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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概览 

2012 年度，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南京中山植物园）在江

苏省委、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

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所（园）组织开展了“文化建设”、“科
研‘一三五’规划制订”、“北园建设”、“干部培训”等重点工作，引领日

常工作开展，实施了“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各项工作，在科学研究与科

技成果推广、植物园建设、科学传播与科普旅游、国际合作交流以及

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明显。2012 年，在全体科研人员坚持不懈和

艰苦努力下，重大项目执行与申报取得了实效。启动了国家重大支撑

项目专题“沿海围垦生态保护技术研究及示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

题“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理工程中植物优选及应用”等项目，“重要地

被生态景观植物新品种选育”作为科技部农村领域 2013 年备选课题

入库；“江苏特色观赏植物（彩叶、常绿和观花木本植物等）资源收

集开发业务建设”项目获得资助；与企业合作的“国家基本药物胞磷胆

碱钠制备工艺提升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了江苏省重大成果转化

专项资金扶持。年度科研合同经费与到帐经费较 2011 年度分别增长

了 54.6%和 21%。 
科研产出稳步增长。一批经济植物新品种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

（认定）：“苏植 2 号”杂交种通过农业部新品种审定；“宁植 2 号”黑
莓、“苏薄 2 号”薄荷以及“中山 2 号”甜叶菊等通过了江苏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鉴定；“金叶”紫薇、“金边”杂种胡颓子以及“威斯顿”薄
壳山核桃等通过了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与国际知名草业

集团 Barenbrug Group（百绿集团）合作育成的坪用型耐热优质高羊

茅品种 BareNing 通过了欧盟组织的 DUS 测试，正在办理 OECD 登录

事宜，为我国禾草育种专家参与国际联合育种提供了先例。此外，“中
山杉 302 扦插育苗技术规程”一批国家或地方标准通过审定与发布。

全年发表研究论文、专著、编著以及新品种、授权专利、地方标准的

数量保持了稳步增长。国际交流与合作稳步推进，先后出访了美国、

英国、俄罗斯、日本、捷克等国家和地区，并与来自美国、英国、德

国、韩国等国的专家和学者就植物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应用等进行合

作与交流。 
园区建设稳步发展。成功举办了“2012 欧洲花卉展览”，在小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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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房屋改造、景观布置等方面创新布局了“风之幻想、田园牧歌、

快乐农庄、天使之翼”等 4 个景点，实现了社会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蔷薇园改造完成了小品建设，新引进和栽植月季 150 种 5600 株，其

他蔷薇科植物 10 种，改造草坪 300 平方米；宿球根花卉园完善了人

工水池及岩石植物园（区）等的景观建设，调整新植木本种类 30 种

150 株、草本 20 种 3000 株，铺设草坪 1600 平方米。加强了新植植

物及温室植物的管养，及时观测植物病虫害发生情况，科学治理，控

制蔓延，始终保持了园区植物景观和环境的整洁。继续保持与国外相

关机构种子交换关系，全年共接收国内外植物种子 560 种，提供国内

其他植物园种子共 71份 56种。植物园围绕国家和我省科普活动主线，

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

普宣传教育活动，有效发挥了我所（园）科普基地的功能，也逐步扩

大着所（园）的社会影响力。 
2012 年，所（园）围绕生态江苏建设、现代高效农业建设和生

物技术新医药发展领域，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所有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科学发展、不断改革的坚持，离不开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关心，

离不开全所（园）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借此感谢社会各界对植物所

（园）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全体员工的热情奉献。今后，我们将继续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秉承“科学、创新、博爱、奉献”的精神，以所（园）“十二五”发展规

划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资源整合、团队培育和有效组织，

集成实施重大科研、建园和科普项目，实现所（园）跨越发展，为江

苏、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战略性生物资源储备、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江  苏  省
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南 京 中 山 植 物 园

〇二 一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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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重点工作 

2012 年，所（园）研究确立了开展“文化建设”、“科研‘一三五’规划制订”、“北园

建设”、“干部培训”等四项重点工作。为抓好落实，成立了 4 个专门工作组组织落实。通过 

一年的有效组织， “文化建设”形成了“文化建

设工作实施意见”；“科研一三五规划制订”形

成了“一三五规划”及“实施方案”；“干部培训”

完成了“集中培训”和“国内外学习考察”，使干

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执行力方面在整体上有

了明显提升；“北园建设”取得了建设前的各项

审批手续，部分工程项目已开工建设，各项工

作取得了成效。 
重点工作动员大会 

（一）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是现代科研院所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院所改革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和保

障。所（园）具有 80 多年的历史，几代人积淀了丰富浓厚的文化底蕴。为推进文化建设工作，

努力增强发展软实力，充分运用所（园）文化禀赋，引导培育优良的所（园）工作环境及和谐

向上的氛围，促进科研、建园、科普、管理等各项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成立所（园）“文化建

设”工作组，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步骤；召开全所动员大会，通过座谈会、报告会及考察调

研了武汉植物园、庐山植物园等单位，汲取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形成了“所

（园）文化建设实施意见”，将着手打造核心价值观，全面实施学术、制度、环境与形象等方面

的文化建设，着力于秉承传统和发展创新。  

武汉植物园考察调研  庐山植物园考察交流 

（二）科研“一三五”规划 

根据中科院对所属科研院所提出的“一个定位、三个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统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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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科研进展 

（1）一批经济植物新品种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认定）   

2012 年度我所培育的一批经济植物新品种通过国家或省级新品种审定（认定），其中，草坪

草‘苏植 2 号’杂交种通过农业部新品种审定，‘宁植 2 号’黑莓、‘苏薄 2 号’薄荷以及‘中山 2 号’甜

叶菊通过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鉴定，‘金叶’紫薇、‘金边’杂种胡颓子、屋久岛紫薇 1 号、

中山杉 27 号、中山杉 9 号、中山杉 405、 中山杉 406、宝森（Boysen）黑莓、Kiawa 黑莓以及‘威

斯顿’薄壳山核桃通过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以上品种通过审定（认定），将为我省乃

至我国园艺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品种支撑。 

经济植物新品种——金边胡颓子  经济植物新品种——中山 2 号甜菊 

屋久岛紫薇 1号秋叶 苏薄荷新品种 

中山杉 405、406 坪用型耐热优质高羊茅品种 Bar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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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与国际知名草业集团 Barenbrug Group（百绿集团）合作育成的坪用型耐热优质高羊茅品

种 BareNing（原编号 TF6-4）已经通过欧盟组织的 DUS 测试，目前正在办理 OECD 登录事宜。登

录后，该品种可在欧共体国家生产销售。按照合作协议，我所可分享其中收益。这为我国禾草育

种专家积极参与国际联合育种提供了先例。 

（2）一批国家或地方标准通过审定 

我所主持起草的“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何首乌”送审稿通过农业

部组织的专家组审定。我所负责起草的“中山杉 302 扦插育苗技术规程”、“蓝莓扦插育苗技术规程”、

“薄壳山核桃早实丰产栽培技术规程”、“中山杉苗木质量分级”和“茉莉扦插育苗技术规程”五项江

苏省地方标准也通过了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的审定。我所负责起草的中国甜菊协会颁布的

行业标准“无公害糖料作物甜菊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发布实施。 

（3）脉络宁制剂现代质量控制体系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 

我所与金陵药业股份公司合作，运用多种现代分离纯化及结构鉴定技术，对脉络宁注射液的

化学成分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通过化学成分分离鉴定研究，从中共分离

鉴定了 27 个单体化合物，其中 1 个为新化合物，命名为脉络宁酯，并成功设计合成了该化合物，

9 个化合物为首次从脉络宁注射液中分离得到，为脉络宁注射液药效物质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也

为科学合理地选择质量控制指标奠定基础。自 2009 年签订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协议以来，开展

实质性合作项目 5 项，获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 项，企业受让我所自主专利权 3 项，双方

合作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 项。三年来，仅脉络宁指纹图谱检测技术 1 项成果就为企业直接创造经

济效益累计达到 3000 万元。 

 
 从脉络宁注射液中分离得到新化合物——脉络宁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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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平台建设 

（一）江苏省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 

1992 年成立，为依托于我所的省级

重点实验室。研究领域涉及植物分类学、

植物遗传学、植物分子生物学、植物保护

生物学等，主要以华东地区特有和珍稀濒

危植物及其它重要资源植物为对象，利用

进化生物学、保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及

植物生理生化等手段和技术，在种质有效

收集和保育的基础上，将引种和价值评价

方法、生物多样性形成机制、致濒的遗传生态机制、逆境生理生态基础、功能基因的遗传基

础等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为保护江苏及华东地区重要植物种质和资源提供科学基础和指导，

并利用常规和现代生物的育种方法，不断为江苏、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提供植物优良抗逆高产新品种。 

实验室拥有实验用房 3 000 m2，标本馆 1 200 m2，实验温室 600 m2，办公用房 400 m2。

实验用地约 55.3 hm2。实验室拥有 5 万元以上大型实验仪器近 60 余台（件），价值 600 余万

元。 

现有科研人员近 30 人，平均年龄低于 40 岁。目前有研究员 13 名，博士学历人员 21

人，硕士学历人员 6 人，其中享受特殊津贴专家 1 名，“六大高峰人才”2 名，另外实验室

目前还有国内外客座研究人员 22 名。 

2012 年到帐纵横向经费资助 2320 余万，其中纵向项目近 9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5 项，单项经费 50 万以上的项目 11 项；发表论文 18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近 30 篇，出

版专编著 3 部；申请发明专利 33 项、获得授权 10 项，制定行业标准 1 项，认定植物新品种

12 个。 

2012 年度实验室重点加强了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以实验室为主，参与组织了所（园）

园庆学术报告会等大型学术活动；以各中心为主，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学交流 10 人次以上，

并采用期刊导读、专题交流、合作访问等形式，定期组织中心内部学术活动；组织科技人员

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30 人次以上。 

利用省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所财政资金以及共建实验室委托研究经费，实验室加强开

放课题资助力度，结合江苏沿海开发战略，资助相关研究 6 项；实验室参与了南京钟山生命

科技园和江苏省仪器共享交流协作平台，科技人员以项目合作、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等形式

为江苏（全国）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实验室良性运行和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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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省药用植物研究开发中心 

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为依托于我所的江苏省高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心定位于“三药”

创制工程中的药用植物资源应用基础性研究，立足于为中药现代化服务。运用多学科手段开

展伞形科、薯蓣科、大戟科等重要药用植物类群的植物分类与系统演化研究；药用植物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包括：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品质评价、种质创新、珍稀濒危药

用植物保护等基础性研究工作；药用植物活性成分分离、纯化及结构鉴定、先导化合物优化

及生物活性研究，并按新药评审要求开展临床前研究工作，学科涉及天然产物化学、植物遗

传、植物生理、植物分类、药用植物栽培等领域。 

现有实验室及场所 3 600 m2，

药用植物资源圃约 4 hm2，设有

7 个专业方向实验室，各类仪器

百余台，其中大中型仪器 40 余台

（套）。科研人员 28 人，其中中

高级研究人员 26 名，硕士以上学

历 20 人，科研队伍精干，已形成

45 岁以下科研骨干为主体的科

研群体。中心每年培养植物学硕士十余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2 名以上。 

目前开展的主要工作有伞形科植物香豆素杀虫活性研究、灰毡毛忍冬次皂苷乙抗肿瘤分

子机制的研究、治疗糖尿病中药 5 类新药 EJA 的临床前研究、复方中药“宁心红杞胶囊”

抑制卵巢颗粒细胞凋亡活性成分研究、抗上呼吸道感染中药五类新药临床前研究、江苏海滩

盐生植物天然产物的分离鉴定、江苏道地药材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脉络宁注射液化学成分研

究、石蒜科植物抗肿瘤活性化学成分研究，以及淮山药深度开发技术中间试验等；药用植物

功能基因的分离、克隆，包括：药用植物重要活性成分关键合成酶的基因克隆及功能分析、

分子修饰及转基因研究；本草学与民族植物学研究。 

2012 年到帐纵横向经费资助 670 余万，其中企业委托横向项目经费接近一半，单项经

费 50 万以上的项目 4 项；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 篇；申请发明专利 22 项，授

权发明专利 4 项，新品种审定 3 个，建立行业标准 1 项；改版并维护运行中国中药材 GAP

网网站；合作主编了《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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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中心 

1. 网络中心   网络平台是我所（园）科研、建园和管理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推动着

所（园）向数字化目标迈进，是我所（园）重要的公共基础服务平台。2013 年信息中心努

力推进所（园）网络平台建设，以服务所（园）发展。目前有管理人员 3 名。 

2012 年度，网络网站重点围绕优化网络线

路、做好所（园）网站、升级网络带宽和优化网

络终端的管理及筹备网站改版等方面开展工作。

本年度升级了所（园）邮件管理系统；加强了机

房安全管理和服务器的安全防护；继续推进了办

公软件正版化工作；完成了所（园）网站相关信

息往“江苏文明单位在线”的迁徙工作；将网络带

宽提升至 20M+30M，极大改善了所（园）职工

的网络使用条件。 

2012 年度，所（园）网站总点击量约 12 万人次，更新文章 2800 篇，点击量及发文量

均创 3 年来的新高。本年度对英文网站版面进

行了优化和更新；对网站有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和适当简化；完善了投稿系统，并结合科普、

人才引进等多次制作了漂浮广告。所（园）网

站客观全面地对所（园）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宣

传报道，“走进植物园”子网起到了良好的科普

教育作用，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另外，还

完成了所（园）在“江苏文明单位在线”版面设计、调整、栏目划分，并对自 2010 年以来的

各类文章进行归类整理，完成了部分栏目内容补充完善工作。 

目前中药材 GAP 网（www.tcmgap.com）已成为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专业网站。网站年

发表、编辑转载新闻报道总计 1000 余篇，

编写独家专题新闻报道 10 余篇，其中发表

的各类学术会议和中药材产地调研专题报

道被许多网站引述或转载。2012 年对 GAP

网站进行了改版，改版后的网站首页更加清

新，功能更加全面，重点更加突出。新增加

了博客、群组、品牌空间等功能，以满足不

同用户群体的需求。 

2. 图书馆   本所的图书馆包含阅览室和图书馆 2 部分，阅览室主要为读者提供现刊及

工具书现场查阅，而图书馆主要为读者提供过刊及书籍外借。保藏的书刊涵盖了植物学、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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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植物生理学、园艺

学、药用植物学、植物育种学以及化学、农

学、林学、环境保护等学科，有较完备的植

物志及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的成套期刊。植

物分类学、园艺学以及本草学的论著也较丰

富。经过 80 多年的积累，目前本馆藏书量 6

万 3 千多册（包含中外文图书 35 285 册、中

外文期刊合订本 28 005），另有古籍 200 余

部 500 余册。目前有专职管理人员 2 名。 图书古籍 

2012 年对全所职工的外借图书进行了核查工作，已核查图书 3258 册。本年度共计订购

中文图书 25 册，中文报刊 95 种、外文期刊 14 种，收到交换或赠送的原版期刊或图书 72

册，已全部登记、编目后供上架借阅；与国内外 80 家单位建立期刊交换关系，全年共接待

读者近 1200 人次，其中资料阅览室约 1 000 人次，借出及归还书籍约 830 册。继续与江苏

科技情报所合作，开通“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2012 年“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

量达 59800 篇。 

3.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由我所主办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 CSCD 核心期刊；在第

二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被评为“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在 2011—2012 年学术

期刊分学科排行榜——生物学的 81 种期刊中排名第 13 位，为生物学类排名前 20 位中惟一

的江苏省期刊。本刊也为国内外众多的刊库所收录：CA、

Biosis、Elsevier’s、CABI、AGRIS、乌里希期刊指南、中

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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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学文摘数据库、中国农林文献数据库、

中国林业科技文献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数据库、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等。已成为我国植物资源与环境相

关研究领域中重要的学术期刊。 

2012 年期刊页码增加至 120 页，顺利完成了《植物资

源与环境学报》第 21 卷 1-4 期稿件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等

工作；全年共刊登论文 75 篇，其中研究论文 64 篇、研究

简报 9 篇、综述 2 篇。本年通过邮发的发行量每期在 475 份左右。 

2012 年学报被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为生物学类核心期刊；在武汉大学中

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学报被评为“RCCSE 中国核心学

术期刊（A）”，排名第 15 位。至此，本刊已入编中文科技期刊全部的 4 个核心库，即“北

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核心期刊”和“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2012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报告本刊的影响

因子为 0.846，《2012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报告本刊的影响因子为 0.738，

而《2012 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报告本刊的复合影响因

子为 1.077、期刊综合影响因子 0.792、基础研究影响因子 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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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筛选方面

 为江苏省核

栗种质 180 份

及薄壳山核

种苗 10 万株

012 年在前期

分析、果实中

山核桃新品种

科研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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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   于

主要建设目

病药物药理药

技术服务。

 

实验室、抗糖

病植物种质资

白子菜、枇杷

发表 SCI 论文

项。在该中心

位 1 000 多种

然产物的提取

面的人才培训

核桃板栗技术

份、薄壳山核

桃早实丰产示

株，举办各类技

期板栗和薄壳

中含油率和脂

种获得江苏省

设 

于 2011 年由

目标为建成抗

药效筛选平台

生物安全柜

糖尿病药物药

资源圃正在建

杷叶以及二色

文 3 篇，EI

心自组建以来

。引进高级人

取分离鉴定；

训和技术咨询

术服务平台，

桃种质 50 份

示范基地 3.3

技术讲座 5 次

壳山核桃种质

脂肪酸等内含

省林业局新品

由江苏省科学

抗糖尿病植物

台及天然产物

柜（Thermo 13

药理药效筛选

建设之中。依

色补血草等研

论文 2 篇，

来，已经分离

人才 1 名，培

各种化合物

询。 

2008 至 20

份，建成板栗

3 hm2 和 0.67

次，技术指导

质资源品种收

含物测定等研

品种认证。板

学技术厅批准

物种质资源圃

物数据库，为

300 Series A2）

选实验室、抗

依托于该中心

研究项目获得

中文核心论文

离天然化合物

培养硕士生 4

物抗糖尿病活

010 年实施建

栗和薄壳山核

7 hm2 良种规

导 600 人次以

收集保存，以

研究的基础上

板栗获得中央

准下达

、抗

为全省

） 

抗糖尿

心的申

得了资

文 12

物 200

名，

活性筛

建成。

核桃优

规模化

上，

及单

上，选

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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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科技推广项目 100 万元资助，在江苏金坛等地推广应用板栗良种早实丰产技术。薄壳山

核桃种质资源的多样性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编号：31200502），

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得到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BE2012349）的资助。研究平台的建设对后续

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的作用初步显现。 

板栗资源圃 薄壳山核桃种质资源圃 

新品种‘威斯盾’果实 新品种‘马罕’果实 

3. 江苏特色观赏植物资源收集、开发和服务体系建设   为江苏省省属公益院所特色业

务建设项目。2009 至 2011 年实施建成。通过项目实施，采集特色观赏植物 153 属 210 种共

计 733 份种源，累计保存资源 161 属 243 种 2 133 份种源，完成对 655 份禾草资源的观赏价

值及抗逆性（抗盐性、耐酸性、抗寒性、抗旱性）的系统鉴定和机理研究。建立了特色观赏

植物评价中心、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

（南京）、禾本科专类园、宿球根花卉

专类园、岩石园以及中山像常绿示范草

坪。培育草坪草新品种（系）7 个、观

赏草新品系 10 个。完成了石蒜花期调

控研究，建立了快繁体系，制定了栽培

技术规程。在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示

范推广草坪草新品种累计面积达 100 余

万平方米，推广观赏草面积达 10 余万

平方米。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50 篇，其中 SCI 论文 13 篇，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出版专著《中

中山广场草坪草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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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要暖季型草坪草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利用》。建立了江苏特色观赏植物信息数据库，共享

信息 2217 条。培训园林技术人员 600 余人次。 

3. 草坪种质改良与繁育工程中心   为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0 年立项，计划

于 2013 年建成。共收集 8 属 20 种 1227 份草坪草种质资源（品种），拥有设施完备的试验地

0.67 hm2，试验温室 350 m2，设

施完善的实验室 100 m2 左右，

可满足草坪植物遗传育种、生理

生化、组织培养、分子生物学以

及栽培试验等各方面的实（试）

验需要，在南京近郊拥有 3.3 hm2

的中试基地，并建有禾本科专类

园，为草坪草新品种选育、栽培

管理技术研发、种质繁育及示范

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心通过系统选育、杂交育种、诱变育种、体细胞变异以及转基因技术选育抗逆优质

草坪草新品种（系）5 个。其中，‘苏植 2 号’杂交狗牙根已通过农业部审定。与国际知名草

业集团荷兰 Barenbrug Group 联合育成的

耐热优质高羊茅品种 Barening（TF6-4）

通过欧盟组织的 DUS 测试。在江苏省中

科院植物研究所、江苏足球训练基地、南

京江宁大学城、上海等地建立新品种示范

草坪 500 亩，以示范和展示草坪草新品种

和新技术，为其大面积推广创造条件。自

主选育的国审品种‘阳江狗牙根’被推选为

2013 年亚青会和 2014 年青奥会足球场建

设的重要草种，目前正在推广之中。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发表论文 11 篇，其中 SCI 论

文 5 篇。承担国家级项目 8 项，省级项目 3 项。通过与企业合作，采用技术培训、讲座、简

报、网站等方法，引导公司应用草坪草新品种和新技术，举办讲座 2 次，技术咨询和技术指

导 200 人次以上。 

4. 江苏省特色观赏植物（彩叶、常绿和观花木本等）资源收集和利用项目  为江苏省

省属公益院所特色业务建设项目，2012 至 2014 年实施建设。项目以彩叶植物、常绿植物和

观花植物等木本植物的种质资源收集和保护、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数据信息服务系统、相关

人员的教育和培训等为核心内容，致力于建设立足江苏、面向华东地区、服务全国，具有国

内一流水平的江苏省特色观赏植物资源保护和开发体系，其中彩叶植物槭树属、落羽杉属和

禾本科专类园

‘苏植 2 号’杂交狗牙根通过农业部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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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观花植物紫薇属、蜡梅属的收集保存数量要分别达到国内最多，为全省相关科研教学单

位的观赏植物的科研和育种提供资源、技术和信息支撑，为我省农业现代化和绿色江苏建设

做出重要贡献。2012 年本项目进展顺利，取得如下阶段性成果： 

（1）金薇、金边胡颓子、中山杉 405 和中山杉 406 等 4 个林木新品种被江苏省林业局

认定为省级林木良种；获得江苏省地方标准 1 项，申请专利 2 项，发表文章 1 篇。 

（2）在植物园内完成种质资源圃土地规划和基本建设 20 亩，建立育种基地 30 亩，在

我所六合苗木基地建立产业化基地 100 亩，建设温室 3 600m2。 

（3）利用扦插、嫁接等方法繁育新品种 5.5 万株。 

（4）研究中山杉加工利用技术，在对中山杉木材样品进行物理力学性质、纤维特性和

化学成分分析的基础上，研制中山杉胶合板、纤维板和造纸加工技术和工艺，开发出木材加

工样品。 

（5）专类园建设顺利开展，其中岩石园建成雏形，引种植物种类 100 种；槭树园扩建

区完成 15 亩林分清理；蔷薇园改造一期完成，引种月季品种 120 种，蔷薇科 10 种；2013

欧洲花卉展，引进品种 50 个，15 万球；紫薇调查了 40 余个品种，初步认定 4 个新品种，

收集保存种质 50 份；楸树种质收集 300 余份，包括 10 个品种。 

楸树嫩枝扦插 楸树推广种植 

 
中山杉优良无性第繁殖 红豆杉种质保存圃 

5. 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六合基地   是我所集科研、示范推广、科普教育为一体的

综合性示范基地，地处南京六合区雄州街道山北村，面积约 26.9 hm2，为全省苗木种植户提

供园林观赏植物新品种、繁育新技术、栽培新模式，并带动农民致富。目前种植品种多为我

所自有科研成果（如中山杉、草坪草）和新优园林绿化苗木（如美国薄壳山核桃、美国蜡梅、

七叶树、台湾含笑、日本福氏紫薇等）及结合项目推广的品种（如冬青品种、色叶树种、珍



稀苗

赏植

共服

处理

浙江

新挖

建设

程，

200m

组培

木 1

 

人民

科院

全国

体系

利用

术研

品深

房及

十余

色补

苗木等）。基地

植物标准化繁

服务中心”、“

2012 年主要

理、对 500 余

江樟、多花含

挖掘了排水沟

设。在江苏省

修整原有钢

m2，道路修整

培室 30m2；（

0 万株，苗木

6. 中国科学

民政府共同组

院南京土壤研

国，致力于构

系，实现沿海

用的技术水平

研发中心、沿海

深加工技术研

及配套设施 5 

2012 年，我

余种植物，目

补血草的黄酮

地已成为园林

繁育与推广公

“南京市植物

要完成工作有

余株病虫害严重

笑等小规格苗

沟渠。整理并

设施园艺项

钢架大棚 1 00

整 3 000m2，

（3）启动了部

木销售额 17

学院南京分院

组建的江苏省

研究所、河海

构建以东台为代

和滩涂资源开

平。研究院设立

海滩涂盐土农

研发中心，以及

000 m2，在

我所在滩涂研

前植物生长

酮类成份进行

科

林观赏植物优

公共技术服务

物景观生态工程

有：（1）规范

重的复叶槭和

苗木进行了重

翻耕土地约

目和农业三新

0m2，新建钢

围网搭建 10

部分新品种的

万余元。 

院东台滩涂研

产学研重大载

大学等为主要

代表的江苏沿

开发利用的安

立沿海滩涂围

农业与高效农

及技术集成和

东台弶港方南

研究院试验示

良好，并对海

行了分离、鉴

科研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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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品种的繁

中心”、“南京

程研究中心”

基地苗木整理

和长势较弱的

重新移栽和定

100 亩，为来

新项目等资助

钢架大棚 1 00

00m2、铺设

的扩繁和销售

六合基地

研究院（共建

载体。成立于

要技术支撑单

沿海水、土、

安全和有序化

围垦工程技术

农业利用技术

和产业化部、

南垦区内拥有

示范基地引种

海滨锦葵的木

定和活性研究

设 

繁育研究平台

京市园林观赏

”和“六合雄

理。对枫香、

的美国腊梅、

定植，在七叶

来年的生产作

助的基础上，

00m2、工作场

喷灌设施 30

售工作。利用

建）  是由中

于 2010 年，

单位。研究院

生物资源高

化，大幅度提

术研发中心、

术研发中心和

、技术平台部

有试验示范基

种试验北沙参

木脂素类成分

究。 

台，并被授牌

赏植物新品种

雄州现代农业

光皮树等 2

红叶石楠等

叶树等约 100

作好准备。（2

完成基地基

场地改造 1 0

0m、打设深

用改造完成后

中国科学院南

2013 年完成

院立足东台、

高效循环利用

提高资源利用

新垦滩涂快

和沿海滩涂绿

部和技术培训

基地 333.5 hm

参、海滨木槿

分、海蓬子的

牌“江苏省园

种快繁技术推

业科技示范园

2 000 株进行

等进行了清理

亩易集水地

2）加强基础

基础设施的改

000m2、房屋

深水井 1 口，

后的温室，繁

南京分院与东

成建设。我所

服务江苏、

用的良性生态

用效率和资源

快速治理与培

绿色食品与生

训部，现有研

m2。 

槿、滨梅、马

的三萜类成分

林观

推广公

园”。 

行截干

理、对

地段重

础设施

改造工

屋装修

改建

繁育苗

台市

所和中

辐射

态农业

源开发

培育技

生物产

研发用

蔺等

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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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生药用植物北沙参 铅污染生态修复耐盐植物马蔺 

 
杜松烷型倍半萜（海滨锦葵） 降三萜皂苷（北美海蓬子） 

 
7. 江苏省盐土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共建）  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与财政厅 2011

年批准建设，实验室依托于盐城师范学院，我所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共建单位。实验室主

要开展原创性的盐土生物资源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着力开发具有应用价值的新

产品和新技术。以盐土生物多样性与适应机制研究为基础，以盐土生物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

盐土生物农业种质资源开发与配套技术研究为重点，注重科技创新，促进沿海盐土地区生物

资源研究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实验室主要在滩涂生物资源、盐土农业、滩涂养殖等技术领

域开展研究工作。重点研究方向为盐土生物多样性与适应性机制研究、盐土生物资源开发与

综合利用、盐土生物农业种质资源开发与配套技术研究。2012 年，我所所长庄娱乐研究员

当选是实验室副理事长，刘建秀研究员当选为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先后参加了第一届理

事会和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组织申报并承担了 6 项实验室开放课题，在耐植物筛选、化学成

分研究和耐盐基因发掘等方面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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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组介绍 
 

植物系统演化及功能基因进化研究项目组 

 

组    长 

杭悦宇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工作人员 

郭建林    博士    助理研究员 

孙小芹    博士    助理研究员 

李密密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彭    斌    博士生    2011 

庞  慧  硕士生  2010 

严琴琴  硕士生  2011 

李  莹  硕士生  2011 

郭海松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通过在植物系统演化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薯蓣科、十字花科的分类、亲缘地理、分子系统、  繁

育系统、比较遗传学等研究，探索被子植物、单子叶植物的起源、分化、发育重建等科学问题。通过 TIR

基因、芥酸合成基因、茶的儿茶素成分调控基因等的研究，探索功能基因在大植物系统、单子叶植物演

中的进化模式、适应性进化等科学问题。 

联系方式：hangyueyu@21cn.com，025-84347052 

重要研究进展： 

1. 薯蓣属、何首乌居群植物条形码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在采集中国薯蓣属绝大部分种类及各 5-10

个居群样品的基础上，通过国际通用 DNA 条形码序列，评价其对薯蓣属植物的鉴定作用，构建了薯蓣

属 DNA 条形码序列数据库及集标本、图片、DNA 条形码数据等于一体的信息资源库，为薯蓣属植物

的物种鉴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PLOS ONE。 

在收集中国 17 个省的野生和 4 个栽培品何首乌的基础上，对何首乌的 19 个外观性状进行田间试验

记录，编写的《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何首乌》已通过国家农业部专家组的评审，

将于 2013 年作为国家标准颁布。同时，利用 rbc L、mat K、psbA-trnH 和 ITS2 构建 DNA 条形，评价其

对何首乌各居群的鉴定作用。该研究成果被 Genet Mol Res 接受发表。  

2. 茶及近源植物的儿茶素成分对称表达的调控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利用茶和近源植物的亲缘关系相

近而主要儿茶素成分手性对称表达的实验材料，通过对毛叶茶进行高通量转录组测序（RNA-Seq），拟

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由无色花青素向表型儿茶素（顺式）和非表型儿茶素（反式）反应过程中的 LAR

等编码基因进行分析；测定茶近缘植物转录组并与已经公开的茶转录组进行分析、比较；运用 RACE 

(rapid-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 cDNA 末端快速克隆) 技术获得茶近缘植物和茶全长 LAR、ANS、ANR，

并利用实时定量 PCR（qRT-PCR）技术，测定其 LAR、ANS、ANR 动态表达量，分析与儿茶素成分的相

关性，阐明茶组近缘种间儿茶素类成分手性对称表达的分子调控机制的科学问题。2012 年度已完成了茶

近缘植物高通量转录组测序以及序列注释分析。 

3. 江苏道地药材的研究继续获得新进展。2012 年度在 J Med Plants Res 发表的“Study of specific 

RAPD-SCAR marker for the endangered Chinese endemic herb Atractylodes lancea.”，是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江苏 5 种道地药用植物物种及道地性分子鉴别研究” 结题后的又一个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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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次生代谢生物工程研究项目组 

 

组  长 

汪  仁  博士  副研究员  硕导 

工作人员 

夏  冰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徐  晟  博士  助理研究员 

江玉梅  硕士  助理研究员 

贺  佳  硕士  助理研究员 

李晓丹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袁惠燕  博士生  2010 

郑  超  硕士生  2010 

别庆玲  硕士生  2011 

江宜龙  硕士生  2011 

傅江燕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药用植物次生代谢物合成及调控分子机理、功能基因克隆与基因工程应用的研究，主要包括：

石蒜加兰他敏合成途径功能基因的克隆及基因工程应用研究；等紫杉醇合成途径、功能基因及其基因工

程应用研究；利用基因工程方法改良药物生产工艺的研究。 
联系方式：wangren@126.com，wangren@cnbg.net，025-84347111 

重要研究进展： 

1. 完成了石蒜属植物忽地笑的全转录组测序工作，采用 Roche 454 GS FLX 平台，我们完成了忽地

笑转录组的测序工作，共得到了 937 990 条高质量的 EST 序列（raw data），其中有 66 197 个单一序列

被鉴定，为加兰他敏合成途径的功能基

因、分子调控机制及生物工程法合成奠

定了基础，也为石蒜属植物其他方面的

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很好的参考文库。 

2. 利用基因工程方法，构建了能高

效生产国家基本药物胞二磷胆碱（神经

保护类药物）基因工程菌株，以该项研

究内容为基础，本单位作为技术依托单

位与天马医药集团天吉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合作成功申报江苏省重大成果转化项目资金的资助。 

3. 建立一种双瓣茉莉的离体快速繁殖方法，为规模化生产和繁殖以满足市场需要提供技术支撑。采

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繁殖茉莉，不仅不受外界条件的影响，四季皆可进行，节约苗木占地，降低生产

成本，而且可以保存母体的全部优良性状，遗传性状稳定。这种方法可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量的优良试管

苗，进行规模化、工厂化生产，为观赏园艺、香料、制药等产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该项技术已成功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 从石蒜属植物中分离到一种植物抗稻瘟病真菌蛋白（LrPR4）及其编码基因。将该基因或与之同

源的编码相同功能蛋白的 DNA 序列导入大肠杆菌，诱导并纯化出活性蛋白，将该蛋白置于培养基上能

有效的抑制稻瘟病菌的繁殖生长。该蛋白及其编码基因对于植物抗稻瘟病类病害机制的研究以及提高植

物的抗稻瘟病特性和相关性状的改良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际意义，将在植物的抗稻瘟病基因工程改良中

发挥重要作用，应用前景广阔。该项成果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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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糖尿病药用植物和香料植物资源研究与开发项目组 

 

组    长 
陈    剑    博士  助理研究员 
工作人员 
李维林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任冰如    博士    研究员    硕导 
梁呈元    博士  副研究员    硕导 
马    丽    博士    助理研究员 
吕    寒    硕士    研究实习员 
刘    艳                实验师 
研究生 
王海棠    博士生    2009 
于  盱  博士生  2010 
王琳珊  博士生  2012 
陈智坤  硕士生  2010 
滕杰辉  硕士生  2011 
赵  磊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抗糖尿病植物资源收集、评价，天然降糖活性成分提取分离、纯化与结构鉴定以及治疗糖尿

病天然药物研制；香料植物资源收集、评价及分子辅助和基因工程育种。 
联系方式：chenjian80@aliyun.com，lwlcnbg@cnbg.net；025-84347081，84347002 

重要研究进展： 

1. 江苏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抗糖尿病药物筛选技术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进展顺利，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目前已建成抗糖尿病天然产物提取分离实验室、抗糖尿病药物药理药效筛选实验室，抗糖尿

病植物种质资源圃、抗糖尿病天然产物数据库初步建成。构建了酶学水平的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α-淀

粉酶抑制剂、蛋白酪氨酸磷酸酶（PTP1B）抑制剂、二肽基酶Ⅳ（DPPⅣ）抑制剂及细胞水平的葡萄糖

转运等方面的多个药理模型，可对外提供降血糖活性筛选服务。 

2. 开展了治疗糖尿病中药 5 类新药 EJA 的临

床前研究，研究原料药和制剂工艺各 1 个，拟定

原料药和制剂质量标准各 1 份，开发供治疗糖尿

病临床应用研究用产品 1 个，形成中药 5 类新药

临床前研究完整资料 1 份，可申报国家新药临床

研究批文。 

3. 对菊三七属两种降糖植物的活性成分进行

了深入研究，从中分离得到单体化合物近 50 个，

活性筛选证实多个单体化合物呈现显著的降血糖

活性，具有进一步的研究开发利用价值。 
治疗糖尿病用 EJA 片 

4. 进行了薄荷柠檬烯合酶（MhLS）和牻牛儿基焦磷酸合酶（GPPS）基因的研究，建立了高效稳定、

重复性好的薄荷转基因体系，完成构建了薄荷液泡膜逆向转运蛋白基因 NHX1 的克隆工作表达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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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物化学成分研究与利用项目组 

 

李龙柱        实验师 

孙  浩        实验师 

赵友谊        实验师 

王奇志  博士  助理研究员 

陈  雨  博士  助理研究员 

赵兴增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管福琴  硕士  助理研究员 

印  敏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黄海波  硕士生  2010 
师  琪  硕士生  2010 
刘文娟  硕士生  2010 
张丹玉  硕士生  2011 
吴  双  硕士生  2011 
白  柏  硕士生  2012 
邱  萍  硕士生  2012 

组  长 

王  鸣  学士  高级实验师 

工作人员 

冯  煦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单  宇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天然产物化学。主要从事药用植物以及海洋（海滩）天然产物的分离、纯化、结构鉴定、结

构改造及其生物活性研究，并按新药评审要求开展新药临床前研究；同时，还进行常用中药化学成分的

基础研究，活性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和动态变化规律研究。 

联系方式：fengxu@cnbg.net，025-84347158  

重要研究进展： 

1. 麦麸中苯丙酸酯黄酮苷类化合物多靶点抑制大肠癌作用机制研究。完成小麦新苷通过对

Akt-mTOR 通路调控作用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研究；小麦新苷及其结构类似物抗氧化活性研究。 

2. 脉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制体系中关键技术的研究。通过各种现代柱层析分离手段，对脉络宁酯

浸膏加碱灭菌后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离纯化，鉴定了 10 个与前期不一样的单体化合物，其中新化合物 1

个，新天然产物 1 个，新增加首次从脉络宁注射液中发现的化合物 8 个。对合成的“脉络宁酯”进行了抗

炎体外药效实验证实其具有较好的抗炎活性。应用 HPLC 分析脉络宁注射液中的糖类成分及含量。 

3. 围绕沿海滩涂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从海滨锦葵、海滨木槿、海蓬子中分离鉴定 50 余种化合物，

并对其进行了体外抗肿瘤和抗炎实验，结果显示其中 3 种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从盐角草属植

物中分离、鉴定了 14 种皂苷成分。 

43. 继续对灰毡毛忍冬、北美海蓬子、盐角草、海

滨锦葵、海滨木槿、永瓣藤等植物化学成分展开系统

研究。分离得到的化合物主要为天然产物中难分离的

水溶性苷类成分及微量成分。首次从研究对象中分离

得到新颖 4 个类型化合物，如从灰毡毛忍冬中分离得

到的二萜类成分，从北美海蓬子中分离得到的降三萜

类成分，从海滨锦葵中分离得到倍半萜类成分等。其

中从海篷子中得到的化合物经体外药效筛选，结果显

示具有较好的抗肿瘤和降血脂效果。 灰毡毛忍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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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资源项目组 

 

组    长 

徐增莱  博士  研究员    硕导 

工作人员 

于金平    硕士    高级实验师 

史云云                实验师 

研究生 

陈 晨  硕士生  2009 

杨海月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药用植物学、植物资源学、本草学和民族植物学。 

联系方式：xuzl5194@sohu.com，025-84347027 

重要研究进展： 

1. “冬虫夏草鉴定研究”项目通过南京市科委的成果鉴定。本项目采用粉末鉴定、核磁共振波谱、气

质联用、X-射线和 ICP-MASS 等多种现代分析技术对冬虫夏草及其混伪品进行鉴定，以多个指标对冬虫

夏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 冬虫夏草虫体胸腹之间消

化道残迹的形状是较好的鉴别特征，与腹足特征结合判定

极为有效；(2) 正品冬虫夏草均具有虫体表皮碎片被锥形

刚毛的特点，为较稳定的鉴别特征；(3) 核磁共振氢谱可

以作为区别冬虫夏草及其混伪品的鉴别方法，目前国内外

均未见报道；(4) 冬虫夏草及其混伪品的挥发性成分主要

为酯类和激素类，冬虫夏草和凉山虫草的挥发性成分种类

较少，而亚香棒虫草、蛹虫草明显较多；(5) 证实 X 射线

成像是检验金属掺假的有效方法；采用 ICP-MS 对虫体、草体部分的 32 种无机元素进行分析，其中钒、

铬、钴、镍等 26 种元素未见报道。本项研究适用于生产销售企业对冬虫夏草真伪进行鉴定，并可部分判

定其品质。方法安全可靠。 

2. 开展植物学古籍整理研究，完成“中国生物学古籍目录”4 000 种。应邀在第六届中国民族植物学

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亚太民族植物学论坛上作题为“我国古籍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方法与近况”大会报告。 

 野外植物资源调查  本草学和民族植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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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资源研发项目组 

 

组    长 
王年鹤    博士    研究员    硕导 
吕    晔    学士    研究员    硕导 
工作人员 
韦    敏    博士    助理研究员 
汪    琼    硕士    助理研究员 
宋萍萍    硕士    助理研究员 
林丽萍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汝文文  硕士生  2010 
李  英  硕士生  2011 

研究方向：珍稀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开发、生殖健康产品研发研究；  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开发与伞形科植物化学分类学

研究；植物资源农药的研制开发。 

联系方式：lvyenj@yahoo.com.cn，025-84347037；wangnh2003@yahoo.com.cn，025-84347075 

重要研究进展： 

1. 部分天然香豆素成分的杀虫活性及构效关系研究。对伞形科植物白芷、紫花前胡及芸香科植物九

里香中化学成分进行提取分离纯化，得到的化合物进行杀虫活性筛选；按照项目合同研究内容和目标进

行，已从 3 种植物中分离了三十几种化合物，部分进

行杀虫活性测试和抑菌活性测试，结果显示几种化合

物具有杀虫活性或是抑菌活性，已申报专利 5 项，授

权专利 2 项。 

2.多靶点抗血栓毛冬青甲素类五环三萜的构效

关系研究。对冬青科植物毛冬青中化学成分进行提取

分离纯化，得到的化合物进行抗血小板聚集活性筛选；

已从该植物中分离了几种化合物，部分进行抗血小板和抗菌活性测试，结果显示几种化合物具有抗血小

板活性，已申报专利 1 项，发表 SCI 文章 1 篇。同时对 Ilexgenin A 的结构修饰已经完成了构建共轭双键

的关键步骤。药理实验同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下一步将继续进行化合物的分离，结构

修饰和药理活性筛选。 

3. 保健食品研发研究：受委托合作开展莊医生牌骨

健胶囊、护肝胶囊、灵芝茶油软胶囊的研制开发以及多

维元素片的研制等。 

4. 山桅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与溧水县合

作，共同打造山栀产业发展的科技平台，加强山栀生产

科技推广。利用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的平台，深入开展山

栀生产技术攻关、加强种子种苗选育工作，提高山栀栽

培科技示范基地技术水平，通过规范种植山栀，提高质

量，科学管理和采收。推动溧水县栀子产业发展。  指导山栀栽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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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首次

对称性的

瓣开始发

成与演变

称性基因

2. 伞
子芹属的

化及其植

学研究。

子芹属的

新确认、

间亲缘关

础上，建

为客观的

属分类系

提出了棱

3. 江
浙江、深

伞形科植物分

向：植物经典

式：naslqx@y

究进展： 

芫荽花不对称

次在伞形科植

的相关基因，

发生的时间点

变：基因-发育

因 CYC 克隆，

伞形科棱

的系统演

植物地理

在对棱

的种类重

弄清种

关系的基

建立了较

的棱子芹

系统，并 
棱子芹属的起

江苏沿海砂生

深圳等进行调查

分类及其药

典分类以及植物

yahoo.com.cn，

称性基因及其表

植物中分离到了

发现了芫荽辐

点，形态多样性

育关系。开展花

从 CDNA 中

起源中心、分化

生植物珊瑚菜

查，对活植物

药用资源利用

物地理学、植

，025-843470

表达研

了花不

辐射花

性的形

花不对 

中扩增 CYC 序

化中心和现代

的濒危机制与

物和种子进行了

江

滩

行

69
和

讨

重

10

项目组介绍

23 

用研究项目

 

植物分子系统

043 

序列的同源基

花不对称性

代分布中心以

与种群恢复研

了迁地保护，

4. 江苏省

江苏整个沿海地

滩涂野生植物又

行了 18 个样地

9 份重要植物

和分布格局以及

讨江苏沿海滩涂

重点调查了云台

0 种江苏新分

 

目组 

组    长
刘启新  
工作人员

宋春凤  
吴宝成  
周    伟  
研究生

胡  君  
董振国  
卞桂兰  
高  鹤  

演化、进化发

基因，已测出

性基因 CYC 基因

及扩散路线和

研究。对江苏整

开展了珊瑚菜

省沿海滩涂野生

地区（南通、

又进行了全面

地和 89 样方的

物调查表。全面

及滩涂植物生

涂植物数十年

台山山脉植物

分布，有中国新

硕士    研究员

员 
博士    助理研

硕士    助理研

博士    助理研

硕士生  2010
硕士生  2010
硕士生    201
硕士生  2012

发育生物学研

CYC 序列的

因克隆 

和演化方向。

整个海岸线以

菜花果实解剖

生药用植物资

盐城、连云港

面调查，全线

的调查，调查了

面的了解整个

生存现状、破

年的变化提供

物达到了 151
新分布 2 种。

员    硕导 

研究员 
研究员 
研究员 

0 
0 
1 
2 

研究。 

部分同源基因

 
以及辽宁、河北

剖和分子标记

资源的调查和

港三市 14 个

53 个采集点

了 76 个典型植

个海岸带滩涂

破坏程度与原

供了宝贵的数据

科 1064 种，

因 。 

北、山东、

等研究。 
评价。对

区县）的

点，重点进

植被群落，

野生植物

因，为探

据和证据。

并发现数

药
用
植
物
研
究
中
心 



经
济
植
物
研
究
中
心 

 
蓝

研究方向

殖、栽培

联系方式

重要研究

1. 优

定，完成

2. 组

开展了不

3. 营

个蓝莓品

可对蓝莓

4. 技

地蓝莓产

5. 合

十届国际

农业部的

蓝浆果产业发

向：新经济植

培和采后技术

式：njyuhong@

究进展： 

优选单株区域

成江苏省农业

组培试验：主

不同浓度和不

营养生理试验

品种体内养分

莓生长推荐施

技术指导：继

产业发展研讨

合作交流：与

际蓝莓和超级

的育种专家来

江苏省中国

发展关键技

植物的种质资源

术研究；蓝浆果

@vip.sina.com

域试验：定植植

业科技自主创新

主要开展了以休

不同激素对不同

验：测试了蓝

分差异大；对于

施肥；蓝莓缺铁

继续对长江流域

讨会大会报告。

与中国药科大学

级水果大会，了

来华考察和洽谈

蓝浆果优选

科学院植物研

技术研究项目

源、引种生态

果功能产品研

m， 025-8434

植株四千余株

新资金项目的

休眠芽为外植

同基因型的叶

莓叶片中养分

于磷，钾等养

铁胁迫下适应

域蓝莓示范基

。 

学等合作，开

了解最新的蓝

谈联合育种计

选系 

研究所（南京

24 

目组 

态和驯化育种

研制。 

47005 

株；对优选单

的中期考核。

植体的初代培

叶片再生影响

分含量，并对

养分的吸收可

应机制试验表

基地开展技术

开展蓝莓对肝

蓝莓科研和产

计划。 

京中山植物园

组    长

於  虹

工作人员

曾其龙

姜燕琴

韦继光

夏如红

王长青

黄龙全

刘梦华

研究生

张祝丽

刘星凡

张晓娜

；蓝浆果品种

单株进行了相关

培养试验、试管

实验。 

对各养分的相

能是协同过程

明蓝莓存在缺

术指导，分别受

肝损伤保护的功

业发展趋势。

适合长江流域

园）2012 年报

 博士  研究员

员 

 博士  助理研

 在读博士生 

 博士  助理研

       高级技

       高级技

       高级技

       高级技

 硕士生  201

 硕士生  201

 硕士生  201

种选育；蓝浆

关园艺学性状

管苗叶片再生

关性进行分析

程；根据养分

缺铁适应机制

受邀到浙江、

功能研究。参

获国家外专

域种植的品种

报 

员  硕导 

研究员 

 研究实习员 

研究员 

技师 

技师 

技师 

技师 

10 

11 

12 

浆果及新经济

状和经济性状

生诱导的预实

析，实验结果

分之间的相关

制。 

江苏、贵州

参加了在荷兰

专局资助，邀

‘灿烂’ 

植物的繁

的评价鉴

验；同时

果表明 16

性斜率，

和云南等

举办的第

请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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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研究中心项目组 

 

组    长 
吴文龙  学士  研究员 
工作人员 
李维林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方    亮    博士    助理研究员 
张春红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王小敏    硕士    助理研究员 
赵慧芳    硕士    助理研究员 
闾连飞                高级实验师 
朱    弘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汤飞云  硕士生  2010 
胡淑英    硕士生  2011 
黄 涛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黑莓等小浆果的研究与利用，包括优良品种的引进与选育、生物技术、果品加工与功能营养

成分的开发利用。 
联系方式：1964wwl@163.com, 025-84347063 
黑莓研究中心网页：http://www .chinablackberry.com 

重要研究进展： 

1. 黑莓研究。开展育种研究、组培实验、分子生物学实验、果品

加工实验、果品化学研究等。杂交育种方面套袋600袋，获得杂交果实

488粒。果酒小试与中试，利用筛选出的黑莓果酒发酵专用菌种，在实

验室小试发酵黑莓果100kg，与东海果酒厂联合中试发酵黑莓果300kg。

黑莓种子油小试，3000余粒；黑莓冻干粉小试，得到500g，计划加工

成胶囊或咀嚼片等；黑莓复合果汁小试，500余瓶。 

 具有树莓香气的品种 专用菌种发酵的黑莓果酒 黑莓种籽油软胶囊 

2. 滨梅研究。高抗、耐盐植物—滨梅进行播种、嫁接及耐盐等实验。滨梅种子育苗，引种并培育4

个种源（美国）实生种子苗3000余株；滨梅嫩枝扦插10000余枝条，成活率达到80%以上。 

 滨梅扦插苗圃 优选的品种 李-滨梅嫁接苗 

经
济
植
物
研
究
中
心 



经
济
植
物
研
究
中
心 

 
经

研究方向

化关键技

联系方式

重要研究

1. 江

板栗和薄

板栗薄壳

技术方面

2. 采

开展良种

棵，并进

干等为关

苗当年播

模化和实

3. 在

出“苏选

征指标分

壳山核桃

通过盆栽

板栗

经济植物研究

向：板栗、薄

技术研究。 

式：genggm20

究进展： 

江苏省板栗薄

薄壳山核桃种

壳山核桃公共

面的服务。 

采用改良露地

种繁育工作，获

进行方块芽接

关键措施的促

播种、当年嫁

实用化。 

在江苏省内开

选 1 号、2 号

分析，并进行

桃花期物候、

栽模拟实验，

栗和薄壳山核桃

江苏省中国

究中心干果

薄壳山核桃等干

008@yahoo.c

薄壳山核桃种

种质资源圃的

共服务平台（w

地播种技术培

获得出苗整齐

接和春季枝接

促进早实丰产

嫁接，突破其无

开展薄壳山核

、3 号、4 号

行果实中含油率

开花习性的观

进行薄壳山核

桃种质资源网络

科学院植物研

果研究项目组

干果类植物的

n，025-84347

质资源利用与

品种收集及保

www.jsnut.com

育国外进口薄

齐、根系完整

，摸索出一套

的栽培技术，

无性繁殖嫁接

桃优良单株选

号和 5 号”等优

率、脂肪酸等

观察，以及依

核桃幼苗对盐

络服务平台 

研究所（南京

26 

组 

的资源收集和

7038 

与保护研究；

保存工作，发

m）在优良种

薄壳山核桃优

的优质实生苗

套以幼树嫁接

实现薄壳山

接技术瓶颈，

选择工作，对

优良单株的果

等内含物测定

依据其雌雄花

盐胁迫耐受性

京中山植物园

组

耿

工

周

朱

保存、繁殖技

继续完善

发挥江苏省

种质和栽培

优良种质，

苗 5 000 多

接、低冠矮

山核桃实生

并达到规

对初步选育

果实形态特

定；开展薄

花期不遇特点

的评价及生长

薄壳

园）2012 年报

组    长 

耿国民  学士  高

工作人员 

周久亚  学士  高

朱灿灿  博士  助

技术、栽培技

点，开展人工

长状况、生理

壳山核桃花期物

2 年生薄壳

报 

高级实验师 

高级实验师 

助理研究员 

技术和应用推

工隔离套袋授

理指标的分析。

物候观察 

壳山核桃方块芽

广等产业

粉实验；

。 

芽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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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与观赏植物研究项目组 

 

组    长 

宣继萍    博士    副研究员 

工作人员 

郭忠仁    硕士    研究员    硕导 

贾晓东    硕士    助理研究员 

张计育    博士    助理研究员 

刘永芝                园林技师 

研究生 

王  涛  硕士生  2010 

莫正海  硕士生  2011 

贾展慧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果树（薄壳山核桃、李、猕猴桃等）种质资源评价、利用及栽培技术研究；秋海棠属植物的

种质资源引进、评价与利用；药赏兼用植物的筛选、评价、耐盐机理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联系方式：xuanjiping0077@yahoo.com.cn，025-84347021 

重要研究进展： 
1. 果树（薄壳山核桃、李、猕猴桃等）种质资源评价、利用及栽培

技术研究。开展了薄壳山核桃早果丰产栽培技术试验研究；进行了薄壳

山核桃开花物侯期观测并克隆了“马罕”MADS-box 家族基因的保守区序

列，并讲推到的氨基酸序列与已知拟南芥的 MADS-box 家族基因进行系

统发育分析；主持开展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薄壳山核

桃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江苏省科技厅支撑项目（农业）——优质丰产

薄壳山核桃品种选育研究及示范推广和江苏省自主创新资金项目——丰

产优质薄壳山核桃新品种选育。 

承担国家农业部公益科研专项——李优质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南方）、江苏省农业自主创新资金项目——南方李优良品种避雨设施栽 克隆的MADS-box家族基因系统发育树 

培模式创新及示范以及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李避雨设施栽培技术推广示范应用等。新引进 18 个李新品种，并嫁接

保存于项目组苗圃；建立了李优良品种示范基地，并开展了避雨设施栽培技术。 

收集猕猴桃种质资源 7 份，承担了江苏省农业三新工程项目

——猕猴桃高效优质有机栽培技术示范项目、江苏省科技支撑（农

业）——优良大果猕猴桃新品种选育。 

2. 秋海棠属植物的种质资源评价与利用。对引进和搜集的秋

海棠属植物种质的生长和物候期进行观测；对蟆叶秋海棠开展了

组培快繁和再生体系研究，建立了成熟的组培快繁和叶盘法再生

体系。 

3. 药赏兼用植物种质资源评价、利用及栽培技术研究。在镇江、连云港、南通等地区分别承担了药赏兼用植物

的筛选、评价、栽培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筛选出了一批耐贫瘠、抗盐碱，同时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的植

物种类；研究了盐处理对三种药赏两用植物（桔梗、松果菊、丹参）的生理生化及有效药用成分的影响。 

4. 丘陵山区科技指导。在江苏的丘陵山区（六合、高淳等地）开展了果树（薄壳山核桃、李、猕猴桃等）及园

林观赏植物的推广及栽培科技指导工作。 

经
济
植
物
研
究
中
心 



观
赏
植
物
研
究
中
心 

 
植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重要研究

1、楸

开展了催

组织，并

10 个类型

林木良种

2、

安徽等地

种，发现

建立了核

千粒种子

同时开展

黄叶的转

3、南

成了江西

了资源调

植物遗传育种

向：林木和园

式：yalicnbg@

究进展： 

楸树的种质收

催芽、扦插和

并构建了 Bt 基

型近 400 份种

种场建立了良

楸树

紫薇种质收集

地的种质调查

现新种 4 个。在

核心种质圃，

子，对F1代一

展了针对金薇

转录组测序等

南方红豆杉小

西庐山周边地

调查、群落调

江苏省中国

种项目组 

园林植物遗传育

@yahoo.com.c

收集与品种选

和组培等快繁方

基因载体；完

种质。在苏北地

良种示范基地，

树种质资源圃 

集与品种选育

查与材料收集工

在金薇新品种

组培研究进入

年生苗进行了

薇新品种的部分

等，以期提示其

小种群迁地保

地区的资源调查

调查分析及实验

科学院植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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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科学项目组 

 

组    长 

刘建秀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工作人员 

郭海林    博士    副研究员 

宗俊勤    硕士    助理研究员 

陈静波    在读博士生    助理研究员 

陈    煜    博士    助研研究员 

郭爱桂    高级实验师 

研究生 

韩浩章    博士生    2012  

陈静波  博士生  2010 

蒋乔峰  硕士生  2010 

高艳芝  硕士生  2011  

孟  璠  硕士生  2011  

李兰兰  硕士生  2012  

徐  芳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经济禾草（草坪草、观赏草、牧草、能源草）种质资源多样性研究与利用；经济禾草抗逆性

和及其遗传分析、分子标记、QTL 分析以及基因克隆；经济禾草新品种选育和栽培生理研究；禾本科模

式植物抗逆性研究。 

联系方式：turfunit@yahoo.com.cn，025-84347012 

重要研究进展： 

1. 在禾草种质资源抗性研究和基因资源挖掘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研究了二穗短柄草二倍种质在干旱

胁迫下抗氧化产物及其酶活性变化，确定了 5 个编码抗氧化酶的基因为候选基因（Plant Science ,2012）。

首次报道了假俭草耐铝机理主要通过根系分泌柠檬酸与根际土壤中的铝离子螯合来减少铝离子进入体内

（Scientia Horticulturae. 2012.）。检测到与抗寒性相关联标记位点 4 个，检测到与青绿期相关联的标记位

点 5 个，与抗寒性相关联的标记位点和与青绿期相关联的标记位点无任何重叠现象（Breeding Science, 

2012.）。首次从结缕草中克隆抗逆基因 ZjDREB1，并将其成功转化到假俭草中，获得 LT50（半致死温度）

降低 2℃、青绿期延长 30 天的假俭草新品系（The Journal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2012）。 

2、在草坪草新品种选育和示范推广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苏植 2 号’杂交狗牙根已通过农业部审定。

与 Barenbrug Group 公司联合育成的耐热优质高羊茅品种 Barening（TF6-4）通过欧盟组织的 DUS 测试。

自主选育的国审品种‘阳江狗牙根’被推选为 2013 年亚青会和 2014 年青奥会足球场建设的重要草种。  

‘苏植 2 号’杂交狗牙根 Barening（TF6-4）在欧洲的原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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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鸢尾及经济植物甜菊研究项目组 

 

组    长 

黄苏珍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工作人员 

原海燕    在读博士生  助理研究员 

顾春笋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朱旭东    博士生    2010 

杨敬敏  硕士生  2010 

赵沿海  硕士生  2011 

张永侠  硕士生  2011 

许  荔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观赏盆栽、地被鸢尾新品种选育、繁殖、促成栽培等关键技术研究；土壤与环境植物修复及

特异抗逆性分子遗传改良与利用；甜菊新品种选育、主要品质性状分子遗传改良、种质创新培育及应用

联系方式：hsz1959@163.com，025-84347097 

重要研究进展： 

1. 通过对马蔺 Pb 胁迫下植物根系、木质部和叶片等不同器官组织中巯基肽 PCn( (γ-Glu-Cys) n-Gly)、

GSH、Cys 含量及分布研究发现，巯基肽中植物络合素（PCs）可能主要参与了马蔺根系重金属离子的络

合和解毒作用，而 GSH 和 Cys 除了具有络合解毒功能外，推测可能还以金属 Pb-GSH（Cys）的络合态

参与了向地上部的转运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探明重金属 Pb 在马蔺植物体内的络合解毒以及转运

等发生机理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 

2. 以在对马蔺重金属耐性生理机理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对马蔺重金属耐性发生分子机理机制

相关的金属螯合硫蛋白基因家族中的部分基因的克隆与分析，目前已克隆得到了金属螯合硫蛋白基因家

族中的 IlMT2a、IlMT2b、IlMT3 3 个基因全长，为下一步进行的验证与功能分析奠定了基础。 

3. 成功构建了特别优良常绿地被

鸢尾属植物红籽鸢尾的植株再生技术

体系，为进一步开展红籽鸢尾的种质创

新的遗传改良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为

红籽鸢尾产业化生产及其应用提供了

技术支撑。 

4. 从甜菊杂交后代中筛选得到高

ST苷含量后代1株，其ST苷/ST苷+RA

苷＞95%，总苷（ST苷+RA）含量为

12.03%（糖苷/叶干重）。经过连续跟踪

观测结果表明，其主要农艺性状及糖苷含量品质性状稳定，并初步命名为‘中山5号’。已完成向江苏省农

业委员会申请2013—2014年区试的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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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植物种质资源与分子学研究开发项目组 

 

组    长 
彭    峰    硕士    研究员    硕导 
工作人员 
夏    冰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何树兰    大专    高级实验师 
郑玉红    博士    副研究员 
束晓春    学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陆  波  硕士生  2010 
陈  默  硕士生  2011 
徐  敏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观赏植物（石蒜、红豆杉、彩色马蹄莲）的栽培快繁、种质资源创新与示范推广；  观赏植物

重要性状相关基因的克隆、表达及定位。 

联系方式：pfeng@ vip.sina.com，025-84347055 

重要研究进展： 

1. 石蒜属植物研究。 (1) 在全面收集石蒜属植物种质资源的基础上，对石蒜属植物的种间关系、分

子系统学和数量分类进行了研究。同时观察发现石蒜属种内存在丰富的花色变异类型，为通过系统选育

法选育出具有独特花色的石蒜属植物新品种奠定了基础。(2) 采用不同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石蒜

（Lycoris radiata）和换锦花（L. sprengeri）休眠期的鳞茎球进行处理，研究其生理生化变化规律。(3) 提

取石蒜花序总 RNA，并反转录成 cDNA，采用同源克隆的方法，对石蒜花发育相关基因进行了克隆和表

达研究。 

     
中国石蒜 Lycoris chinensis    红蓝石蒜 Lycoris haywardii    中国石蒜花色变异 

2. 对曼地亚红豆杉的研究。从美国成功引种了紫杉醇含量高的红豆杉品种曼地亚红豆杉（Taxus 

media ‘Hicksii’），采用正交设计的实验方法，通过不同取材时间和取穗部位对愈伤组织形成和生根的影

响，不同扦插基质、不同激素种类和水平对愈伤组织形成和生

根的影响，不同营养水平对生根苗发育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建立了‘Hicksii’的扦插快繁技术体系。同时对‘Hicksii’营养繁殖

后代紫杉醇含量的稳定性和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找出高含量

的树龄、季节和栽培条件，并培育了一批长势优良的‘Hicksii’

扦插母株。 

3. 彩色马蹄莲良种培育。以引种的彩色马蹄莲为材料，将

传统育种技术与辐射育种等现代育种技术相结合，筛选并培育

出抗病彩色马蹄莲品种；同时开展了彩色马蹄莲快速繁殖和标准化栽培技术规范的研究，为江苏乃至我

国的彩色马蹄莲产业化研发奠定基础。目前，已培育并扩繁了一批抗病性强、栽培方式粗放、花色丰富

的彩色马蹄莲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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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景观生态研究项目组 

 

组    长 
殷云龙  博士  研究员  博导 
工作人员 
张垂胜  本科  副研究员 
於朝广  硕士  副研究员 
华建峰  博士  副研究员 
周冬琴  博士  助理研究员 
芦治国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熊豫武  大专  园林技师 
徐建华  大专  园林技师 
研究生 
亓白岩  博士生  2012 
杜丽娟  硕士生  2010 
环姣姣  硕士生  2011 
韩路弯  硕士生  2012 

研究方向：重要林木资源与观赏植物选育、国土绿化与景观规划、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等方面的研究。

联系方式：yinyl066@sina.com，025-84347066 

重要研究进展： 

1.中山杉研究及相关合作。完成落羽杉属树

木 5 个组合的人工杂交育种，各杂交组合均获得

杂交种子。完成了中山杉光合杂交优势测定及理

论总结。对中山杉木材纤维及造纸性能进行测

定，研制了抄纸样品。中山杉 405、406 被评为

省级林木良种。完成了对句容、盐城、宁波、昆

明、重庆等地的中山杉育苗技术指导以及盐城、

如东、巢湖等地的中山杉造林试验。 巢湖湿地应用中山杉造林绿化 

2. 临海高等级公路绿色通道建

设关键技术研究。重点开展了南通、

盐城和连云港临海高等级公路绿化

试验段的设计审查、实施监督等工

作。在试验段基础上提出了《临海高

等级公路绿化施工指南》、《临海高等

级公路绿化设计指南》和《临海高等

级公路绿化实施指导意见》三个指导

性文件。 

3. 其他重要进展。完成林业三项

工程“常绿阔叶耐寒树种—天竺桂、

大别山冬青的示范推广”项目的苏北 中山杉抄纸样品 

（淮安、连云港）造林试验点 2 个，繁育种苗 13000 株；撰写推荐性技术标准“天竺桂育苗技术规程”初

稿。完成小种群野生动植物资源拯救项目“秤锤树拯救、繁育”的设备购置和繁殖苗木 3 000 株。开展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第 4 课题“沿海围垦生态保护技术研究及示范”的前期野外选点和实施方案的研究工

作；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江苏省面上项目的相关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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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植物选育项目组 

 

组  长 

陆小清    硕士    副研究员 

工作人员 

李云龙      高级实验师 

王传永      副研究员 

李乃伟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王  伟      园林高级技师 

蔡小龙      园林技师 

研究方向：园林植物资源收集、杂交育种、标准化快繁及园林植物推广应用等。 

联系方式：xqlu3312@163.com，025-84347058 

重要研究进展： 

1. 冬青属植物种质资源补充、物候期观察及推广应用。补充引种冬青属植物品种 4 个，调查大别山

冬青变异品种 6 个，进行 32 个冬青属植物品种的物候期观察及 7 个大别山冬青变异品种的叶形分析。扦

插繁殖大别山冬青、全缘冬青两个品种各 10 000 株，推广应用基地 300 亩。 

2. 开展金边洋胡颓子的资源收集、适应性及无性繁殖技术研究。对华东地区金边洋胡颓子品种市场

应用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对其市场应用价值进行了评价；引进不同种源地的金边洋胡颓子种苗，研

究其在南京的生长生理适应性，筛选常绿性能优良、彩叶期长的种源；对金边洋胡颓子的嫁接、扦插等

无性繁殖进行研究，筛选合适的砧木。已完成 4 个种源地的金边洋胡颓子的引种，建立无性快速繁殖体

系 1 套，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获得江苏省林木良种认定 1 个。 

3. 开展屋久岛紫薇的彩叶机理及栽培条件对彩叶期影响的研究。初步建立了延长屋久岛紫薇幼苗彩

叶期的控水控根技术。 
 

金边洋胡颓子造景球 屋久岛紫薇幼苗彩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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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项目组 

 

组    长 

张光宁  学士  高级工程师 

工作人员 

汪    毅    学士  工程师 

全大治    学士  助理工程师 

吉    旸    学士  助理工程师 

研究方向：景观规划设计、观赏植物适应性、观赏植物景观配置的生态学基础、景观生态绿化工程设计

模式等方面研究。 

联系方式：gn_zh@yahoo.com， 025-84347073 

 

主要成果： 

1．太湖湿地植物园规划及太

湖湿地植物园可行性研究。 
 2. 吴江长漾湿地植物配置

研究。 
 3. 植物园园区景观设计（郁

金香花展及红枫岗改扩建项目

等）。 
4.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校园景

观设计。 太湖湿地植物园规划图 

 
 

吴江长漾湿地植物配置研究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校园景观设计 

 

植
物
景
观
与
生
态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引种保育工作 

35 

五、植物园建设与引种保育 

植物园建设  成功举办 2012 南京中山植物园欧洲花卉展，引种郁金香、风信子、洋水仙等欧

洲花卉种球 50 余种近 15 万种球，展览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提高了植物园的社会

影响力。 

继续完善岩石园及宿球根花卉园并

已基本建成，完成亭廊及人工水池建设。

补充栽植各类植物 80 余种 3000 余株。新

建牡丹园，从山东菏泽引进牡丹和芍药

124 个品种 800 余株，按照牡丹的花瓣图

案进行分区种植，达到了预期的景观及规

划效果。 

改造蔷薇园，移植园区内非蔷薇科植物 20 余种 500 余株，新引进月季品种 172 种 5 100 余株，

补充蔷薇科等植物 25 种 250 余株，栽植于改造园区内，新栽植的植物成活率达 95%以上，长势优

良，成活月季的开花率达到了 98%。改造王莲池、新建欧洲亭和喷泉，使蔷薇园更具欧洲园林风格。

引种保育  2012 年先后赴浙江宁波、河南南阳、安徽大别山、泾县，江苏常州及南京周边进

行引种，引种植物 434 种，其中新种约 230 种。从国外 24 个国家和地区引种植物种子 511 种。收到

国外种子交换目录 6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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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传播与科普教育 

2012 年举办了“欧洲花卉展”、“植物压花工艺卡片展”、“走进绿色生活——家居植物展”、

“红枫文化”图文展等科普展览 12 次，开展了培训、选拔“小

小讲解员”、“郁金香种植比赛及评奖活动”、“记录自然美

景，制作精美叶画”主题科普活动、“植物王国之旅，科技夏

令营”活动等主题活动 15 次。尤其是“体验式学习——科普

进校园”活动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普遍欢迎，该活动使课题相

对枯燥的学习形式变得更加直观、生动。举办了植物的“微观”

世界、植物与我们的生活、花卉与健康、昆虫的习性及昆虫诱

捕等九个主题的科普讲座近 13 场次，受众超过 3000 人次。为

310 个团次的中小学生、广大市民进行科普讲解近 1.6 万人次。“欧洲花卉展”实现了规模大、效

果好的目标，且花展融观赏性、科学性、参与性于一体，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花展取得了圆满成功，入园游客人数较去年

同期有大幅增长。来园参观的不论是高层领导、院士专家，还

是普通游客，都对花展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品牌活动“植物王

国之旅科技夏令营”先后举办了 2 期，并与有关机构合作举办

了 2 期，参与学生近 300 人，且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又有了创

新，如亲手制作植物切片并观察微观植物世界、诱捕昆虫等，

让学生们有更多的参与、体验科学实验的机会。 

全年在《新华日报》、《南京日报》、《扬子晚报》、

《金陵晚报》、《现代快报》、《南京晨报》、《江苏科

技报》、《东方卫报》、《江南时报》、《现代家庭报》、

《科学大众》杂志；央视、江苏卫视、江苏电视台、江苏

教育电视台、南京电视台、十八频道“标点”栏目、江苏

少儿电视台、南京少儿电视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

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气象频道、中新网江苏新闻网、

江苏新闻视频网；江苏网视频频道、龙虎网等省市各大主流新闻媒体报刊杂志登新闻照片 80 幅；

相关文章报道 162 篇；电视台、广播电台播放新闻 56 条，在电台播出专题 3 次；中新社新华视频

网、江苏世界图片网、龙虎网、新浪网播放视频新闻 8 条，在同程网、拉手网等 25 家旅游网站合

作，发布宣传专题、图片、文章数十次。撰写科普文章 10 余篇，出版了科普专著《花儿也会变脸》；

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数十批次，参与人数数百人，为数千人进行了志愿者服务；开展了科普旅游研

究，相关研究受到同行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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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作与交流 

（一）国内合作 

沿海开发 2012 年，我所与东台市人民政府联合申报的江苏省重大产学研载体“中国

科学院南京分院东台滩涂研究院”获得江苏省科技厅专项资助后，以滩涂研究院为载体，大

力推进耐盐植物新品种培育与示范推广、盐生植物加工与深度利用以及滩涂生态等建设，为

江苏省沿海滩涂综合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智力和技术支撑。我所与盐城师范学院、江苏省农科

院以及江苏悦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江苏省盐土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同年获得

省科技厅立项资助后，我所主要开展盐土生物多样性与适应机制研究、盐土生物资源深层次

开发与综合利用以及盐土植物种质遗传改良和配套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并在所内设立开放

基金，资助项目 6 项。我所积极参与江苏省海洋生物产业技术合作联盟，为理事单位，联盟

对于推动海洋生物产业的技术攀升和产业协同发展，构筑海洋生物产业技术高地，促进江苏

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产学研合作  与苏州天马医药集团天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红豆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市张浦镇人民政府、广

西嘉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禾佳香料植物开发有限公司等 30 多家单位建立了合作联

盟，签订了合作协议，获得经费 610 余万元。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苏北发展的战略，在徐州市市政园林局暨徐州植物园

的基础上，建立了“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分所”与“南京中山植物园分园”。2012

年，我所还组织参加了江苏南京白马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投资说明会并签定入园协议、2012

中国·宿迁生态科技博览会暨产学研合作洽谈会、第六届苏北投资贸易洽谈会、南京市农委

组织的“南京农业嘉年华”成果宣传展等推介推广交流会 10 余次，大力加强了我所与企业的

对接，有利地推动了我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我所专家考察合作基地  我所专家指导合作单位项目实施 

合作建设徐州植物园  共建南京钟山生命科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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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合作 

2012 年，我所（园）继续与国际上多个研究机构持着种苗、标本和图书资料的交换

关系，与欧美著名植物园保持友好往来关系。我所代表团先后考察访问了英国皇家邱园

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皇家园艺协会威斯利植物园（RHS Garden Wisley）、
伊甸园（Edan Project）、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以及美

国密苏里植物园(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长木花园（Longwood Gardens）和纽约植

物园（The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访问交流增进了与国际知名植物园间的友谊，

了解到一流植物园的建园理念，其规划、建设、展示、特色与精细管理等方面为我所（园）

日后工作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考察学习达到了预期目的。 
同时，我所多名科研人员应邀参加了东亚植物园网络会议、国际天然抗癌药物研究

大会、国际天然产物研究大会、中日设施园艺新技术研讨会、海岸带潮滩资源开发与安

全国际研讨会等开展国际交流。参加第十三届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大会期间，我

所还承办了主题为 Breeding and development of horticulture plants 的专题研讨会。 
此外，美国科学院院士、原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主任 Peter H. Raven 教授，美国农业

部南方园艺实验站遗传育种学家 Stringer 博士和德州奥斯丁州立大学 Creach 博士，美国

ArborGen 林木种苗公司 Weimin Wang 博士，乔治亚大学林业与自然资源学院 Haide 
Zhao 教授，英国 Aberystwyth 大学 John Clifton-Brown 教授，德国作物与土壤研究所

Kai-Uwe Schwarz 博士，韩国国立庆尚大学 Byung-Hyun Lee 教授等专家来所进行学术

交流和技术指导。2012 年，我所观赏植物研究中心草业课题组与 Barenbrug Group（百

绿集团）合作育成的坪用型耐热优质高羊茅品种 BareNing 已经通过欧盟组织的 DUS 测
试。在办理 OECD 登录事宜后，该品种可在欧共体国家生产销售。 

访美代表团在长木公园  访英代表团在英国伊甸园工程 

在俄罗斯参加东亚植物园网络会议  美国密苏里植物园考察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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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园）职工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人员基本情况：各类人员总计 376 人。其中，事业编制人员总数 229 人，聘用制人员 68 人，

在读研究生 62 人（其中自主招收硕士研究生 46 人，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16 人），返聘专家

17 人。 

2．岗位分布基本情况：科研岗位 184 人（其中在编在岗人员 97 人，非编聘用制人员 8 人，在

读研究生 62 人，返聘专家 17 人），技术支撑部门 109 人（其中在编在岗人员 67 人，非编聘用制人

员 42 人），行政部门（含所领导）35 人（其中在编在岗人员 33 人，非编聘用制人员 2 人），后勤部

门 38 人（其中在编在岗人员 22 人，非编聘用制人员 16 人），其他在编不在岗人员 10 人。 

（二）在编人员职务及学历结构（仅统计在编人员 230 人） 
1．人员岗位结构：科研岗位 92 人、技术支撑岗位 73 人、行政后勤 56 人，其他 9 人。 

2．人员职务职称结构：专业技术人员 145 人，其中高级职称 56 人、中级职称 72 人、初级职

称 17 人；技术工人 74 人，其中高级技师和技师 50 人、高级工及以下 24 人；行政职员 11 人。 

3．人员学历（学位）结构：研究生学历人员 94 人：其中博士 39 人，硕士（含研究生学历）

55 人；大学本科 27 人；大学专科 47 人；大学专科以下 6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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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才培养 

（一）人才队伍建设 

1．人才招聘：招聘博士 8 人补充到科研岗位，招聘硕士 2 人补充到植物园建设岗位，

人才队伍结构进一步改善。 

2．专业技术职称晋升：评聘高级职称 6 人（其中副研究员 4 人、高级实验师 1 人、高

级会计师 1 人）、中级职称 2 人。 

3．人才培养工作：组织签订了江苏省第四期 333 人才工程双向目标责任书；推荐并获

得 2 项人才培养工程资助项目，资助经费计 15 万元；对我所 6 名江苏省 333 培养对象实施

人才津贴政策。 

4．业务骨干培养培训：邀请专家到我所开展 8 场专题学术报告会，对中层以上干部和

业务骨干进行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知识、管理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知识；组织 15 人次赴英国

和美国的植物园考察学习；组织四个专项工作组 27 人分别赴广西所、武汉园、庐山园、辰

山植物园、沈阳园和北京园考察学习；推荐 1 人通过日本 JICA 项目赴日培训 3 个月；选派

1 人参加 “江苏省科技镇长团”，挂职任县人才办副主任；选派 102 人次科研人员和园区技

术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参观考察。 

5．技术培训：承担了 2012 年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园林绿化工种技师的培训和考核任务，

培训学员 36 人。 

（二）研究生招生与培养 

1．招生和学位授予：招收植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5 人，在读研究生 62 人，其中自主

招收硕士研究生 46 人，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16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13 人，11 人获理学硕士学位。 

2．获奖情况：在读硕士研究生中，1 人获中科院

南京分院伍宜孙奖学金，25 人次获所（园）优秀研究

生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和优秀学位论

文等荣誉。组队参加南京市环保知识才艺大赛，获组

织奖和团队优秀奖。 

3. 文化活动：在研究生党支部和研究生会的组织下，全年研究生开展文化、体育、爱

国主义教育、社会公益、学术交流等各项活动 15 项，丰富了课余文化生活，开拓了视野，

增强了爱国、爱所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意识。 

我所研究生与中科院驻宁研究生联谊活动 研究生参加环保知识才艺大赛获奖 



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 

41 

十、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 

（一）党建工作 

所（园）坚持抓好党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的党员队伍。在所党委的领

导下，党组织和在所（园）的各民主党派和谐相处，工会、老科协、共青团组织开展了经常性的文

化、体育等活动，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所（园）和谐发展。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围绕中心工作创先争优，及时召开了党建工作会议和全体党员大

会，精心组织，正确引导，推进工作。充分发挥我所在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优

势，引导党组织和党员创先争优。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工共建”、服务党员职工办实事等

创新活动载体巩固“创先争优”成果。 

为庆祝建党 91 周年，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全面总结创先争优活动，推荐评选和表彰了 2010～

2012 年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员。 

加强基础工作和组织建设  坚持党委中心组学习制

度和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日

常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所党委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

班子、阵地、活动、制度和保障的规范化建设，深入开

展了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按照“抓落实、全覆盖、求实

效、受欢迎”的工作要求，调整完善了基层党组织。按照“五

个好”要求，培

育工作规范、作用突出的第一党支部等 3 个基层党支部作

为样板，带动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贯彻落实好党员教育培

训工作，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推进党员队伍建

设，同时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及时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参加

相关培训，新发展了 3 名党员；培训积极分子 9 人。进一

步壮大了党员队伍，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截至 2012 年底，所（园）党员总人数

达 207 名。 

坚持“党工共建”，推进党建带群建   所党委重视“党工共建”，以党建带工建，使工会工作

有效结合了“党工共建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注重将党建与工会工作相互融合，如期召开职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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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坚持所务公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职工

代表积极收集“社情民意”，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探索职工民主管理模式。以座谈会、研讨会等

形式，广泛听取职工意见。通过所园网站“党群园地”栏目等，及时发布相关信息通告，上传工作动

态，密切协作互动与交流。做到了所有事关所园发

展的重大方案、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决定等都及时

广泛征求职工意见，保障了职工知情有渠道、参与

有内容、表达有机会、监督有平台，以此激发职工

爱所园的热情。同时，组织开展了“职工运动会”等

系列活动，积极参加上级工会举办的各项文体活动，

两项“党工

共建”创新成果荣获省直工委的表彰与奖励。增强党建、工

建、团建工作的活力，切实围绕所（园）发展的主题主线

发挥积极作用。2012，工会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

认真履行各项职能，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促进了和

谐所（园）建设。团组织联合工会、研究生会，引导青年

立足本职岗位，紧紧围绕中心任务，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江苏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植物分会自 2000 年成立以来，遵循“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的方针，富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活动，已成为所（园）党政组织联系老科技工作者的纽带

和桥梁。 

 

支持民主党派协调发展  目前，所（园）民主党派组织有民盟、九三学社、民革、农工等。所

党委密切保持与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联系，安排有关工作互动，引导围绕科研、建园发展献言献策，

切实发挥了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促进了与所园事业发展同心同德、同心同为。 

2012 年，多方支持九三、民盟等支部组织开展各项

活动，协助做好农工、民革在我所的组织建设发展工作。

我所民盟支部被民盟江苏省委授予“基层组织考核达标单

位”以及“2012 年度社会服务工作先进基层组织”光荣称

号。我所民盟支部支委冯煦研究员当选民盟江苏省委第

十一届委员会常委。我所九三支社社员窦剑先后两次被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评为 “社会服务先锋”。 统战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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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文明建设 

适时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  丰富活动载体，营造

和谐氛围，一方面引导职工积极参与上级工会举办的

各项活动。如参加省直工会的“职工读书心得交流活

动”与“唱红歌比赛活动”等，以及各项体育竞赛活

动。另一方面选派工会活动骨干参加省直工会相关业

务培训，增强工会活动骨干的业务素质，提高工会组

织开展活动的综合能力。同时，工会组织联系实际，

适时举办活动。如迎新年登山活动、新春联欢会，庆“三八妇女节”活动、“庆五一”职工扑克牌

比赛、庆祝建党纪念日歌咏比赛及职工年度运动会，组织青年职工参加省级机关联谊活动；推荐科

研、建园典型事迹参与省直工会“党工共建”工作交流活动。 

 

此外，组织离退休老同志欢庆老人节；组织研究生与江苏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开展羽毛

球比赛、户外拓展及游园参观等联谊活动等等。各类文体活动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营造了创业

创优氛围，增强了凝聚力。 

组织开展公益活动  积极响应开展扶贫济困活

动，向我所定点帮扶的沭阳县汤涧镇中心小学开展捐

资助学活动。捐资 17310 元，资助了 22 名品学兼优

贫困学生。此外，坚持在春节、国庆等节日期间以登

门拜访、慰问金发放等形式，慰问老弱伤病员工，近

两年累计慰问各类群体达 9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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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组织机构 

1．所领导 
所  长：庄娱乐 
党委书记：夏 冰 
副所长：郭忠仁 
副所长：李维林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宇文扬 
副所长：冯 煦 
副所长：姚东瑞 

2．管理系统 
办公室（所党委、行政、纪检监察、工会） 
主  任：谈家东 
组织人事处（离退休管理办公室） 
处  长：赵敏 
副处长：邓飞 
科研管理处 
处  长：刘建秀 
副处长：周义峰  佟海英 
科技开发处 
处  长：李亚 
财务处 
处  长：缪启新 
资产管理办公室（挂靠财务处） 
后勤处（保卫处） 
处  长：蒋汝平 
副处长：郑贵鸣  李和平（2012 年 3 月） 

3．技术支撑系统 
信息中心 
主  任：惠红 
副主任：贾春 
编辑部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主  编：庄娱乐 
副主编：冯煦  惠红 

标本馆 
馆  长：刘启新 
科普旅游部 
主  任：汤诗杰 
副主任：李  梅（2012 年 3 月） 
园景园艺部 
主  任：朱洪武 
副主任：任全进  顾永华 

4．科研及开发系统 
江苏省植物迁地保护重点实验室 
主  任：李维林 
江苏省药用植物研究开发中心 
主  任：冯  煦 
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 
主  任：杭悦宇 
副主任：汪  仁 

研究组组长及研究组名称 
杭悦宇：植物系统演化及功能基因进化研究项目组 

 
汪  仁：植物次生代谢途径功能基因研究项目组 

药用植物研究中心 
副主任：徐增莱（主持工作） 
副主任：梁呈元 
研究组组长及研究组名称 
任冰如：抗糖尿病药用植物和香料植物资源研究

与开发项目组 
王  鸣：天然产物化学成分研究与利用项目组 
徐增莱：药用植物资源项目组 
吕  晔：药用植物资源研发项目组 
刘启新：伞形科植物分类及其药用资源利用研究

项目组 
经济植物研究中心 
主  任：於  虹 
副主任：耿国民 
研究组组长及研究组名称 
於  虹：蓝浆果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组 
吴文龙：黑莓研究中心项目组 
耿国民：经济植物研究中心干果研究项目组 
宣继萍：果树与观赏植物研究项目组 

观赏植物研究中心 
主  任：李亚 
副主任：黄苏珍 
研究组组长及研究组名称 
李  亚：植物遗传育种项目组 
刘建秀：草业科学项目组 
黄苏珍：观赏鸢尾及经济植物甜菊研究项目组 
彭  峰：经济植物种质资源与分子学研究开发项 

目组 
植物景观与生态工程研究中心 
主  任：殷云龙 
副主任：张光宁  陆小清 
研究组组长及研究组名称 
殷云龙：植物景观生态研究项目组 
陆小清：园林景观植物选育项目组 
张光宁：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项目组 

5．评议机构 
（1）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夏  冰 
副主任委员：庄娱乐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年鹤 冯 煦 刘启新  
刘建秀 吕 晔 李 亚 李维林 杭悦宇 殷云龙  
郭忠仁 黄苏珍  惠 红 
秘  书：李亚（兼） 
（2）职称评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娱乐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年鹤  冯 煦 宇文扬 
刘启新 刘建秀 吕 晔 李维林 杭悦宇  殷云龙  
夏  冰  郭忠仁 
秘  书：赵 敏 
（3）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娱乐 
副主任委员：夏 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年鹤  冯 煦 刘启新  
刘建秀  李维林  杭悦宇  殷云龙 
秘    书：邓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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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计划名称 项目编号 起止时间 负责人 
沿海滩涂大规模围垦及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科技支撑课题 2012BAB03B00 2011-2014 刘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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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0177 2013-2015 孙小芹 

薄壳山核桃种质资源多样性及果实品质评

价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31200502 2013-2015 贾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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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0509 2013-2015 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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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1262 2013-2015 宗俊勤 

基于转录组测序筛选石蒜加兰他敏生物合

成关键酶基因及功能鉴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31270339 2013-2015 夏  冰 

板栗良种早实丰产技术推广示范 
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跨

区域重点推广示范项目 
[2012]TK29 号 2012-2014 耿国民 

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编目及信息标准化 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2009FY120200 2012 庄娱乐 

植物园 2012 年度运行补助经费 
财政部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支撑

体系运行专项 
CZBX-1 2012 庄娱乐 

标本馆的植物标本数字化与共享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课题任

务 
 2012-2013 刘启新 

生产除草剂的菌株筛选及其活性优化研究 863 计划子课题 2011AA10A206 2012-2013 汪  仁 

竺山湾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技术集成

研究与工程示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合作） 2012ZX07101-005 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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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合作） 2011BAD13B09 2012-2015 刘建秀 

中山杉良种扦插繁殖技术规程 
2012 年度林业行业标准修订项

目计划 
2012-LY-188 2012 殷云龙 

伞形科棱子属的系统学研究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开放课题 
LWEB2012-7 2012-2014 刘启新 

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资源拯救项目 
中央预算内林业基本建设投资

计划 
苏林计[2012]93 号 2012-2013 殷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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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BM2012058 2012-2015 庄娱乐 

优质丰产薄壳山核桃品种选育研究及示范

推广 
江苏省农业科技支撑项目 BE2012338 2012-2015 郭忠仁 

常绿矮生香型特色德国鸢尾花卉新品种选

育 
江苏省农业科技支撑项目 BE2012349 2012-2015 黄苏珍 

杂交墨杉耐盐碱新品种定向培育技术研究 江苏省农业科技支撑项目 BE2012343 2012-2015 於朝广 

神经保护药胞磷胆碱基因工程产业化制备

关键技术研究 
江苏省社发科技支撑项目 BE2012751 2012-2015 李晓丹 

优良大果猕猴桃新品种选育 
江苏省农业科技支撑项目（合

作） 
BE2012324 2012-2014 张继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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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金叶变异的生理、分子基础及基因定

位 
江苏省青年基金项目 BK2012377 2012-2015 王  鹏 

多靶点抗血栓毛冬青甲素类五环三萜的构

效关系研究 
江苏省青年基金项目 BK2012378 2012-2015 林丽萍 

盐 胁 迫 下 能 源 作 物 荻 （ Miscanthus 

sacchariflora）离子调控机理及热值变化研

究 

江苏省青年基金项目 BK2012790 2012-2015 宗俊勤 

脉络宁注射液现代质量控制体系中关键技

术的研究 
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 BY2012210 2012-2014 

王 奇 志 /

冯  煦 

毛叶茶及茶的主要儿茶素成分手性结构调

控的差异基因表达谱分析及功能验证 
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 BY2012211 2012-2014 杭悦宇 

蓝莓果、叶资源多效利用及树形调控技术

研究 
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 BY2012212 2012-2014 於  虹 

保健蔬菜红凤菜深加工技术研究与产品开

发 
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创新究项目 BY2012213 2012-2014 任冰如 

国家基本药物胞磷胆碱钠制备工艺提升的

研发及产业化 

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合作） 
 2012-2015 汪  仁 

美国核桃新品种引进及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江苏省苏北科技发展计划（合

作） 
 2012-2013 郭忠仁 

中山杉在沿海滩涂的高效栽培技术示范 
江苏省苏北科技发展计划（合

作） 
BN2012083 2012-2014 陆小清 

高档花卉组培快繁及其栽培技术的示范与

推广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省级科技推

广项目 
2012KJ-60 2012 郭忠仁 

珍稀园林树木资源产业化开发基地建设 
江苏省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生产

发展项目 

苏 财 农 [2012]159

号 
2012 殷云龙 

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经费 省农业环境监测与保护站 
苏农环保函[2012]1

号 
2012 李  亚 

中山杉造林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苏 质 监 标 发

[2012]27 号 
2012 於朝广 

沙基草坪生产技术规程 江苏省农业地方标准 
苏 质 监 标 发

[2012]27 号 
2012 刘建秀 

黑莓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中试 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培养资金  2012-2013 李维林 

速生彩叶紫薇新品种资源创新与应用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lysx[2012]04 2012-2015 陆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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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林业三新工程 lysx[2012]14 2012-2015 汤诗杰 

‘金叶紫薇’新品系的繁殖推广及技术集成 江苏省农业三新工程 SXG[2012]411 2012-2013 李  亚 

滨梅新品种选育与高效栽培技术示范应用 江苏省农业三新工程 SXG[2012]412 2012-2013 吴文龙 

蓝莓耐铝机制研究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

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2012-2015 曾其龙 

蓝莓、黑莓出口果品基地建设 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项目 GXNY(2012)855 2012 吴文龙 

南方李优良品种避雨设施栽培模式创新及

示范 
江苏省农业自主创新资金项目 CX（12）4032 2012-2013 宣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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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观赏苗木红豆杉优良新品种培育 江苏省农业自主创新资金项目 CX（12）2041 2012-2015 彭  峰 

丰产优质薄壳山核桃新品种选育 江苏省农业自主创新资金项目 CX（12）2012 2012-2014 郭忠仁 

金叶紫薇非试管高效快繁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与示范 
南京市科技局项目（合作） 201201021 2012-2013 刘永东 

优良园林树种福氏紫薇、七叶树的快速繁

殖及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南京市科技局项目（合作） 201201051 2012-2013 郭忠仁 

彩色马蹄莲优良品种引进筛选、快繁栽培

及产业化 
常州市科技支撑项目(合作） CE20112015 2012-2013 郑玉红 

生物医药活性成分筛选服务研究 南京市科技项目 2012（132） 2012-2013 冯  煦 

江苏省药用植物研究开发 江苏省科技创新平台专项资金  2012 冯  煦 

朱顶红新品种的引种、快繁 常州市科技支撑项目(合作） CE20122001 2012-2014 顾永华 

李避雨设施栽培技术推广示范应用 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合作） 201201039 2012-2013 郭忠仁 

四百亩蓝莓高效示范基地建设 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合作） KN1234 2012-2013 於  虹 

 

 

（三）论文专著 

1．主要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杂志名称 SCI(E)/ISTP
/核心 

Zao-Fa Jiang，Su-zhen Huang*，Yu-Lin 

Han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Cu and Cu 

mine tailing remediation of Paulownia 

fortunei (Seem) Hemsl 

Ecotoxicology SCI 

Yu-Liang Sun, Su-Zhen Huang*, 

Hai-Yan Yuan and Ji-Guang Gu  

Cu uptake and distribution in two 

species of Iris L. grown on abandoned 

tailings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SCI 

Hai-Yan Yuan,Hai-Ying Tong,Su-Zhen 

Huang* 

The effect of planting Iris lactea var 

chinensis on Pb forms and soil enzymes 

activity in soil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SCI 

Zhi Guo, Hai-yan Yuan, Liu -gen Chen 

and Yan-song Ao 

Subcellular distribution and chemical 

forms of cadmium in leaves of the 

hyperaccumulator plant Solanum 

nigrum L.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SCI 

Sun Li-Qiong,Ding Xiao-Ping,Qi 

Jin,Yu Hong*,He Shan-an,Zhang 

Jian,Ge Hai-Xia,Yu Bo-Yang 

Antioxidant anthocyanins screening 

through spectrum–effect relationships 

and DPPH-HPLC-DAD analysis on 

nine cultivars of introduced rabbiteye 

blueberry in China 

Food Chemistry SCI 

Qi Long Zeng, Rong Fu Chen, Xue 

Qiang Zhao, Ren Fang Shen*, Akira 

Aluminum could be transported via 

phloem in Camellia oleifera Abel 

Tree Physiology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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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guchi 

Jianfeng Hua, Chuisheng Zhang*, 

Yunlong Yin, Ruirui Chen & 

Xingxiang Wang 

Phytoremediation potential of three 

aquatic macrophytes in 

manganese-contaminated water 

Water and Environment 

Journal 

SCI 

X. X. Ye,  B. Sun*, Y.L. Yin Variation of As concentration between 

soil types and rice genotypes and the 

selection of cultivars for reducing As in 

the diet 

Chemosphere SCI 

Xiao-Dan Li, Bing Xia, Ren Wang* Molecular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adenosylmethionine synthetase 

gene from Lycoris radiata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s 

SCI 

Yumei Jiang, Bing Xia, Lijan Liang, 

Xiaodan Li, Sheng Xu, Feng Peng, Ren 

Wang*  

Molecular and analysis of a 

phenylalanine ammonia-lyase gene 

(LrPAL2) from Lycoris radiata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s 

SCI 

Sheng Xu, Lijuan Wang, Bo Zhang, 

Bin Han, Yanjie Xie, Jie Yang, 

Weigong Zhong, Huiping Chen, Ren 

Wang, Ning Wang, Weiti Cui, Wenbiao 

Shen* 

RNAi knockdown of rice SE5 gene is 

sensitive to the herbicide methyl 

viologen by the down-regulation of 

antioxidant defense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SCI 

Yanqin Wang, Le Li, Weiti Cui, Sheng 

Xu, Wenbiao Shen* & Ren Wang  

Hydrogen sulfide enhances alfalfa 

(Medicago sativa) tolerance against 

salinity during seed germination by 

nitric oxide pathway 

Plant Soil SCI 

Xiaofeng Jin, Yong Xue, Ren Wang, 

RanRan Xu, Lin Bian, Bo Zhu, 

Hongjuan Han, Rihe Peng & Quanhong 

Yao* 

Transcription factor OsAP21 gene 

increases salt/drought tolerance in 

transgenic Arabidopsis thaliana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s 

SCI 

Xiao-Qin Sun,Yang-Lian Wei,Jian-Lin 

Guo,Yi-Feng Zhou,Yue-Yu Hang* 

Authentication of an endangered herb 

Changium smyrnioides from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rDNA ITS 

Sequences and Allele-Specific PCR 

Archives of Pharmacal 

Research 

SCI 

Xiao-Qin Sun,Ying-Jie Zhu,Jian-Lin 

Guo,Bin Peng,Ming-Ming Bai, Yue-Yu 

Hang* 

DNA barcoding the Dioscorea in 

China, a vital Group in the evolution of 

monocotyledon: use of matK gene for 

species discrimination 

PLoS One SCI 

Ji-Yu Zhang，Zhong-ren Guo，

Shen-Chun Qu，Zhen Zhang 

Identification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a class Ι chitinase 

gene (Mhchit1) from Malus hupehensis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er 

SCI 

Jiyu Zhang，Yushan Qiao，Dong Lv，

Zhihong Gao，Shenchun Qu，Zhen 

Zhang* 

Malus hupehensis NPR1 induces 

pathogenesis-related protein gene 

expression in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 Biology SCI 

Ji-Yu Zhang，Shen-Chun Qu，Xiao-Li 

Du，Yu-Shan Qiao，Bin-Hua Cai，

Overexpression of the Malus 

hupehensis MhTGA2 gene, a nov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s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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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ren Guo ，Zhen Zhang* bZIP transcription factor for increased 

tolerance to salt and osmotic stress in 

transgenic tobacco 

Xiu-Kong Chen, Ji-Yu Zhang, Zhen 

Zhang, Xiao-Li Du, Bei-Bei Du & 

Shen-Chun Qu 

Overexpressing MhNPR1 in transgenic 

Fuji apples enhances resistance to apple 

powdery mildew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er 

SCI 

Chunwu Zhu, Lewis Ziska, Jianguo 

Zhu*, Qing Zeng, Zubing Xie, Haoyan 

Tang, Xiaodong Jia and Toshihiro 

Hasegawa  

The temporal and species dynamics of 

photosynthetic acclimation in flag 

leaves of rice (Oryza sativa) and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under elevated 

carbon dioxide 

Physiologia Plantarum SCI 

Pingping Song，Mingyi Sun，Nianhe 

Wang*，Masahiko Taniguchi，Kimie 

Baba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Carlesia 

sinensis Dunn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SCI 

Zhou Wang,Fang Zhang,Ji-Pin 

Xuan,Jun-Qin Zong,Jian-Xiu Liu** 

Isolation and expression profiles of 

ZjDREB1 gene encoding a 

DRE-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from 

zoysiagrass (Zoysia japonica) 

Journal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 

Biotechnology 

SCI 

Jun Yuan,Jin-Bo Chen,LI Yu,Jian-Xiu 

Liu** 

Aluminum tolerance in Centipedegrass

（ Eremochloa ophiuroides (Munro) 

Hack ：Excluding Al from root 

Scientia Horticulturae SCI 

Na Luo,Xiao-Qing Yu,Jian-Xiu 

Liu*,Yi-Wei Jiang* 

Nucleotide diversity an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in antioxidant genes of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Plant Science SCI 

Hai-Lin Gou, Ji-Ping Xuan, Jian-Xiu 

Liu*, Yuan-MingZhang and Yi-Qi 

Zheng 

Association of molecular markers with 

cold tolerance and green period in 

zoysiagrass (Zoysia Willd.) 

Breeding Science SCI 

Yong-Peng Ma，Jens Nielsen，Nai-Wei 

Li，Wei-Bang Sun 

Rhododendron aureodorsale (Ericaceae) 

comb. nov. from southwestern Shaanxi, 

China 

Nordic Journal of 

Botany 

SCI 

Jian Chen, Sven Mangelinckx, An 

Adams, Wei-lin Li, Zheng-tao Wang* 

and Norbert De Kimpe*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aerial 

parts of Gynura bicolor 

Natural Product 

Communications 

SCI 

Jian Chen，An Adams，Sven 

Mangelinckx，Bing-ru Ren，Wei-lin Li，

Zheng-tao Wang，Norbert De Kimpe* 

Investigation of the volatile constituents 

of different Gynura species from two 

Chinese origins by SPME/GC-MS 

Natural Product 

Communications 

SCI 

Wang Shu Bin, Liu Ke Wei, Diao Wei 

Ping, Zhi Li, Ge Wei, Liu Jin Bing, Pan 

Bao Gui, Wan Hong Jian, Chen Jin 

Feng  

Evaluation of appropriate reference 

genes for gene expression studies in 

pepper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molecular breeding SCI 

Yu Chen，Youyi Zhao，Ming Wang，

Hao Sun，Yunfa Dong, Xu Feng* 

The frst clorogenic acid ester saponin 

from lonicera macranthoides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SCI 

Yu Chen，Yu Shan，You Yi Zhao，Qi Two new triterpenoid saponins from Chinese Chemical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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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 Wang，Ming Wang*，Xu Feng，Jing 

Yu Liang 

Lonicera macranthoides Letters 

Qi-zhi Wang, Xiao-feng Liu, Yu Shan, 

Fu-qin Guan, Yu Chen, Xiang-yun 

Wang, Ming Wang, Xu Feng* 

Two new nortriterpenoid saponins from 

Salicornia bigelovii Torr. and their 

cytotoxic activity 

 Fitoterapia SCI 

Mengying Sun，Xu Feng*，Min Yin，

Yu Chen，Xingzeng Zhao，Yunfa Dong 

A biflavonoid from stems and leaves of 

Lonicera macranthoides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SCI 

Min Yin，Xiangyun Wang，Ming 

Wang，Yu Chen，Yunfa Dong，Youyi 

Zhao，Xu Feng* 

A new triterpenoid saponin and other 

saponins from Salicornia europaea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SCI 

Chang-Liang Xu, Qi-Zhi Wang, 

Ling-Mei Sun, Xiu-Min Li, Ji-Min 

Deng, Lu-Fan Li, Jin Zhang, Rong Xu, 

Shi-Ping Ma* 

Asiaticoside: Attenuation of 

neurotoxicity induced by MPTP in a rat 

model of Parkinsonism via maintaining 

redox balance and up-regulating the 

ratio of Bcl-2/Bax 

Pharmacology, 

Biochemistry and 

Behavior 

SCI 

Jian Chen,Sven Mangelinckx,An 

Adams,Wei-lin Li,Zheng-tao 

Wang*,Norbert De Kimpe*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Gynura 

bicolor and G. divaricata 

8th Joint Meeting of 

AFERP, ASP, GA, PSE 

and SIF（Planta medica） 

SCI 

简报 

Qi-Zhi Wang,Yu Shan,Yu 

Chen,Xiangyun Wang,Fu-Qin 

Guan,Min Yin,Hao Sun,Youyi Zhao,Xu 

Feng 

Studies on the chemical constiuents of 

evodia rutaecarpa and evodia rutaecarpa 

passed with liquorice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8th Joint Meeting of 

AFERP, ASP, GA, PSE 

and SIF（Planta medica） 

SCI 

摘要 

Fu-Qin Guan,Xu Feng,Haiting 

Wang,Ming Wang,Xu Feng 

Bigelovii a, a new nortriterpene 

saponin, exhibits potent antitumor 

activities on HL-60 cells 

Natural Anticancer 

Drugs （ Biomedical 

Papers） 

SCI 

简报 

ShiSun HPLC-MS3 identifying profil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var. 

mongholicus for diabetic nephroathy 

and peripheral neuropathy 

8th Joint Meeting of 

AFERP, ASP, GA, PSE 

and SIF（Planta medica） 

SCI 

简报 

ShiSun Compounds inhibiting hyperglycemia 

and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from 

Morus alba L. 

8th Joint Meeting of 

AFERP, ASP, GA, PSE 

and SIF（Planta medica） 

SCI 

简报 

Liang Fang，Wenlong Wu，Huifang 

Zhao，Lianfei lv，Weilin Li 

Characteristics of seed oils from four 

blackberries varieties (Rubus L.)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ISTP 

Wenlong Wu,Huifang Zhao,Liang 

Fang,Lianfei lv,Weilin Li 

Nutritional components in the fruit of 

different blueberry cultivars in Nanjing.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ISTP 

Wang Xiaomin,Wu Wenlong,Weilin 

Li,Zhang Chunhong,Shuying Hu 

Develop Beach Plum as a New 

Multipurpose Crop for Coastal Beach in 

China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ISTP 

Sun Xiao-qing,Guo Jian-lin,Ge 

Yan-fen,Xia bing 

Study of specific random amplification 

of polymorphic DNA- sequence 

characterized amplified region 

(RAPD-SCAR) marker for the 

Journal of Medicinal 

Plants Research 

I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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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angered Chinese endemic herb 

Atractylodes lancea 

ZhangJi-Yu,GaoZhi-Hong,,Zhongren 

Guo ,Jun Zhou,Qiao Yu-Shan,Qu 

Shen-Chun,Zhang Zhen* 

Character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a 

β-1, 3-glucanase gene cloned from 

Malus hupehensis 

Af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STP 

Qu Shen-chun,Du Bei-bei,XIA 

Jing,Zhang Ji-yu,Lu Dong,Gao 

Zhi-hong,Zhang Zhen* 

Effect of bag removal on Fuji apple 

coloration 

Af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STP 

Yu Hong,Gu Yin,Jiang Yanqin,He 

Shanan 

An Update on Blueberry Growing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uit Science 

英文期刊 

Gu ZX,Guo JL,Zhou YF Study on Morph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Euphorbia kansuensis Prokh. 

(Euphorbiaceae), a Potential Energy 

Plant 

Agricultural Science & 

Technology 

英文期刊 

Yiqi WANG,Xingjian LIU,Zhongren 

GUO,Bin LIU 

Renovation of Forest Form of Nanjing 

Pearl Spring Scenic Area 

Journal of Landscape 

Research 

英文期刊 

LV D,Zhang JY,Zhang Z,Zhou 

ZQ,Chen XK,Du XL,Qu S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NA-ITS 

Sequences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pple Ring Rot 

Pathogen Botryosphaeria berengeriana 

de Not f. sp. piricola (Nose) 

Fungal Genomics 

Biollogy 

英文期刊 

杨永恒，黄苏珍，*佟海英 甜菊不同杂交组合结实率及其 F1 代

萌发和生长及对 NaCl 耐性的研究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马晶晶，黄苏珍，*原海燕 NaHCO3 胁迫对喜盐鸢尾和马蔺生长

及解剖结构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佟海英，马晶晶，原海燕，黄苏珍 NaCl 和 Na2CO3胁迫对 5 种鸢尾属植

物生长的影响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殷云龙*,朝广，华建峰，熊亮,莫海波 豆科植物田菁对滨海盐土的适应性及

其降盐效果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芦治国，於朝广,周冬琴，倪雪, 殷云

龙* 

盐胁迫对木槿属两个外来种质生长及

叶绿素含量影响 

林业科技开发 核心期刊 

华建峰，莫海波，於朝广，徐建华，

殷云龙 

中山杉 406 对富营养化水体营养物质

去除效能的研究 

安全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华建峰，杨奕如，徐建华，王兴祥，

殷云龙 

河流底泥施用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

多样性的影响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胡李娟，余华,华建峰,徐建华,殷云龙* 3 个中山杉杂种无性系及基亲本的光

合特性比较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周冬琴，莫海波，芦治国，於朝广，

徐和宝，殷云龙* 

基于 SRAP 标记的墨西哥落羽杉优良

单株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熊亮，殷云龙*，莫海波，於朝广，华

建峰 

江苏洋口港台田土壤盐分动态变化特

征研究 

土壤 核心期刊 

蒋倩，韩勇*，孙晓丽，华建峰，倪俊 酸性土壤水溶性氟浸提方法的研究 土壤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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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倩，韩勇*，华建峰，钱薇，陆国兴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大

米与圆白菜中痕量铅 

光谱实验室 核心期刊 

杨奕如，殷云龙*，徐和宝 不同宽度林带对国道两侧农田水稻叶

片和糙米中重金属含量的影响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崔恩惠，方亮，吴文龙*，李维林 响应曲面法优化超声辅助提取黑莓种

子油工艺 

食品科学 核心期刊 

张春红，胡淑英，吴文龙，闾连飞，

李维林* 

不同处理方式对黑莓‘Kiowa’种子发

芽的影响 

林业科技开发 核心期刊 

王小敏，吴文龙，张春红，胡淑英，

闾连飞，李维林* 

黑莓杂交 F1 代初选优株的调查与分

析 

经济林研究 核心期刊 

王鲁北，张春红，王小敏，吴文龙，

李维林* 

黑莓品种‘Arapaho’离体叶片不定芽诱

导影响因素分析及再生体系建立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李维林*，吴文龙，张春红，闾连飞，

王小敏，束怀瑞 

世界黑莓产业发展和研究现状与前景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胡淑英，张春红*，王小敏，李维林，

吴文龙 

cDNA-AFLP 技术在果树生物技术育

种上的应用 

黑龙江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胡淑英，王小敏，张春红，吴文龙，

李维林*，汤飞云 

滨梅茎段组织培养研究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核心期刊 

赵慧芳，吴文龙，张春红，胡淑英，

闾连飞，李维林* 

黑莓 F1 代杂交优株及其亲本果实营

养品质特性分析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核心期刊 

居正英，赵慧芳，吴文龙* Folin-Ciocalteu 比色法测定黑莓多酚

的含量 

食品研究与开发 核心期刊 

汤飞云，张春红，胡淑英，吴文龙，

李维林* 

不同品种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硬度变

化规律的调查与分析 

江西农业学报 核心期刊 

汪洪江，吴文龙，闾连飞，李维林*，

胡淼 

南京紫金山植食性蝽类发生特点 环境昆虫学报 核心期刊 

张春红，王鲁北，王小敏，吴文龙，

李维林* 

黑莓‘Kiowa’叶柄离体直接再生体系

的建立 

江西农业学报 核心期刊 

张春红，胡淑英，闾连飞，吴文龙，

李维林* 

黑莓优良品种宁植 2 号及其亲本的

SSR 鉴定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王小敏，张春红，吴文龙，李维林*，

胡淑英 

开发滨梅作为滩涂和荒地适种的多用

途新经济作物 

林业调查规划 核心期刊 

梁丽建，江玉梅，夏冰，蒋明敏，彭

峰，何树兰，汪仁* 

石蒜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克隆

与原核表达 

西北植物学报 核心期刊 

蒋明敏，徐晟，夏冰，彭峰，汪仁* 干旱胁迫下外源氯化钙、水杨酸和一

氧化氮对石蒜抗旱性的影响 

植物生理学报 核心期刊 

权俊萍，吕国华，何树兰，彭峰，聂

传胜，夏冰* 

我国百里香属植物资源调查分析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穆红梅，夏冰*，高俊平，张秀省，汪

仁，彭峰，何树兰 

植物中 SAM Mtases 基因研究进展 西北植物学报 核心期刊 

穆红梅，夏冰*，张秀省，汪仁 赤霉素对中国石蒜种子萌发的影响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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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红梅，夏冰*，汪仁，彭峰，何树兰 顽拗性种子— — 中国石蒜种子的贮

藏特性研究 

种子 核心期刊 

王呈伟，郑玉红，李莹，何树兰，彭 峰
* 

曼地亚红豆杉 Hicksii 花粉储藏和活

力检测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王忠，李莹，郑玉红，何树兰，彭峰*，

束晓春 

石蒜属植物花芽分化进程的解剖学观

察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郑玉红，贾春，钱美华，陈默，彭峰*，

夏冰 

石蒜属化形态建成研究进展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王忠，杨清*，汪仁，郑玉红 野生茄子 cDNA-AFLP 分析体系的优

化和建立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郑玉红，贾春，顾永华，彭峰*，马万

荣，陈晓萱 

君子兰研究进展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陆波，郑玉红，彭峰*，束晓春，陈晓

萱 

均优设计法优化彩色马蹄莲品种的

RAPD-PCR 反应体系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王雷宏，杨俊仙*，郑玉红，汤庚国 台湾林檎[Malus doumeri(Bois.)Chev.]

地理分布模拟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核心期刊 

王雷宏*，郑玉红，汤庚国 基于 SSR 标记的 8 个上镜子居群遗传

多样性和遗传关系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刘春阳，郑玉红*，陆波，何树兰，陈

晓萱 

废弃矿山生态复绿常用 17 种常用植

物叶绿素及 SOD 和 POD 活力测定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核心期刊 

郭建林，葛燕芬，孙小芹，李密密，

夏冰,杭悦宇* 

基于 RAPD 标记的南苍术居群遗传多

样性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李密密，舒璞，周义锋，郭建林，孙

小芹，杭悦宇* 

中国薯蓣属植物叶表皮微形态特征及

其分类学意义 

西北植物学报 核心期刊 

李密密，吴林园，郭建林，孙小芹，

杭悦宇* 

 4 种形态类型诸葛菜的等位酶变异

及遗传多样性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白明明，孙小芹，郭建林，李密密，

杭悦宇* 

基于 psbA-trnH 分析的何首乌野生居

群遗传多样性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缪启新 科学事业单位收支类科目调整的建议 财会月刊 核心期刊 

陈晨，汪琼，于金平，徐增莱*，史云

云 

天然燃香烟雾中甲醛及苯系物的检测 农产品加工学刊 核心期刊 

徐菲，宣继萍，郑玉红，刘永芝，郭

忠仁* 

秋海棠属植物种质亲缘关系的 ISSR

分析 

西北植物学报 核心期刊 

贾晓东，王涛，张计育，刘永芝，莫

正海，郭忠仁*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美国山核桃缓苗期

的影响 

天津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张计育，宣继萍，贾晓东，刘永芝，

王翔，郭忠仁* 

富士苹果 MdAPETALA2 基因的克隆

与表达分析 

西北植物学报 核心期刊 

史永红，李新华*，郭忠仁 黑尾蜡嘴雀冬季对树木果实的取食作

用 

生物学杂志 核心期刊 

黄钢，莫正海，李卉，郭忠仁* 延长观赏植物花期的技术措施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贾晓东，王涛，张计育，王翔，刘永

芝，郭忠仁* 

美国山核桃的研究进展 中国农学通报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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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计育，王庆菊，郭忠仁* 植物 AP2/ERF 类转录因子研究进展 遗传 核心期刊 

张计育，周振兴，宣继萍，贾晓东，

郭忠仁* 

猕猴桃果实采后成熟衰老与植物生长

调节物质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张计育，王涛，宣继萍，贾晓东，刘

永芝，王翔，郭忠仁* 

基于江都市果实品质现状谈江苏省猕

猴桃产业发展对策 

园艺与种苗 核心期刊 

刘永芝，王翔，吕寿祝，张计育，宣

继萍，郭忠仁* 

江苏省猕猴桃冬季修剪关键技术 中国南方果树 核心期刊 

张计育，王三红，渠慎春，郭忠仁，

章镇* 

湖北海棠二价融合表达载体 MhT2AC

的构建及其转基因烟草耐盐性分析 

园艺学报 核心期刊 

张计育，渠慎春，薛华柏，高志红，

郭忠仁，章镇* 

湖北海棠病程相关蛋白 MhPR8 基因

的克隆与表达 

中国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张计育，乔玉山，渠慎春，高志红，

郭忠仁，章镇* 

湖北海棠 MhPR1a 基因的克隆与表达

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杜小丽，陈秀空，张计育，罗昌国，

都贝贝，李春霞，章镇，渠慎春* 

苹果属植物再生体系优化及长富 6 号

遗传转化体系的建立 

江苏农业学报 核心期刊 

吕东，李春霞，展蔷，都贝贝，张计

育，章镇，渠慎春* 

红肉苹果 MpMYBPA1 的克隆及表达

分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核心期刊 

罗昌国，乔玉山，张计育，薛华柏，

高志红，渠慎春，章镇* 

湖北海棠 5A 基因进化与表达分析 西北植物学报 核心期刊 

郭海林，陈宣，薛丹丹，刘建秀** 结缕草属植物部分外部性状的遗传分

析 

草业学报 核心期刊 

郭海林，丁万文，陈静波，陈宣，刘

建秀** 

结缕草耐盐分离群体的构建 草地学报 核心期刊 

郭海林，陈静波，陈宣，林帆，李珊，

褚晓晴，丁万文，刘建秀** 

结缕草(Zoysia japonica)耐盐性的遗传

分析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核心期刊 

孙祖霞，刘兆磊*，陈素梅，陈发棣，

楼望淮，郭海林 

荷花 SRAP-PCR 反应体系的优化与确

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核心期刊 

陈静波，刘建秀** 狗牙根抗盐性评价及抗盐机理研究进

展 

草业学报 核心期刊 

陈静波，褚晓晴，李珊，宗俊勤，王

丹，刘建秀* 

盐水灌溉对 7属 11种暖季型草坪草生

长的影响及抗盐性差异 

草业科学 核心期刊 

宗俊勤，郭爱桂，陈静波，刘建秀** 7 种多年生禾草作为能源植物潜力的

研究 

草业科学 核心期刊 

王舟，宗俊勤，郭海林，刘建秀* Gateway 技术构建结缕草低温和干旱

诱导 cDNA 文库及其质量鉴定 

草业科学 核心期刊 

李珊，陈静波，郭海林，宗俊勤，张

芳，褚晓晴，蒋乔峰，丁万文，刘建

秀* 

结缕草属草坪草种质资源的耐盐性评

价 

草业学报 核心期刊 

褚晓晴，陈静波，宗俊勤，丁万文，

李珊，蒋乔峰，刘建秀* 

中国假俭草种质资源耐铝性变异分析 草业学报 核心期刊 

褚晓晴，郭海林，陈静波，宗俊勤，

刘建秀* 

假俭草耐铝性遗传分析 草地学报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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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秀*，殷云龙，刘启新，华建峰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生态重构关键技术

及示范 

水利经济 核心期刊 

李乃伟，李云龙，王传永，陆小清*，

郭忠仁 

大别山冬青扦插繁殖技术研究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王伟，吴存泓，李乃伟，陆小清* 滁河六合城区段水生植物种植探析 安徽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吕寒，裴咏萍，李维林*，任冰如 红凤菜总黄酮清除自由基的活性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罗美红，吕寒，李维林* 枇杷叶中总三萜酸含量的测定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于盱，王海棠，刘艳，梁呈元*，李维

林 

薄荷茎段不定芽诱导影响因素分析及

再生体系的建立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王海棠，于盱，刘艳，梁呈元，李维

林 

薄荷 MhLS 基因的克隆及生物信息学

分析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王海棠，于盱，刘艳，梁呈元*，李维

林 

薄荷属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 江西农业学报 核心期刊 

任冰如，吴菊兰，徐柏衡，陈剑，梁

呈元，吕寒，李维林* 

水飞蓟素提取和水飞蓟宾纯化的研究 时珍国医国药 核心期刊 

马丽，黄伟，李维林* 不同类型大孔树脂对拐枣总黄酮的富

集效果研究 

江西农业学报 核心期刊 

马丽，李银川，孙起梦，刘兴剑，李

维林* 

南京紫金山 4 种蕨类植物不同部位总

黄酮含量比较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任全进，徐勤明，陈晓萱，朱洪武，

于金平 

水生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配置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顾永华，李耿，耿蕾 景天科观赏植物“巴”的叶片扦插技术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朱洪武，李权生 昆士兰瓶干树的大枝扦插技术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耿蕾，李权生 南非龟甲龙在我国长江流域的播种育

苗技术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李权生，陈梅香，宋正达，耿 蕾 巨魔芋的播种育苗技术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翟恒华，李耿，李权生* 十二卷属植物的生长环境与与光照要

求 

黑龙江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陈雨，赵友谊，吴双王，王鸣，冯煦，

梁敬钰* 

灰毡毛忍冬花蕾水溶性化学成分研究 中药材 核心期刊 

刘敏，管福琴，王海婷，冯煦，夏冰，

单宇* 

灰毡毛忍冬茎叶不同极性成分的体外

抗氧化活性研究 

食品科技 核心期刊 

刘敏，管福琴，王海婷，冯煦，夏冰，

单宇* 

小麦麸皮总黄酮的体外抗氧化活性研

究 

食品研究与开发 核心期刊 

王海婷，单宇，管福琴，刘敏，崔瑾，

冯煦* 

北美海蓬子总黄酮的抗氧化性质研究 食品研究与开发 核心期刊 

滕昱伯，陈雨，赵友谊*，王奇志，王

鸣，冯煦 

HPLC 法同时测定灰毡毛忍冬不同部

位 5 个活性成分的含量 

中药材 核心期刊 

王奇志，管福琴，孙浩，陈雨，赵友

谊，冯煦，王鸣* 

梓苷的抗肿瘤活性研究 中成药 核心期刊 

王奇志，黄辉球，黄志刚，梁旭霞，

冯煦* 

莲芝消炎胶囊中脱水穿心莲内酯质控

标准的研究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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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浩，赵兴增，贾晓东，王相云，董

云发，冯煦* 

杭白芷香豆素苷类成分研究 中药材 核心期刊 

杨如同，李亚*，汪庆，石欣，姚淦 灰楸枝条催芽技术和不同无性萌芽力

的初步研究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廖盼华，汪庆，李亚*，姚淦，杨如同，

王淑安 

南方红豆杉 ISSR-PCR 反应体系的建

立与优化 

林业科技开发 核心期刊 

李美芝，宋春凤，刘启新* 中国伞形科前胡属果实表面微形态特

征及分类学意义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核心期刊 

叶康，刘启新*，邓懋彬 中国菊科兔儿风属一新分布种 西北植物学报 核心期刊 

耿国民*，朱灿灿，周久亚 南京早期引种的美国山核桃不同单株

果实形态特征分析 

种子 核心期刊 

朱灿灿，耿国民，周久亚 南京早期引种的薄壳山核桃不同单株

果实品质分析 

经济林研究 核心期刊 

李和平，刘兴剑，孙起梦* 南京中山植物园引种蕨类植物的观赏

特性及园林应用探讨 

江苏农业科学 核心期刊 

李和平，任全进，高福洪，杨军，刘

科伟，刘兴剑 

竹芋科植物的引种栽培 北方园艺 核心期刊 

全大治 蔗糖对百合切花的保鲜效果 福建林业科技 核心期刊 

 

 

2．专（编）著 

书  名 出版社 字数（万字） 著（编）者 

江苏省公路绿化建设理

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42 

殷云龙、徐和宝、陆东晖、杨奕如、

黄玉洁、徐建华、张光宁、纪易凡、

汪毅、魏秀君、於朝广、华建峰、

芦治国等 

家庭健康养花 江苏科技出版社 9 王意成 

华东地区园林观赏树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5 
盛宁、李百健、熊豫宁、陆长根、

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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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权专利、审（鉴）定品种、制定标准 

1．授权专利 

专利名称 发明人 授权专利号 

薄荷同源多倍体的诱导和检测方法 李维林、于盱、梁呈元、刘艳 ZL 201010017950.7 

一种枇杷叶总三萜酸提取物的制备方法 

吕寒、赵友谊、陈剑、罗美红、李维

林、吴菊兰 ZL 201010607483.3 

盆栽观赏乌蕨的孢子繁殖及养护方法 

任冰如、李维林、梁呈元、吴菊兰、

赵友谊、陈剑 ZL 201110104839.6 

一种薄壳山核桃当年播种当年嫁接的育苗

方法 

耿国民、朱灿灿、周久亚、郭忠仁、

刘梦华 ZL201010522699.X 

茅苍术药材的 DNA 分子鉴定方法 杭悦宇、葛燕芬、周义锋、吴宝成 ZL200710021373.7 

一种中山杉品种 302 的组织培养繁殖方法

陆小清、李乃伟、陈永辉、李云龙、

王传永 ZL201110200456.9 

一种从黑莓种籽中提取天然维生素 E 的方

法 

李维林、崔恩惠、方  亮、吴文龙、

闾连飞、赵慧芳、王小敏 
ZL201010251351.1 

一种酿酒酵母菌株及用其制备黑莓果酒的

方法 

方亮、吴文龙、李维林、赵慧芳、闾

连飞、张春红、王小敏 
ZL201110217425.4 

一种抗稻瘟病的石蒜属植物蛋白（LrPR4）

及其编码基因与应用 

夏冰、汪仁、李晓丹、江玉梅、彭峰、

王春燕、何丽斯 
ZL200810124655.4 

双瓣茉莉的离体快速繁殖方法 
夏冰、贺佳、何丽斯、汪仁、李晓丹、

江玉梅、王忠 
ZL201110094669.8 

一种杜衡组织培养的繁殖方法 
郭忠仁、汤诗杰、李乃伟、宣继萍、

贾晓东、陆小清 
ZL201010584642.2 

披针叶红茴香耐寒优株扦插繁殖技术  
刘兴剑、孙起梦、朱洪武、任全进、

杨军 
ZL201110174469.3 

福建观音座莲保护越冬方法 孙起梦、刘兴剑、胡乾军、朱洪武 ZL201110174480.X  

 

 

 

2．审（鉴）定品种 

名 称 审（鉴）定机构 编 号 选育人 

‘苏植 2 号’杂交狗牙

根 

农业部 450 刘建秀、郭海林、陈静波、

宗俊勤、郭爱桂 

中山 2 号'甜菊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 

苏鉴甜叶菊 201202 原海燕、黄苏珍、佟海英、

韩玉林 

威斯顿'薄壳山核桃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ETS-CI-004-2012 耿国民、周久亚、朱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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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肖尼'薄壳山核桃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ETS-CI-005-2012 耿国民、周久亚、朱灿灿 

金薇'紫薇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SV-LI-013-2012 李亚、汪庆、杨如同、王鹏、

耿蕾、姚淦 

‘屋久岛’紫薇 1 号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SC-LF-010-2011 李云龙、陆小清、李乃伟、

蔡小龙、王伟、王传永 

中山杉 27 号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SC-TD-004-2011 陈永辉、陆小清、李乃伟、

李云龙 

‘宝森’黑莓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ETS-RU-012-2012 李维林、吴文龙、闾连飞、

赵慧芳、王小敏、方  亮、

张春红 

‘卡伊娃’黑莓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ETS-RS-011-2012 吴文龙、李维林、闾连飞、

赵慧芳、王小敏、方  亮、

张春红 

‘威奇塔’薄壳山核桃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ETS-CI-006-2012 翟敏、李永荣、刘永芝、吴

文龙、杜佳 

‘波尼’薄壳山核桃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ETS-CI-001-2011 李永荣、翟敏、吴文龙、郭

忠仁、刘永芝、庞万兵 

‘马罕’薄壳山核桃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ETS-CI-002-2011 李永荣、翟敏、吴文龙、郭

忠仁、刘永芝、庞万兵 

  中山杉 405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SC-TM-001-2012 殷云龙、於朝广、徐建华、

徐和宝、华建峰、芦治国 

  中山杉 406 江苏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

会 

苏 R-SC-TM-002-2012 殷云龙、於朝广、徐建华、

徐和宝、华建峰、芦治国 

 

 

3．制定标准 

标准等级 标准名称 认定机构 编 号 指定人 

中国甜菊协会行

业标准 

无公害糖料作物甜菊

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
中国甜菊协会 

甜 协 会 字

（2012）12 号

黄苏珍、舒世珍、

杨秋萍、佟海英、

原海燕、尤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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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导师简介（按姓氏笔画为序） 

姓 名 研究方向 招生方向 联系方式 兼 职 

王年鹤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的分类、化学成

分分析及其综合利用的研究。 
药用植物学  wangnh2003@yahoo.com.cn 

冯 煦  主要从事以水溶性化学成分及微量成

分为重点的天然产物化学的基础研究、

以有效成分和有效部位为主的新药临

床前研究、以环境因子与药用植物次生

代谢产物之间关系为主的药用植物资

源研究，以及海滩盐生植物化学成分的

研究与利用。 

天然产物化学  fengxu@mail.cnbg.net  南京农业大学

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 

任冰如  主要从事经济和药用植物资源的评价

和开发利用。 
天然产物化学  renbingru@263.net   

刘启新  主要从事植物的系统演化研究（主攻伞

形科分类群）和标本馆的管理与研究，

同时参与植物资源学和保护生物学等

方面的研究。 

植物分类与生态 naslqx@yahoo.com.cn   

刘建秀  主要从事草坪草种质资源的综合评价

和遗传改良研究，同时开展观赏草、牧

草、能源草等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工

作。 

观赏园艺与 
园林植物 

turfunit@yahoo.com.cn  南京农业大学

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 

吕 晔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利用研究。目前重点研究领域有卵巢活

性药物的研究开发与植物源杀虫剂的

开发利用研究。 

药用植物学  lvyenj@yahoo.com.cn   

孙 视  主要从事植物次生代谢及其代谢物的

开发利用研究。目前开展的主要工作包

括植物活性成分提取分离、(不对称)合
成，活性成分积累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次生产物的分布及演化规律。 

天然产物化学  sunshih3216@yahoo.com   

李 亚  主要从事植物资源学研究。目前主要研

究内容为优异观赏、药用和能源植物资

源的保存、评价、种质创新及开发利用；

园林植物育种和栽培技术；外来入侵植

物的入侵机制和风险评估研究等。 

观赏园艺与 
园林植物 

yalicnbg@yahoo.com.cn   

李维林  主要从事经济植物引种驯化、药用植物

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天然产物化学。

目前主要开展黑莓育种、栽培与加工，

薄荷资源评价和育种，抗糖尿病植物资

源评价及中药新药开发等方面的研究

工作。 

植物引种驯化

与利用，天然产

物化学，药用植

物学 

lwlcnbg@mail.cnbg.net  南京农业大学

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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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仁  主要从事药用、观赏植物功能基因以及

转基因等方面的研究。目前研究方向主

要包括石蒜药用次生代谢物合成途径

中基因的克隆与功能分析；石蒜抗病

虫、耐旱基因的克隆与功能分析；利用

基因工程方法改良药物生产工艺的研

究；大麻育性、抗旱性及脱毒转基因技

术研究；茉莉抗寒转基因技术研究。 

药用植物学  wangren@126.com   

杭悦宇  主要从事植物系统分类与演化、植物分

子进化、药用植物资源学、道地药材分

子鉴定等研究。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薯

蓣科系统分类、分子进化、分子地理学、

传粉生物学、繁育生物学等；十字花科

拟南芥属和南芥属的细胞生物学、分子

地理学研究；江苏重要的道地药材分子

鉴别体系研究；适应低山丘陵生长的草

本能源植物的研究及产业化。 

药用植物学，植

物分类与生态 
hangyueyu@21cn.com  南京农业大学

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 

於 虹  主要从事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包括蓝

浆果的引种、栽培、加工和推广等研究

工作。 

植物引种 
驯化与利用 

njyuhong@vip.sina.com   

夏 冰  主要从事观赏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目前主要开展药用植物次生代谢基因

克隆及工程菌基因重组，石蒜新品种选

育和花期调控。 

药用植物学， 
观赏植物学 

xiabingnbg@sina.com  南京农业大学

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 

徐增莱  主要从事植物资源学及药用植物的开

发利用，薯蓣科与大戟科分类、以及生

药学、本草学和民族植物学等研究 

药用植物学  xuzl5194@sohu.com   

殷云龙  主要从事重要林木资源与观赏植物的

选育、国土绿化与景观规划、生态环境

监测与保护等方面的研究。 

观赏园艺与 
园林植物 

yinyl066@sina.com  南京林业大学

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 

郭忠仁  先后从事桃育种研究，桃种质资源的收

集、保存、鉴定、利用研究；全国李、

杏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利用研究；

杜鹃花、槭树、壳斗科等园林植物资源

的收集、选育、研究和利用等工作。 

观赏园艺与 
园林植物，植物

引种与驯化 

zhongrenguo@yahoo.com.cn   

黄苏珍  主要从事观赏（鸢尾属）及经济（甜菊

属）植物种质资源保存、评价、品种选

育及利用研究。 

观赏园艺与 
园林植物 

hsz1959@163.com 南京农业大学

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 

梁呈元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评价、

新品种选育及开发利用等研究。 
药用植物学  liangcy618@yahoo.com.cn   

彭 峰  主要从事观赏植物和植物资源的研究

和开发利用。目前主要进行红豆杉、石

蒜植物资源和观赏植物方面的研究。 

观赏园艺与 
园林植物 

pfeng@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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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事记 

2012 年 1 月 

7 日，我所参加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七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庄娱乐所长当选理事会理

事。 

9 日，植物园举办迎壬辰龙年‘龙’植物展。 

16 日，庄娱乐所长出席中国科学院 2012

年度工作会议。 

17 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包国新率政协

科技委全体委员莅临所（园）视察工作。 

19 日，所（园）举行 2011 年度总结表彰

大会暨 2012 年迎新春联欢会。 

23 日，知名企业家陈光标先生参观植物

园南园热带植物宫。 

是月，《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入选中文

核心期刊。 

2012 年 2 月 

5—7 日，所（园）在镇江句容市召开 2012

年工作会议。 

14 日，江苏省直机关工会召开 2012 年工

作会议暨工会工作创新成果表彰大会，我所工

会报送的 2 项成果分别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20—21 日，所（园）召开了第三届职工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28 日，植物园举办“植物压花工艺卡艺术

作品展”。 

29 日，我所参加全省农业科技促进年活

动启动会议。 

是月，我所冯煦研究员主持完成的“灰毡

毛忍冬活性总皂苷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

途”获得了“第七届江苏省专利金奖”。 

2012 年 3 月 

7 日，植物园举办“教智障人员制作植物

压花工艺卡”公益科普活动。 

10—11 日，植物园举办义务植树活动。 

24 日，庄娱乐所长出席“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 2012 年分支机构工作会议”。 

25 日，植物园与南京外国语学校联合举

办“小小讲解员”的培训与选拔活动。 

31 日，2012 年欧洲花卉展盛大开幕。 

2012 年 4 月 

2 日，在苏中国科学院院士咨询委员会成

员及随行人员等在南京分院院士联络处负责

人的陪同下前来我所（园）考察访问，庄娱乐

所长等接待了来宾一行。 

7 日，我所贺善安研究员荣获“2011 年度

上海科普大讲坛科普宣讲大使”称号。 

7 日，我所研究生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土壤研究所、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生联谊活

动在我所（园）举行。 

9 日，美国 ArborGen 林木种苗公司王为

民博士来我所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我所报告厅

作了题为“树木体胚发生和超低温冷冻技术”

的学术报告， 

9 日，江苏卫视、江苏城市频道“零距离”、

南京电视台“直播南京”、南京人民广播电台、

南京日报、扬子晚报、金陵晚报、南京晨报、

东方卫报等 10 家新闻媒体采访欧洲花卉展。 

10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郭顺星研究员应邀来我所作了题为“铁皮石斛

菌根生物学及应用”的学术报告。 

10 日，南京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我所科

研项目“冬虫夏草鉴定研究”课题进行了研究

成果鉴定。 

10 日，九三学社江苏省直属综合三支社

与我所九三支社举行了联谊交流活动。 

10 日，玄武公安分局城东片区内保会议

在我所召开。 

11 日，所（园）召开一季度工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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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江苏省植物学会 2012 年学术年会

暨江苏省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植物

学会副理事长武维华院士、江苏省科协副主任

冯少东、江苏省民政厅领导及江苏省植物学会

会员代表共 110 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15 日，我所研究生会与南京林业大学研

究生会联谊交流活动。 

17 日，由我所承担的“墨杉等 10 个重要珍

稀树种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杂交墨杉优良

无性系选育与示范推广”两个林业三项工程项

目通过江苏省林业局的验收。  

20 日，韩国国立庆尚大学 Byung-Hyun 

Lee 教授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公社研究

员应邀来我所进行交流访问。 

20 日，我所研究生参加“农科院、南农大、

植物所三方羽毛球联谊赛”。 

22 日，为迎接国际植物日、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全国科技活动周以及省市科普宣传周

等，植物园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系列科普活动，

主要有郁金香文化图文展、植物压花工艺作品

展、野菜展、银色植物展、宿球根花卉展等主

题科普展览及科普讲座。 

24 日，我所参加由中科院院地合作局和

中科院南京分院联合主办的中科院南京分院

院地合作工作交流会。 

24—25 日，“海岸带潮滩资源开发与安全

国际研讨会”在河海大学召开，我所 3 名专家

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 

25 日，郭忠仁副所长率南园温室综合整

改工作组在前往上海辰山植物园考察和交流。 

2012 年 5 月 

2 日，应徐州市市政园林局邀请，庄娱乐

所长、郭忠仁副所长等考察建设中的徐州市植

物园。 

3—4 日，中科院植物园工委会陈进主任、

中科院生物局娄治平处长，秦岭国家植物园沈

茂才主任及工委会胡华斌秘书长等前来所（园）

调研。庄娱乐所长、郭忠仁副所长、宇文扬副

书记等热情接待并陪同考察。 

7 日，冯煦副所长代表我所参加了省委省

政府召开的全省“五方挂钩”单位帮扶工作会

议。我所荣获“2010～2011 年度全省脱贫攻坚

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2 日，我所研究生党支部、研究会组织

在读研究生赴静海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4 日，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理事长、

北京植物园原主任张佐双先生来我园参观指

导。夏冰书记代表所里接待了张佐双理事长。 

16 日，所（园）召开“2012 年重点工作动

员大会”。 

18 日，美国科学院院士、原美国密苏里

植物园主任 Peter H. Raven 教授率园林考察团

20 余人来我所（园）考察访问。庄娱乐所长

热情接待了来宾一行。贺善安教授及有关人员

陪同接待。 

18 日，所（园）作为联办单位分别参加

了 2012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苏省、南京市

及玄武区第二十四届科普宣传周主题活动。开

幕式期间，江苏省政府何权副省长视察了所

（园）科学传播工作。 

22—25 日，郭忠仁副所长率文化建设工

作组赴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江西省中科院庐山

植物园考察交流。 

26 日，我所研究生在首届“谁羽争锋——

在宁 10 所科研院所羽毛球联赛”获佳绩，分别

获得了女子单打亚军、季军，女子双打亚军，

混双季军以及团体季军的好成绩。 

2012 年 6 月 

2—3 日，西安植物园付文奇副主任率新

园区建设规划组有关方面专家前来所（园）考

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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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南京市旅游园林局局长兼中山陵园

管理局局长汪振和来所（园）走访，庄娱乐所

长，李维林、冯煦副所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接待。 

5 日，郭忠仁副所长应邀出席“纪念傅焕光

先生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 

6 日，所（园）召开了“2012 年‘挂县强农

富民工程’项目推进会”。  

9—10 日，民盟江苏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在南京举行，我所民盟支部支委冯煦研究员当

选民盟江苏省委常委。 

11 日，郭忠仁副所长及相关专家出席玄

武区委区政府举办的南京钟山生命科学园专

家咨询会。 

13 日，中山陵园管理局郭益力副局长来

所（园）考察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利

用情况。庄娱乐所长等热情接待并交流。 

13—14 日，重庆市南山植物园张灵丁工

程师一行 4 人来我所（园）考察数字化植物园

建设工作。 

18—20 日，李维林副所长率北园建设工

作组赴广西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考察交流。 

25 日，庄娱乐所长主持召开了专题协调

会议，研究布置预防和应对山洪灾害的工作。 

29 日，所党委召开“创先争优”活动总结表

彰大会。 

30 日，我所药用植物研究中心管福琴助

理研究员赴捷克参加天然抗癌药物研究大会。 

2012 年 7 月 

3 日，我园与《莫愁》杂志社联合举办“植

物王国之旅小记者夏令营”在我园顺利开营。 

3 日，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了 2012 年

全体委员会议。 

3 日，我所隆重举行 2012 届研究生毕业

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6 日，我所应邀出席常州市 2012 年农业

科技推进会。我所为技术支撑单位的“常州市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 

9 日，为期六天的干部集中培训活动圆满

结束。所领导、全体中层干部、项目组长、一

线班组长全程参加培训，全体科研人员和机关

管理干部聆听了部分专题讲座。 

13—20 日，，我所（园）联合扬子晚报

社举办两期“植物王国之旅科技夏令营”活动。 

17 日，第十二届全国花粉资源开发与利

用研讨会在河北承德举行。我所孢粉研究专家

舒璞研究员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我国

蜜源植物与有毒植物”的报告。 

18 日，南京市旅游园林局兼中山陵园管

理局局长汪振和、管理局巡视员许永善等一行

来我所（园）磋商战略合作事宜。庄娱乐所长、

夏冰书记、李维林副所长等热情接待并交流。 

20 日，我所标本馆参加“全国植物标本馆

信息系统技术培训会”。 

24 日，庄娱乐所长出席钟山风景区综合

管理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我所与中山陵园管

理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6 日，所（园）召开上半年工作交流会。 

27 日，我所共建的江苏省盐土生物资源

研究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 2012 年年会在盐

城师范学院召开。庄娱乐所长及科研处、经济

植物研究中心负责人应邀出席了会议。 

27 日，我所药用植物研究中心王奇志副

研究员应邀赴美国访问，参加了在美国纽约召

开的 2012 年国际天然产物研究大会，并访问

了康涅狄格大学药学院。 

29 日，美国农业部南方园艺实验站遗传

育种学家斯特林格博士和美国德州奥斯丁州

立大学克里奇博士来我所访问，考察了溧水白

马的蓝浆果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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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中国科协第 62 期新观点新学说学

术沙龙在云南昆明举行，我所植物多样性及系

统演化研究中心主任杭悦宇研究员应邀参加

会议并作了“植物 DNA 条形码研究的瓶颈与

思考”的主题发言。 

是月，江苏省委任命姚东瑞为我所副所长。 

2012 年 8 月 

8—12 日，“2012 中国植物园建设与发展

研讨会”在陕西省榆林市召开。我所所长（园

主任）庄娱乐研究员应邀出席会议。 

10 日，我所举行留学归国人员报告会。

单宇、陈剑两位博士作报告。 

12 日，我所承担的“中山杉 302 扦插育

苗技术规程”、“蓝莓扦插育苗技术规程”、

“薄壳山核桃早实丰产栽培技术规程”、“中

山杉苗木质量分级”、“茉莉扦插育苗技术规

程”等 5 项标准通过了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的审定。 

16 日，我所合作共建的南京钟山生命科

学园揭牌成立，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

泽为南京钟山生命科学园揭牌，我所冯煦副所

长和科研处负责人出席会议。 

23 日，南京市政府陈刚副市长来所（园）

调研。市政府办公厅穆耕林副秘书长，市旅游

园林局兼中山陵园管理局局长汪振和、市旅游

园林局副局长郑晓明及中山陵园管理局巡视

员许永善等有关负责人随行调研。庄娱乐所长、

夏冰书记等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29 日，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建设与

管理现场推进会在宜兴隆重举行，我所邓飞同

志参加会议。 

2012 年 9 月 

3—4 日，姚东瑞副所长分别赴沭阳、东

台调研我所科技帮扶工作和中国科学院南京

分院东台滩涂研究院建设工作。 

5 日，美国乔治亚大学林业与自然资源学

院赵德海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题为“美

国南方松经营管理研究”的学术报告。 

6 日，山东省临沂市政协杨荣三副主席在

南京市有关方面同志的陪同下，带领临沂市滨

河新区建设管委会有关成员来我所（园）考察。 

7 日，我所隆重举行 2012 级研究生开学

典礼暨入学教育仪式。 

15 日，我所（园）及江苏省植物学会参

加由江苏省科协、南京市科协、市农委、市食

安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为期一周的“2012 全国

科普日”江苏省暨南京主场活动。 

18 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农业资源中心张正斌研究员应邀来我所

交流访问，并作了题为“植物抗逆遗传改良研

究进展”的学术报告。 

19 日，所（园）成立植物园建设咨询和

论证委员会。 

20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福田

一行在江苏学习考察期间，在省政协学习委汪

琼副主任等陪同下前来所（园）参观访问。省

政协科技委副主任、所党委夏冰书记等热情接

待并陪同参观。 

21 日，中国科学院在昆明召开了“生物

多样性领域战略合作研讨会”。我所庄娱乐所

长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我所植物科学、

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以及院地合作需求情况。  

23 日，庄娱乐所长与华南植物园黄宏文

主任、庐山植物园吴宜亚书记赴俄罗斯符拉迪

沃斯托克（海参崴）出席第四届东亚植物园网

络会议（East Asia Botanic Gardens Network）。

庄所长还访问了俄罗斯莫斯科国家总植物园、

圣彼得堡植物园。 

22—28 日，李维林副所长率相关部门负

责人前往英国考察访问了英国皇家邱园植物

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标本馆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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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皇家园艺协会威斯利植物园（RHS 

Garden Wisley）、伊甸园工程（Edan Project）

以及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 

25 日，中科院苏皖地区所级领导干部学

习研讨班在江苏南通举行。我所（园）夏冰书

记、冯煦副所长应邀参加了会议。 

26 日，江苏省科普场馆协会第一次会员

代表大会在南京科技馆隆重召开，我所（园）

作为理事会员单位参加了此次大会，科普旅游

部主任汤诗杰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30 日，所（园）举办“走进绿色生活——

家居植物展”。 

2012 年 10 月 

9 —10 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六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所科普旅游部

副主任李梅博士继续当选中国科普作协理事。 

11—17 日，我所郭忠仁副所长率相关专

家赴日本参加“第二届中日设施园艺新技术研

讨会。 

13 日，我所研究生会和紫金山天文台研

究生会共同主办在宁科研院所联合环保科普

徒步活动。 

17 日，所（园）举行干部培训学习考察

交流报告会。 

17 日，所（园）举办“2012 年所（园）庆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了南京农业大学章

镇教授、南京林业大学尹佟明教授和中国药科

大学孔令义教授作学术报告。 

18—25 日，夏冰书记率科研、建园等有

关方面一行 7 人赴美国考察访问密苏里植物

园及长木花园和纽约植物园。 

19 日，中国园艺学会 2012 年学术年会

在陕西杨凌召开，我所果树与观赏园艺项目组

相关专家参加了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 3 篇

交流论文。 

20 日，中国草学会草坪专业委员会第八

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

在山东烟台召开，我所观赏植物研究中心相关

专家参加了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 2 篇研究

论文。我所刘建秀研究员继续连任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5 日，江苏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陈惠娟，省科协秘书长汤成快一行来所（园）

调研考察。庄娱乐所长、宇文扬副书记、冯煦

副所长等热情接待了陈惠娟副书记一行。 

2012 年 11 月 

1 日，冯煦副所长率“一三五”规划工作

组及科研处负责人，前往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进行交流。 

1 日，美国农业部俄勒冈州柯瓦里斯园艺

植物研究中心遗传学家 Chad Finn 博士，在辽

宁农科院兴城果树科学研究所刘成研究员陪

同来我所访问。 

1—5 日，2012 年全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

重庆召开。我所所长（园主任）庄娱乐研究员

率有关专家出席了会议。贺善安研究员获得

“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 

6 日 ， 英 国 Aberystwyth 大 学 John 

Clifton-Brown 教授、Lin S F 博士，德国作物

与土壤研究所 Kai-Uwe Schwarz 博士以及 Xi 

Q G 博士等来我所观赏植物研究中心交流访

问。 

9 日，上海市宝山区生态专项工程建设指

挥部费富根总指挥一行来我所所（园）考察。 

9 日，我所科研人员参加 2012 年度江苏

省农业三新工程项目启动交流会。 

10 日，我所科研人员参加“第二届重金属

污染防治及风险评价研讨会”。 

13—15 日，第十三届国际植物园协会

（IABG）大会在广州召开。国际植物园协会

主席、我园名誉园主任贺善安研究员出席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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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我所有关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期间，我

所承办了主题为 Breeding and development of 

horticulture plants 的专题研讨会。 

14 日，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沈毅副局长

率队来我所调研沿海滩涂植物的研究与开发

利用等工作。我所姚东瑞副所长带领相关部门

负责人接待沈局长一行。 

15 日，所党委宇文扬副书记带领组织人

事处和园景园艺部负责人，带着我所广大党员

和热心职工的爱心捐款赴沭阳县汤涧镇中心

小学捐资助学。 

26 日，所（园）举行 2012 年职工运动会。 

27 日，全国林业科普工作经验交流会在

广东湛江召开，我园等 35 个单位被授予“第

三批全国林业科普基地”称号。 

23 日，美国 Stephen F. Austin 州立大学

David Creach 教授来我所访问交流，并作了题

为 Blueberry harvest and post harvest practices 

in southern USA 的学术报告。 

24 日，第四届长江三角洲地区植物学研

讨会在上海召开，江苏省植物学会副理事长、

我所副所长李维林研究员出席会议，我所相关

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 

28 日，所党委举行党员大会，传达学习

党的十八大精神。 

30 日，我所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

中心科研人员和研究生赴中科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是月，所（园）举办“红枫文化”系列活动，

“红枫文化”图文展，“枫”景如画摄影作品征集、

展览与评奖及第二届“我眼中的南京中山植物

园”摄影比赛。 

2012 年 12 月 

7 日，我所为理事单位的江苏省海洋生物

产业技术合作联盟大会成立大会在淮海工学

院召开，我所姚东瑞副所长出席会议。 

8 日，所（园）联合现代快报社和爱心之

旅“虫草会”等举行了主题为“孕育绚烂春天

——郁金香种植”的科普活动。 

15 日，我所（园）的徐州分所（园）成

立合作签约仪式在徐州市植物园举行。我所庄

娱乐所长、郭忠仁副所长等出席了签约仪式。 

15 日，第五届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高层

论坛在江苏镇江召开，我所殷云龙研究员带领

课题组人员和研究生参加了学术论坛，并作了

“当代植物园与城市生态建设”的专题报告。 

19 日，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在

深圳仙湖植物园召开 2012 年度工作会议。我

所庄娱乐所长出席会议。我所杭悦宇、殷云龙

两位专家参加专题学术报告会。 

21 日，所（园）领导班子召开了 2013 年

工作务虚会。 

27 日，所（园）举行 2012 年“四项重点

工作”总结报告会。 

31 日，所工会举行迎新年登山活动。 

是月，以“落羽杉属种质资源引种及开发

利用”为研究方向之一的我所被江苏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命名为“江苏省引进国外智力

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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