将平衡施肥技术物化成产品,在开展作物营

养相关研究,”种养殖业废弃物的肥料资源化与应用研究””营养诊断与推荐追肥

研究”的同时,我们开展了新型环保型水溶性配方肥的研发工作,目前研发出系列

产品水溶性配方肥推广面积 5000 亩。计划用 1-2 年时间，研究和完善武汉市和

8+1 城市圈优势农作物的套餐施肥技术和营养套餐产品。 

 

刘义满，男，1984 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学学士，研究方向蔬菜。 

一、 项目工作 

1991 年至今，参加或主要参加国家科委（科技部）、农业部、国家技术监督

局、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IPGRI）及武汉市科委、技术监督局等部门和单

位下达的课题近 40 多项。其中近年来的项目主要有： 

（一）国家级项目 

1.  科技部：莲藕微型种苗产业化技术研究（2002 年～2004 年） 

2．国家自然科技平台项目：主要水生蔬菜种质资源数据平台建立（2005 年～

2008 年） 

3．农业部：南方蔬菜设施多样化生产技术研究与开发（2004 年） 

4．国家“948”项目——优质水生蔬菜品种资源及安全生产关键技术引进

（2003 年～2008 年） 

5．农业部：莲藕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研究（农业部项目，子专题）（2003

年～2004 年） 

6．农业部：国家种质武汉水生蔬菜种质资源圃改扩建（2005 年） 

7．农业行业标准研制：起草农业行业标准 8部 

8．科技部：武汉水生蔬菜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建立（2006 年） 

9. 国家行业科技项目:水生蔬菜现代生产技术体系研究与建立（2010 年立

项，总课题第二主持人） 

（二）湖北省项目 

1. 专用莲藕新品种选育（省科技厅），2008 年，参加 

2、鄂莲六号莲藕新品种示范推广（蔡甸）（省财政厅），2009 年，主持 

3、鄂莲七号莲藕新品种示范推广（洪湖）（省财政厅），2010 年，主持 

4、鄂莲七号莲藕新品种示范推广（荆门）（省财政厅），2011 年，主持 

（三）武汉市项目 

1．“莲藕等 4种水生蔬菜资源鉴定评价规程”，2004-2005 年，主持 

2、“莲藕、芡实新品种（系）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武汉市）——2006-2008

年，骨干 

3．“藕－稻－蒿”高产优质栽培模式推广应用（武汉市），2007 年——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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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早熟优质茭白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市人事局十百千人才工程项目，

2007-2010 年，主持 

5．水芹、豆瓣菜等新型水生蔬菜示范基地建设（武汉市），2008 年，骨干 

6、‘03-12 莲藕’新品种示范推广，市财政局项目，2006 年，主持 

7、茭白变异机理及其在育种中的应用研究，市科技局创新项目，2009-2010

年，主持 

8、美国水生蔬菜与花卉种质资源引进与评估利用，2010-2012，市科技局国

际合作项目，主持 

9、鄂茭 1 号、鄂茭 2 号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及应用，2010 年-2011 年，市

科技局攻关项目，主持 

二、 蔬菜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与新品种选育 

直接征集国内蔬菜种质资源 300 多份、国外种质资源 100 多份，评价资源

3000 多份次，获调查数据 10 万多个，选育蔬菜新品种 10 多个，主持选育品种 3

个，其中鄂茭三号已经通过湖北省评审。 

三、 蔬菜标准化工作 

先后起草农业行业标准 8 部、省市地方标准 40 部，主持评审或审阅标准文

本 100 多部，并发表多篇标准化研究论文 6篇。其中，《无公害食品  水生蔬菜》、

《无公害食品  水生蔬菜产地环境条件》两部基础性的行业标准被水生蔬菜界广

泛引用。现为武汉市农业标准化基地建设指导专家，并被评为 2009 年度全市农

业标准化工作先进个人、2010 年湖北省标准化工作先进个人。 

四、技术讲座、推广及生产规划等 

应邀赴 10 省 20 多个县市举办技术讲座 40 多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楚

天经济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及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讲座约 100 次。 

主要负责水生蔬菜新品种推广。至今，本单位水生蔬菜已累计推广面积 2000

万亩以上，其中莲藕新品种的产区覆盖率达到 80%以上。产值累计 1000 万元以

上，利润 500 万元以上。 

先后为云南、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浙江、河南、广东、上海、贵州等

省部分县市水生蔬菜发展进行技术规划，受到好评。 

五、 论文、论著、学术会议及技术报告 

（一）论文：在《中国农史》、《农史研究》、《长江蔬菜》、《中国蔬菜》、《华

中农业大学学报》、《园艺学进展》、《植物生理学通讯》、《湖北农业科学》等近

20 种刊物上发表论文约 100 多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 60 篇。 

（二）译文：翻译水生蔬菜专业技术论文 20 多万字。 

（三）论著 

主编专著：《绿色食品水生蔬菜标准化栽培技术》、《茭白种质资源描述规范

和数据标准》、《蕹菜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常用保健型香辛蔬菜栽培

技术》及《茭白安全生产技术问答》等 5部； 

副主编专著：《莲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水芹种质资源描述规范

和数据标准》等专著 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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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专著：《棚室芹菜栽培》、《水生蔬菜高产栽培新技术》、《中国水生蔬菜》、

《蔬菜栽培与贮藏加工新技术》、《绿色食品产业与技术》、《中国水生蔬菜品种资

源》、《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生产技术》、《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蔬菜卷)、

《中国蔬菜栽培学》等 13 本。 

 

司升云，男，1993 年沈阳农业大学植保专业，研究方向昆虫毒理，在国内

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30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1 部，出版专著(译著等) 1

部，目前承担项目共 3项，其中：国家级 1项，部(省)级 2项；发明专利 2项，

近三年科研经费共 1697 万元；年均 566 万元。现主要进行甜菜夜蛾的防控技术

研究与示范推广，主要主持承担国家行业项目甜菜夜蛾防控技术研究。 

为有效控制甜菜夜蛾的猖獗为害，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三年来开展了甜

菜夜蛾防控技术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单项技术成果和一定技术储备，取得了一

些进展和突破。 

利用前期研究与示范推广所取得的工作基础，针对近期急需解决的生产实际

问题，组织已初具规模的全国甜菜夜蛾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技术力量，通过

甜菜夜蛾灾变规律研究、新技术研发和技术集成、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区域模式

构建、示范推广等途径，开展菜田甜菜夜蛾综合防控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推广，提

高全国菜田甜菜夜蛾的综合治理水平与防治效果，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与防治

成本，保护天敌与生物多样性，提高蔬菜产品质量，保障蔬菜生产与食品安全。 

 
徐洪亮，男，1965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1987 年 7 月从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市林业果树科研所工作，他历任所团委书记、科技开发部

主任、草坪研究室主任、南方杨树研究所所长，现任武汉市林业果树科研所所长

和法雅园林集团公司总经理，武汉市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2007 年晋升正高职

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园林植物资源育种、栽培应用及园林工程新技术研究。 

二十多年来，徐洪亮同志在科技创新、科技推广和成果转化实践中积极探索，

不仅在农业科研领域刻苦钻研、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领域

大胆开拓，以科技成果为依托创办科技型企业，为基层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

化、发展科技产业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过去，我所的科研开发工作涉及面广，有

林业、经济林、果树、园林等，重点不突出，市场竞争力不强。徐洪亮同志分管

科研工作后，审时度势，提出抢抓武汉创建山水园林城和城郊型农业发展的机遇，

及时创建了园林植物学科，以园林植物资源创新和园林工程新技术研究作为我所

的主攻方向，从生产实际中找项目，结合市场需求从产业化角度立项，科研方向

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大大了拓宽了科研项目的来源渠道，科研模式也从封闭

式转向开放式，单位每年争取的无偿科研经费翻了十多倍，达到 100 多万元，科

技成果的实用性显著增强、转化率明显提高，园林植物学科逐步发展壮大成我院

的重点学科，2009 年该学科被省科技厅授予“湖北省园林植物工程技术中心”，

这标志我所在园林植物应用研究领域居于省内领先地位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徐洪

亮同志获得“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 武汉市优秀青年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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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多次荣获武汉市农科院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一、带领团队探索创新，获得一系列原创性的科技成果 

徐洪亮同志创建园林植物学科后，带领研发团队先后在草坪草种、杨树、乡

土园林植物、彩叶植物、悬铃木飘毛治理等领域开展科技创新，获得一系列原创

性的科技成果，获得科技成果 7项，其中获奖科技成果 3项，主持完成的 1项科

技成果获得武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或参与制定地方标准 12 项，选育出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园林植物新品种 5个，其中 4个品种通过省林木良种审定，获得

发明专利 3项，出版技术专著 1本。（1）获得草坪科技成果 3 项，为武汉地区草

坪草种选择、建植管护、杂草防除等提供一套成熟完整的技术系统，推动了武汉

地区草坪草产业发展。2002 年主持完成了科技成果——《国外优质草坪草引选

及产业化生产技术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该成果获得武汉市 2003 年度

科技进步二等奖，形成了一套草坪四季常绿的技术体系。引进欧洲草坪的先进建

植管理技术，结合武汉实际，摸索出了一套适合湖北武汉地区草坪建植与管理系

统，2003 年获得武汉市科技成果；作为技术骨干参与完成《武汉地区草坪杂草

防除技术研究》，研制出能有效防治禾本科杂草的两个药剂配方，掌握了草坪杂

草防治技术。通过草坪科技成果的示范和转化，建立了湖北省最大的草坪产业生

产基地，面积 5000 亩，被武汉市科技局授予“草坪科技示范基地”，创造的经济

效益达 2000 万元；主持完成了武汉市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设施立体草毯

开发》，生产草毯 20 万立方米，创造经济效益 1000 万元。(2)创办南方杨树研究

所，开展杨树良种选育，将我所储备的系列杨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经济效益。作为技术骨干（排名第三）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杨树

优良雄性无性系选育研究》，获得 2009 年度武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选育出杨树

良种—汉选 1 号通过省林木良种审定，该杨树良种较一般欧美杨品种如中嘉 2

号、中驻 2号等材积生长量提高 20%以上，是武汉本地目前唯一自主培育出的杨

树良种，目前该良种在武汉及周边地区推广 3万多亩。主持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南方型杨树短轮伐纸浆林营林新技术中试》（2004 年—2007 年），在武汉及

周边地区示范推广优质纸浆林 1万亩，生产优质纸浆材 4万立方米；(3)2005 年

完成市科技局国际合作项目《法国悬铃木修剪整形技术的引进与利用研究》，该

技术针对法桐飘毛规律和机理，采用修剪技术解决了法桐飘毛污染环境的难题，

在武汉市区三条主干道进行修剪示范，效果显著，在业界引起广泛关注，该技术

成果获武汉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同年 10 月参加全国第六届花博会，并评为优秀

奖，基于该成果的“控制法桐飘毛修剪技术”获得国家技术专利；（4）2008 年

主持完成的项目——《国外优良彩叶植物引选及栽培技术研究》获得武汉市重大

科技成果，成果水平达到国内领先；主持完成武汉市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园

林绿化苗木容器栽培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2004 年—2006 年），引进国外容

器栽培技术，开发出生物有机栽培基质产品两个，建立产业化基地 1500 亩，累

计生产优质苗木 500 多万株；主持武汉市科技攻关项目—《乡土园林植物筛选、

快繁及控根容器栽培技术研究》（2006 年—2008 年），从本地野生植物资源中驯

化选育出了一系列观赏价值高的园林植物品种，其中主持选育的紫珠、芫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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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雪、天山粉四个观赏植物品种已通过湖北省林木良种审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创新和丰富了本地园林种质资源。 

 

高其双，男，1963 年 3 月出生，正高职高级畜牧师，武汉市畜牧兽医研究

所总畜牧师，所、院“动物生物技术”学科带头人。华中农业大学校外研究生导

师。武汉市“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曾获得武汉市小康工作优秀队员称号及武

汉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研究领域，主要从事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生物制剂研发工作。 

科研成果：1、“武汉市高致病性禽流感监测预警、抗体库建立及综合性防治

技术研究”（主持人，武汉市科技成果进步奖二等奖）；“影响猪产仔数基因分子

遗传标记及其效应研究”（主要完成人，武汉市科技成果进步奖一等奖）；2、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3项（已授权 1项）；3、主编《蝎子的养殖与加工技术》、《蜈蚣、

地鳖虫的养殖与加工技术》图书 2部（15 万字，2001 年由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    

4、在《Cell Biology International》、《In Vitro Cell.Dev.Biol.—Animal》、

《中国畜牧杂志》、《中国兽医杂志》和《生物技术通报》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

表论文 20 多篇。 

参与项目：主持国家 863 项目、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项目和武汉市学科带头

人项目、武汉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武汉市晨光计划项目以及武汉市农科院科技

创新项目、院立攻关项目 20 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