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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刊物名称 收录类型 

1 
Transcriptomic changes during tuber dormancy release process 

revealed by RNA sequencing in potato  
  司怀军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SCI 

2 
Proteomic changes during tuber dormancy release process revealed by 

iTRAQ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in potato  
  司怀军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SCI 

3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tERF transcription factor genes 

from potato (Solanum tuberosum L.)  
  张宁 Comptes Rendus Biologies SCI 

4 
Transgenic potato plants expressing cry3A gene confer resistance to 

Colorado potato beetle 
  张宁  Comptes Rendus Biologies SCI 

5 

Changes in antioxidant capacity,levels of soluble sugar, 

totalpolyphenol, organosulfur compound and constituents in 

garlicclove during storage 

栗孟飞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SCI 

6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H2O2-induced root 

horizontal bending in pea 
李胜   science bulletin SCI 

7 
外源 NO 调控盐胁迫下蒺藜苜蓿种子萌发生理特性及抗氧化 

酶的研究 
  魏小红 草业学报 CSCD 

8 吸胀冷害下外源 NO 对紫花苜蓿种子萌发及抗氧化性的影响   魏小红 草业学报 CSCD 

9 蒺藜苜蓿种子休眠机制及其破除方法研究   魏小红 草业学报 CSCD 

10 
麻花秦艽水浸提液对紫花苜蓿和小麦种子萌发和幼苗 

生长的影响 
  魏小红 草业学报 CSCD 

11 转 PPase 基因对马铃薯块茎休眠特性的影响 文义凯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CSCD 



12 沙棘籽中总黄酮的提取及纯化工艺研究   马绍英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CSCD 

13 
 小麦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分配对水分胁迫的生理相应 

  李胜 应用生态学报 CSCD 

14 
来源于土壤宏基因组中漆酶 Lac13H9 基因克隆及其酶学 

性质分析 
  丁伟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CSCD 

15 电子束辐照 3 种盐生植物的存活及半致死剂量研究   郭凤霞 核农学报 CSCD 

16 
低温胁迫下‘贝达’和‘赤霞珠’葡萄不同组织 糖含量及细胞

结构的变化  
姜寒玉   果树学报 CSCD 

17 小麦-中间偃麦草抗锈易位系小麦品种中梁 27 的鉴定及分析   李葆春 麦类作物学报 CSCD 

18 葡萄抗寒性综合评价方法的建立   李胜 草业学报 CSCD 

19  不同品种小麦抗氧化系统对水分胁迫的响应   李胜 草业学报 CSCD 

20 响应面优化西兰花中萝卜硫素的超声辅助提取工艺   马绍英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CSCD 

21 酿酒葡萄枝条生长发育过程中蔗糖代谢及相关酶活性的变化   李唯 植物生理学报 CSCD 

22 PBL 结合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在植物组织培养教学中的应用 马文生   生物学杂志 CSCD 

23 马铃薯 ACS 基因克隆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司怀军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CSCD 

24 
马铃薯 ARF 基因 RNAi 载体的遗传转化及对其试管薯生理 

特性的影响 
  司怀军 草业学报 CSCD 

25 干旱胁迫下马铃薯差异表达基因的验证分析   张宁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CSCD 

26 佛肚树的化学成分研究   王清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CSCD 



27 百分率卡方检验的应用条件 徐向宏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CSCD 

28 不同水分环境下小麦粒重 QTL 定位及遗传分析   杨德龙 草业学报 CSCD 

29 小麦株高 QTL 定位及其水分环境互作遗传分析   杨德龙 华北农学报 CSCD 

30 葡萄酒泥酵母β- 葡聚糖提取工艺条件优化   杨学山 食品工业科技  CSCD 

31 响应面法优化葡萄酒泥酵母甘露聚糖提取工艺条件   杨学山 食品工业科技 CSCD 

32 葡萄酒泥酵母诱导自溶工艺的条件优化   杨学山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CSCD 

33 冬季和春季播种对蒙古黄芪种苗产量和质量的影响   郭凤霞 甘肃农业大学 CSCD 

34 生物技术制药教学改革与实践 杨德龙   生物学杂志 CSCD 

35 唐古特大黄种子灌浆充实动态及发芽特性研究   郭凤霞 草业学报 CSCD 

36 
栀子、龙胆、茵陈水煎液对獭兔胆汁分泌和胆囊平滑肌运动 

调节的研究 
  何玉琴 动物医学进展 CSCD 

37 甘南牦牛 CYGB 基因的克隆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刘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CSCD 

38 
正交试验优化葡萄酒泥酵母甘露聚糖提取工艺及其体外 

抗氧化作用 
杨学山   食品科学   

39 响应面优试验优化葡萄籽油提取工艺及其抗氧化性    马绍英 食品科学   

40 低温胁迫对葡萄幼苗渗透调节物质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王旺田   中国果树   

41 
转正义和反义 PPase 基因对马铃薯块茎休眠相关 

生理指标的影响 
文义凯   中国马铃薯   

42 不同有机肥对油用亚麻品质的影响 吴兵   土壤与作物   



43 不同培养基对马铃薯试管薯生长繁殖的影响 周香艳   甘肃科技   

44 
甘肃西门塔尔牛高台类群 MSTN 基因多态性与生物 

信息学研究 
  刘霞 畜牧兽医杂志   

45 动物医学专业形态课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应用   刘霞 畜牧兽医杂志   

46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分子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探析 姜寒玉   赤峰学院学报   

47 以科研促教学—植物基因工程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文义凯   陇东学院学报   

48 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创新研究 曹友桂   亚太教育   

49 甘肃沿黄灌区不同追肥量对番茄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强郁荣   甘肃农业科技   

50 动物生物技术实验室的安全监控和管理 赵淑琴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