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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份葡萄种质遗传多样性的 ＩＳＳＲ 和 ＳＣｏＴ 对比分析 …………………………………………………………………………
……………………………………………………… 王发明， 李洁维， 叶开玉， 龚弘娟， 莫权辉， 蒋桥生， 刘平平 （１）
广西特有珍稀濒危植物小花异裂菊遗传多样性分析 ………… 史艳财， 唐健民， 柴胜丰， 邹 蓉， 陈宗游， 韦 霄 （９）
华南植物园锥栗 Ｆ⁃ＭＳＡＰ 采样策略及遗传多样性分析 …… 刘 孟， 欧阳学军， 陈 洁， 全慧敏， 叶万辉， 刘 卫 （１５）
广西境内马褂木天然群体遗传多样性的 ＩＳＳＲ 分析 ……………………………………………………………………………
…………………………………………………… 李龙梅， 石晓蒙， 蒋维昕， 白天道， 蒙奕奕， 谭飞燕， 黄寿先 （２２）
走马胎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 ＩＳＳＲ 分析 （ 英文） ……………………………………………………………………………
…………………………………………………… 毛世忠， 李景剑， 蒋小华， 丁 莉， 赵 博， 邓 涛， 马虎生 （２９）
黄枝油杉遗传多样性的 ＩＳＳＲ 分析 ………………… 谢伟玲， 柴胜丰， 蒋运生， 唐健民， 陈宗游， 邹 蓉， 韦 霄 （３６）
基于 ＩＳＳＲ 标记的福建省钩锥遗传多样性分析 ……………… 田艳伶， 李柏海， 李志辉， 杨模华， 张 斌， 周鑫伟 （４２）
中国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国泰族民间植物命名方法与土著名字的相似性探讨 ………………………………………………
………………………………………………………………… 许再富， 岩罕单 （ 傣） ， 周惠芳， 王孝蓉， 段其武 （４９）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染料植物的调查研究 …………………………………………………… 柴真真， 王 趁， 王雨华 （５６）
西双版纳三种药用植物的民间利用及抗菌活性 …… 汪 萌， 左国营， 唐金凤， 许又凯， 唐建维， 李 仁， 胡华斌 （６４）
ＷＲＫＹ 转录因子在植物抗逆生理中的研究进展 ……………………… 文 锋， 吴小祝， 廖 亮， 刘新圣， 李 鹏 （６９）
铁皮石斛 ＲＣＡ２ 基因克隆与生物信息学分析 …………………………… 蒋素华， 张 燕， 王默霏， 王洁琼， 崔 波 （８０）
四价抗马铃薯病毒植物表达载体构建及其对烟草的转化 ……………………………………………………………………
…………………………………………………… 陈晓艳， 孟亚雄， 贾小霞， 张 武， 刘 石， 郭玉美， 齐恩芳 （８７）
三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白及幼苗假鳞茎生长发育的影响 …………………………………………………………………
……………………………………………………………… 赵 健， 赵志国， 唐凤鸾， 蒋庆鸿， 龚庆芳， 仇 硕 （９６）
丹参不同愈伤组织诱导及遗传转化体系优化 …………………………………………… 张林甦， 邵芬娟， 秦利军 （１０２）
山茶属五种稀有濒危植物种子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 吕晓梅， 刘海燕， 黄丽华， 杨乃坤， 邹天才 （１０９）
江南油杉种实性状变异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刘雄盛， 蒋 燚， 黄荣林， 刘 菲， 肖玉菲， 姜 英， 韦铄星 （１１８）
施氮对三个南方珍稀树种幼苗生长和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
…………………………………………………………… 王满莲， 文香英， 韦 霄， 蒋运生， 柴胜丰， 唐 辉 （１２７）

第二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云南楼梯草属二新种 …………………………………………………………………………………………… 王文采 （１３５）
基于 ＩＴＳ 序列的中国外来苋属植物系统关系分析 ………………………………………… 徐 晗， 李振宇， 李俊生 （１３９）
膜蕨科植物 ｒｂｃＬ 基因的适应性进化和共进化分析 ………………………………………………… 王春波， 郭治友 （１４５）
中甸灯台报春与鹅黄灯台报春的系统演化 ………………………………………………………… 张华杰， 李庆军 （１５３）
甘草属种间杂交种叶绿体 ＤＮＡ 父系遗传的发现及分析 ………………………………………………………………………
…………………………………………………… 陈超南， 陆嘉惠， 李学禹， 周玲玲， 谢良碧， 李晓岚， 宋 凤 （１６２）
中国蔷薇属植物叶表皮微形态特征及其系统学意义 …………………………………… 曾 妮， 张建茹， 常朝阳 （１６９）
植物 ＴＩＲ⁃ＮＢ⁃ＬＲＲ 类型抗病基因各结构域的研究进展 ……………… 尹 玲， 方 辉， 黄 羽， 卢 江， 曲俊杰 （１８６）
腐生型兰科植物研究进展 ………………………………………………………………… 孙 悦， 李 标， 郭顺星 （１９１）
宝天曼自然保护区两种优势藓类植物 Ｃ、 Ｎ、 Ｐ 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研究 ……………… 姬明飞， 姚航航， 张晓玮 （２０４）
漓江上游毛竹生理生态特征对不同土壤水分的响应 ……… 杨晓东， 罗艾滢， 黄玉清， 莫 凌， 徐广平， 姚月锋 （２１１）
甘肃省被子植物分布新记录 ………………………………… 马文兵， 陈学林， 刘 立， 达清璟， 张亥贤， 刘振恒 （２２０）
中国膨果豆属 （ 豆科） 一新组合 …………………………………………………………………… 康 云， 张明理 （２２５）
中国兰科天麻属一新记录种———白点天麻 …………………………… 卢 刚， 胡爱群， 肖 艳， 黄建强， 郑希龙 （２２８）
广西地衣新记录属———炭刺文衣属 （ 英文） …………………………………………… 贾泽峰， 李 健， 杨梦竹 （２３１）
黄花蒿与其近缘种化学成分的 ＦＴＩＲ 和 ＧＣ⁃ＭＳ 鉴定与分析 ………… 孔德鑫， 李雁群， 邹 蓉， 史艳财， 韦 霄 （２３４）
地衣型真菌次级代谢产物抗菌活性初步研究 ……………… 赵 能， 原晓龙， 华 梅， 李苏雨， 王 娟， 王 毅 （２４２）
ｐＨ 响应型蔗渣木质素水凝胶的制备及其对蛋白质的控释性能 ……………… 袁志林， 陈海珊， 李子院， 李海云 （２４８）
金樱根化学成分的研究 ……………………………………… 丁 阳， 黄永林， 刘金磊， 王 磊， 颜小捷， 李典鹏 （２５５）
不同产地不同部位壮药大罗伞树定性和定量分析 ……………………………………… 张 珍， 李正文， 黄瑞松 （２６０）
千斤拔多糖的提取纯化及其结构鉴定 ………………………………… 乔 雪， 卓 燊， 杨子明， 陆玉婷， 秦海洸 （２６５）

第三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外马廊山岛植被特性与植物多样性 ………………………… 郑俊鸣， 方 笑， 朱雪平， 朱丹丹， 邓传远，
福建平潭岛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及外来植物对其影响 …………………………………………………………
三种红树林植物健康与非健康叶片中真菌的比较 ………… 龚 斌， 方怀义， 刘小雪， 廖日权， 宋静静，
刈割加遮荫对互花米草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 赵相健， 李俊生， 柳晓燕， 宫 璐，
红海榄内生细菌多样性及其抑制鱼类致病菌活性研究 ……………… 李家怡， 周文红， 李 菲， 高程海，
传粉方式和果实类型对木本植物繁殖物候的影响 ……………………………………… 胡小丽， 常朝阳，
南亚热带阔叶林展叶物候及其种内种间差异探讨 …………………… 崔雪娜， 杜彦君， 赵 袁， 郭希梅，
基于 ＩＴＳ 序列分析钩苞大丁草九个居群的亲缘关系 ………………… 王谈笑， 郑 伟， 陈 菁， 王 炜，
云南草寇花序内不同部位的性分配 ……………………………………………………… 徐旭剑， 孙 杉，
基于磁珠富集法开发并筛选西川红景天的微卫星标记 ………………………… 王久利， 雷淑芸， 陈世龙，
苦玄参 ４０ 个株系表型性状遗传多样性分析 ……… 谢阳姣， 何志鹏， 闫国跃， 李耀燕， 符标芳， 白燕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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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野生藤本植物多样性初探 ……………………………………………………………………… 辛建攀， 田如男 （３５６）
罗汉果色氨酸转氨酶基因 ＳｇＴＡＲ２ 的克隆及表达分析 …… 郑 珊， 闵丹丹， 莫燕梅， 曾娜霞， 周 琼， 李 刚 （３６５）
甜瓜鲨烯合酶基因克隆及酶分子结构分析 ……………………………………………………………………………………
………………………………………… 黄海霞， 苏何玲， 史云龙， 肖雅伦， 谭燕莲， 梁杨浩， 刘永明， 吴耀生 （３７３）
割手密醛脱氢酶 ＳｃＡＬＤＨ 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 ………… 申明明， 程志远， 陈疏影， 王先宏， 何丽莲， 李富生 （３８０）
两相法分离纯化橡胶树树皮质膜 ……… 王 帆， 仇 键， 魏 芳， 校现周， 杨文凤， 吴 明， 高宏华， 罗世巧 （３８８）
白及果实形态与种子结实率相关性研究 ……………………………… 杨国鹏， 曹小勇， 吴 洁， 胡选萍， 秦公伟 （３９４）
栽培模式和复合肥类型对隆平 ２０６ 农艺性状及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
…………………………………………………………… 韩坤龙， 崔子恒， 付 博， 胡维宽， 刘 正， 余海兵 （４００）

第四期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唐松草属五新种 ………………………………………………………………………………………………… 王文采 （４０７）
海南省东方市野生龙眼种群动态特征研究 ………………… 张萱蓉， 李 丹， 杨小波， 李东海， 林泽钦， 吴庭天 （４１７）
广西蜘蛛抱蛋 （ 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 ｒｅｔｕｓａ） 的传粉生物学研究 ………………………… 马仲辉， 徐含锋， 林春蕊， 刘 演 （４２６）
七姊妹山自然保护区黄杉林群落学特征 ………… 熊斌梅， 汪正祥， 田 凯， 张 娥， 李 泽， 李士超， 彭宗林 （４３４）
珍稀植物狭果秤锤树群落木本植物种间联结性及群落稳定性研究 …………………………………………………………
…………………………………………………… 周赛霞， 彭焱松， 丁剑敏， 高浦新， 李国梁， 万 萌， 吕 芳 （４４２）
广西蕨类植物新记录 （ Ⅱ） ……………………………………………………… 刘 静， 李述万， 韦佳佳， 韦宏金 （４４９）
库车种子植物区系垂直分布格局分析 ……………………… 布买丽娅木·吐如汗， 刘 彬， 艾克拜尔·依米提 （４５３）
基于灰色关联的苗药红禾麻总黄酮含量影响因子分析 …… 邹淑涵， 陈胤睿， 徐文芬， 黄仕清， 赵丽婷， 齐维娜 （４６１）
杭州市六种常见绿化树种叶片累积空气重金属特征及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 王爱霞， 方炎明 （４７０）
山玉兰花粉离体萌发和花粉管生长特性的研究 ………………………………… 李佛莲， 徐海燕， 龚 洵， 王仕玉 （４７８）
巴西橡胶 Ｐｔｏ 类抗病同源序列的克隆与系统发育重建 （ 英文） ……………… 张影波， 庞玉新， 莫廷辉， 曾立星 （４８５）
Ｌ⁃丙氨酸对海南粗榧悬浮细胞合成三尖杉酯类碱的影响 ………………………………………… 蒋旋娴， 李永成 （４９７）
复合外源物质对玉米幼苗抗寒性的影响 ………………………………………… 郭楠楠， 陈学林， 张 继， 陈金元 （５０４）
小果核果茶扦插繁殖技术研究 …………………… 唐健民， 柴胜丰， 邹 蓉， 李吉涛， 高丽梅 ， 杨 雪， 韦 霄 （５１１）
依兰 （ 番荔枝科） 雌配子体发育研究 ……………………………………………………………… 甘阳英， 徐凤霞 （５１７）
甜荞不同品种不同海拔地区种子蛋白组分含量研究 …………………………… 张启迪， 邓 娇， 梁成刚， 陈庆富 （５２４）
模拟酸雨对土壤呼吸影响的研究进展 ……………………………………………………………… 冯继广， 宋彦君 （５３３）

第五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荨麻科三新种 …………………………………………………………………………………………………… 王文采 （５４１）
中国算盘子属 （ 叶下珠科） 一些种的分类学处理 ……………………………………… 姚 纲， 张连婕， 薛彬娥 （５４７）
一种阳春砂新栽培类型的鉴定 …………………… 蒋 烨， 苏 景， 汤丽云， 徐 杰， 陈汝平， 邓汝荣， 何国振 （５５４）
六种沉香属植物叶片解剖结构研究 ……………………………………………… 刘培卫， 张玉秀， 杨 云， 陈 波 （５６５）
中国瓜馥木属植物叶片结构的解剖观察 ………………………………………………… 孙同兴， 董运秋， 侯学良 （５７２）
利用 ＩＳＳＲ 分子标记检测空间诱导罗汉果 ＤＮＡ 突变 ……… 向巧彦， 黄夕洋， 李 虹， 甘金佳， 梁勇诗， 蒋水元 （５８１）
杉木未成熟胚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影响因素探析 …………… 陈 琴， 陈代喜， 劳广杰， 黄开勇， 梁 机， 莫勇德 （５８７）
不同光源对柚木组培苗生长发育的影响 ………………………………………… 裘珍飞， 曾炳山， 郭光生， 刘 英 （５９２）
外源抗坏血酸处理对人工脱涩柿果的保鲜作用 ……………………… 范灵姣， 孙宁静， 王 坤， 张 宇， 覃 慧 （５９９）
罗汉果祛痰作用谱效关系研究 …………………………………………………………………………………………………
……………………………… 王 勤， 肖喜泉， 董 威， 唐慧勤， 卢凤来， 李耀华， 李典鹏， 王 剑， 林 吴 （６０６）
红外光谱技术在滇龙胆栽培方式选择上的应用 ……………………… 米丽菊， 张 霁， 左智天， 王元忠， 李富生 （６１０）
毛韧革菌中的韧革菌素类似物 （ 英文）
……………………………………… 周稚凡， 段媛昌， 李 靖， 赵沛基 （６１７）
苍耳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 张文治， 栗 娜， 白丽明， 高鸿悦， 张树军 （６２１）
紫娇花挥发油成分的 ＧＣ⁃ＭＳ 分析及抗氧化能力测定 ………………………… 何月秋， 林 立， 杜甜钿， 黄 艾 （６２７）
广西柳树桑寄生内生真菌的分离鉴定与抗肿瘤活性菌株筛选 ………………………………………………………………
………………………………………… 龚 斌， 巫 鑫， 韦 婷， 廖日权， 苏本伟， 宋静静， 江国焕， 朱开昕 （６３４）
翠柏二萜类成分及其抗炎活性研究 ……………… 丁林芬， 吴兴德， 王双燕， 涂文超， 潘争红， 郭亚东， 宋流东 （６４２）
网地藻多糖清除ＤＰＰＨ·自由基活性的动力学研究 ………………… 冯学珍， 伍善广， 韦啟球， 陆 苑， 裴世成 （６４７）
珍稀植物华木莲的现代濒危机制： 探析与展望 ………………………………………………………………………………
………………………………………… 杨清培， 肖智勇， 胡晓东， 欧阳明， 陈 昕， 林国江， 徐佳文， 杨光耀 （６５３）
基于文献计量的植物雌雄异株研究进展 ………………………………………………… 严欢欢， 肖 娟， 杨永清 （６６１）

第六期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唐松草属六新种 ………………………………………………………………………………………………… 王文采 （６７５）
桂林会仙喀斯特湿地芦苇群落土壤微生物数量动态分析 ……………………………………………………………………
………………………………………… 周龙武， 黄玉清， 王新桂， 徐广平， 孙英杰， 张德楠， 姚月锋， 曾丹娟 （６８５）
桂西南蚬木群落优势树种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申文辉， 欧芷阳， 庞世龙， 何琴飞， 梁 艳 （６９４）
喜旱莲子草对喀斯特三种不同生境的可塑性反应 ………… 张宝成， 彭 艳， 藏灵飞， 秦凯南， 李宪碧， 隋常玲 （７０２）
不同钙浓度对两种岩溶植物幼苗生长及其酶活性的影响 ……………………………………………………………………
………………………………………… 张 芳， 宋 敏， 彭晚霞， 曾馥平， 杜 虎， 胡 芳， 陈 莉， 苏 樑 （７０７）
水分胁迫与复水对地枫皮生理生态特性的影响 ……………………… 王满莲， 唐 辉， 韩 愈， 张俊杰， 梁惠凌 （７１６）
柠条锦鸡儿 Ｆ３Ｈ 基因克隆及功能分析 ………………………………………… 郑 晟， 毛玉珊， 张腾国， 聂亭亭 （７２３）
外源绿原酸缓解黑大豆 ＳＢ 铝毒害的机理研究 ………………………………… 江晓洁， 李 芳， 王闻闻， 陈宣钦 （７３４）
低温胁迫下脱落酸对线粒体膜磷脂酶 Ｄ 活性的影响 ……… 何文平， 张旭强， 杨鹏军， 仇奕之， 王新霞， 杨 宁 （７４２）
诺丽叶片的离体再生 ……………………………………………………………………… 黄奥丹， 蓝增全， 吴 田 （７４９）
克隆整合对异质性光照环境下紫竹根际土壤氮素有效性的影响 ………………………………… 张 云， 陈劲松 （７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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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杓兰菌根真菌组成及共生关系研究 ……………………………………………………………………… 安曼云 （７６３）
青藏高原三种优势植物生物量分配的变化规律 ………………………………………… 王九峦， 马玉寿， 陈立同 （７６８）
鹦哥岭海南五针松的种内和种间竞争 …………………………………………… 游 娟， 林乐乐， 谢 磊， 崔国发 （７７６）
极小种群物种云南肉豆蔻的群落结构及其种群现状 …………………………… 马晨晨， 代 俊， 肖之强， 杜 凡 （７８３）
从异龄叶性状分析几种常绿阔叶植物变异与关联 ……………………………………………………………………………
……………………………………… 潘云龙， 朱清波， 陈欣凡， 李 彬， 欧阳玉莹， 许灵煜， 吴承祯， 洪 滔 （７９１）
浙江丽水白云山红豆树人工林的径级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 …………………………………………………………………
…………………………………………………………… 尤根彪， 叶和军， 焦洁洁， 林莉军， 刘 伟， 吴初平 （７９９）
广西三种新记录归化植物及其入侵性分析 ……………………………………… 李象钦， 韦春强， 潘玉梅， 唐赛春 （８０６）

第七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葱属 Ａｎｇｕｉｎｕｍ 亚属 ４ 种 １９ 居群的核型研究 …………………………………… 卢 艳， 邓亦麒， 卢利聃，
高山植物花形态特征对花温度积累的影响 ……………………………………… 张国鹏， 杨明柳， 程贤训，
中国茜草属 ｓｅｃｔ． Ｏｌｉｇｏｎｅｕｒａ 的形态计量学研究 ………………………………… 杨丽娥， 孟 盈， 聂泽龙，
壳斗科雌花不同发育时期比较胚胎学特征初探 ………………………………………… 杨晓瑞， 王全喜，
荨麻科楼梯草属植物瘦果的补充描述 （ 英文） …………… 陈小勤， 符龙飞， 温 放， 黎 舒， 刘 影，
大果滇新樟， 广西新樟属一新变种 ……………………………………………… 徐文斌， 夏伯顺， 张守君，
湖北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优先保护定量研究 …………… 彭乾乾， 汪正祥， 李亭亭， 熊斌梅，
黄土高原油松天然纯林结构特征的研究 …………………… 李远发， 叶绍明， 王宏翔， 胡艳波， 赵中华，
基于戴云山固定样地黄山松群落物种组成与结构研究 …… 刘艳会， 刘金福， 何中声， 洪 伟， 冯雪萍，
福建省市域毛竹林碳储量及其影响因子 ………………………………………… 朱清波， 苏阿兰， 林勇明，
山西太岳山南部针阔混交林群落特征及空间分布格局 ………………………………… 王 燕， 毕润成，
皱皮油丹 （ 樟科） 在云南东南部的发现及其生物地理学意义 ……… 莫月清， 李 朗， 张金国， 李锡文，
狮耳草属———中国唇形科植物一新归化属 …………………………… 马兴达， 王焕冲， 张荣桢， 孔令普，
广西毛茛科植物新记录属———尾囊草属 …………………… 谭卫宁， 梁添富， 罗柳娟， 谭 慎， 黄俞淞，
东北地区木本植物一个新记录属和五个新记录种 ………… 王 萌， 张淑梅， 王 欣， 李丁男， 王 丹，
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入侵研究态势的文献计量分析 …………………………………………………………

第八期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何兴金
孟丽华
孙 航
宋以刚
韦毅刚
陈珍英
杨启池
惠刚盈
崖佐朝
吴承祯
许 强
李 捷
和兆荣
刘 静
张 旭
吴 昊

（８１１）
（８２２）
（８２９）
（８４１）
（８４９）
（８５５）
（８５９）
（８６８）
（８８１）
（８９１）
（９０１）
（９１２）
（９２１）
（９２６）
（９３０）
（９３４）

３７ 种杜鹃花属植物在迁地保育下的自然授粉研究 …………………………………………………………… 庄 平 （９４７）
３２ 种杜鹃花属植物在迁地保育条件下的自交研究 …………………………………………………………… 庄 平 （９５９）
低温胁迫对 “ 繁景” 杜鹃生理特性及叶片超微结构的影响 ………… 明 萌， 何静雯， 卢 丹， 谢晓鸿， 吴月燕 （９６９）
野生杜鹃杂交亲和性及适宜的评价指标 ………………………………………… 耿兴敏， 赵红娟， 吴影倩， 张月苗 （９７９）
湖南杜鹃花科一新记录植物及其补充描述 ……………………………………………… 向剑锋， 喻勋林， 罗开文 （９８９）
快腐蚕沙对水稻生境及安全生长的影响 ………………………………………………………………………………………
…………………… 胡钧铭， 夏 旭， 张 野， 李婷婷， 陆冰梅， 吕相沛， 何 丹， 韦翔华， 何铁光， 李忠义 （９９３）
拟南芥 Ａｔ１ｇ１０３００ 基因调节叶形和开花时间 …………………………………………… 刘艺冉， 杨 笑， 门淑珍 （１０００）
低磷胁迫大豆 ＲＴ⁃ｑＰＣＲ 内参基因的筛选及谷胱丙肽合成代谢酶的表达 ……………… 陈玉连， 张 涛， 董登峰 （１００８）
马尾松不同改良水平子代群体遗传多样性研究 …………………… 罗群凤， 杨章旗， 颜培栋， 冯源恒， 李火根 （１０１９）
大叶落地生根类糖原合成激酶 ＫｄＳＫ 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 …………………………………………………………………
………………………………………………… 黄慧青， 张利娟， 杜小姣， 朱敏群， 葛永强， 梁小红， 钟天秀 （１０２５）
培养条件对三七愈伤组织生长和皂苷积累的影响 ………………… 齐琳琳， 李 刚， 刘志伟， 金朝霞， 张宗申 （１０３５）
艳山姜果实的生药学及气相色谱研究 …………… 吴林菁， 肖瑞瑶， 李 晨， 张 旭， 龙庆德， 李启瑞， 张彦燕 （１０４３）
细叶小羽藓营养成分的测定分析 ……………………………………………… 刘 畅， 毛俐慧， 徐丹丹， 方炎明 （１０４９）
高良姜等五味山姜属中药乙酸乙酯部位的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 …………………………………………………………………
……………………………………… 秦华珍， 李明芳， 谭喜梅， 翁铭钻， 黄燕琼， 谢 鹏， 龙小琴， 罗 君 （１０６０）
牛樟芝发酵液提取物抗菌活性研究 ……………… 赵 能， 原晓龙， 陈 剑， 陈中华， 王 娟， 杨宇明， 王 毅 （１０６８）
响应面法优化微波辅助提取山苍子核仁油的研究 ………………… 朱 辉， 孙家英， 彭林彩， 赖 川， 朱朝菊 （１０７４）

第九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紫堇科二新种 …………………………………………………………………………………………………… 王文采 （１０８３）
景宁木兰组织培养外植体选择与抗褐化研究 ……………………… 王倩颖， 唐佳妮， 刘志高， 张明如， 申亚梅 （１０８８）
麻疯树种子发育过程中ＪｃＯｌｅ１４．３和ＪｃＯｌｅ１６．６基因的表达模式研究 …………………………………………………………
…………………………………………………………… 余进德， 熊 宏， 宋 健， 陈海涛， 刘小烛， 丁 勇 （１０９６）
花粉管通道法介导的铁皮石斛转基因技术 ……………… 冼康华， 付传明， 何金祥， 龚庆芳， 苏 江， 黄宁珍 （１１０１）
八角莲组织培养的器官发生途径研究 …………………… 陈 瑶， 刁 瑕， 宦云敏， 杜阳春， 李 维， 何 兵 （１１１１）
干旱胁迫下桑树叶片中超氧阴离子的变化规律 ………… 任迎虹， 刘松青， 祁伟亮， 罗翠华， 龚壁燃， 欧莉萍 （１１２２）
油棕鲜果穗产量构成因素的相关性和回归分析 …………………… 石 鹏， 王 永， 雷新涛， 曹红星， 李东霞 （１１３０）
管道输液滴干对苹果缺铁失绿症的影响 ………… 马幸幸， 田自武， 刘贵巧， 刘子英， 杨青芹， 吕志果， 薛进军 （１１３７）
成串采收对番茄果实采后乙烯合成及贮藏品质的影响 ………………………………………………………………………
………………………………………………… 王 坤， 王岳霞， 刘思敏， 贾 蕊， 林 玲， 于文进， 孙宁静 （１１４３）
光照强度及栽培基质对秋海棠新品种 ‘ 宁明银’ 生长的影响 ……………… 赵 斌， 付乃峰， 向言词， 田代科 （１１５３）
淹水胁迫对虉草幼苗生长和生理的影响 …………………………… 吴海英， 曹 昀， 国志昌， 罗姗姗， 纪欣圣 （１１６１）
干旱胁迫下三种三角梅的生理反应 ………………………………… 丁印龙， 杨盛昌， 周 群， 刘雪霞， 王 振 （１１６８）
金花茶茶花的营养成分分析 ……………………… 唐健民， 史艳财， 廖玉琼， 范进顺， 韦记青， 文香英， 韦 霄 （１１７６）
晶帽石斛的化学成分研究 …………………………………………… 杨 丹， 程忠泉， 丁中涛， 周 俊， 胡江苗 （１１８２）
宁夏不同地区灵武长枣果实多糖的单糖成分分析 ………………………………………………… 柴雅红， 章英才 （１１８７）
酢浆草的 ＵＰＬＣ 指纹图谱研究 ……………………………………… 吴林菁， 冯 华， 吴红梅， 汤容容， 王祥培 （１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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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储存条件对大麻化学稳定性的影响 ………… 孙维来， 赵彦彪， 郑晓雨， 曾令华， 高利生， 刘 耀， 郑 珲 （１２０４）
千斤拔多糖对小鼠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 卓 燊， 乔 雪， 杨子明， 陆玉婷， 秦海洸 （１２１３）

第十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的多样性与地理分布 …………………………… 许为斌， 郭 婧， 盘 波， 张 强， 刘 演 （１２１９）
石山苣苔属 （ 苦苣苔科） 花形态演化及分类学意义 …………………………………………………………………………
………………………………………………… 卢永彬， 黄俞淞， 许为斌， 黄 洁， 刘 演， 向春雷， 张 强 （１２２７）
岩溶穴居性陆氏石山苣苔群落物种组成与生态位分析研究 …………………………………………………………………
…………………………………………………………… 吴昊天， 徐双双， 杨世勇， 符龙飞， 韦毅刚， 温 放 （１２４０）
华南石灰岩地区苦苣苔科植物一新种———散序小花苣苔 ………… 盘 波， 邹伶俐， 张睿鹂， 康 明， 温 放 （１２５０）
紫花苣苔属———广东省被子植物一新记录属 ………………………………… 刘 佳， 谭维政， 冯慧喆， 廖文波 （１２５７）
三种苦苣苔对石灰土和红壤的适应性分析 ……………… 刘合霞， 李 博， 胡兴华， 邓 涛， 黄仕训， 邹玲俐 （１２６１）
褐纹报春苣苔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 闫海霞， 邓杰玲， 黄昌艳， 关世凯， 何荆洲， 张自斌， 卜朝阳 （１２７０）
苦苣苔科植物远缘杂交亲和性初探 …………………………………………… 吕文君， 徐 慧， 万佐玺， 黄 升 （１２７９）
膜叶铁角蕨属的形态系统学研究 …………………………………………………………………… 洪桦枫， 常艳芬 （１２９０）
蛛网萼开花物候、 花部特征及繁育系统研究 ……………………………………………………… 张丽芳， 裘利洪 （１３０１）
草果两型植株的繁育差异研究 …………………………… 李国栋， 张洪武， 刘小莉， 钱子刚， 管开云， 杨耀文 （１３１２）
紫花含笑传粉生物学初探 ……………………………………………………… 柴弋霞， 蔡梦颖， 金晓玲， 张冬林 （１３２２）
两种羽叶菊属植物 （ 菊科： 千里光族） 的细胞学研究及其系统学意义 ………………………… 王龙远， 唐 明 （１３３０）
百合科两个分类群学名的订正 ……………………………………… 刘 博， 童毅华， 李 娟， 杨利琴， 何兴金 （１３３５）
金花小檗与滇小檗的名实问题 ……………………………………………………………………………… 李新华 （１３３９）
杉木花粉发育过程中形态结构的变化研究 ……………………………………………… 马开骠， 唐 亮， 崔佳雯 （１３４２）
梵净山种子植物区系特征及植物地理学意义 …………………………………………… 巫仁霞， 熊康宁， 容 丽 （１３４８）

第十一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ＨＤＡ１９ 调控拟南芥对真菌 Ｂｏｔｒｙｔｉｓ ｃｉｎｅａｒａ 的抗性反应 ………………………………… 孙淑豪， 胡彦如， 余迪求 （１３５５）
蓝亚麻花瓣中类黄酮化合物及代谢途径分析 ………………………………… 宋 洋， 雷 霆， 金雪花， 付灯祥 （１３６８）
皂荚种质资源 ＳＣｏＴ 遗传多样性分析及指纹图谱的构建 ……………………… 张安世， 骆 扬， 范定臣， 张中海 （１３７８）
白花泡桐优树组织培养及产业化快繁技术 ……………… 苏 江， 冼康华， 付传明， 黄宁珍， 黄惠锦， 何金祥 （１３８６）
红花草莓的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研究 ………………………………………… 金美芳， 曹 智， 蔡俊杰， 林茂兹 （１３９５）
沼泽交错带白桦—长白落叶松优势种群的年龄结构及其动态 ………………………………………………………………
…………………………………………………………… 巢 林， 刘艳艳， 吴承祯， 洪 滔， 林 卓， 洪 伟 （１４０６）
广西不同森林类型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异质性 …… 宋 敏， 彭晚霞， 徐庆国， 曾馥平， 杜 虎， 张 浩， 曾昭霞 （１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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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 ＹＡＯ Ｇ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ｎ⁃Ｊｉｅ， ＸＵＥ Ｂｉｎ⁃Ｅ （５４７）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ｏｍｕｍ ｖｉｌｌｏｓｕ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
……………… ＪＩＡＮＧ Ｙｅ， ＳＵ Ｊ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Ｌｉ⁃Ｙｕｎ， ＸＵ Ｊｉｅ， ＣＨＥＮ Ｒｕ⁃Ｐｉｎｇ， ＤＥＮＧ Ｒｕ⁃Ｒｏｎｇ， ＨＥ Ｇｕｏ⁃Ｚｈｅｎ （５５４）
Ｌｅａｆ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ｉｘ 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ＬＩＵ Ｐｅｉ⁃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ｉｕ， ＹＡＮＧ Ｙｕｎ， ＣＨＥＮ Ｂｏ （５６５）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 ＳＵＮ Ｔｏｎｇ⁃Ｘｉｎｇ， ＤＯＮＧ Ｙｕｎ⁃Ｑｉｕ， ＨＯＵ Ｘｕｅ⁃Ｌｉａｎｇ （５７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ＮＡ ｏｆ Ｓｉｒａｉｔｉａ 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ｉｉ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ｂｙ ＩＳＳ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
…………… ＸＩＡＮＧ Ｑｉａｏ⁃Ｙ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Ｙａｎｇ， ＬＩ Ｈｏｎｇ， ＧＡＮ Ｊｉｎ⁃Ｊｉａ， ＬＩＡＮＧ Ｙｏｎｇ⁃Ｓｈｉ， ＪＩＡＮＧ Ｓｈｕｉ⁃Ｙｕａｎ （５８１）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ｍｂｒｙｏｇｅｎｉｃ ｃａｌｌｕ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ｚｙｇｏｔ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ｓ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ｉｎ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 ＣＨＥＮ Ｑｉｎ， ＣＨＥＮ Ｄａｉ⁃Ｘｉ， ＬＡＯ Ｇｕａｎｇ⁃Ｊｉｅ， ＨＵＡＮＧ Ｋａｉ⁃Ｙｏ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Ｊｉ， ＭＯ Ｙｏｎｇ⁃Ｄｅ （５８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ＥＤ ｌ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ｐｌａｎｔｌｅｔ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 ………………………………
………………………………………………… ＱＩＵ Ｚｈｅｎ⁃Ｆｅｉ， ＺＥＮＧ Ｂｉｎｇ⁃Ｓｈａｎ， ＧＵＯ Ｇｕ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Ｕ Ｙｉｎｇ （５９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ｓｃｏｒｂ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ｐｅｒｓｉｍｍｏｎ ｆｒｕｉｔ ｆｒｅｓｈｎｅｓｓ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ａ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ｃｙ ………………………………
…………………………………………… ＦＡＮ Ｌｉｎｇ⁃Ｊｉａｏ， ＳＵＮ Ｎｉｎｇ⁃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Ｋ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ｕ， ＱＩＮ Ｈｕｉ （５９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ｎ ｅｘｐｅｃｔｏｒａｎｔ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Ｓｉｒａｉｔｉａ 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ｉｉ ……………………………………………………
… ＷＡＮＧ Ｑｉｎ， ＸＩＡＯ Ｘｉ⁃Ｑｕａｎ， ＤＯＮＧ Ｗｅｉ， ＴＡＮＧ Ｈｕｉ⁃Ｑｉｎ， ＬＵ Ｆｅｎｇ⁃Ｌａｉ， ＬＩ Ｙａｏ⁃Ｈｕａ， ＬＩ Ｄｉａｎ⁃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ＬＩＮ Ｗｕ （６０６）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ｒｉｇｅｓｃｅｎｓ ……………
……………………………………… ＭＩ Ｌｉ⁃Ｊｕ， ＺＨＡＮＧ Ｊｉ， ＺＵＯ Ｚｈｉ⁃Ｔ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ＬＩ Ｆｕ⁃Ｓｈｅｎｇ （６１０）
Ｖｉｂｒａｌａｃｔｏｎ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ｒｅ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ＦＰ － ９１６６６ ……………………………………………………………………
…………………………………………………… ＺＨＯＵ Ｚｈｉ⁃Ｆａｎ， ＤＵＡＮ Ｙｕａｎ⁃Ｃｈａｎｇ， ＬＩ Ｊ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Ｐｅｉ⁃Ｊｉ （６１７）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
……………………………………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Ｚｈｉ， ＬＩ Ｎａ， ＢＡＩ Ｌｉ⁃Ｍｉｎｇ， ＧＡＯ Ｈｏｎｇ⁃Ｙｕｅ，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Ｊｕｎ （６２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ｂｙ ＧＣ⁃Ｍ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ｆｒｏｍ Ｔｕｌｂａｇｈｉａ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 ……………
……………………………………………………………… ＨＥ Ｙｕｅ⁃Ｑｉｕ， ＬＩＮ Ｌｉ， ＤＵ Ｔｉａｎ⁃Ｄｉ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Ａｉ （６２７）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ｆｕｎｇｉ ｉｎ Ｔａｘｉｌｌｉ ｈｅｒｂａ ｆｒｏｍ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
ＧＯＮＧ Ｂｉｎ， ＷＵ Ｘｉｎ， ＷＥＩ Ｔｉｎｇ， ＬＩＡＯ Ｒｉ⁃Ｑｕａｎ， ＳＵ Ｂｅｎ⁃Ｗｅｉ， ＳＯＮＧ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Ｇｕｏ⁃Ｈｕａｎ， ＺＨＵ Ｋａｉ⁃Ｘｉｎ （６３４）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 ＤＩＮＧ Ｌｉｎ⁃Ｆｅｎ， ＷＵ Ｘｉｎｇ⁃Ｄｅ，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Ｙａｎ， ＴＵ Ｗｅｎ⁃Ｃｈａｏ， ＰＡＮ 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 ＧＵＯ Ｙａ⁃Ｄｏｎｇ，
………………………………………………………………………………………………… ＳＯＮＧ Ｌｉｕ⁃Ｄｏｎｇ （６４２）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ＰＰＨ·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ｃｔｙｏｔａ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
…………………………………… ＦＥＮＧ Ｘｕｅ⁃Ｚｈｅｎ， ＷＵ Ｓｈａｎ⁃Ｇｕａｎｇ， ＷＥＩ Ｑｉ⁃Ｑｉｕ， ＬＵ Ｙｕａｎ， ＰＥＩ Ｓｈｉ⁃Ｃｈｅｎｇ （６４７）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ｇｌａｕｃａ：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
………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Ｐｅｉ， ＸＩＡＯ Ｚｈｉ⁃Ｙｏｎｇ， Ｈ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ＯＵ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Ｘｉｎ， ＬＩＮ Ｇｕｏ⁃Ｊｉａｎｇ， ＸＵ Ｊｉａ⁃Ｗ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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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Ｙａｏ （６５３）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ｅｃ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 ＹＡＮ Ｈｕａｎ⁃Ｈｕａｎ， ＸＩＡＯ Ｊｕａｎ，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Ｑｉｎｇ （６６１）

Ｎｏ． ６

Ｓｉｘ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Ｔｓａｉ （６７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ｉｘｉａｎ Ｋａｒｓ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Ｇｕｉｌ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ＺＨＯＵ Ｌｏｎｇ⁃Ｗｕ，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Ｇｕｉ，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Ｐｉｎｇ， ＳＵＮ Ｙｉｎｇ⁃Ｊｉｅ， ＺＨＡＮＧ Ｄｅ⁃Ｎａｎ， ＹＡＯ Ｙｕｅ⁃Ｆｅｎｇ， ＺＥＮＧ Ｄａｎ⁃Ｊｕａｎ （６８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ｈｉｎａ ………………………………………………………………………
…………………………………… ＳＨＥＮ Ｗｅｎ⁃Ｈｕｉ， ＯＵ Ｚｈｉ⁃Ｙａｎｇ， ＰＡＮＧ Ｓｈｉ⁃Ｌｏｎｇ， ＨＥ Ｑｉｎ⁃Ｆｅｉ， ＬＩＡＮＧ Ｙａｎ （６９４）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ｋａｒｓ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
………………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ｏ⁃Ｃｈ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Ｙａｎ， ＺＡＮＧ Ｌｉｎｇ⁃Ｆｅｉ， ＱＩＮ Ｋａｉ⁃Ｎａｎ， ＬＩ Ｘｉａｎ⁃Ｂｉ， ＳＵＩ 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ｇ （７０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ＳＯＮＧ Ｍｉｎ， ＰＥＮＧ Ｗａｎ⁃Ｘｉａ， ＺＥＮＧ Ｆｕ⁃Ｐｉｎｇ， ＤＵ Ｈｕ， ＨＵ Ｆ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Ｌｉ， ＳＵ Ｌｉａｎｇ （７０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ｌｌｉｃｉｃｕｍ ｄｉｆｅｎｇｐｉ ………………………………
…………………………………… ＷＡＮＧ Ｍａｎ⁃Ｌｉａｎ， ＴＡＮＧ Ｈｕｉ， ＨＡＮ Ｙｕ，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Ｊｉｅ， ＬＩ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ｇ （７１６）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３Ｈ ｇｅｎｅ ｉｎ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
……………………………………………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ＭＡＯ Ｙｕ⁃Ｓｈ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Ｔｅｎｇ⁃Ｇｕｏ， ＮＩＥ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７２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ｂｙ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ｙｂｅａｎ ………………………………………
…………………………………………………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Ｊｉｅ， ＬＩ Ｆ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Ｗｅｎ， ＣＨＥＮ Ｘｕａｎ⁃Ｑｉｎ （７３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ｂｓｃｉｓ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ＰＬ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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