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传育种系实验室信息统计 

序号 实验室名称 房间号 实验室负责人 安全负责人 

1 应用植物基因组 理科楼 A703 马正强 袁阳 

2 应用植物基因组 理科楼 A811 马正强 袁阳 

3 应用植物基因组 理科楼 A117 马正强 袁阳 

4 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理科南楼 F203 吴玉峰 王帅 

5 基因编辑与植物激素 逸夫楼 5045 李姗 李姗 

6 基因编辑与植物激素 逸夫楼 5047 李姗 李姗 

7 基因编辑与植物激素 逸夫楼 5049 李姗 李姗 

8 
植物表观组学与玉米分子

抗病育种实验室 
理科楼 C702 张文利/高夕全 张文利/高夕全 

9 种质创新（玉米）实验室 理科楼 C803 严远鑫 严远鑫 

10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01-A403 郭旺珍 周宝良 

11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02-A404 郭旺珍 周宝良 

12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05-A407 郭旺珍 张大勇 

13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09-A411 郭旺珍 蔡彩平 

14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13 郭旺珍 蔡彩平 

15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15 郭旺珍 蔡彩平 

16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17-A419 郭旺珍 周宝良、张大勇 

17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21 郭旺珍 周宝良 

18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23 郭旺珍 张大勇 

19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25-A427 郭旺珍 尙小光 

20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29 郭旺珍 朱国忠 

21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431 郭旺珍 尙小光 

22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805-A807 郭旺珍 王海棠 

23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806-A808 郭旺珍 王海棠 

24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109-A111 郭旺珍 蔡彩平 

25 棉花研究所 理科楼 A110-A112 郭旺珍 蔡彩平 

26 细胞遗传学实验室(一) 理科楼 A301 王秀娥 庄丽芳 

27 显微镜室(一) 理科楼 A303 王秀娥 冯祎高 

28 细胞遗传学实验室(二) 理科楼 A305-A307 王秀娥 王海燕 

29 分子细胞遗传学实验室 理科楼 A309-A311 王秀娥 庄丽芳 



30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一) 理科楼 A313-A315 王秀娥 邢莉萍 

31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二) 理科楼 A317-A319 王秀娥 肖进 

32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三) 理科楼 A321-A323 王秀娥 曹爱忠 

33 凝胶电泳室 理科楼 A325 王秀娥 张瑞奇 

34 药品称量室 理科楼 A327 王秀娥 袁春霞 

35 样品保存室 理科楼 A329 王秀娥 袁春霞 

36 显微镜室(一) 理科楼 A331 王秀娥 王海燕 

37 植物组织培养室 理科楼 A813 王秀娥 邢莉萍 

38 植物组织培养室 理科楼 A814 王秀娥 邢莉萍 

39 样品制备室 理科楼 A105-A107 王秀娥 曹爱忠 

40 光照培养室 理科楼 A106-A108 王秀娥 王海燕 

41 
遗传资源与种质创新实验

室 
理科南楼 F506 孙磊 李宁 

42 品质分析与鉴定实验室Ⅰ 理科南楼 F521 赵晋铭 李宁 

43 品质分析与鉴定实验室Ⅱ 理科南楼 F525 赵晋铭 李宁 

44 显微镜室 理科南楼 F507 孙磊 李宁 

45 电泳室 理科南楼 F602 孙磊 李宁 

46 DNA扩增实验室 理科南楼 F604 孙磊 李宁 

47 准备室 理科南楼 F634 孙磊 李宁 

48 种质创新实验室Ⅱ 理科南楼 F524 喻德跃 王娇 

49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Ⅳ 理科南楼 F425 喻德跃 阚贵珍/王慧 

50 植物组织培养室Ⅰ 理科南楼 F519 喻德跃 程浩 

51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Ⅰ 理科南楼 F617 赵团结 赵团结 

52 育种与技术研究实验室 理科南楼 F501 赵团结 赵团结 

53 新品种选育实验室 理科南楼 F510 赵团结 赵团结 

54 遗传育种实验室 理科南楼 F622 赵团结 赵团结 

55 转基因育种技术实验室 理科南楼 F515 盖钧镒 李艳 李艳 

56 耐逆境种质创新实验室 理科南楼 F518 盖钧镒 李艳 李艳 

57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Ⅴ 理科南楼 F609 李艳 李艳 

58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Ⅵ 理科南楼 F614 李艳 李艳 

59 种质创新实验室Ⅳ 理科南楼 F532 李凯 李凯 

60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Ⅲ 理科南楼 F516 李艳 李艳 

61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Ⅰ 理科南楼 F601 智海剑 智海剑 



62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Ⅱ 理科南楼 F606 智海剑 智海剑 

63 种质创新实验室Ⅲ 理科南楼 F530 智海剑 智海剑 

64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Ⅲ 理科南楼 F605 邢邯 郭娜 

65 病虫害抗性鉴定实验室 理科南楼 F534 邢光南 郭娜 

66 植物组织培养室Ⅱ 理科南楼 F526 智海剑 郭娜 

67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Ⅳ 理科南楼 F610 邢邯 郭娜 

68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Ⅶ 理科南楼 F613 盖钧镒 王吴彬 

69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Ⅷ 理科南楼 F618 盖钧镒 王吴彬 

70 人工气候室Ⅰ 理科南楼 F504 盖钧镒 王吴彬 

71 人工气候室Ⅱ 理科南楼 F514 盖钧镒 王吴彬 

72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Ⅸ 理科南楼 F621 杨守萍 杨守萍 

73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Ⅹ 理科南楼 F626 杨守萍 杨守萍 

74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Ⅱ 理科南楼 F505 杨守萍 杨守萍 

75 种质创新实验室Ⅰ 理科南楼 F509 杨守萍 杨守萍 

76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Ⅺ 理科南楼 F625 喻德跃 黄方 

77 基因组分析实验室Ⅻ 理科南楼 F630 喻德跃 黄方 

78 水稻所 理科楼 c501-503 江玲 王春明 

79 水稻所 理科楼 A501-503 江玲 张文伟 

80 水稻所 理科楼 A500-502 江玲 王云龙 

81 水稻所 理科楼 A505-507 江玲 刘裕强 

82 水稻所 理科楼 A509-511 江玲 赵志刚 

83 水稻所 理科楼 A513-517 江玲 周时荣 

84 水稻所 理科楼 A519 江玲 余晓文 

85 水稻所 理科楼 A521-525 江玲 王益华 

86 水稻所 理科楼 A527 江玲 杨冰 

87 水稻所 理科楼 A529 江玲 赵志刚 

88 水稻所 理科楼 A531 江玲 刘玲珑 

89 水稻所 理科楼 D501 江玲 王云龙 

90 水稻所 理科楼 A801-803 江玲 王卓然 

91 水稻所 理科楼 A820 江玲 张文伟 

92 水稻所 理科楼 A824-826 江玲 王超龙 

93 水稻所 
理科楼 A101-103、

A104 
江玲 段二超 



94 分子基础研究团队 理科楼 A623-625 陈增建 叶文雪 

95 分子基础研究团队 理科楼 A629 陈增建 叶文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