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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概览 

2015年，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

所（园）坚持以“科研上台阶、科普上水平、党建上路数、管理上规矩、园景园容新变化”为导

向，以重点工作引领日常工作开展，稳步推进了科研、科普和建园等方面工作，各项事业实现了

均衡发展。 

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显著，科研业绩创历史最好水平。科研项目经费大幅增长，我所主持的“国

家海洋公益行业科研专项”获得立项；科技平台建设稳步实施，重建了“江苏省植物资源研究与

利用重点实验室”；科研产出质量显著提升，“我国南方山区两种重要地产药用植物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高水平研究论文、授权专利等数量持续增加。 

植物园标准化建设取得了新进展，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名园名花展”，科

普馆即将建成开放。加强了植物园引种保育基础工作，专类园区景观环境不断改进，科普宣传教

育工作扎实开展，社会效益成效显著。标本管理和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高。 

管理关系进一步理顺，加强了与省科技主管部门的工作对接，开展了“十三五”规划编制，

明确了发展方向。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充实专业技术队伍。围绕生态文

明建设和植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国内外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入。 

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四有”目

标管理获得了上级党组织的肯定，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群团工作和文化建设取得了新进展，

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所（园）精神开展的“科学创新奖”与“博爱奉献奖”的评选活动，

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弘扬了主旋律。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也是全面谋划“十三五”发展的关键之年。所（园）各项工

作取得了新的成就，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今后，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中科院有关决

策部署，紧紧抓住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我所（园）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生

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力加强与社会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对接，积极提

升科技服务功能，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开展，力争为“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全体干

部职工以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为动力， 团结一心，奋发有为，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共谱所

（园）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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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所（园）积极谋划“十三五”改革创新发展。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编制工作于 2015年 3月启动，年初成立了规划编制领导小组，组建了

工作组。围绕“动员部署和形成提纲、方案形成和意见征求、讨论和完善”三大阶段

16个环节，积极谋划“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为集思广益，邀请省科技厅蒋跃建副

厅长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专题报告；承办南京分院系统“十三五”规划编

制工作交流会，了解和把握中科院系统规划编制情况；在第四届“名园名花展”期间，

举行专家论证咨询会，专门听取有关高校院所、植物园领导和专家对“规划草案”的

建议和意见；举行“我看十三五”报告会，各部门负责人总结回顾“十二五”工作，

分析问题，提出未来五年工作展望，同时通报全省植物园建设及合作交流情况。在一

系列工作基础上，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通报“十三五”规划编制进展；召开部门负责

人会议，专题讨论“规划”，提出修改与完善建议。经修订的“规划”（草案）在总

结“十二五”工作基础上，基本明确了所（园）“十三五”发展定位、目标、主要任

务和保障措施等，“规划”于 2016 年 3 月召开的第四届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规划”的主要内容 

规划包括发展基础及面临的形势、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及发展思路、主要任务、保

障措施和组织实施五个部分。涉及科学研究、植物园建设、科普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支撑和保障体系建设、党群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是所（园）未来五年发展的行动纲

领。 

第一部分：发展基础及面临的形势。包括“十二五”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

主要问题以及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十二五”期间，所（园）紧紧围绕《“十二五”规

划》的目标和任务，务实开拓，创新进取，全面实施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园区建

设、科普教育和人才培养，所（园）服务国家（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能力得到

长足发展。“十三五”时期，我们面临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江苏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同时也面临竞争加剧、转型创新发展和特色发展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准确把握

所（园）发展自身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不断开辟所（园）发展

新境界。 

第二部分：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及发展思路。指导思想上，强调坚持“科研立所、

科普兴所、人才强所、创新驱动、特色发展”的发展理念，加强对内整合，对外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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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层面实现科研上台阶、科普上水平、党建上路数、管理上规矩、园景园容新变

化；发展目标上，强调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科研条件，壮大人才队伍突显研究优

势等手段，全面协调推进所（园）科研、建园、科普、服务保障及党建和精神文明发

展，最终打造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所园一体的综合机构，规划还对“十三五”期

间所（园）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量化指示；发展思路上，提出了“发挥优

势，特色发展、立足江苏，放眼全国、优化配置，创新驱动”的发展思路。 

第三部分：主要任务。是整个规划的核心和重点。围绕科研建设、植物园建设、

科学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支撑及保障体系建设和党群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提出具体

任务，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统筹兼顾。 

科研建设上，提出五大发展方向，突出每个方向的重点任务以及五年末应该达到

的科研水平；植物园建设上，突出园区发展规划以及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在做

好专类园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植物资源信息化和植物园体系的建设，科普教育更加注重

科普设施配套与科普能力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上，更加注重拔尖人才引进、领军人

才培养和岗位设置的优化；在支撑及保障体系上，更加注重资源的整合，模式的创新，

信息的集成以及对传统优势研究领域的支撑和保障。在党群文化建设上，强调加强作

风建设和从严治党，注重提高职工文化生活，弘扬所（园）文化、树立良好风气。 

第四部分：保障措施。为保障规划的有效实施，提出了在人才、运行机制、管理

模式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在人才强所方面，提出以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制定和实

施“人才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和“拔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科研、建园、管理

“三支队伍”建设，着力在队伍的学历及结构、职称结构、能力结构等改善上下功夫，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运行机制上，提出完善科研体制，推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

化，在管理方面，梳理修订各项制度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为科研、建园事业发展

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五部分：组织实施。规划要求各部门在组织实施中，既要加强组织领导，解决

好内涵发展与外延拓展的问题，同时又要精心制定规划的实施计划，落实好规划任务

的分解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突出任务导向，突出创新求变，

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以增强规划的指导作用。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2015 年报 

4 

一、科研项目与成果概况 

（一）项目概况 

2015 年度新增纵向项目共计 83 项，其中，国家和省市级纵向项目 73 项；所级项目 10

项。新增横向项目 33 项。全年到账总经费同比增长 52%。 

我所牵头主持的 2015 年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滨海盐碱地几种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集成与示范（201505023）获得立项；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能力提升项目获得立项。 

 
年度经费来源构成分析图 

 

2015 年度内验收项目 4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5 项、部省级项目 19 项、市厅级项目 2

项、所级项目 9 项。 

（二）科研成果 

1. 《我国南方山区两种重要地产药用植物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脉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制体系中关键技术（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获南京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苏南丘陵地区薄壳山核桃早实丰产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获常州市科技进

步三等奖、常州市金坛区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主要暖季型草坪草种质创新与品种选育》

获第 28 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阆苑撷芳》获 2015 年江苏省优秀科

普作品三等奖。 

2. 论文论著：全年发表论文 198 篇，其中 SCI 论文 68 篇（影响因子 3.0 以上 13 篇）、

英文期刊论文 9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64 篇、非核心期刊论文 44 篇；编著 10 部； 

3. 新品种：获得品种登录、认定、鉴定等 8 项； 

4. 专利：申请发明专利 93 项，授权发明专利 2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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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科研进展 

（一）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应用植物分类学、生态学、细胞学、现代分子生物学、引种驯化学等理论、

技术和方法，开展重要植物类群的系统演化及发育重建、生物多样性的遗传学基础、物种形

成的机制和分布式样、珍稀濒危植物的逆境抵御机制及保护生物学、重要植物类群及功能基

因的适应性进化等研究。并利用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等技术手段，开展重要植物的种质及基

因创新。 

中心现有植物系统演化及功能基因进化研究项目组、伞形科植物分类及资源利用研究项

目组等研究团队，2015年在岗科研人员10人，其中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6人。在读博士生

研究生1人、硕士研究生4人。 

科研成果：2015 年在研科研项目共 18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6 项，省部级项目 6 项，所

基金 6 项，横向项目 2 项。新增项目 5 项。 

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毕业硕士研究生 1 名，新增硕士研究生 1 名； 5 人次参加

国内外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8 人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 

重要进展： 

1. 植物重要功能基因的系统演化研究。通过比较基因组学方法，对 22 个被子植物基因

组中鉴定出的 6000 多条 NBS-LRR 类抗病基因进行系统演化分析，从被子植物演化尺度上

揭示了该类基因的演化关系、演化历史、演化模式及演化机制。结果发现：1）NBS-LRR 基

因包括三个古老的亚类 TNL、CNL 和 RNL。RNL 保守演化，TNL 和 CNL 展现出不同的扩

张模式；2）TNL 基因在被子植物演化早期长期维持低拷贝，是其在不同植物类群丢失的主

要原因；3）K-P boundary 的真菌爆发可能是 NBS-LRR 基因剧烈扩张的一个重要诱因；4）

对功能基因演化历程的追溯揭示了植物与病原间的长期―军备竞赛‖ （Plant physiology, in 

revision）。另外，在科的演化尺度上，对 5 种测序的十字花科植物基因组中的 NBS-LRR 基

因进行了系统演化分析，发现十字花科基因组中的 NBS-LRR 基因呈现出先扩张后收缩的演

化模式（J Integr Plant Biol, 2015, DOI: 10.1111/jipb.12365）。 

除此之外，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调查了28个物种中的长链脂肪酸合成酶KCS基因家族的

存在情况，并从陆地植物演化尺度上揭示了该基因家族的演化历程。结果发现：KCS基因最

初在绿藻分支仅有一个拷贝，基因复制事件导致了其在陆地植物出现5个祖先基因，随后，

在被子植物祖先复制出11个基因拷贝，而随着物种的进一步分化，在不同的植物中逐步扩张

植
物
多
样
性
与
系
统
演
化
研
究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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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个基因拷贝，造成上述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染色体加倍和大片段复制。随着KCS基

因的扩张，该基因家族的不同成员发生了亚功能化和新功能化（Mol Genet Genomics, 2015, 

DOI: 10.1007/s00438-015-1142-3）。 

 
22 个被子植物中 NBS-LRR 基因的演化历程 

 

 

KCS 基因内含子的相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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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省植物资源的全面调查。在中国植物园联盟重大项目-本土植物全覆盖清查和保

护（江苏试点），国家中医药局重大项目-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江苏试点）以及江苏

省住建厅项目-江苏省城市园林适生植物调查和生态适应性研究等项目的支持下，本年度伞

形科分类与多样性研究项目组先后投入 30 余人次，进行了为期 300 天左右的野外调查，调

查范围覆盖江苏 1/3 的区县。 

项目组首先对江苏本土的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对其中的药用植物进行了样

方统计，采集标本 3523 份，拍摄照片 4 万张，发现濒危植物 12 种，调查获得药用植物 531

种，采集药材 410 份，其中含江苏省重点药材 120 种。另外，项目组还首次将调查对象扩展

至城市栽培植物，对南京、镇江两个沿江城市以及盐城、南通两个沿海城市的 8 个县级市的

园林植物适生现状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常用园林植物 347 种，拍摄照片 11700 余张，并撰写

完成了 4 城市的园林植物应用现状调查报告。通过以上调查，项目组不仅对江苏省野生、药

用和栽培植物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评价，也为江苏和华东地区植物的多样性调查和保护

奠定了基础。 

 

野外考察和濒危植物图片 

（依次为头蕊兰，孩儿参，浙贝母，独花兰，宝华玉兰，杜衡药材，獐耳细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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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用植物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学科涉

及植物遗传、植物生理、植物分类、药用植物栽培等领域。 

中心现有抗糖尿病药用植物资源研究与开发项目组、药用植物资源项目组、药用植物资

源开发利用项目组等研究团队。有科研人员 20 名，其中正高 2 名，副高 5 名，中级 11 名。 

项目与成果：在研项目24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省级项目7项（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江苏省农业三新工程项目、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项目等），

所内基金和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3项，横向项目10项。今年新增合同经费312.2万元，到帐经

费175.7万元。 

发表研究论文 16 篇，其中 SCI 论文 8 篇；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8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4 项；获地市级科学技术奖 2 项。 

主要研究进展： 

1. 金银花绿原酸生物合成的转录调控研究。利用 RT-PCR 技术分析了转录因子和绿原

酸生物合成基因在金银花花发育过程中的表达水平，包括三个转录因子 LjMYB12、LjbHLH、

LjWD40，合成上游基因 PAL、C4H、4CL 和合成下游基因 HQT、C3H、HCT；结果表明三

个转录因子在花发育过程中都有表达，其中 LjMYB12 表达较稳定，LjbHLH 在幼蕾期和银

花期表达水平较高，LjWD40 在幼蕾期表达水平较高；转录因子和合成基因在表达模式上并

没有表现出相关性。构建了用于过表达所鉴定转录因子的植物遗传转化的载体，包括

p35S-LjMYB12、p35S-bHLH 和 p35S-WD40。 

   

利用同源性比对和HMM的方法，在金银花转录组数据中鉴定得到 213个CYP450基因，

其中 104 个具有完整的 CYP450 结构域，家族和亚家族分类表明 104 个 CYP450s 属于 10 个

clan、43 个家族、73 个亚家族，保守基序分析表明其具有保守的 heme-binding region、PERF 

motif、K-helix region 和 I-helix region，系统发生分析中同一家族和 clan 的分别聚到一支，

GO 功能分析将 104 个 CYP450s 归为细胞组分、分子功能和生物学过程三类，KEGG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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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42 个 CYP450s 归为 23 个 pathway。此外鉴定到多个可能参与金银花次生代谢的 CYP450

基因。       

2. 多靶点抗血栓毛冬青甲素类五环三萜的构效关系研究。对毛冬青中的化合物进行抗植

物病原菌活性的筛选。结果如下：①五环三萜类化合物 18 个：熊果酸（MG-1）；雷公藤内

酯乙（MG-3）；齐墩果酸（MG-4）；ilexside I（MG-5）；prosapogenin A（MG-6)；19α, 

24-dihydroxyurs- 12-ene-28-oic acid -3-O-β-D-xylopyranoside（MG-7）；冬青素 A（MG-10）；

毛冬青皂苷  C (MG-11)；3-O-β-D-xylopyranosylspathodic acid (MG-12)；  flaccidoside I

（MG-13）；毛冬青皂苷 B1（MG-14）；冬青苷 A（MG-15）； 冬青苷 Eb（MG-16）；毛冬

青皂苷 A（MG-17）；齐墩果酸-3-O-β-D-吡喃葡萄糖醛酸苷（MG-18）；毛冬青皂苷 B2

（ MG-19 ）； 3-O-α-L- 吡 喃 阿 拉 伯 糖 - 常 春 藤 皂 苷 元 ( MG-20) ； ilexgenin B 

3-O-β-D-xylopyranoside（MG-21）。②甾醇类化合物 2 个：豆甾醇葡萄糖苷（MG-2）；β-胡

萝卜苷（MG-8）。③木脂素类化合物 1 个：tortoside A (MG-9)。 其中 6 个化合物（MG-2、

MG-3、MG-7、MG-13、MG-18、MG-20）为首次从冬青科植物中分离得到， MG-5 为首次

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 MG-2、MG-3、MG-5、MG-7、MG-13、MG-18、MG-20 首

次报道出现在一种植物中，进一步丰富了毛冬青化合物库。HPLC-ELSD 法同时测定毛冬青

中 3 种五环三萜含量的结果表明，在毛冬青及其同属 7 种植物中 ilexsaponin B1、ilexsaponin 

B2 和 ilexgenin A 的含量差异较大，其中毛冬青根中的含量最高，分别为 4.14%，0.61%和

1.82%，枸骨次之。 

3．枇杷叶活性倍半萜苷改善胰岛素抵抗与改变肠

道菌群结构相关性研究。建立了理想的 2 型糖尿病胰岛

素抵抗动物模型，结合药理学药效评价手段和方法，完

成了对枇杷叶倍半萜苷在整体动物水平的改善 T2DM 

胰岛素抵抗的活性评价研究；完成了正常小鼠、高脂喂

养合并 STZ注射导致 2型糖尿病模型小鼠的肠道菌群总DNA提取与保存，以进行结构分析。 

4．菱角壳多酚类成分提取分离及降血糖活性研究。

利用单因素试验结合响应面分析法，对菱角壳多酚的提

取工艺进行优化；对菱角壳乙醇提取物的石油醚、乙酸

乙酯、正丁醇萃取物的体外降血糖活性进行了测定；对

菱角壳乙酸乙酯部位进行了成分分离，得到并解析出 5

个单体化合物；对乙酸乙酯部位进行肠内菌转化试验，

结果表明提取物经过肠内菌转化后有新成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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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植物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应用植物引种驯化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植物园在引种驯化方面的自身优势，

不断地引进新的农业资源植物和新品种；同时针对新引进的物种和品种，开展繁殖技术、栽

培技术和应用推广等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丰富我国和本省经济植物的种类和品种，为江苏

乃至华东地区经济建设服务。  

中心现有蓝浆果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组、黑莓研究中心项目组、干果研究项目组、

果树与观赏植物研究项目组等研究团队。在编人员 33 人，其中研究员 4 人、副研究员 7 人、

助理研究员 15 人、技工 3 人；在读研究生 7 人、返聘人员 3 人。 

项目与成果：2015 年新增科研项目 10 项，到帐科研经费 494.2 万元；结题验收 7 项；

发表各类论文、专著 33 篇（部），审（鉴）定品种 1 个，授权专利 2 项，申请专利 18 项。

发布江苏省技术标准 2 项。联合获得市级和区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各一项。 

研究进展： 

1. 金魁猕猴桃涝害胁迫处理条件下的转录组分析。

以金魁猕猴桃一年生扦插苗为材料，进行水淹胁迫处理，

处理时间为 0d 和 5d，收集根部样品，利用 Illumina 测

序技术进行转录组测序。通过序列拼接获得了 140187

个 Unigenes（平均长度 556bp）。与公共数据库相比较，

有 56912 个 Unigenes 进行功能注释。对两个样品进行比

较，有 14843 个差异基因，其中 5697 个基因上调表达，

9146 个基因下调表达。差

异表达基因最多的前 3个

途径为核糖体、植物激素

信号转导、淀粉与蔗糖代

谢途径。另外，AP2/ERF、WRKY、TGA、MYB、bZIP 等转

录因子参与涝害胁迫过程。 

2. 猕猴桃 AdPDC1 基因的涝害胁迫功能分析。 在转录组测序的基础上，利用 RT-PCR

技术克隆获得 AdPDC1 基因的全长序列，序列全长为 1931 bp （GenBank accession No. 

KU095879)，最大开放阅读框为 1821 bp，编码 606 个氨基酸。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技术分析了该基因在涝害胁迫处理条件下的表达特性，结果表明涝害处理可以显著的诱导该

基因的表达。将 AdPDC1 基因构建植物表达载体转化模式植物拟南芥，通过潮霉素抗性筛

选获得 T3 代种子。将 5 周拟南芥苗进行涝害胁迫处理 2 周，然后恢复生长 1 周。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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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株系的生长情况明显好于野生型株系，并且转基因株系的平均根长、鲜重和干重显著

高于野生型株系。这些结果说明猕猴桃 AdPDC1 在抗涝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 板栗抗虫品种受栗瘿蜂侵染的过敏性反应及抗性响应。通过实时聚合酶链反应对板

栗抗虫品种‗沭河无瘿栗‘受栗瘿蜂侵染的过敏性反应及抗性

响应进行了研究，初步结果

表明与苯丙氨酸途径相关的

一些蛋白，OsCDPK2 蛋白，

受体样蛋白，OsNAC6 蛋白，

KH 域蛋白，接种幼虫后在

树体内含量增加。 

4. 不同种植年限蓝莓根际真菌群落结构和功能多样性研究。利用 Miseq 高通量测序技

术和 biolog 研究了不同种植年限（5 年，10 年，20 年）兔眼‗灿烂‘根际土与非根际细菌群落

结构与功能多样性，结果表明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Un--s-Helotiales sp 属丰度急剧下降，

下降了 67%左右。蓝莓根际树粉孢属丰度显著增加，种

植 5 年、10 年、20 年后期丰度分别为 12.4%，23.5%和

40.3%，比对照丰度增加了 5-20 倍，成为蓝莓根际土壤

真菌主要组成。表明了蓝莓根际环境有利于树粉孢属真

菌的生长，另外丰度的升高有利于树粉孢属真菌在蓝莓

根际形成菌根共生体。另外，研究结果表明种植 5 年后

蓝莓根际真菌物种丰富度要显著高于对照，但是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蓝莓根际真菌的物种

丰富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延伸，蓝莓根际微环境趋于稳定，适宜该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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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菌丰度继续增加，这与前面的蓝莓根际真菌群落结构组成的数据是一致的，而不适宜的

真菌物种逐渐消失，导致了蓝莓根际真菌物种丰度随着在十年级种植年限的延长而下降。 

 

 

5. 蓝莓对缺铁胁迫的响应机制。筛选出耐缺铁型‗A119‘。评

价试验表明，缺铁时敏感性材料的根系高铁还原酶活性显著下降，

但耐性材料出现更强的根际酸化能力和草酸分泌能力，推测缺铁

时蓝莓根系分泌质子、有机酸或酚类等物质促进了铁的利用。选

取耐缺铁材料生根组培苗，0 和 100 μmol L
-1 铁处理 24 h 后，提

取根系总 RNA 进行转录组测序，已对转录组测序的结果进行了

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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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观赏植物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围绕江苏省、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园林绿化与环境建设的需求，重点开开展

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发掘、创新改良以及繁育栽培等研发工作，同时开展甜菊、能源草等经济

植物种质资源及育种工作。 

中心现有 6 个课题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园林树木（紫薇、红豆杉、胡颓子、冬青）、

花卉（鸢尾、石蒜、铁线莲）、草坪草（狗牙根属、结缕草属、假俭草、雀稗属等）、甜菊、

能源草等等。 

目前在职人员 33 人，其中，研究员 5 人，副研 10 人，助研 11 人，高级实验师 1 人，

实验师 2 人，助理实验师 1 人，高级技师 1 人，技师 2 人。同时，在读博士研究生 2 人，硕

士研究生 18 人。  

项目与成果：本年度中心在研项目 47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1 项，省部级项目 14 项，

市厅级项目 13 项，所级项目 9 项。申报项目 27 项，其中，其中国家级项目 9 项，省部级项

目 9 项，市厅级项目 6 项，所级项目 2 项，国际合作项目 1 项。新立项项目 14 项，其中，

国家级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市厅级项目 4 项，所级项目 1 项。本年度中心到账经费

共计 503 万元，新增合同经费 703.9 万元。 

本年度出版著作 2 部，发表研究论文 48 篇，其中，SCI 收录论文 20 篇。通过农业部草

品种审定 1 个，省级鉴定（认定）品种 8 个，国际登录新品种 2 个。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38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1

项。完成 3 项地方标准的会议评审。专著《中国主要暖季型草坪草种质创新与品种选育》申

报并获得了第二十八届华东优秀科技图书奖。 

重要进展： 

1. 种质资源发掘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以紫薇金叶突变体 YL03 和野生型为试材，

利用透射电镜发现其叶肉细胞内叶绿体和线粒体结构均呈现异常；YL03 叶片内总叶绿素/

类胡萝卜素低至 2.0 左右是导致 YL03 叶片呈现黄色的直接原因；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不

同发育时期突变体的叶片进行了混合测序，提出了 YL03 叶片变异的机理可能为叶绿素途径

和叶绿体发育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导致了叶绿体发育的异常，进而引起了叶绿素含量的降

低，从而降低了叶片的光合速率，最终导致了叶片呈现黄色。相关研究共发表论文 4 篇，其

中 SCI 文章 2 篇，申请专利 2 项，授权 1 项。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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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盐生植物—沟叶结缕草为材料，①成功构建了盐胁迫下沟叶结缕草植株（根和叶）的

全长 cDNA 文库，鉴定了 16 个耐盐候选基因，同时发现了一些未知的耐盐途径。 

 

②克隆获得液泡膜 H+-焦磷酸酶（ZmVP1），该基因受盐、干旱和低温诱导表达。同时发现

ZmVP1 过量表达显著上调了 5 个耐盐相关基因（AtNHX1, AtLEA, AtP5CS, AtMn-SOD, 

AtAPX1）的表达。相关研究发表 SCI 文章 2 篇，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创制耐盐假俭草

新种质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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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 0.3M 的 NaCl 处理 0h、24h 和 48h 后的‗新葵 10‘幼苗的根进行

了测序，通过差异基因的比较和 BLAST 分析发现一个响应高盐胁迫的新基因，命名

HaCYP93A1（KB94116）。它是一个亲水的热不稳定蛋白，长度为 504aa，与拟南芥 AtCYP93D1

同源性为 47%，川桑 MnCYP93A1 同源性为 58%。利用 MEME 软件预测发现了该基因有 13

个 motif。qRT-PCR 分析发现它还受到茉莉酸的诱导，因此该基因耐盐性可能与茉莉酸有关。 

 

构建了水茄的遗传转化再生体系以及 microRNA 的沉默与过表达载体，这为 microRNA

在水茄响应黄萎病侵染的调控机制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microRNA 表达分析                           microRNA172 过表达和沉默载体的构建 

 

成功构建了紫薇的遗传转化体系，为紫薇的机理研究和遗传改良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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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赏植物新品种选育进展迅速，关键技术研究不断取得突破。 

在草坪草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方面，‗苏植 3 号‘杂交结

缕草(Z.sinica×Z.matrella ‗Suzhi No.3‘)通过农业部草品种审

定。C291 狗牙根在北美 NETP 测试（2013-2014）（北美 17

测试点，四个对照），整体表现良好，在种子产量与活力、

成坪速度、耐践踏性、抗病性方面名列前茅，同时申报了国

际品种权保护申请。 ‗赣北‘假俭草通过国家区域试验评审，

同时已经授权两家单位推广。 

       

    

在花卉育种方面，观赏价值和抗倒伏抗病能力强的重瓣德国鸢尾新品种‗风烛‘(苏鉴花

201508)、摄山丹叶(苏鉴花 201501)、艾江南(苏鉴花 201502)、雨花情(苏鉴花

201503)、秣陵秋色(苏鉴花 201504)等 4 个荷花品种、柠檬

黄石蒜（苏鉴花 201515）、粉蓝石蒜（苏鉴花 201516）

等通过江苏省 2015 年花卉新品种鉴定。铁线莲新品种‗黛

玉‘、荷花新品种‗紫金绰影‘成功实现国际登录。《须毛类

鸢尾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研制申请》通过了农业部遴选。 

在园林树木方面，中山杉‗401‘通过省级新品种认定。积极开展常绿阔叶植物冬青属、

胡颓子属的杂交选育，继续开展紫薇特色品种选育，获得一批珍贵的育种材料。 

    

在甜菊种质创新方面，《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指南-甜菊》通过了农业部专家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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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甜菊已列入我国《第十批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上述工作的完成对中国甜菊产业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次完成了中国海雀稗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坪用价值、抗寒性和耐盐性研究，选育出

坪用价值优良且抗寒性良好的国产海雀稗新品系 3 个。 

 

初步建立了江苏省河湖库区草坪草与地被植物防护优化配置模式，计划于今年在我省代

表性河湖库区的生态防护工程上进行集成示范。 

建立铁线莲品种耐热性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隶属函数法对 14 个铁线莲品种和

7 个野生种耐热性进行了综合评价。筛选出的耐热的品种或种为：大叶铁线莲、山木通、短

柱、单叶、毛蕊、柱果。 

3. 观赏植物新品种新技术产业化进展顺利。 

甜菊新品种产业化获得突破性进展，与山东诸城市

浩天药业有限公司签订甜菊‗中山 5号‘新品种转让协议，

转让费为 35 万元。 

耐盐草坪在基地建设、集成示范推广顺利推进。并

与青岛与天津相关公司签订了产业化协议。耐践踏草坪

新品种在长三角等地足球场上顺利推广。绿化草坪成功

用于白马湖生态工程，推广面积 8 余万平米；保土草坪 

‗赣北‘假俭草授权在苏南（宜兴、金坛等）水利工程上

顺利推广。 

大别山冬青扦插繁殖 2.5 万余株彩叶胡颓子的扦插

繁殖 2 万余株，为新品种成功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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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物生态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主要运用植物学、生态学、遗传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植物资源与环境的

生态关系、植物资源的培育技术、植物生态资源的规划与管理、景观植物多样性在园林设计

中的应用等研究。以植物资源的多样性为优势技术手段，研究并解决江苏乃至华东地区城乡

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不断满足社会发展对环境质量、景观美学、生态和谐等方

面的需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心现有中山杉研究组和乡土植物保护与利用项目组。在职人员 14 人，其中高级职称

7 人、中级职称 5 人，在读研究生 4 人。  

项目与成果：年度内完成 5 项，新增项目 19 项，到账经费 530 万元。获得省级林木良

种 1 个，申请专利 1 项，授权专利 1 项，获发布地方标准 3 项，发表论文 16 篇。 

研究进展： 

1. 相关课题研究进展。圆满完成省林业三新工程项目“中山杉湿地造林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示范”（lysx[2013]19）的验收工作。该项目在江苏靖江牧城公园、南京八卦洲湿地公

园示范造林共计 210 亩；在新沂市、丹阳市、南京八卦洲、句容市共计推广造林 510 亩；开

展了中山杉不同品种耐水特性及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作用的比较研究，筛选出了 2 个中山

杉品种 405 和 406，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编制中山杉湿地造林技术规程 1 项；开展技术培

训 4 次，培训有关人员 104 人次。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证实了中山杉具有较强的耐水淹能力，

并表明其具有较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有利于中山杉在湿地生态建设中的应

用推广。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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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完成省林业三新工程项目―椴树属(Tilia)乡土树种种质资源基因库的建立、保护和推

广应用‖（lysx[2012]14）的验收工作。该项目开展了江苏省椴树属植物资源的分布等现状调

查，发现现状仅有 4 个种有分布，并对分布量较大的南京椴 5 个野生种群进行了群落学和种

群生态学分析；引种收集了我省椴树属仅存的 4 个种以及南京椴的 6 个地理种源；引种保存

了国内其它省的椴属种植物 4 个种；国外引种保存了欧洲椴、美洲椴等 10 种，共计 115 份；

并在六合区建立了资源圃 10 亩；建立了南京椴组织培养繁殖及保护技术体系各 1 套；繁殖

南京椴幼苗 2.1 万株；开展技术培训 3 次，培训有关人员 215 人次。 

 

完成淮安白马湖湿地植物园总体规划。白马湖湿地植物园总面积 52 万平方米，规划分

为湿地植物展示区、科普展示区、科研办公区及科研实验区等四大部分。白马湖湿地植物园

总体规划 “汇聚·融合”的设计理念、“创建华东第一湿地植物园”的规划目标以及“湖

光映翠色，莲影入翠波”规划内容，获得领导的高度认可。设计满足“彰显自然、生态、灵

秀、简洁、大方”的具体要求，真正把白马湖打造成为市民回归自然、放松心情的水文化殿

堂。 

开展了镇江新区热带植物园咨询工作。 

  

2. 交流、会议、指导、培训等工作。 

2015 年 4 月，於朝广副研究员参加国家林业局举办的 2015 年林业行业标准制订的培

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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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华建峰副研究员参加由北京林业大学组织召开的“三峡库区消落带生

物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学术研讨会暨专家咨询会，并代表课题组做了大会报告。 

2015 年 7 月，中心主任汤诗杰赴沈阳对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进行调研，围绕

中心的研究工作与有关人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2015 年 7 月，殷云龙研究员参加由中国林学会和东北林业大学主办的第 15 次全国树

木引种驯化学术研讨会，殷云龙研究员作大会报告。殷云龙研究员围绕什么是中山杉，为

何培育中山杉，如何培育中山杉，以及中山杉的优点、品种、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应用

价值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 

2015 年 12 月，殷云龙研究员应山东济宁市林业局邀请赴济宁市鱼台县，作了“中山

杉新品种选育及应用前景”专题报告会。殷云龙研究员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从什么是中山杉、

如何培育、有哪些优点、生态和经济价值以及如何应用推广等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 

 

3. 国际合作与交流。 

2015 年 4 月，殷云龙研究员所代表团成员，赴西澳大利亚州就生物多样性合作项目

开展交流，并顺访了印度尼西亚科学院茂物植物园和标本

馆。 

2015 年 5 月，殷云龙研究员赴加拿大参加国家外国

专家局组织的“引智基地林业及种植技术培训”。 

2015 年 8 月，中山杉课题组接待美国奥斯汀州立大

学 Dave Creech 教授，并考察三峡消落带中山杉治理模式

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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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然产物化学研究中心 

中心简介：以我国丰富的药用植物、耐盐植物及微生物的天然产物化学成分为研究对

象，开展活性天然产物的分离纯化、结构测定、生物活性、结构改造，和有效成分在植物与

微生物中的分布规律、转化、积累、代谢合成及调控的研究。研究开发安全、有效、质量可

控、成分清楚和作用机制明确的新药、功能性食品、和生物农药等产品。为我国天然产物资

源的合理开发与持续利用，以及创新天然药物（农药）和中药现代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心现有天然产物化学成分研究与利用项目组、植物次生代谢生物工程研究项目组研究

团队。2015 年在岗科研人员 20 人，其中高级职称 7 人、中级职称 13 人、新引进博士 3 人。

在读博士生研究生 2 人、硕士研究生 10 人。毕业硕士生 3 名。 

项目与成果：2015 年在研科研项目共 1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5 项，省级项目 3 项，

横向合作项目 1 项，其他课题 6 项。组织申报各类纵向项目 2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 项、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江苏省产学研项目 2 项，其他项目 9 项。中心全年共到账科研经

费 292.8 万元，新增合同经费 513.2 万元。 

发表论文 22 篇，其中 SCI 论文 13 篇，中文核心期刊 9 篇；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9 项；“我国南方山区两种重要地产药用植物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成果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脉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制体系中关键技术（药效

物质基础）的研究”成果获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重要进展： 

1. 吴茱萸属植物中新吲哚喹唑啉生物碱的发现及其与芸香亚科植物分类的相关性研究

进展。以富含吲哚喹唑啉生物碱的吴茱萸属植物为研究对象，采用谱学（1H-NMR、

UPLC/QTOF/MS）跟踪分析和活性评价（最低抑菌浓度 MIC、相对抑酶活性）相结合的去

重复化策略建立快速识别新活性物质的方法学体系进行针对性研究，从吴茱萸中分离鉴定了

73 个化合物，计 13 种结构类型，包括喹唑啉生物碱 16 个，新化合物 5 个，12 个是首次从

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其中新结构类型化合物双吴茱萸碱和新化合物吴茱萸庚碱具有显著的抗

真菌活性。同时，已采集芸香亚科植物 5 属 21 种 129 份实验材料，为芸香亚科植物生物碱

结构类型和含量分析准备。 

借助分子模拟，设计了两类 20 个新型吲哚喹唑啉生物碱，目前已经合成吴茱萸碱/吴茱

萸次碱衍生物 10 个及新型喹唑啉酮二聚体 4 个。初步的抗肿瘤活性测试表明，化合 2 具有

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对首次从传统中药吴茱萸中分离并鉴定的新型吴茱萸生物碱，双吴茱萸

碱，通过逆向合成分析，设计了包括 10 反应的可行的不对称全合成路线，目前已经完成其

中 9 步反应，有望在近期实现该分子的全合成。 

该项研究得到了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主的 198 万元科研经费资助，研究成果发表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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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 篇，发表会议论文 3 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 

 

2. 碱蓬生物活性物质发现与开发研究。应用多种分离纯化手段对盐地碱蓬、碱蓬化学

成分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共分离得到 39 个化合物，其中新化合物 3 个，另外有 27 个化合

物为首次从碱蓬属中分离得到。结合多酚类化合物的结构特点进行生物活性测试，其中 3

个化合物显示良好的抗氧化和抗虫药理活性，为碱蓬的综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为了深度开发利用碱蓬植物资源，开展碱蓬降脂保健品的研制工作。目前已完成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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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组方、提取工艺、功能性实验小试等工作。研究结果表明组方提取物具有较好的降血脂

活性，各剂量组可以显著降低小鼠 TC、TG、LDL-C 指标，180mg/mL 剂量组降脂活性可与

1.8mg/mL 洛伐他丁对照组等效。 

该研究获得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滨海盐碱地几种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集成与示范”和江苏省盐土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项目“盐地碱蓬抗血栓活性化学成分的

研究”资助，成果已发表研究论文 3 篇，其中 SCI 1 篇，申请专利 4 项，其中授权专利 1 项。 

3. 石蒜加兰他敏体内积累调控的分子机制研究。我们先前的研究表明茉莉酸甲酯（MJ）

可以增强石蒜属植物加兰他敏含量。为了进一步探明 MJ 的作用机制，我们对忽地笑体内小

RNA 表达进行了分析。深度测序结果表明：我们共鉴定了 367 个 miRNA，包括 342 个已知

的 miRNA 和 23 个新的 miRNA。其中，91 个已知 miRNA 和 44 个新的 miRNA 在 MJ 表达

下差异表达。选取 8 个 miRNA 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证实了其表达模式。此外，降

解组测序分析结果证实 32 个目标靶基因为 49 个 miRNA 的靶标。进一步通过基因功能与代

谢途径分析显示，这些靶基因包括有生长素响应因子、泛素连接酶 E2 及 bHLH 蛋白基因等；

此外，6 个 miRNA 的靶基因为加兰他敏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基因。上述结果暗示 miRNA 可

能在 MJ 调控加兰他敏的生物合成中起作用。在上述研究工作基础上，申报并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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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园艺与科普 

引种保育。开展园区植物清查，增补记录 2691 条，总计 4452 条，搜集并编辑名录用图

片 300 余张，完成《中山植物园栽培植物名录》编写。 

   

种子交换收到国外种子 423 份，国内相关单位及本土资源调查项目引种共计 48 种，已

经进行整理、登记编号、播种和绘制定植图。采集种子 20 种，出圃和定植各类植物 14 种约

100 株。新制作槭树科植物铭牌 37 种、161 张，并增补二维码信息，补充打印中心区其他植

物铭牌 363 张。开展物候观察 30 种植物，采样园区引种植物物候期图像 1500 余份，录入历

史引种记录 300 余条。 

园区建设。举办“第四届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名园名

花展”、欧洲花卉展、菊花文化节等园艺展览活动，进

一步建设和改造了红枫岗景区，实施了岗前、岗边区域

景观改造、岗区林

下清理和地被栽

植，移栽、补植红枫和鸡爪槭 43 株，新引种浙江天目山

红枫五种 45 株。新铺设了北园主干道路沥青路面。开展

了森林休闲区设计、施工和绿化种植，对蔷薇园、宿球

根园、热带植物温室等进行了景观改造提升。 

开展植物繁殖和草花生产，共计繁殖植物 55000 余株（盆），美化了园区。接收海关移

交多肉植物两批，其中 200 多种为我园新增加种。加强园区植保工作，园区机械化程度进一

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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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与科普旅游。面向社会各类人群，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先后举办各类科

普展览 11 个，如已形成品牌效应的欧洲花卉展和野菜展，还有羊植物展、

欧洲名花插花展、海椰子展等。尤其是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举办的珍稀

濒危植物科普展，采取了展板、标本、活植物展示，以及讲座、野外考

察、网上展览、校园巡展等多种形式，影响较为广泛。 

   

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22 项，其中科普讲座达到 21 场，受众 3000 余人。参加了 2015 年江

苏省首场百名科普传播专家进百校暨快乐科学号进校园活动，

在江苏省金湖县实验小学，为 150 名 5 年级学生开展了一场题

为“奇妙的植物世界”的科普报告。9 月下旬，作为中科院南

京分院科学巡讲团首批团员，在南京建邺区兴隆街道奥体社区

举办了巡讲团成立以来的首场科普

讲座。以―花卉与健康‖为主题，取得了良好反响。 

此外还开展了 2015“植物王国

之旅”科技夏令营、“花海星空”

（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合作）、“寻找绿色宝贝”等特色鲜明

的科普主题活动，备受参与者欢迎。 

加强与国内外同行交流，扩大科普影响力。2015 年 4 月，参加了在密苏里植物园举办

的第 9 届 BGCI 国际植物园教育大会，展示并向参会者介绍了题为《植物王国之旅》的板报，

并与 BGCI 的教育官员，及国内外植物园教育同行进行了交流，收获颇丰。在 BGCI 的教育

期刊 Roots 上发表了介绍我所（园）科普工作的文章 Using the Tropical Palace as a Special 

Facility。参加 2015 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作题为《植物题材科普写作初探》的分会报告，

引起与会者关注。 

所获荣誉：再次获得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称号，被新增设为―第

二批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在由南京日报社主办，

南报网、江苏城市频道《零距离》等共同承办的首届―‗据说 3.15‘

南京民生服务业满意度调查‖活动中，跻身旅游行业景区榜单前

10，并荣膺第 5 名。《阆苑撷芳》一书获得 2015 年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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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所（园）成功举办第四届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名园名花展”。 

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名园名花展”由中科院

科普网络委员会发起，旨在展示网络成员单位长期

收集保存的名花资源，扩大社会影响，提高公众参

与和保护意识。我所（园）于 2014 年成功取得第

四届“名园名花展”承办权，这在科学院“双管单

位”尚属首次。2015 年 11 月 18 日，中国科学院植物园第四届“名园名花展”

暨 2015 南京中山植物园“阆苑秋韵枫叶文化节”开幕。 

   

  庄娱乐所长致辞        中科院科学传播局赵彦副局长讲话   中国植物园联盟理事长陈进讲话 

活动安排了学术报告会、红枫摄影专题科普报告、“红叶文化展”、“历届

红叶摄影获奖作品展”、“红叶压花艺术展”、

“枫”主题邮政明信片发放、“2015‘枫景’如画植

物园”摄影大赛等项内容。 

中科院科学传播局赵彦副局长、中国植物园联盟

理事长陈进，中科院南京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朱怀

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张佐双，社会公众代表中山小学校长庄永洲，国

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中国办公室执行主任文

香英女士，中科院植物园科

普网络委员会 13 个植物园

负责人，以及有关高校院所、企业等机构代表出席了开

幕式。中央和地方各有关新闻媒体对活动陆续作了宣传

报道。 

所（园）成功举办此次活动，展示了我所（园）长期收集保存的槭树科植物

资源，弘扬了槭树文化，彰显了社会公益，提高了市民大众参与和保护意识，达

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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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与标本 

信息中心 

1. 图书馆与资料室。顺利将 6 万多册图书、古籍及阅览室工具书、资料的整体搬迁工

作。搬迁完成后对部分图书、资料进行整理、清洁与修复工作。开展

古籍防虫蛀保护。做好读者报务、图书借阅、文献检索和期刊装订等

工作。按时将新到的期刊上架，按要求倒架整架，保持架位整齐有序。

订购中文期刊 93 种，英文期刊 12 种，全年到馆中文期刊 52 批次 1054

册，报纸 7 份，与国内 58 个单位，国外 19 个单位保持期刊交换工作。

交换中英文期刊 108 种，文献检索 138 篇。 

2.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组织策划并完成 2015 年第 24 卷第 1~3 期的出版

工作，并完成第 4 期的组稿和编辑工作。稿件的初审、专家审稿、终审、退改和编校过程均

有序进行。组织编辑参加了“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提升

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研讨会”、―全省期刊编辑业务培训班‖、―科技期刊影响力提升与品牌建

设培训班‖等会议和学习培训。做好期刊管理工作，完成期刊的年度审核工作、江苏省科技

类学术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材料的组织工作、第三主办单位变更的申请工作、江苏省科学

技术协会“精品科技期刊”的申报等工作。 

2015 年，《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复合影响因子为 0.789。继续被评为“中国科技论文

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CD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

刊（A）”。收录本刊的国内数据库有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

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SinoMed）、中国

农林文献数据库、中国林业科技文献数据库等，国外数据库有

CA、BA、CAB、CABI、AGRIS、Scopus、Ulrich’s 期刊指南

等；收录本刊的国内检索类刊物有中国生物学文摘、环境科学

文摘、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版)，国外有 BA、CA、HA

和 FA。本刊还与国内外百余家单位保持期刊交换关系。 

2015 年，《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荣获“第六届江苏省科技期刊‘金马奖’∙精品期刊奖”、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精品科技期刊项目——Ⅲ类项目。编辑部佟金凤同志当选为江苏省科技

期刊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佟金凤、郭严冬同志被聘为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青年工作委员

会委员，佟金凤同志被聘为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学术期刊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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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网站管理和维护工作。完成新办公室网络布线及通网工作，配合实验楼以及

信息楼的搬迁，完成网络布线以及搬迁后新办公室的电脑上网。做好流量控制和网络安全，

保证网络畅通，保证所（园）科研、建园需要。局部出现故障，及时解决。加强网站的数据

安全管理和维护工作，定期系统升级，保证网站和邮件系统正常运行。 

开展所（园）一卡通和 OA 办公系统建设。完成了一卡

通建设，并移交到有关职能部门；OA 办公系统也完成建设

并具备使用条件，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已正常投入使用。日

常做好计算机用户软硬件服务以及我所正版软件调查和宣传

工作。与科研项目组配合，管理好专题网站(中国黑莓研发中

心和植物标本数据库)建设。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继续做好维普全文数据库、NSTL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南京农业

大学信息资源数据库的文献检索工作，指导研

究生进行文献检索。新增电子阅览室提供服

务，为我所的科研、建园、开发提供更多的文

献检索。 

所（园）网站和中药材 GAP 网站管理。

做好所（园）网站和 GAP 网站的日常管理工

作，所（园）网站 2015 年总点击量约 11 万左右，发表及审核各类文章约 1500 篇，制作漂

浮广告 6 次。 

做好 GAP 网站内容更新与维护及日常工作，每日编

辑提交新闻 6 条，专业新闻力求及时反映中药界的产业

政策和发展走向。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和中药材产地调研

并撰写有专题报道多篇。参与中药材 GAP 发展和药材产

地调研和学术会议。先后赴吉林长白山参加全国第六届

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撰写完成“岁时节日习俗与植物文化”论文提交会议，并做大会报告；

赴安徽合肥参加第十八届全国药学史本草学术研讨会，撰写完

成“历代方书沿革与国家基本药物”论文提交会议，并做大会

学术报告交流。 

此外，开展馆藏（民国时期）中外植物学文献及古籍资料

的整理和研究，有关民族植物学、植物文化方面的整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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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馆（NAS） 

本馆是国内四大植物标本馆之一，是华东地区最

大的植物标本馆。截至 2015 年底，馆藏腊叶植物标

本达 70 余万份。 

标本管理：开展库区标本的整理工作，从双子叶

植物的基部类群开始，完成了 10 个科的整理工作，

共整理标本约15000份。清理和补救馆外早期项目组标本约 3000余份，

补救脱落标本及补抄采集信息共计约 500 份。鉴定了近年来在江苏省

境内所采集的标本 2500 余份和西藏标本 230 份。接收无锡邬秉左赠予

的邬文祥珍贵标本约 3500 份，消毒入库，并与清单核对后按系统进行

了整理。接收徐增莱项目组于海南采集的标本 177 份，接收刘启新项

目组标本 312 号 941 份；接收―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项目‖部分野外调

查标本；接收到江西中药普查队赠送予本馆的一份伞形科重要标本

——异叶囊瓣芹标本。收到中科院植物所归还的一批菊科标本 34 份，消毒、整理并入库；

收到西澳大利亚赠送予我馆的 4 份西澳标本。完成了全库标本的熏蒸消毒，并购置和添加了

樟脑精。 

    

西澳大利亚州标本馆赠送的标本 

标本数据库建设。申请 2016 年植物标本数字化与共享项目，需完成 7000 份标本的图文

数字化。向主平台提交标本图文信息 15000 份。结合专家查阅和标本订正，更新数据库数据

287 条。对西藏标本野外纪录进行了电子化，已完成 215 号。定期对数据库进行备份和维护。 

参加中科院植物所举行的数字化标本馆培训会。 

硬件设施清查与维护。对部分办公环境进行了出新，完善消毒间、鼓风机房、药材标本

库等硬件条件。 

科研项目。参与《江苏植物志》编写，校对第四、第五卷稿件，清点物种，对未配图的

种类进行补充配图；完成了 1342 张档案室图片扫描与处理，描图 211 张，绘图（资料整理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2015 年报 

30 

与图片审核修改）284 张，改图 276 张；对所有配图进行了图注标注；进行了彩版的图片处

理与排版，处理图片 249 幅；完成了封面与扉页用图的设计。参与完成《中华大典植物分典》

的编纂工作，初稿已交出版社。据统计共收录汉文古籍中记载植物 1924 种，分属于 285 科，

全书稿页 43144 码，约 800 余万字。已在人民网、科学网、新华网、光明网、中新网等国内

主要网络媒体广泛报道。媒体报道中，本所排名仅次于项目主持单位。参加―本土植物全覆

盖保护‖项目，参加植物园栽培名录的编写工作，参与完成栽培名录初稿 4186 种（包括变种、

变型种及栽培品种）的审核工作，并已完成系统园和树

木园物种的实地普查核对工作。参与《全国园林观花手

册》（华东册）的编写工作。参加了科技部项目《华东植

物志》（网络版）的前期工作，初步确定参编菊科、旋花

科、忍冬科、五福花科等的编写工作。 

药材标本及种子标本的清查与整理。药材标本库主

要收集干制药材标本、浸制药材标本及种子标本。经清

点和整理，药材标本共计 2357 份，其中德国药材 265 份，

浸制药材 146 份，干药材 1946 份，另外种子标本有 2951

份。药材标本完成清理工作后，拓展了我馆的收藏平台

及研究和服务范围，为今后开展药用植物学研究和教学

以及提供药材鉴定服务等提供的很好的平台。 

标本采集工作。主要结合―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项目，开展了省内植物资源调查，并采

集了标本。同时采集西藏植物标本 718 号，约 1600 余份。 

对外交流与服务。接待了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朝鲜国家科学院、浙江大学、西双版纳

植物园等单位科研人员 57 人，接待省政协、民盟、光华东街小学、南师附中等参人员 225

余人。提供原植物鉴定 3 次。参加了《钟山动植物志》编写讨论会。徐增莱作为所代表团成

员赴西澳大利亚州就生物多样性合作项目开展交流，并顺访了印度尼西亚科学院茂物植物园

和标本馆。 参加第 18 届全国药学史及本草学学术研讨会及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会

议。配合科普旅游部开展的珍稀濒危植物展，提供本馆收藏的 13 种珍稀濒危植物供展出。

配合科普旅游部完成了 3 期―植物王国之旅科技夏令营‖中的标本知识讲座及标本制作环节；

接待了 2期中科院小学生参观标本馆及标本制

作。为《科学大众》杂志社组织的全省金钥匙

竞赛指导教师提供了培训讲座。为江苏省靖江

市国家中山杉良种基地制作科普标本 34 份。

以及参加了所（园）新员工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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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人员总体情况 

1．基本情况：在职工作人员 312 人，其中事业编制人员 237 人、聘用制人员 75 人。在

读研究生 46 人。离退休 223 人。 

2．在编人员岗位、职称和学历结构情况 

岗位结构：科研岗位 124 人（含双肩挑），支撑岗位 59 人，行政后勤岗位 50 人。 

学历结构：研究生学历 131 人，占 55.3%（其中博士 77 人，硕士学位、学历 59 人），

本科 30 人，专科 36 人。 

职称结构：高级 74（正高 19 人，副高 55 人）占 43%，中级 86 人，初级 13 人，高级

技师 2 人，技师 35 人，高级工 8 人，普工 1 人。 

人才队伍建设 

1. 引进 17 名专业技术人员，其中―211‖高校毕业生占比 90%，质量上大幅提高。 

2. 完成 18 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和技能技术等级的推荐评审。 

    3. 选派 1 名科技镇长团成员赴新沂市任职；选派 1 名任村第一书记，落实了帮扶资金。 

    4. 选派 2 名年轻科技人员赴美国留学。推荐 7 名申报并获得国家和省留学基金资助。 

5. 新增 1 名省突贡专家，333 人才工程资助 1 项，六大高峰人才资助 1 项。 

研究生招生与培养 

1. 招生：招收 16 名硕士研究生。 

2. 培养：注重入学教育，强化了研究生选课、开题、

中期考核、毕业答辩、学位授予等环节的跟踪管理；定

期实施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单项奖学金的评选，以及中

科院南京分院“伍宜孙奖学金”的推荐；定期对研究生

党支部委员、研究生会进行了增选和换届，成立了三个

研究生团支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开展丰富的文

体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引导学生培育团队精神、

社会责任感；通过网络平台和日常交流，密切关注学生

的心理健康和思想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引导。改善研究

生学习生活环境。加强导师管理和研究生党支部建设。 

3. 毕业就业：14 名毕业生通过答辩，14 人获硕士

学位，毕业生当年就业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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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 

2015 年，所（园）党员 225 人，设党支部 16 个，覆盖科研、建园、科普、科技开发、

管理、研究生和离退休等各个群体。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围绕所（园）年度重点工作开展，

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深入开展“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认真制定了我所

（园）《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

案》及《―三严三实‖专题学习计划》。从 5 月中旬开始，

围绕―四专题一强化‖，先后组织实施召开―专题党课‖、

―党员大会‖， ―举办学习先进事迹报告会‖、―开展管理

支撑、科研部门集中交流研讨‖、―我身边的‗严‘与‗实‘‖

等系列活动，并带领全体党务干部赴雨花台烈士纪念

陵园缅怀革命先烈等专题教育，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聚

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把思想教育、党性分

析、整改落实、立规执纪结合起来，认真查摆和解决

所（园）干部身上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不断巩固和

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认真组织各项专题学习和交流研讨 12 次，开展警示

教育和学习宣传先进活动 4 次，结合调研和先后组织 6 个专题座谈会，征求意见建议五个方

面 47 条，召开全所职工大会积极回应所提建议意见，公布整改责任部门和牵头所领导。组

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剖析自身不严不实问题、原因和整改措施。所领导班子成员查摆自

身问题清单 80 余条，针对领导班子查摆出的自身突出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和制度建设要

求。 

认真落实“四有”目标管理。 

1、深入宣传―四有‖目标管理内容。为全面加强所

（园）党组织建设，广泛宣传 ―四有‖目标管理内容及

已经开展的各项工作，所党委书记结合全体党员大会和

职工大会，亲自宣讲―四有‖目标管理内容，强调各级党

组织要以―四有‖目标管理抓好所（园）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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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实际制定党建工作计划。年初，在谋划 2015 所（园）工作的领导班子务虚会时，

把党建工作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与科研、建园和管理等一起谋划考虑，通过党政联席会议研

究讨论，确立了认真贯彻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建基础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加强

所（园）文化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和任务，并将其纳

入 2015 所（园）工作要点以文件下发。召开所（园）2015

年度工作会议，与所（园）中心工作一起部署落实，在年底

工作考核中，将党建工作纳入各部门工作汇报和一并考核。  

3、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调整党支部设置，建

立了所（园）各部门行政、党建工作同步研究、同步部署落

实的工作机制。基层党支部从 10 个增加到 16 个，为落实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布置、同检

查、同落实，提供了保证。坚持培养、选调既能从事科研、科技开发和植物园管理经营工作，

又能从事党建工作的具有复合型能力素质的同志走向党务工作岗位。在 16 个部门中，支部

书记与部门主要负责人一肩挑的 12 人，其中，研究员 3

人，副高职称 8 人，博士学位 5 人。按时完成了党员发

展、党费收缴、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和全国党员管理信息

系统的录入、修正等项工作，通过党员管理信息排查，

进一步细化了党员资料信息。 

 

紧密结合发展开展思想文化建设 

1、系统开展干部培训工作。为建设学习型干部

队伍，拓展干部视野，提升干部参与决策、执行决

策的能力，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至 11 日，集中开展

了所（园）干部学习培训会。所党政主要领导分别

作了―提高素质，努力适应新常态‖和―基层党组织建

设工作‖的报告。邀请省科技厅、人社厅、省人才协

会和省委党校的专家讲授解读了―科技创新‖、《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人才战略‖、《深入学习五中全

会精神》、《生态文明的理念挑战与应对》和 ―卓越

组织与领导力‖等；请本单位财务处、科研处和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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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别就当前深化改革后财务管理规定、科研工作的发展、人事制度和工资社保改革等内容，

与全体职工作了交流报告。同时，系统地学习和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和新常态、基层党建、人

才战略、科技创新、事业单位改革等方面的内容，组织全体干部赴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参观学

习，详细了解了―产研院‖的运作模式，以及当前最新产业技术研究成果及其成果有效转化的

途径。同时，通过挂职基层科技帮扶、科技镇长团、党校学习、岗位交流等多种方式加强干

部培训。    

2、坚持抓好―党工共建‖和党建带群建。注重思想共建、组织共建和活动共建，支持工

会、共青团组织依照章程开展工作。结合干部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做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会

组织积极开展―职工之家‖创建活动，积极参加省直机

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歌咏比赛、职工体质测

试及体能竞赛及大众体育项目比赛等项活动，举办了

迎新春联欢会、―三八

妇女节‖纪念活动、职

工秋季运动会和迎新

年登山活动，组织工

会骨干参加上级工会

举办工会主席培训班

等各项学习培训活

动。圆满完成了团委

换届改选工作，建立健全共青团的组织。支持民主党派协调

发展，有效发挥了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注重信息宣

传，进一步健全党委工作机构和各党支部信息宣传工作的联

动机制，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宣传作用，及时做好组织活动信息的收集、整理与报送工作，

并且在―党群园地‖反映党建工作动态。坚持办好《简讯》、《年报》等，为党建工作创新发展

营造良好氛围。 

3、积极推进所（园）文化建设。以―科学、创新、博爱、

奉献‖的所（园）精神，引导和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明单

位创建和―职工之家‖建设，开展老一辈所（园）科学家先进

事迹和我身边先进人物宣讲活动 2 场，评选表彰―科学创新

奖‖和―博爱奉献奖‖优秀团队 2 个，优秀个人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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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组织机构 

 

1．所领导集体 

所  长：庄娱乐 

党委书记：夏冰 

副所长：郭忠仁 

副所长：李维林 

副所长：冯煦 

副所长：姚东瑞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江南 

2．管理部门 

所长办公室 

主任：谈家东  副主任：佟海英 

党委办公室（纪检监察室、效能办、审计处） 

主任：谈家东  副主任：贾国顺 

科研管理处（科技开发处） 

处长：殷云龙  副处长：周义峰  顾春笋 

组织人事处（离退休管理办公室） 

处长：赵 敏   副处长：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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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 （资产管理办公室） 

处长：缪启新   资产办副主任：张卫民 

后勤处（保卫处） 

处长：朱洪武  副处长：李和平 张卫民（兼） 

3．技术支撑部门 

园艺与科普中心 

主任：李亚  副主任：任全进 李梅 顾永华 

引种保育部     部    长：刘兴剑       副部长：殷    茜 

科普旅游部     部   长：沈中刚 

园景园艺部     部    长：杨  军      副部长：王  伟 

条件保障部      部    长：方孝建 

规划发展部     部    长：全大志     副部长：严冬琴 

信息中心（标本馆） 

主任：蒋汝平   副主任：贾春  徐增莱（兼副馆长）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主  编：庄娱乐   副主编：冯煦  惠红 

4．科研部门 

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 

副主任：孙小芹（主持工作） 

药用植物研究中心 

副主任：梁呈元（主持工作） 

经济植物研究中心 

主  任：於虹  副主任：耿国民 

观赏植物研究中心 

主  任：刘建秀  副主任：陆小清 

植物生态研究中心 

主  任：汤诗杰  副主任：华建峰  

天然产物化学研究中心 

副主任：汪仁（主持工作）   副主任：单宇 

5. 群团组织 

工会主席：谈家东   工会副主席：邓飞 

团委书记：耿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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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议机构 

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夏冰 

副主任委员：庄娱乐  冯煦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刘启新 刘建秀 李亚 李维林 杭悦宇 於虹 姚东瑞 徐增莱 

殷云龙 郭忠仁 黄苏珍 惠红 

秘书：殷云龙（兼） 

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娱乐 

副主任委员：夏冰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冯煦 刘启新 刘建秀 李亚 李维林 杭悦宇  於虹 姚东瑞 

殷云龙 郭忠仁 

职称评定（推荐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娱乐 

副主任委员：夏冰 

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冯煦  刘启新  刘建秀  江南  李亚 李维林  杭悦宇 於虹 

姚东瑞 殷云龙 郭忠仁 黄苏珍 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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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落羽

杉属 
林业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 殷云龙 

滨海盐碱地几种资源综合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子任

务 
冯  煦 

滨海盐碱地适生耐盐潜力经济植物资源评价与发掘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子任

务 
姚东瑞 

滨海盐碱地耐盐观赏植物资源综合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子任

务 
刘建秀 

中山杉耐水淹胁迫的分子机理研究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华建峰 

典型超积累植物天蓝遏蓝菜地上部转运金属离子‘库’积

累发生动力的机理机制研究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黄苏珍 

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掘结缕草属耐盐 SNP 标记位点

及相关基因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郭海林 

中国芸香亚科植物中吲哚喹唑啉生物碱及其与植物系统

分类相关性研究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王奇志 

茉莉酸甲酯高效调控石蒜加兰他敏生物合成的分子机制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汪  仁 

毛冬青 PA 类五环三萜选择性拮抗 ADP 的机制和构效研究 国家基金青年基金 林丽萍 

板栗抗虫品种受栗瘿蜂侵染的过敏性反应及抗性响应 国家基金青年基金 朱灿灿 

低氮营养下狗牙根氮高效吸收利用机理研究 国家基金青年基金 李丹丹 

金银花MYB类转录因子LjMYB12对绿原酸生物合成的调控

研究 
国家基金青年基金 亓希武 

保守型植物抗病基因——XTNX类基因的起源及演化研究 国家基金青年基金 张艳梅 

6 种钩藤生物碱对 P-gp 介导开放血脑屏障的作用研究及

活性成分属内分布 
国家基金青年基金 盖亚男 

马蔺响应盐胁迫 WRKY 类基因鉴定及 IlWRKY1 功能解析 国家基金青年基金 唐  君 

南方李优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宣继萍 

江苏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平台种质资源库运行补

贴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所  控 

 铁线莲的引种及适合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耐热品种的筛选 
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江苏省科

技厅） 
李林芳 

巨大戟醇制备工艺优化与质量控制研究 
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江苏省科

技厅） 
陈  雨 

脉络宁注射液生产废液中制备抗肿瘤原料药的关键技术

研究 

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江苏省科

技厅） 
王奇志 

 枇杷叶药渣和枇杷落叶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 
社会发展面上项目（江苏省科技

厅） 
吕  寒 

桑椹中抗卵巢衰老有效成分的累积及其资源品质评价  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韦  敏 

喜盐鸢尾响应盐胁迫转录组分析及相关基因功能研究  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唐  君 

薄壳山核桃成花分子机理研究  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王  敏 

中山杉耐水淹乙烯响应因子的鉴定及分子调控机理研究  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宣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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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牙根氯通道蛋白 CdCLC 的抗盐功能及其表达特性分析  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陈静波 

中国莲重要观赏性状的关联分析与优异等位基因挖掘 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刘晓静 

本土植物资源调查与保护 
省属公益院所科研条件与能力

建设（江苏省科技厅） 
庄娱乐 

农业执法（林业）专项资金 
农业执法（林业）专项资金（江

苏省林业局） 
李和平 

中山杉中试与种苗产业化开发基地建设 林木良种基地补贴资金 殷云龙 

中山杉 405 等速生丰产林培育造林示范 
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

金 
於朝广 

美国山核桃培育   
中央财政林木良种培育补贴资

金 
耿国民 

紫薇金叶品种‘金薇’快繁及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李  亚 

江苏省木本油料高效栽培示范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吴文龙 

江苏野生道地药材茅苍术保护技术创新与应用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杭悦宇 

李避雨高产优质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 江苏省农业三新工程 郭忠仁 

小浆果（黑莓、蓝莓）果园生草覆盖技术创新集成示范 江苏省农业三新工程 朱  泓 

乡土树种南京椴种苗繁殖及栽培产业链技术创新与集成 江苏省农业自主创新资金 汤诗杰 

特色浆果高效栽培及深加工关键技术集成创新 江苏省农业自主创新资金 吴文龙 

小种群珍稀植物南京椴的保护 绿色江苏专项资金 汤诗杰 

蓝莓避雨栽培技术规程 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 吴文龙 

蒲包花“小丑”栽培技术规程 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 顾永华 

花莲盆栽技术规程 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 刘晓静 

花叶玉簪繁殖技术规程 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 任全进 

金叶苔草繁殖技术规程 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 任全进 

红花石蒜种苗组培快繁技术规程 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 汪  仁 

江苏省沿海盐土路段公路绿化种植技术规程 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 殷云龙 

农业野生物种资源保护 农业检测站 李  亚 

小浆果产业技术研究与试验示范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子课题 於  虹 

中国植物园联盟建设  公众科普计划 李  梅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的植物标本数字化

与共享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子项目 徐增莱 

泛喜马拉雅植物编写（二） 中国科学院 刘启新 

泛喜马拉雅植物编写（二） 中国科学院 杭悦宇 

优良乡土树种南京椴快繁研究与示范推广 南京市园林科技项目 汤诗杰 

醇腈酶基因在红花石蒜抗旱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省 333 人才资助项目 汪  仁 

耐盐木槿新品种的引种与示范 苏北科技专项（BN2015127） 於朝广 

金银花绿原酸生物合成的转录调控研究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高层

次人才项目 
梁呈元 

落羽杉属种质资源创新及示范推广 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专家项目 於朝广 

PM2.5 污染配套科普宣传图书编写 科普宣传图书编写项目 于金平 

薄壳山核桃和猕猴桃优良品种关键栽培技术集成创新研

究与示范 

现代农业-研发示范项目（江苏

省科技厅） 
郭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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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题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来源 负责人 

拟南芥远距离不匹配同源基因间遗传重组机制

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青年基金 孙小芹 

薄壳山核桃种质资源多样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青年基金 贾晓东 

盐胁迫下狗牙根离子调控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青年基金 陈静波 

沟叶结缕草耐盐相关液泡膜 H+-焦磷酸酶基因克

隆、表达及功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青年基金 张  曼 

中国狗牙根核心种质构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青年基金 郑轶琦 

中国结缕草属植物种质资源水分利用效率及其

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青年基金 胡化广 

结缕草抗旱性状和基因的关联作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青年基金 姜亦巍 

能源作物荻在盐胁迫下的 Na、K 离子调控机理及

燃烧值变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青年基金 宗俊勤 

楸树嫩枝扦插不定根发育的转录组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青年基金 王  鹏 

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理工程中植物优选及应用 科技部 重大专项 刘建秀 

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理工程中植物优选及应用 科技部 重大专项 华建峰 

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理工程中植物优选及应用 科技部 重大专项 黄苏珍 

沿海围垦生态保护技术研究及示范 科技部 科技支撑课题 刘建秀 

盐碱地草坪草新品种（品系）建植养护关键技术

集成配套 

科技部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 

刘建秀 

紫薇新品种‘金薇’的中试与转化 科技部 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 

李  亚 

特色观赏植物（彩叶、常绿和观花木本等）资源

收集和利用研究特色业务建设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计划子项

目 

彭  峰 

荻抗盐机理及盐胁迫对其作为生物质能源植物

潜力的研究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自然基金-面上

项目 

宗俊勤 

沟叶结缕草耐盐关键基因克隆及功能研究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自然基金-青年

项目 

张  曼 

神经保护药胞磷胆碱基因工程产业化制备关键

技术研究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社发项目-面上

项目 

李晓丹 

无刺、早熟黑莓种质创新与品种选育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科技支撑计划-

农业 

吴文龙 

黑莓、蓝莓新品种及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创新与示

范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科技支撑计划-

农业 

闾连飞 

常绿矮生香型特色德国鸢尾花卉新品种选育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科技支撑计划-

农业 

黄苏珍 

薄壳山核桃早果丰产栽培技术及模式集成示范 江苏省林业局 林业三新 郭忠仁 

中山杉湿地造林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江苏省林业局 林业三新 华建峰 

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及其高效造林技术的应用 江苏省林业局 绿色江苏 李维林 

蓝莓品种及高效栽培技术示范 江苏省农委 富民强县 於  虹 

青梅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江苏省农委 富民强县 殷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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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红豆杉种苗快繁及成品苗高效培育技术的

研究 

江苏省农委 农业三新 王   忠 

李优良品种生态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 江苏省农委 农业三新 宣继萍 

黑莓蓝莓高效设施栽培技术研究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自主创新 吴文龙 

丰产优质薄壳山核桃新品种选育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自主创新 郭忠仁 

特色观赏苗木红豆杉优良新品种培育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自主创新 彭  峰 

江苏省中植植物科技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局 丘陵山区农业

开发 

李维林 

中山杉苏南种苗基地及产业化建设 江苏省财政厅 财政资金补助

项目 

殷云龙 

优质耐盐国产海雀稗草坪草新品种选育 江苏省人事厅 江苏省第四期

“333 工程”科

研资助项目 

郭海林 

蓝莓黑莓优良新品种及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创新

与示范 

南京市科委 科技发展计划 李维林 

马蔺金属硫蛋白基因家族 IiMT2s 克隆与功能鉴

定 

所级   顾春笋 

荠 FAE1 基因异常表达的遗传机制研究 所级   孙小芹 

NF-κB 信号通路介导的降三萜皂苷 SL-15 抗肿

瘤机制研究 

所级   管福琴 

基于 UPLC/Q-TOFMS 技术的海滨锦葵和海滨木槿

中杜松烷型倍半萜的发现及其抗棉花黄萎病研

究 

所级   陈  雨 

沟叶结缕草抗盐离子调控基因的挖掘与表达分

析 

所级   陈  煜 

北美海蓬子降三萜化合物抗真菌活性研究 所级   单  宇 

盐地碱蓬化学成分的研究 所级   王奇志 

海蓬子皂苷甲诱导肿瘤细胞自噬的分子作用机

制研究 

所级   管福琴 

简单香豆素化合物 AP 及其类似物的杀虫杀菌活

性研究 

所级   宋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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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文及专著 

1．SCI 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影响因子 

Jian Chen, Sven Mangelinckx*, Han Lü, Zheng-tao Wang, 

Wei-lin Li*, Norbert De Kimpe. 

Profiling and elucidation of the phenolic compounds in the aerial parts of Gynura 

bicolor and G. divaricata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Chinese origins 

Chemistry & Biodiversity 1.515 

Jian Chen, Sven Mangelinckx, An Adams, Zheng-tao Wang, 

Wei-lin Li*, Norbert De Kimpe* 

Natural flavonoids as potential herbal medic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its complications 

Natural Product 

Communications 

0.906 

Xian-can Ao1, Lei Zhao1, Han Lü, Bing-ru Ren, Han-kui 

Wu, Jian Chen*, Wei-lin Li. 

New sesquiterpene glycosides from the leaves of Eriobotrya japonica. Natural Product 

Communications 

0.906 

Lei Zhao, Jian Chen, Han Lv, Xiancan Ao, Bingru Ren, 

Weilin Li* 

A new sesquiterpene glycoside from the leaves of Eriobotrya japonica.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0.509 

Xu Yu, Chengyuan Liang*, Jian Chen, Xiwu Qi, Yan Liu, 

Weilin Li* 

The effects of salinity stress 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ineral nutrient 

accumulation and essential oil yield and composition in Mentha canadensis L. 

Scientia Horticulturae 1.365 

GengMin Geng、CanCan Zhu 、JiuYa Zhou Resistance of Castanea mollissima Shuhe-WYL strain to Dryocosmus kuriphilus and 

its molecular mechanism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0.775 

Min Wang, Alessandro Vannozzi, Gang Wang, Yan Zhong, 

Massimiliano Corso, Erika Cavallini, Zong-Ming (Max) Che

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grapevine VQ gene family and its transcriptional corr

elation with WRKY proteins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3.948 

Chunsun Gu1、Liangqin Liu1、Xudong Zhu、Yongxia Zhang、

Sushen Huang 

Chromium-induced physi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leaves of I. lactea 

var. chinensis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0.378 

Yinghao Yang1、Chunsun Gu1、Fadi Chen、Yafeng Shao、

Kunwei Wu、Weimin Fang、Zhaolei Liu、Yuesheng Ding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nd bioaccumulation in Nymphaea tetragona Georgi under 

cadmium exposure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0.378 

Yanming  Deng、Xinping  Jia、Lijian  Liang、Chunsun  

Gu、Xiaobo  Sun 

Morphological anatomy, sporogenesis and gametogenesis in flowering process of  

jasmine  (Jasminum  sambac  Aiton) 

Scientia Horticulturae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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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qing Tian1、Chunsun Gu1、 Liangqin Liu1、Xudong Zhu、

Yanhai Zhao、Suzhen Huang 

Transcriptome profiling of Louisiana iris root and identification of genes involved in 

lead-stres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862 

Li Xu、Suzhen Huang、Yulin Han、Haiyan Yuan Plant Regeneration of Iris germanica L.from Shoot Apexes via an Improved Somatic 

Embryogenesis Protocol 

HORTSCIENCE 0.902 

Hai-Yan Yuan 1,2 、Su-Zhen Huang 1,2, *、Zhi Guo 3 、

Yong-Heng Yang 1,2  、Chun-Sun Gu 1   

ROLE OF THE NON-PROTEIN THIOLS  TRANSLOCATION AND  

TOLERANCE OF LEAD IN Iris lactea var. chinensis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0.378 

Yongheng Yang a,b、Suzhen Huanga,b*、Yulin Hanb、Chunsun 

Gub、Zhongwei Wangb 

Environmental cues induce changes of steviol glycosides contents and transcription 

of corresponding biosynthetic genes in Stevia rebaudiana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756 

郭海松
1
，张艳梅

1
，孙小芹，李密密，杭悦宇

*
，薛佳宇

*
 Evolution of the KCS gene family in plants: the history of gene duplication, 

sub/neofunctionalization and redundancy. 

molecular genetics and 

genomics 

2.728 

孙小芹
1
，渠艳秋

1
，姚辉，张艳梅，严琴琴，杭悦宇 Applying DNA barcodes for identification of economically important species in 

Brassicaceae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0.775 

张艳梅
1
，邵珠卿

1
，王强，杭悦宇，薛佳宇，王斌

*
，陈建

群
*
 

Uncover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nucleotide-binding site-leucine-rich repeat 

(NBS-LRR) genes in Brassicacea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3.335 

彭方伟，吴婷婷，任紫薇，薛佳宇，石磊 Hybrids from 4-anilinoquinazoline and hydroxamic acid as dual inhibitor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and histone deacetylase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42 

Ya Li*、Zhenyu Zhang*、 Peng Wang§、Shu‘an Wang、

Lingling Ma、Linfang Li、Rutong Yang、Yuzhu Ma、Qing 

Wang 

Comprehensive transcriptome analysis discovers novel candidate genes related to leaf 

color in a Lagerstroemia indica yellow leaf mutant 

genes and genomics 0.596 

Peng Wang、Lingling Ma、Ya Li§、Shu‘an Wang、Linfang 

Li、Rutong Yang、Yuzhu Ma、Qing Wang 

Transcriptome profiling of indole-3-butyric acid-induced adventitious root formation 

in softwood cuttings of the Catalpa bungei variety ‗YU-1‘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genes and genomics 0.596 

Yu Chen1、Junqin Zong1、Zhiqun Tan、Lanlan Li、Baoyun 

Hu、Chuanming Chen、Jingbo Chen、Jianxiu Liu* 

Systematic mining of salt-tolerant genes in halophyte-Zoysia matrella through cDNA 

expression library screening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756 

Yu Chen1、Lanlan Li1、Junqin Zong、Jingbo Chen、Hailin 

Guo、Aigui Guo、Jianxiu Liu* 

Heterologous expression of the halophyte Zoysia matrella H+-pyrophosphatase gene 

improved salt tolerance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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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jun Wei、Zhenlin Du、Fei Gao、Xiang Ke、Jing Li、

Jianxiu Liu*、Yijun Zhou* 

Global Transcriptome Profiles of 'Meyer'Zoysiagrass in Response to Cold Stress（标

错） 

PLOS ONE 3.234 

Jianjian Li1、Yadav Prasad Gyawali1、Ruonan Zhou、Nils 

Stein、Shuhei Nasuda、Takashi R. Endo*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chromosome 1R derived from Secale 

montanum and Secale cereale 

Plant Breeding 1.598 

Junqin Zong1、Yanzhi Gao1、Jingbo Chen、Hailin Guo、Yi 

Wang、Fan Meng、Yiwei Jiang*、Jianxiu Liu* 

Growth and Enzymatic Activity of Four Warmseason Turfgrass Species Exposed to 

Waterlogg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1.276 

Liu Li-ping、Long Xiao-hua*、Shao Hong-bo*、Liu Zhao-Pu、

Tao Ya、Zhou Quan-suo、Zong Jun-qin  

Ameliorants improve saline–alkaline soils on a large scale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58 

Suobing Zhang . Furong Xu . Yunhui Zhang . 

Jing Lin . Chunfeng Song . Xianwen Fang 

Fine mapping and candidate gene analysis of a novel 

PANICLE AND SPIKELET DEGENERATION gene in rice 

Euphytica 1.385 

Akihiro Kato1, Nobuyuki Takatani1,5, Kazuhide Use1, 

Kazuma Uesaka1,5, Kazutaka Ikeda2,5,6,Yajun Chang1,5,7, 

Kouji Kojima3,5,8, Makiko Aichi3,5, Kunio Ihara4,5, Kenji 

Nakahigashi2,5,Shin-ichi Maeda1,5 and Tatsuo Omata1,5,* 

Identification of a cyanobacterial RND-type efflux system involved in export of free 

fatty acids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 4.931 

Yuan Huang , Naiwei Li, Zongxin Ren , Gao Chen , Zhikun 

Wu ,& Yongpeng Ma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Primula beesiana (Primulaceae), an alpine species endemic 

to Southwest China 

Plant Ecology and Evolution  0.986 

Mingxia Yang（共一）、 Fan Zhang （共一）, Fan Wang、 

Zhigang Dong、 Qiufen Cao （通讯）、 Mingchang Chen  

Characterization of a Type 1 Metallothionein Gene from the Stresses-Tolerant Plant 

Ziziphus jujub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862 

Li Fu, Aiwu Wang, Yuhong Zheng, Wen Cai, Zhuxian Fu.  Electrodeposition of Ag dendrites/AgCl hybrid film as a novel photodetector Materials Letters 2.489 

Li Fu, Yuhong Zheng, Zhong Wang, Aiwu Wang, Li He, Bo 

Deng, Feng Peng.  

Facile Synthesis of Ag-AgCl/ZnO Hybrid with High Efficiency Photocatalytic 

Property Under Visible Light 

Digest Journal of 

Nanomaterials and 

Biostructures 

0.945 

Yu-Xiang Liu, Tao Xia, Yu-hong Zheng, Yong-qi Zhi, Jian 

Zhou 

Genetic diversity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t two ploidy levels of Lycoris radiata 

as revealed by SCoT analysis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0.967 

Yuhong Zheng, Aiwu Wang, Haitao Lin, Li Fu, Wen Cai. A sensitive electrochemical sensor for direct phoxim detection base on an RSC advances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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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deposited reduced graphene oxide-gold nanocomposite 

 Li Fu,  Yuhong Zheng, Aiwu Wang Poly (Diallyl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Functionalized Reduced Graphene Oxide 

Based Electrochemical Sensing Platform for Luteolin Determin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CHEMICAL 

SCIENCE 

1.5 

 L. FU, Y. ZHENG, Q. REN, A. WANG, B. DENG. Green biosynthesis of SnO2 nanoparticles by plectranthus amboinicus leaf extract 

their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toward rhodamine B degradation 

Journal of ovonic research 0.488 

Yuhong Zheng, Li Fu, Fuigui Han, Aiwu Wang, Wen Cai, 

Jinping Yu, Jun Yang and Feng Peng 

Green bio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zinc oxide nanoparticles using Corymbia 

citriodora leaf extract and their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Green Chemistry Letters and 

Reviews 

1.327 

Xu Sheng, Jiang Mingmin,Fu Jiangyan,Xia Bing, Wang Ren Physiological and Antioxidant Parameters in Two Lycoris Species as Influenced by 

Water Deficit Stress 

Hortscience 0.902 

Xie Yanjie, Zhang Wei, Duan Xinliang, Dai Cheng, Zhang 

Yihua, Cui Weiti,Wang Ren, Shen Wenbiao 

Hydrogen-rich water-alleviated ultraviolet-B-triggered oxidative damage is parti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metabolism of (iso)flavonoids and 

antioxidant defence in Medicago sativa 

Functional Plant Biology 3.145 

Zhao Yucheng, Liu Tingting, Luo Jun, Zhang Qian, Xu 

Sheng, Han Chao, Xu Jinfang,Chen Menghan, Chen Yijun, 

Kong Lingyi 

Integration of a decrescent transcriptome and metabolomics dataset of Peucedanum 

praeruptorum to investigate the CYP450 and MDR genes involved in coumarins 

biosynthesis and transport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3.948 

Yu Fangbo, Li Xiaodan, Shinawar Waseem Ali, Shan 

Shengdao, Luo Linping, Guan Libo 

Further characterization of o-nitrobenzaldehyde degrading bacterium Pseudomonas 

sp. ONBA-17 and deduction on its metabolic pathway 

Brazilian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0.592 

Yu Shan、 Huan Li、 Fuqin Guan、 Yu Chen、 Min Yin、 

Ming Wang、 Xu Feng and Qizhi Wang 

Triterpenoids from the Herbs of Salicornia bigelovii Molecules 2.416 

Bai Bai、 Xu-Wei Gu、 Yu Chen*、 Fu-Qin Guan、 Yu Sh

an、 Xu Feng* 

Virginicin, a New Naphthalene from Kosteletzkya virginica (Malvaceae) Journal of the Brazilian 

Chemical Society 

1.129 

Min Yin、 Chaocheng Xiao、 Yu Chen、 Wang Ming、 

Fuqin Guan、 Yunfa Dong、 Xu Feng 

Two new sesquiterpenoid glycosides from rhizomes of Atractylodes lancea (Thunb.) 

DC.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0.509 

Fuqin Guan1、 Qizhi Wang1、 Ming Wang、 Yu Shan、 Yu 

Chen、 Min Yin、 Youyi Zhao、 Xu Feng、 Fei Liu、 and 

Iso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cytotoxicity of a new noroleanane-type triterpene saponin 

from Salicornia bigelovii Torr. 

Molecules 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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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hua Zhang 

Sun JB、 Qu W、 Guan FQ、 Li LZ、 Liang JY A new quinoline alkaloid from the roots of Dictamnus angustifolius.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s 

1.114 

Wang Z、 Sun JB、 Qu W、 Guan FQ、 Li LZ、 Liang JY Caesappin A and B, two novel protosappanins from Caesalpinia sappan L. Fitoterapia 2.345 

Ming Liu、 Weiyi Zhang、 Wei Tang、 Yanjuan Wang、 

Xingzeng Zhao、 Xiangyun Wang、 Xin Qi、 Jing Li 

Isocyclopamine, a novel synthetic derivative of cyclopamine, reverts doxorubicin 

resistance in MCF-7/ADR cells by increasing intracellular doxorubicin accumulation 

and downregulating breast cancer stem-like cells 

Tumor Biology 3.611 

 Ming Liu、 Weiyi Zhang、 Genzhu Wang、 Xiaoping 

Song、 Xingzeng Zhao、 Xiangyun Wang、  Xin Qi、 Jing 

Li 

13-Oxyingenol dodecanoate, a cytotoxic ingenol derivative, induces mitochondrial 

apoptosis and caspase-dependent Akt decrease in K562 cells 

Tumor Biology 3.611 

 Changliang Xu、 QizhiWang、 Xu Feng、 Yun Bo Effect of evodiagenine mediates photocytotoxicity o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MDA-MB-231 through inhibition of PI3K/AKT/mTOR and activation of p38 

pathways 

Fitoterapia 2.345 

Li-Ping Lin, Ying Li, Ji-Chao Zhang, Ye Lu Biomarkers for Ilex pubescens under anti-platelet activity oriented isolation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0.967 

Li Ping Lin, Peng Yuan, Nan Jiang, Ya Ning Mei , Wen Jing 

Zhang, Hui Min Wu, Ai Hua Zhang,Jiang Ming Cao, Zheng 

Xin Xiong, Ye Lu, and Ren Xiang Tan 

Gene-Inspired Mycosynthesis of Skeletally New Indole Alkaloids Organic letters 6.364 

Xiaomin Wang, Wenlong Wu, Chunhong Zhang, Yanping 

Zhang, Weilin Li, Tao Huang 

Analysis of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beach plums by simple sequence repeat markers 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0.775 

Xiangpeng Leng, Jian Han, Xiaomin Wang, Mizhen Zhao, 

Xin Sun, Chen Wang, Jinggui Fang 

Characterization of a Calmodulin-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from Strawberry 

(Fragaria × ananassa) 

The plant genome 3.933 

Yang Haiyan, Zhang Chunhong, Wu Wenlong, Li Weilin, 

Wei Yunli, Dong Shanshan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f Blackberry Cultivar ‗Ningzhi 1‘to Drought Stress Russian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0.946 

Qiao Xuqiang, Wang Penghe, Shi Guoxin, Yang Haiyan Zinc conferred cadmium tolerance in Lemna minor L. via modulating polyamines 

and proline metabolism 

Plant Growth Regulation 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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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peng Leng, Jinxiang Fang, Tariq Perraiza, Yu Lia, 

Xiaomin Wang, Dan Liua, Xudong Zhua, Xiaopeng Lia, 

Jinggui Fang 

Characterization of Expression Patterns of Individual Members of Grapevine (Vitis 

vinifera L.) MicroRNA Families using miR-RACE 

The plant genome 3.933 

Weilin Li，Wenlong Wu Trailing blackberry with few cane prickles Ningzhi 1. HORTSCIENCE 0.902 

Weilin Li，Wenlong Wu Thornless blackberry with early-ripening Ningzhi 2. HORTSCIENCE 0.902 

Ji-Yu Zhang, Zhong-Ren Guo, Rui Zhang, Yong-Rong Li, 

Lin Cao, You-Wang Liang, and Li-Bin Huang.  

Auxin type, auxin concentration, and air and substrat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play 

key roles in the rooting of juvenile hardwood pecan cuttings 

HortTechnology 0.619 

Ji-Yu Zhang，Sheng-Nan Huang，Zheng-Hai Mo, Ji-Ping 

Xuan, Xiao-Dong Jia, Gang Wang, Zhong-Ren Guo 

De novo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kiwifruit under waterlogging stress 

Molecular breeding 2.246 

Chaoguang Yu, Yunlong Yin, David L. Creech, Zhiguo Lu, 

Jianhua Xu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SRAP analysis of two hybrids between Hibiscus 

dasycalyx and Hibiscus 'Moy Grande' 

Scientia Horticulturae 1.365 

Yanli Cheng，Ying Yang，Ziyang Wang（并列），Baiyan 

Qi，Yunlong Yin，Huogen Li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EST-SSR Markers in Taxodium ‗zhongshansa‘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er 

1.656 

Meng Xu、Sian Liu（并列）、Lei Xuan、Zuoheng Wang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poplar D-type cyclin gene associated with the 

SHORT-ROOT/SCARECROW network 

trees-structure and function 1.651 

BAI JianFeng、LIN XianGui、DAI Jue、HUA JianFeng、

QIN Hua、HU JunLi、 

WANG YiMing、ZHANG ChengLong、WANG JingWei、

YUAN WenYi 

Improving arsenic mobility concentration from As-polluted soils by the functional 

strains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1.491 

Zhu C（一作）, Zeng Q（一作）, McMichael A, Ebi KL, Ni 

K, Khan AS, Zhu J, Liu G, Zhang X, Cheng L, Ziska LH（通

讯）. 

Historic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enhanced concentration of artemesinin, a 

global anti-malarial treatment, with recent and projected increases in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Climatic Change 3.43 

Zhu D W（一作）, Zhong H（通讯）, Zeng Q L, Yin Y Prediction of methylmercury accumulation in rice grains by chemical extraction 

metho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4.143 

Shaohua Xu,Li Fu,Tien Song Hiep Pham,Aimin Yu,Fugui 

Han,Long Chen 

Preparation of ZnO flower/reduced graphene oxide composite with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under sunlight 

Ceramics international 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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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STP、EI、英文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类别 

邵珠卿，张艳梅，王斌，陈建群 Comput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MicroRNA-targeted Nucleotide-Binding 

Site-Leucine-Rich Repeat Genes in Plants. 

 Bio-protocol  英文期刊 

Zhi Guo
 1
 、Hongjiang Liu

 1、 Haiyan Yuan 
2、 

Guoying Yang
 1 、 Jianchu Zheng

 1
 、 Liugen 

Chen
 1*

 

Insect-Proof Nets Affect Paddy Field Microclimate Parametersand Grain 

Quality of Different Japonica Rice Varieties 

J. Crop Sci. Biotech. 英文期刊 

Bing Zhang A Genome-wide Survey of Glycolytic Genes in Diploid Asian Cotton 

(Gossypium arboreum) 

Plant Gene 英文期刊 

Yuhong Zheng, Zhong Wang, Bo Deng, Fugui Han

, Feng Peng, Y. Pen, Li He, Li Fu 

Hydrothermal Synthesis Of Flower-Shaped Zns Nanocrystals For Nonen

zymatic Electrochemical Glucose Detection 

Journal of Optoelectronics and

 Biomedical Materials 

英文期刊 

Aiwu Wang, Li Fu, Hoi Pong Ng, Wen Cai, Yuhon

g Zheng, Fugui Han, Zhong Wang, Feng Peng.  

Monitoring Fluorescence Lifetime Changes of CdTe Qds Synthesized wi

th Different Stabilizers by Photoluminscence and Zeta Potential Measure

ment 

 Journal of Non - Oxide Glass

es 

英文期刊 

YIN Min, XIAO Chao-cheng, CHEN Yu, WANG 

Ming, GUAN Fu-qin, WANG Qi-zhi, SHAN Yu, 

FENG Xu 

A New Sesquiterpenoid Glycoside from Rhizomes of Atractylodes 

lance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英文期刊 

Min WEI, Shengzhi ZHENG, Cuiping JIANG, 

Mingfu XIAO,Ye LU 

Inhibitory Effects of Cordyceps militaris (Bombyx mori) Extract against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英文期刊 

张计育，郭忠仁 Molecular Clon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MhRAR1 Gene from Malus Hupehensis.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s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s 英文期刊 

李梅 Using the Tropical Palace as a Special Facility   roots 英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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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期刊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赵磊，陈剑，印敏，任冰如，李维林 UPLC-Q-TOF-MS 法分析枇杷叶的倍半萜苷类化合物 中成药 

吕寒，马丽，陈剑，任冰如，李维林，刘艳 
蚕沙总亚氨基糖类成分的富集纯化及提取物对 α-葡萄糖苷酶的

抑制活性 
蚕业科学 

朱灿灿，耿国民，周久亚，史锋厚 一种薄壳山核桃控温控湿嫁接繁殖方法 北方园艺 

朱灿灿，耿国民，周久亚 薄壳山核桃品种威斯顿的引种与栽培技术 中国南方果树 

原海燕、 黄苏珍、 顾春笋、 佟海英 德国鸢尾新品种‗黄金甲‘ 园艺学报 

黄苏珍 、顾春笋、原海燕、佟海英  德国鸢尾新品种‗幻舞‘ 园艺学报 

苗金、原海燕、黄苏珍 10 种水生观赏植物对不同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效果研究 水土保持学报 

田松青、朱旭东、赵沿海、原海燕、顾春笋、黄苏珍 路易斯安那鸢尾 LiPCS1 基因克隆和表达分析 西北植物学报 

田松青、朱旭东、原海燕、黄苏珍 铅胁迫下路易斯安那鸢尾铅吸收量和非蛋白巯基的变化 北方园艺 

许 荔，黄苏珍，原海燕 路易斯安那鸢尾和红籽鸢尾花粉形态及种间杂交亲和性研究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王鹏、马玲玲、陈雨、张振宇、李林芳、李亚 盐胁迫对油葵种子萌发及内源激素含量的影响 北方园艺 

徐芳, 宗俊勤, 牛佳伟, 陈静波, 李丹丹, 李兰兰, 刘建秀 狗牙根与多花黑麦草轮作对富营养水体的净化能力研究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高艳芝，宗俊勤，陈静波，赵瑞霜，刘建秀 15 份不同暖季型草坪草生长量对长期水淹和水涝胁迫的响应 草业科学 

胡化广，张振铭，季芳芳，刘建秀 结缕草水分利用效率与地上部形态特征的关系分析 热带作物学报 

胡化广，张振铭，季芳芳，刘建秀,赵一权 结缕草光合特征日变化及与环境因子关系的比较研究 浙江农业学报 

胡化广，张振铭，季芳芳，刘建秀 中国结缕草属植物种质资源水分利用效率变异分析 中国草地学报 

郑轶琦，臧国长，李玉恬，徐亚械，付免，陈静波，刘建秀 狗牙根种质资源表型遗传多样性分析 草地学报 

高鹤，刘启新，宋春凤，吴宝成，周伟，韦苏晏 
基于分形方法探讨槭属(Acer Linn.)植物叶片的形态多样性及其

系统学意义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周伟，刘启新，宋春凤，吴宝成 中国岩风属一新种—老山岩风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吴宝成, 刘启新, 胡君, 熊豫宁, 董振国. 江苏东台市不同时期围垦区滩涂植物群落特征变化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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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英 杜凤凤 田丹青 潘晓韵 刘晓静 红掌两个 bZIPs 基因片段的克隆与低温响应特性分析 分子植物育种 

常雅军, 刘晓静, 姚东瑞 蓝藻中氮同化及其调控的研究进展 植物生理学报 

徐敏，王忠，秦亚龙，何树兰，朱波风，陆波，仲秀林，彭峰 南方红豆杉假种皮变异品系的鉴定及生理生化特性 江苏农业科学 

李乃伟，束晓春，彭峰 紫杉醇提取方法和曼地亚红豆杉 HPLC 指纹图谱的研究 江苏农业科学 

徐晟，江宜龙，蒋明敏，卜多，傅江燕，夏冰，汪仁 石蒜 LrP5CS 基因的克隆与表达特性分析 西北植物学报 

李晓丹，夏冰，汪仁 
重组酿酒酵母磷酸胆碱胞苷转移酶（CCT 酶）基因的工程菌稳定

性研究 
江苏农业科学 

傅江燕，徐晟，夏冰，汪仁 山桃醇腈酶基因 PdHNL1 的克隆、序列分析与原核表达 江苏农业科学 

白柏，陈雨，刘文娟，印敏，王鸣，冯煦 灰毡毛忍冬根的石油醚部位化学成分的研究 中药材 

邱萍，冯煦，单宇，印敏，赵友谊，王鸣，王奇志 分光光度法测定碱蓬中总黄酮、总皂苷的含量 食品研究与开发 

邱萍，王奇志，印敏，王鸣，赵友谊，单宇，冯煦 碱蓬乙酸乙酯部位化学成分的研究 中药材 

李欢，管福琴，陈雨，印敏，孙浩，王鸣，冯煦，单宇 
积雪草酸通过改变自噬作用促进胶质瘤细胞Ｔ９８Ｇ凋亡的实

验研究 
中国药理学通报 

汪琼,徐增莱,吕晔 冬虫夏草及其混伪品的性状鉴定 江苏农业科学 

林丽萍，杜芳琼，莫杰明，吕晔，席建红 氨糖胶囊的急性和亚急性毒理学评价 食品研究与开发 

赵慧芳, 吴文龙, 李维林，闾连飞，姚 蓓 黑莓 Hull、Chester 果实生长及品质形成过程的分析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赵慧芳, 吴文龙, 李维林 黑莓、树莓露酒加工工艺研究 酿酒科技 

张春红，闾连飞，吴文龙，李维林 药剂处理对悬钩子类种子萌发的影响 中国南方果树 

张春红，胡淑英，吴文龙，李维林 滨梅幼苗耐盐相关基因差异表达的 cDNA-AFLP 初步分析 北方园艺 

杨海燕, 吴文龙, 李维林, 姚 蓓, 卫云丽, 闾连飞 茉莉酸甲酯调控下采后蓝莓果实的生理响应研究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朱 泓，黄涛，刘勇军，王小敏，吴文龙，李维林 NaCl 胁迫对滨梅扦插苗生物量和水分积累的影响 西北植物学报 

吴文龙，王小敏，黄涛，姚蓓，闾连飞，李维林 滨梅实生后代结实性状的调查与分析 山东农业科学 

姚蓓，赵慧芳，吴文龙，李维林 蓝莓果实花色苷色素提取工艺研究 江西农业学报 

方亮，吴文龙，李维林 酿造蓝莓果酒的酵母菌筛选和发酵特性研究 酿酒科技 

卫云丽, 吴文龙, 张春红,李维林 5 个黑莓杂交 F1 品系及其亲本芽的特性 经济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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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月； 徐增莱； 晏艳； 于金平； 顾战省； 汪琼 木瓜籽毛油精炼条件筛选及其理化指标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杨海月； 晏艳； 顾战省； 汪琼； 陈晨； 徐增莱 光皮木瓜籽含油率的快速测定方法研究 中国粮油学报 

张计育，王  刚，黄胜男，宣继萍，贾晓东，郭忠仁 
乙醇脱氢酶基因家族在植物抵抗非生物胁迫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进展 
中国农学通报 

张计育，王刚，李永荣，贾晓东，宣继萍，郭忠仁 夏季短截对薄壳山核桃‗波尼‘萌芽数和成枝力的影响 中国农学通报 

张计育，李永荣，郭忠仁 薄壳山核桃实生果园高接换种改良复壮技术 中国南方果树 

宣继萍，王刚，贾展慧，郭忠仁 李属植物果实成熟软化研究进展 中国农学通报 

宣继萍，贾展慧，钱美华，张计育，王 刚，郭忠仁 李果实果肉组织ＲＮＡ提取方法的比较分析 北方园艺 

贾晓东，罗会婷，翟敏，李永荣，郭忠仁，乔玉山 ‗波尼‘薄壳山核桃果实发育动态分析 果树学报 

王紫阳、徐建华、李火根、於朝广、殷云龙 中山杉优良无性系 302、118、405 扦插生根能力比较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王紫阳、成彦丽、殷云龙、於朝广、李水根 中山杉 EST-SSR 引物通用性及基因分型检测 分子植物育种 

华建峰，杜丽娟，韩路弯，熊豫武，殷云龙 江苏省沿海常用绿化乔灌木的耐盐性评价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韩路弯，华建峰，殷云龙，於朝广，施钦 4 个中山杉品种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作用 环境工程学报 

白建峰, 林先贵, 戴珏, 华建峰, 秦华, 胡君利, 王一明, 张

承龙,王景伟, 苑文仪 
提高 As 污染土壤中 As 可迁移性含量的功能菌株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张晓娜，韦继光，姜燕琴，刘梦华，於虹 不同培养条件对南烛离体叶片不定芽再生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韦继光, 曾其龙, 姜燕琴, 刘星凡, 刘梦华, 於 虹 干旱和淹水处理对蓝浆果生长和光合特性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韦继光, 曾其龙, 姜燕琴, 刘星凡, 刘梦华, 王天寿 
水分胁迫及恢复正常水分供应后兔眼蓝浆果生长及光合特性的

变化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胡淼、王锡宏、於虹 蓝莓园金龟子类害虫种类调查和综合防治建议 中国果树 

严冬琴、黄震方、汤诗杰 南京中山植物园游客感知价值研究 林业经济问题 

刘科伟、高福洪、胡乾军、顾永华、潘春屏 花毛茛新品种“橙色年代”的选育 北方园艺 

刘科伟、胡乾军、高福洪、顾永华、潘春屏 蒲包花新品种“橙红荷包”的选育 北方园艺 

宋正达、陈梅香 浓白笹之雪开花结果及播种育苗技术研究 陕西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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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核心期刊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黄苏珍、原海燕、杨永恒、佟海英 高 St 苷甜菊新品种中山 5 号的选育 中国糖类 

原海燕、黄苏珍 * 、佟海英、韩玉林 早熟兼高 RA 苷甜菊新品种‗中山 2 号‘的选育 中国糖类 

刘晓静，徐迎春，丁跃生，姚东瑞 荷花 4 个新品种的选育 中国植物园 

刘晓静 骄阳下的美色——荷花新品种欣赏 花木盆景 

李乃伟，陆小清，王传永，印荣华 中山杉 9 号的扦插繁殖技术研究 黑龙江农业科学 

李云龙、陆小清、王传永、蔡小龙、陈红 ‘金边’杂种胡颓子的引种、扩繁与栽培管理技术研究 中国园艺文摘 

秦亚龙，王忠，徐敏，束晓春，郑玉红，彭峰 南方红豆杉 taxadien-5-alpha-ol-O-acetyltransferase 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 中国植物园 

汤诗杰、李梅 天泉湖：养生养老的―绿色银行‖ 《中国新型养老样本——天泉湖》 

温徐涛，周一波，李晓丹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中农民科技需求现状分析 安徽农业科学 

张春红，卫云丽，吴文龙，马兵，李维林 黑莓杂交优株的ＳＳＲ指纹图谱鉴定 江苏林业科技 

闾连飞，吴文龙，杨海燕，李维林 避雨微灌栽培对黑莓生长与结实的影响 农技服务 

熊豫武，周冬琴，於朝广，韩路弯，殷云龙 木本植物高效繁育的扦插床构建技术 现代农业科技 

徐建华，殷云龙，华建峰，於朝广，徐和宝 3 个优良杂交墨西哥落羽杉实生品系生长特性分析 现代农业科技 

於朝广，徐建华，芦志国，殷云龙 ―杂交墨杉‖新品种区域试验初报 南方林业科学 

韩路弯，华建峰，刘 江，吴晓洪，殷云龙 不同基质和扦插时间对‗中山杉 1 1 8'插条生根的影响 亚热带植物科学 

黄玉洁、 殷云龙、 张勇、 江波、 袁位高 交通 NOx 排放对南京城郊国道杨树防护林带 N 含量及 δ~（15）N 的影响 生态科学 

贺善安、张佐双 一带一路与植物园建设 中国植物园 

汪琼,韩福贵,郑生智,吕晔 溧水山栀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对策分析 江苏农村经济 

李福明,韦敏,吕晔,蒋翠平,肖明富 蚕虫草不同提取物止咳化痰作用研究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王意成 具有木本植物景观效果的草本植物--芭蕉科、旅人蕉科和蝎尾蕉科植物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多姿多彩的锦葵科植物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粗犷秀丽的蒲苇 江苏风景园林 

王意成 花、果、叶兼赏的莢蒾属植物 江苏园景园林 

http://sjk12.e-library.com.cn/qk/94270B/201502/663913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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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意成 园林中的另类--多彩观茎植物 江苏风景园林 

高福洪、刘科伟、杨军、顾永华 光照强度对老虎须生长的影响 安徽农业科学 

高福洪、丁昕、刘科伟、顾永华 榆树盆景无土栽培基质筛选研究 安徽农业科学 

高福洪、刘科伟、杨军、顾永华 老虎须低温伤害试验 现代园艺 

李梅 当植物患上―多动症‖   《科学大众》小诺贝尔 

李梅 人才济济的―羊‖植物 《科学大众》小诺贝尔 

李梅 植物题材科普写作初探   《中国植物园》 

李梅 多肉，原来这么多用途   《七彩语文》国际 

宋正达、朱洪武、陈梅香 景天科多肉胧月在立体绿化中的应用研究 绿色科技 

宋正达、朱洪武、陈梅香 龙舌兰科八种多肉植物开花结实与株芽的研究 黑龙江农业科学 

殷茜、汪洪江、陈迎晖、窦剑、杨军、朱洪武 朗伍德王莲腐霉叶腐病的发生与综合防治 安徽林业科技 

任全进、于金平、黄毅恒 集观赏食用药用于一身的优良植物——二月兰 江苏风景园林 

任全进、于金平、冯华青 花叶俱佳的花灌木——锦带花 江苏风景园林 

任全进、季茂晴、朱新耀 水景岸线带植物的选择与应用 江苏风景园林 

任全进、赵康兵 省风景园林协会组织会员单位赴兰州学习考察 江苏风景园林 

任全进 
适宜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调查方法技术的探讨与

实践 
中国现代中药 

裔传顺,于金平,任全进,倪学军 耐盐碱地被植物马蔺的特征特性及应用 现代农业科技 

任全进，季茂晴， 陆钻兵，于金平 水景岸线带植物的选择与应用 现代农业科技 

任全进，季茂晴，于金平 小微湿地的作用及营造方法 现代农业科技 

陈兵，任全进 二月兰的特征特性及其应用价值 现代农业科技 

陈兵，任全进，刘兴剑 南京地区 8 种木兰属植物的特性及其园林应用 现代农业科技 

 

http://sjk12.e-library.com.cn/ZK/journal.aspx?q=/80557A/
http://sjk12.e-library.com.cn/ZK/journal.aspx?q=/94270B/
http://sjk12.e-library.com.cn/ZK/journal.aspx?q=/9427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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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编）著 

主编人员 论著名称 出版社 

韩玉林、窦逗、原海燕 盆景艺术基础 化学工业出版社 

韩玉林、原海燕、黄苏珍 花卉生产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韩玉林、赵九州、黄苏珍 苗木生产技术 化学工业出版社 

李亚、管永祥 江苏主要农田入侵植物 东南大学出版社 

管永祥、李亚  江苏农业野生植物资源 东南大学出版社 

张加延、郭忠仁、李锋 中国果树科学与实践—李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许定发、王希渠、盛宁、贺善安 中国经济植物（上卷）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意成、王翔 掌上萌多肉 江苏科技出版社 

王意成、王翔 新人 3 步养花玩多肉 江苏科技出版社 

王意成 跟花样爷爷学养花 江苏科技出版社 

（五）授权专利、审（鉴）定品种、制定标准 

1. 授权专利 

专利名称 授权专利号 发明人 

一种蚕沙制备叶绿素铜及其钠盐

的方法 
ZL201210570056.1 

吕寒；李维林；马丽；陈剑；任冰如；

刘艳 

一种‗金薇‘短枝插皮接培育高杆

苗的嫁接方法 
ZL201310700223.4 

杨如同；李亚；王鹏；汪庆；李林芳；

王淑安 

一种通过摘除插穗顶芽的方式提

高楸树嫩芽扦插生根率的方法 
ZL201310700222.X 

王鹏；李亚；杨如同；汪庆；李林芳；

马玲玲 

华东植物种质资源信息平台（软

件著作权） 
2015SR203943 李亚 杨如同 王鹏 李林芳 汪庆  

‗苏植 1 号‘杂交结缕草品种鉴定

的分子标记方法 
ZL201310586698.5 

郭海林，刘建秀，郭爱桂，陈静波，

宗俊勤 

一种水生植物浮床 ZL 201520466550.2 刘晓静 常雅军 李乃伟 姚东瑞 

一种福氏紫薇的杂交育种方法 ZL201310732536.8 李乃伟、李云龙、陆小清 

屋久岛紫薇一年生扦插苗定干栽

培的方法 
ZL201410196784.X 

陆小清、李乃伟、蔡小龙、李云龙、

王传永 

脉络宁二氢蒽及其制备方法和用

途 
ZL201310724768.9 

王奇志，汤卫国，冯煦，徐向阳，印

敏，单宇，陈雨，王鸣，管福琴，赵

友谊，张建华 

一种新海滨锦葵倍半萜化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1310211385.1 

陈雨，冯煦，赵友谊，王鸣，王奇志，

单宇，管福琴，印敏，孙浩 

一种吲哚三氮唑类生物碱及其制

备方法和抗真菌用途 
ZL201110004922.6 

王奇志，冯煦，王鸣，陈雨，管福琴，

单宇，印敏，赵兴增，孙浩，赵友谊 

一种盐地碱蓬作为农业杀虫剂的

制备方法及其用途 
ZL201310298232.5 

王奇志，冯煦，王鸣，赵友谊，陈雨，

单宇，印敏，管福琴，赵兴增，张建

华 



附 录 

55 

脉络宁酚的制备方法 ZL201310724769.3 

王奇志，汤卫国，冯煦，徐向阳，单

宇，印敏，陈雨，王鸣，管福琴，赵

友谊，张建华 

一种新海蓬子降三萜类皂苷化合

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1310132745.9 

管福琴，冯煦，赵友谊，王奇志，单

宇，印敏，王鸣，陈雨，孙浩 

一种降三萜类皂苷化合物及其制

备方法和用途 
ZL201110262116.9 

单宇，冯煦，王奇志，管福琴，王鸣，

陈雨，印敏，赵友谊，孙浩 

一种灰毡毛忍冬绿原酸酯皂苷及

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1110284745.1 

单宇，冯煦，陈雨，孙浩，管福琴，

王鸣，印敏，王奇志，赵友谊 

北美盐角草中一种降三萜皂苷及

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1110136892.4 

冯煦，王奇志，单宇，王鸣，刘晓峰，

管福琴，陈雨，印敏，赵友谊，孙浩 

一种天然化合物作为农业杀菌剂

的用途 
ZL 201310098362.4 宋萍萍，吕晔，王年鹤. 

一种天然化合物作为农业杀菌剂

的用途 
ZL 201410009288.9 宋萍萍，吕晔，王年鹤. 

一种抗菌毛冬青三萜总皂苷及其

应用 
ZL 201310028968.0 林丽萍，梁敬钰 

一种薄壳山核桃优良品种种苗快

繁的方法 
ZL201410239981.5 张计育，李永荣，翟敏，郭忠仁 

一种提高薄壳山核桃售价的采收

加工方法 
ZL 2012 1 0436078.9 贾晓东，郭忠仁，李永荣，等 

北美四照花播种育苗方法 ZL 201310354839.0 
熊豫武、周冬琴、於朝广、芦治国、

环姣姣、亓白岩 

2．登录、认定、审（鉴）定品种 

名 称 编号 认定机构 选育人 

德国鸢尾‗风烛‘ 苏鉴花 201508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原海燕、黄苏珍、张永侠、王仲伟、

杨永恒、顾春笋 

黛玉‗Daiyu‘ 国际登录 英国皇家园艺协会 
李林芳 李亚 王鹏 杨如同 汪庆 王

淑安 

金薇‘Jinwei’ 国际登录 美国国家树木园 
李亚 杨如同 王鹏 李林芳 汪庆 王

淑安 

苏植 3 号杂交结

缕草 
495 

全国草品种审定委

员会 

郭海林，宗俊勤，陈静波，刘建秀，

郭爱桂 

紫金绰影 国际登录 
国际睡莲水景园艺

协会（IWGS） 

刘晓静、李乃伟、姚东瑞、常雅军、

杜凤凤 

中山杉 401 苏 R-SC-TA-014-2015 江苏省林业局 陈永辉  殷云龙 於朝广 陆小清等 

‗金锡杉‘南方红

豆杉 
苏 R-SV-TC-011-2014 江苏省林业局 朱波风、王忠、徐辉、彭峰 

中山杉 502 苏 R-SC-TM-015-2015 江苏省林业局 
殷云龙、於朝广、徐建华、徐和宝、

芦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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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 

标准等级 标准名称 认定机构 编 号 制定人 

省标准 
槜李设施栽培

技术规程 

江苏省技术

质量监督局 
DB32/T 2800-2015 

宣继萍，王刚，郭忠仁，张计

育，贾哓东，刘永芝 

国 家 林 业

行业标准 

中山杉扦插繁

殖技术规程 
国家林业局 LY/T2429-2015 

殷云龙、於朝广、徐建华、徐

和宝、芦治国 

国 家 林 业

行业标准 

天竺桂育苗技

术规程 
国家林业局 LY/T2312-2014 殷云龙、程深潭、芦治国 

国 家 林 业

行业标准 

天竺桂造林技

术规程 
国家林业局 LY/T2336-2015 程深潭、殷云龙、芦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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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事记 

1 月 

8 日，国家林业局科技司组织专家对我所承担的―板栗良种早实丰产技术推广示范‖项目（编

号[2012]TK29）进行现场查定。 

9 日，所（园）举行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 

14 日，所（园）召开 2014 年度工作交流暨民主测评会议。 

30 日，所（园）举行―2014 年度表彰大会暨 2015 年迎新春联欢会‖。 

2 月 

3 日，所（园）召开 2015 年工作会议。 

6 日，阿根廷 BIO-QUIMICA 责任有限公司访华代表团

应我所天然产物化学研究中心所邀来所（园）访问，冯

煦副所长会见了代表团。 

6 日，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科学文化传播中心组织学生和家长来所（园）参加活动。 

10 日，江苏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植物分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总结暨换届选举大会。 

11 日，我所参与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沿海围垦生态保护技术研究及示范‖（课题

编号 2012BAB03B04）通过验收。 

3 月 

3 日，英国亚伯大学 Iain Simon Donnison 教授和该校和生物、环境和农村科学学院(IBERS)

资深研究员 Lin S F Huang 博士来所就草坪草合作研究开展交流。 

11 日，江苏省科技厅组织相关专家对我所承担的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科技公共服

务平台项目―江苏省抗糖尿病药物筛选技术服务中心‖（BM2011117）进行了验收。 

20 日，―春之韵‖2015 欧洲花卉展‖开幕。 

26—27 日，所（园）召开第四届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 月 

11 日，研究生党支部、研究生会组织在读研究生赴南京国防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6 日，郭忠仁副所长及园艺与科普中心李梅副主任参加中科院南京分院科学传播工作研讨

会。 

27—28 日，我所科研人员於朝广参加国家林业局 2015

年林业标准化培训班。 

19—26 日，庄娱乐所长率代表团一行 5 人赴西澳大利

亚州园林与野生物种部（Western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Wildlife）就生物多样性合作项目开展交

流，并顺访了印度尼西亚科学院茂物植物园（Bogor 

Botanic Gardens）和标本馆（Herbarium Bogori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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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园艺与科普中心李梅副主任赴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参

加第九届国际植物园教育会议。 

5 月 

4 日，我所参加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团委主办的―保护南

京绿肺紫金山、中科院青年在行动‖五四青年节主题实践

活动。 

6 日，所（园）科普人员胡李娟参加南京市首届科普讲解大赛并荣获二等奖。 

7 日，新沂市张旭波副市长率代表团一行 13 人来所交流。 

10 日，所（园）淮安白马湖湿地分园方案设计顺利通过评审。 

16 日，所（园）与江苏省植物学会联合参加了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苏省第 27 届科普宣传周

活动。 

18 日，江苏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庄娱乐所长当选为联

盟副理事长。 

19 日，姚东瑞副所长、人事教育处邓飞副处长参加中科院

南京分院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 

22 日，中国植物园联盟公众科普计划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科

普展在我所（园）开幕 

25—29 日，郭忠仁副所长赴俄罗斯参加第 36 届国际农业工

程学会第五分会会议。 

25 日至 6 月 5 日，我所殷云龙研究员赴加拿大参加国家外

专局组织的“国家级引智基地带头人赴加拿大林业及种植技

术培训”。  

25 日，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Alistaire Huggins 来所（园）

进行为期一月的实习。 

28—30 日，我所科研人员华建峰参加―三峡库区消落带生物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学术

研讨会。 

29 日，所（园）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暨专题教育部署会。 

6 月 

1—2 日，姚东瑞副所长、人事教育处赵敏处长参加―五方

挂钩‖帮扶协调小组会议。 

5 日，所（园）举办植物园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讲座、 

5—13 日，姚东瑞副所长及彭峰、黄苏珍、刘晓静一行 4

人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植物园、Bergen 水生花园苗圃，加

拿大农业部中央实验农场访问交流。 



附 录 

59 

9 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易中懿院长、余文贵副院长、周建农副院长等一行 5 人来所交流。 

12 日，我所代表杭悦宇研究员参加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 

12—14 日，2015 年中国国际蓝莓大会授予我所贺善安研究员和於虹研究员中国蓝莓科研工

作和产业特殊贡献奖。 

15 日下午，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党组成员蒋跃建应邀

来所（园）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专题报告。 

18—23 日，李维林副所长及黑莓课题组吴文龙研究员、

闾连飞高级实验师和杨海燕助理研究员赴美国北卡罗来

纳州参加第 11 届悬钩子及茶藨子国际学术会议。 

25 日，美国罗格斯大学杰出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千人

计划‖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际著名的草坪学专家黄

炳 茹 博 士 应 邀 来 我 所 交 流 访 问 ， 并 作 了 题 为

《 Cytikinin-regulated metabolic pathways conferring 

drought tolerance in perennial grass》的学术报告。 

25 日，来自非洲塞舌尔国宝级植物海椰子的种子在南园

温室大厅展出，展览为期 10 天。 

26—28 日，庄娱乐所长、夏冰书记和江南副书记参加中科院南京分院举办的―‗率先行动‘计

划推进与党建专题学习研讨班‖。 

7 月 

1 日，所（园）举办学习先辈先进事迹报告会，贺善安先生和柳鎏先生受邀作专题报告。 

3 日，荷兰 Tuberbulb 花卉种球公司总经理 Eric Bakker(艾瑞克 巴克)来访。 

8 日，所（园）举行 2015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9 日，省农委组织专家考察我所甜菊新品种‗中山 6 号’和‘中甜 1 号’中试基地 

12—15 日，李维林副所长及课题组陈剑博士、马丽博士参加中国植物学会第十三届全国药

用植物及植物药学术研讨会暨 2015 年海峡两岸中医药科学交流会。 

20 日，来自江西南昌的中国科学院科学探索营营员们来所（园）参加标本制作课程。 

8 月 

1 日，国际睡莲水景园协会（IWGS）前任行政主席、美国水生植物专家 Larry Nau 先生及其

夫人 Lily 女士来我所（园）交流访问。 

9—11 日，我所科研人员原海燕参加 2015 年全国污染生

态学学术研讨会。 

1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自然科学项目专员

Hans Thulstrup 一行来我所（园）访问，郭忠仁副所长

会见了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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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美国斯蒂芬奥斯汀州立大学农学院终身教授、

树木园主任 David Creech 先生应邀来我所（园）访问。

期间，分别与中山杉课题组和蓝莓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的

交流。 

25 日，所（园）工会组队参加省直机关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歌咏比赛，荣获优秀组织奖。 

23—31 日，所（园）举办第二届朝鲜国家科学院草坪

代表团研习班。 

9 月 

8 日，所（园）举行 2015 级硕士研究生开学典礼暨入

学教育。 

11 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罗一民率省政协科技委部分委员前往所（园）考察调研。 

11 日，―中科院南京分院科学巡讲团（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江苏分团）成立，汤诗杰、

李梅成为首批巡讲团成员。 

13 日，所（园）工会组队参加省直机关大众体育项目拔河比赛决赛，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8—22 日，我所科研人员吴文龙研究员等 8 人参加―第五届全国果树分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19 日，所（园）参加 2015 年全国科普日江苏主场活动。 

是月，我所主编的《中国主要暖季型草坪草种质创新与品种选育》一书荣获第二十八届华东

地区科技图书二等奖。 

10 月 

 17 日，湖北省荆州市林业局组织技术干部来我所考察学习中山杉栽培和利用技术。 

19—21 日，我所科研人员宣继萍、张计育和王刚参加―中国园艺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 

19—23 日，经济植物研究中心贾晓东、贾展慧及研究生罗

会婷参加由浙江大学和新西兰植物与食品研究所共同主

办的第二届果实品质生物学国际会议。 

20 日，―中科院南京分院系统‗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交流研

讨会‖在所（园）召开。 

22—23 日，所（园）举办―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项目

华东地区植物园培训班‖。 

23 日，刘建秀研究员被农业部聘为第七届全国草品种审定

委员会委员 

29—30 日，英国 Aberystwyth University（亚伯大学）生物、

环境和农村学院院长 Michael Gooding 教授一行六人来我

所开展合作交流，夏冰书记会见了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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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所（园）举行 2015 年度职工运动会。 

31 日，所团委、研究生党支部、研究生会组织在读研究生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1 月 

1—3 日，庄娱乐所长出席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 2015 年全体委员会议暨中国科学院

植物园学术论坛，汪仁、梁呈元参会作学术报告。 

3 日，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院长、―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首批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万人计划）郝海

平教授应邀来所（园）作―中药体内过程与机理‖的学术报告。 

6 日，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局长闫萍、副局长周建林率合肥植物园周耘峰园长、童效平副园

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来所（园）考察交流。 

6 日，江苏省植物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 

18 日，所（园）承办的第四届中国科学院植物园 ―名园名

花‖展暨―阆苑秋韵‖枫叶文化节开幕。 

25 日，郭忠仁副所长当选为江苏省花木协会副会长，园艺

与科普中心李亚主任当选为理事，观赏植物研究中心彭峰

研究员当选为监事会主席。 

12 月 

6 日，李梅、徐增莱参加南京科普作家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

大会，分别当选副理事长和副秘书长。 

7—15 日，所（园）举办以中层干部为主体的干部学习培训

会。 

21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

院长任继周教授应邀来所访问。 

22 日，中国花卉协会荷花分会理事、国际园艺学会（ISHS）会员、国际睡莲水景园艺协会

（IWGS）终身会员、上海辰山植物园田代科研究员应邀来所访问交流。 

24 日，所（园）召开―十三五‖规划工作交流会。 

31 日，所（园）举行职工登山活动。 

是年，由所（园）主持编著的《中国经济植物》（上卷）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