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月燕导师团队介绍 

一、研究内容 

团队以区域特色经济植物（如葡萄、杜鹃、常绿水生植物、浙贝母、蔺草、

果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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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种质资源创新研

究，建立种质资源保存和品种繁育试验基地。 

通过对主要遗传性状（如产量、成熟期、色泽、植株高矮、耐盐碱、耐寒、

抗真菌性病害）等研究，建立育种技术体系，利用常规杂交育种手段和现代生物

育种手段如转基因技术、离体诱变技术、细胞融合技术、CRISRP/Cas9和分子标

记技术等选育高产优质抗逆的新品种或品系。 

 

二、团队介绍 

1.实验室介绍 

实验室现有科研技术人员 7名，其中教授 4名，副教授 2名，讲师 1名。近

5 年先后主持国家星火重大项目、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波市科技创新



2025 重大专项等各类科研项目 40 余项，及企事业单位委托横向课题 10 余项，

累计科研经费近 2000万元。 

2.团队成就 

获省、市（厅）以及专业协会等科技进步奖 20余项，培育植物新品种 25个，

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20 余个。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 

3.团队导师风采 

吴月燕，二级教授。 

 

研究方向为植物营养生理与品质调控、植物遗传育种与分子生物学。为国家

教育部和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宁波市突出贡献专家、宁波市教

学名师、浙江省林木品种认定专家等，宁波市重点学科负责人。 

先后至美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进行学习和学术交流，并与相关研究所

建立了良好的科研合作关系。 

先后主持或参加了国家、省、市各类科研项目 30余项，并作为主持人获省、

市（厅）各类科研奖 20余项；获得葡萄和杜鹃花国家新品种保护权 15个、审定

省级植物优良品种 1 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15 个；在国内外核

心刊物发表论文 100余篇。 

目前承担国家财政部、浙江省科技厅重大项目和宁波市重大公益项目等科研

项目 6项。 

王忠华，博士、教授。 



 

现任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生物科学系系主任，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浙江省“151工程”第三层次和宁波市拔尖人才第二层次人才，主要研究

方向为药用植物资源评价与新品种改良。 

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省市级项目 10 余项，还作为主要参加人曾参与多项

国家基金、浙江省科技厅重大专项、宁波市创新团队、宁波市重大项目和宁波市

重点农业公益项目等多项课题的研究。 

曾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多次，并在国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其

中 SCI论文 10多篇，一级期刊 30余篇；作为编委参编专著多部。 

贾永红，博士、副教授。 

 

现任生物科学系副主任，为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主要从事功能基因与蛋白组学研究。近年来，主持或参与国际合作、国家、

省、市级多类科研项目 10 余项，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省级以上科技奖励 2 项，

参编《细胞生物学实验指南》、《转基因及其检测技术》等书籍二部。 

目前，已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浙江大学、贵州黔西南喀斯特区域发展研究

院、宁波植物园、宁波市林场、宁波北仑万景杜鹃园等高校和企业建立了良好合

作关系，共同开展杜鹃花遗传资源保护和分子育种研究。 

谢晓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生理生化研究。现是宁波市园林绿化咨询委员会专

家、宁波市建设工程园林绿化类评标专家和标后评估专家、浙江省建设工程园林

绿化类评标专家。 

目前主持了市厅级研究课题 5项，参与省市级研究课题多项。获得省市级奖

励多项，已发表论文 10余篇。 

王立如。推广研究员。 

 

浙江万里学院校外硕士导师。主要从事果树栽培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现任慈溪市林特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宁波市果树技术协会秘书长，慈溪市

“115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选，省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与推广服务团队成员，

宁波市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曾获省优秀科技特派员、省优秀农村工作指导员等称

号。 

俞超，高级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主要从事生物技术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近年来作为主要成员曾参加国家

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的研究工作，已发表相关

学术论文数篇。 

三、团队系列研究概述及成果简介 

（一）葡萄新品种选育及推广应用 

 

针对当前制约我国南方鲜食葡萄产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历经 30 余年，开

展葡萄优良种质和品种创制、安全生产以及贮藏加工等整个产业链的系统研究，

形成系列原创性成果。 

获得葡萄新种质 200 余株，培育出新品种 4 个、新种质 50 余个，已获早熟

优质新品种“甬早红”、“甬紫晶”和“甬妃红”国家葡萄新品种权等 6个、申

请 4个；“鄞红”省级审定新品种 1个，为省葡萄主栽品种之一。 

创新栽培生理和分子机制研究，构建安全优质栽培技术模式，突破葡萄采后

安全贮藏保鲜和加工技术，授权发明专利 8项、软件著作权 2件、实用新型专利

5项，发表学术论文 150余篇，制定技术标准 2套。 

“鄞红”葡萄已推广至全国各地，累计推广自主选育的新品种与安全优质高

效生产技术 25.5 万亩次，葡萄营养罐头销售至国内外市场，累计实现新增产值



20.6亿多元，新增利润 11.6亿元，促进葡萄产业绿色健康发展和农民增收，取

得了显著效益。 

品种展示 

 

 浙(非)审果 2010001 

 鄞红 

该品种为欧美杂种。树势强，叶色浓，叶面光滑无毛。 

一般穗重 500－700克。果实椭圆形，平均粒重 12克左右。果皮厚韧，紫红

色，果粉中等。 

果肉硬，风味甜，可溶性固形物 17%以上。宁波地区大棚保护地栽培之成熟

期一般为 7月底至 8月中旬。 

多年田间调查表明，该品种抗病性达到与巨峰和藤稔相等水平。 

该品种产量稳，品质优，耐贮运，适宜浙江省种植。目前为浙江省主栽品种

之一。 

 甬妃红 

嫩梢绿色, 成熟枝条呈绿色,节间较短。幼叶叶片绿色,叶正面无或少绒毛, 

叶背有较稀疏的灰白色绒毛。     

成龄叶中大,近圆,3裂，裂刻深，较粗糙，锯齿较小, 较锐利，叶脉近中心

为绿。叶柄较短, 呈红带绿色。 



果粒近球形，果肉绿黄色，成熟果实果皮粉红色，平均单果重 14g左右；果

皮薄且与果肉易分离，果粉较薄；浙江地区成熟 7月中旬。 

 

品种权号：CNA20131083.9 

 

品种权号：CNA20131085.7 

 甬早红 

嫩梢绿色,成熟枝条呈绿色,节间较短。幼叶叶片绿色,叶正面较多绒毛, 叶

背有较密的灰白色绒毛。 

成龄叶中大,近圆,3裂，裂刻浅，较粗糙，锯齿较小, 较锐利，叶脉近中心

为绿。叶柄中等长, 呈红带绿色。 

果粒近球形，果肉绿黄色，成熟果实果皮紫红至紫黑色，平均单果重 13g左

右；果皮中厚且与果肉易分离，果粉中等厚；浙江地区成熟 7月上旬。 

 甬紫晶 

嫩梢红带绿, 成熟枝条呈红色,节间较短。 



幼叶叶片绿色,叶正面无或少绒毛, 叶背有较稀疏的灰白色绒毛。 

成龄叶中大,近圆,3裂，裂刻浅，较粗糙，锯齿较小, 较锐利，叶脉近中心

粉红。叶柄中等长, 呈红色。 

果粒椭圆形，果肉绿黄色，成熟果实果皮紫黑色，平均单果重 10g左右；果

皮中厚且与果肉易分离，果粉较厚；浙江地区成熟 7月上旬。 

 

品种权号：CNA20131084.8 

 

品种权号：CNA20182852.1 

 甬早绿 

嫩梢梢尖开合程度半开张，新梢节间背侧颜色绿色带红条带。 

幼叶正面颜色绿色带有红色斑。 

成龄叶形状近三角形，成龄叶裂片数五裂，正背面均有较多绒毛，一年生节

间长度 5-12 cm。 

果穗形状为圆锥形，果实为圆形，果粒黄绿色，玫瑰香味弱，平均单重量 12g

左右，果粒硬度 1.68 Kg/cm2，浙江地区 6月底成熟。 

甬香玉 



 嫩梢梢尖开合程度半开张，新梢节间背侧颜色绿色。 

 幼叶正面颜色绿色，成龄叶形状近三角形。 

 成龄叶裂片数五裂，正背面均有较多绒毛，一年生节间长度 10-15cm。 

 果穗形状为圆锥形，果实为椭圆形，果粒黄绿色，玫瑰香味强，平均单

重量 12g左右，果粒硬度 1.28 Kg/cm2，浙江地区 7月上旬至中旬成熟。 

 

品种权号：CNA20182853.0 

 

品种权号：CNA20182851.2 



 甬绿妃 

嫩梢梢尖开合程度半开张，新梢节间背侧颜色绿色。 

幼叶正面颜色绿色。 

成龄叶形状近三角形，成龄叶裂片数五裂，正背面均有较多绒毛，一年生节

间长度 10-15cm。 

果穗形状为圆锥形，果实为椭圆形，果粒黄绿色，玫瑰香味强，平均单重量

12g左右，果粒硬度 1.28 Kg/cm2，浙江地区 7月上旬至中旬成熟。 

（二）杜鹃花新品种选育与高效培育技术 

 

针对我国杜鹃花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历经 20 余年，调查浙江、贵州、

云南和江苏等地杜鹃种质资源，识别并鉴定一批濒危或稀有杜鹃新品种，收集国

内外杜鹃园艺品种 500 余个，野生种质 60 余份，构建了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平

台。 

创建了 100 余个杂交群体，获得 10000 余株后代，其中优良种质 100 余个，

培育盆栽观赏和不同生态建设用途 40个余品种,并获得国家新品种保护权。 

研发花期调控、高品质盆栽花生产、苗木繁育、露地逆境栽培等产业化关键

技术。 

制订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821.9-2011花灌木育苗技术规程第 9部分：杜

鹃》以及《杜鹃花容器苗培育技术规程和质量分级》和《杜鹃花盆栽及造型技术

操作规程》企业标准。以“杜鹃花”为切入点，发展地方“旅游经济”。 

近 3年，通过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在浙江、江西、江苏、福建等地推广应

用面积 3 万余亩，总销售 18 亿余元，利润近 8.9 亿元，新增销售近 4.8 亿元，



新增利润近 3.5亿元，带动花农增产增收，提高杜鹃花产业化水平，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显著。 

品种展示 

 甬之波 

 

品种权号：20180230 

重瓣花，花径 8.5cm左右；花为淡艳红色，无花萼，花朵开展；外面两轮花

瓣裂片完整，皱边，内饰深红色斑点；雄蕊 7-10 枚，部分雄蕊退化成小花瓣；

花柱和柱头粉红色，子房绿色，密被白色茸毛。盛花期 3月中旬。适合盆栽观赏。 

 甬之洁 

 

品种权号：20180340 



重瓣花，花径 7.5cm左右；花色在花苞时为黄绿色，开展后为白色，花瓣外

缘波浪形；部分花朵的花瓣上有条状红色斑块；花柱、花丝均为白色；柱头淡黄

绿色，花药黄褐色，子房绿色密被白色茸毛。雄蕊 7-8根左右。盛花期 3月中旬。

耐寒性好，适合绿地种植和盆栽观赏。 

 甬粉佳人 

 

品种权号：20180341 

单瓣花，花径 8cm左右；花色为浅紫色，花冠筒近白色，花冠呈喇叭状；花

瓣裂片内饰红色斑点；花柱、花丝均为白色；柱头白色，花药棕色，子房绿色密

被白色茸毛；雄蕊 9根左右。盛花期 3月中旬。耐寒性好，适合绿地种植和盆栽

观赏。 

 甬紫雀 

 

品种权号：20180342 



重瓣花，花径 6cm左右；花为紫色；每轮花瓣裂片内饰红色斑点；花柱、花

丝均为白色；柱头黄色，花药棕色，子房绿色密被白色茸毛；雄蕊 5根左右。盛

花期 3月中旬。耐寒性好，适合绿地种植和盆栽观赏。 

 甬品红 

 

品种权号：20180343 

重瓣花，花径 8-9cm；每轮花瓣裂片内饰暗红色斑点；花柱、花丝均为白色；

柱头淡绿色，花药黄褐色，子房绿色密被白色茸毛。雄蕊 9-10 根。盛花期 3 月

中旬。耐寒性好，适合绿地种植和盆栽观赏。 

 甬之梅 

 

品种权号：20190050 



花淡艳红色，2-3 朵簇生，花柄长 1.5-1.7cm，花冠冠幅 7.5cm，单轮合瓣

花。花冠筒高 2.5cm；花瓣单轮 5 裂，深裂，裂片长 2.8cm，平展且微有反卷，

瓣缘光滑，瓣尖微凹；花瓣内侧有大红色斑点；花柱红色，花丝粉色，柱头和花

药均为黑色，子房绿色，密被白色茸毛；雄蕊 5-8枚。盛花期 3月中旬，耐寒性

好，适合盆栽观赏。 

 甬尚雪 

 

品种权号：20190051 

花白色，略带粉红色；花冠冠幅 7.5cm，花冠筒高 3cm ，合瓣花，花单轮 5

深裂，花瓣裂片开展，呈履瓦状排列；花冠筒内壁上有淡黄绿色斑块；花柱粉红

色，长 4-5cm，柱头膨大，雄蕊 5枚，部分退化成白色不规则花瓣，花丝淡粉红

色，花药橙黄色，子房深绿色，密被白色茸毛。盛花期 3月中旬，耐寒性好，适

合盆栽观赏。 

 甬尚玫 

 

品种权号：20190052 



花浅桃红色，一苞 2-3朵，花冠冠幅 7cm，单轮合瓣花，花瓣裂片开展。花

冠筒高 3.5cm；花瓣单轮 5裂，深裂，开展，呈履瓦状排列；花瓣内侧有红色斑

点；花柱和柱头均为红色，花丝粉红色，花药为棕褐色，子房绿色，密被白色茸

毛；雄蕊 5-8枚。盛花期 3月中旬，耐寒性好，适合盆栽观赏。 

 甬小霞 

 

品种权号：20210328 

花色红橘色，重瓣 3套筒花，花瓣裂片内饰红色斑点，明显不同于父母本及

相似品种；且耐寒性好，可用于园林绿地。 

 甬紫蝶 

 

品种权号：20210328 



花色为浅紫色，重瓣 3套筒花，花瓣裂片内饰红色斑点，雄蕊和雌蕊均瓣化，

明显不同于父母本及相似品种；且耐寒性好，可用于园林绿地。 

（三）药用植物种质资源评价与新品种选育 

 

从省内外收集与引进浙贝母、三叶青和金线莲种质资源 100余份，在宁波章

水、杭州临安和金华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浙贝母、三叶青和金线莲种质资源圃。 

开展了上述种质资源的基本农艺性状考察与部分种质资源的生理生化特性

与标志性药效成分分析及道地性分子机制研究；已开展不同品种的杂交试验；已

开展了辐射生物学效应研究，初步确定适宜辐射剂量；已对部分种质资源进行了

DNA条形码与分子标记鉴定技术研究，明确了不同种质资源之间的亲缘关系。 

克隆了浙贝母生物碱合成与鳞茎发育相关基因 10 个，金线莲多糖与黄酮合

成相关基因 6个；已选育浙贝母新品种 1个和新品系 3个，三叶青突变体新品系

4个，金线莲新品系 2个，并制定相应的浙贝母新品种繁育培育技术规程；已建

立浙贝母、三叶青和金线莲高效栽培基地各 1个， 

发表了相关论文 20 余篇，申请相关发明专利 8 项。近年来浙贝母、三叶青

和金线莲新品种、新技术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1 万余亩，新增利润 3000 多万元，

带动药农增产增收，提高中药材产业化水平，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品种展示 



       

浙贝 3 号 

（浙品认 2018014-3） 

出苗早、枯苗迟，有效生育期比浙贝 1号和浙贝 2号延长 6-12天。 

株高 65cm左右，茎直立，主茎基部棕色或棕绿色；主杆数约为 2.7株、副

杆数约为 4.0株，明显多于浙贝 1号和浙贝 2号；叶披针形、绿色、互生或对

生，叶尖外卷。 

总状花序，花单着生于茎顶或上部叶腋，倒钟状，每株约 4-5朵，花暗黄

色，花瓣方格状紫色斑纹密而色深；鳞茎宝塔形，皮乳白略黄，鳞片抱合紧

密、2鳞片率约 93%。 

对贝母干腐病和软腐病表现为“抗病”，比浙贝 1号和浙贝 2号的“中抗

抗性更强。贝母素甲乙总量 0.144%，比 2015版《药典》标准提高 1.8倍，符

合要求。鳞茎繁殖系数约为 1∶2.6。 

（四）猕猴桃、石楠等园林园艺植物良种选育及关键栽培技术研究 

从国内外引进优良品种，研发基于智能化和省力化的现代高效节能设施栽

培技术，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和本地区的环境条件，自主设计大棚设施和智能

化水、肥、气、热管理系统软件，改进现有的园艺耕作设备，形成智能化、机

械化和省力化的果园管理模式，提高栽培技术水平。 

四、团队部分获奖情况 



 

团队近年部分国家发明专利 

 

部分研究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