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力辉 

男，博士，1985年出生，河北沧州人。2018年毕业于河北农

业大学林木遗传育种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同年至今，于河北

工程大学园林与生态工程学院任教。 

近年来，于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以第一

作者发表SCI论文6篇，一级学报3篇，核心期刊3篇，获得2项实用新型专利。硕

士期间获得河北省优秀毕业生，优秀硕士论文一等奖。博士期间主持完成一项省

级课题，获得第七届梁希优秀学子奖，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 

研究方向：遗传育种、分子生物学、植物抗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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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参加项目： 

1. 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杨柳科植物叶绿体基因组分析及光响应机制比

较研究”，编号：1099009（主持） 

2.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转基因杨树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研究”，编

号：2018ZX08021001（参与） 

3. “十一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杨树转基因育种技术研究” 编

号：2013AA102703（参与） 

4. 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北方主要林木品种指纹库构建及分子鉴

定技术研究”，编号：201104039（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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