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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河西地区荒漠植物种群繁殖对策的研究项目的汇交数据

摘要
甘肃河西地区荒漠植物种群繁殖对策的研究项目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重大研究计划，负责
人为兰州大学安黎哲教授，项目运行时间为2004.1-2007.12。
该项目汇交数据：
1. 超干保存对种子的影响
该数据为Word格式，里边包含很多分析图，对霸王种子和黄花补血草种子分别采用45℃、室温和15℃保存下的活力变化对
比研究，分别采用缓湿处理、人工老化和超干处理对电导率和种子生理活性指标等影响的对比研究。具体如下：
45℃保存霸王种子活力变化
图1 霸王种子保存在45℃的发芽率（%）
图2 霸王种子保存在45℃的发芽指数
图3 霸王种子保存在45℃的活力指数
室温保存霸王种子活力变化
图4 霸王种子保存在室温的发芽率（%）
图5 霸王种子保存在室温的发芽指数
图6 霸王种子保存在室温的活力指数
15℃保存霸王种子活力变化
图7 霸王种子保存在15℃的发芽率（%）
图8 霸王种子保存在15℃的发芽指数
图9 霸王种子保存在15℃的活力指数
45℃保存黄花补血草种子活力变化
图10 黄花补血草种子保存在45℃的发芽率（%）
图11 黄花补血草种子保存在45℃的发芽指数
图12 黄花补血草种子保存在45℃的活力指数
室温保存黄花补血草种子活力变化
图13 黄花补血草种子保存在室温的发芽率（%）
图14 黄花补血草种子保存在室温的发芽指数
图15 黄花补血草种子保存在室温的活力指数
15℃保存黄花补血草种子活力变化
图16 黄花补血草种子保存在15℃的发芽率（%）
图17 黄花补血草种子保存在15℃的发芽指数
图18 黄花补血草种子保存在15℃的活力指数
缓湿处理对种子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图28 霸王种子未经缓湿处理相对电导率的变化
图29 霸王种子经缓湿处理相对电导率的变化
图31 黄花补血草种子经缓湿处理相对电导率的变化
人工老化处理对霸王种子的影响
图34 人工老化处理对霸王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图35 人工老化处理对霸王种子活力指数的影响
图36 人工老化处理对霸王种子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人工老化处理对黄花补血草种子的影响
图37 人工老化处理对黄花补血草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图38 人工老化处理对黄花补血草种子活力指数的影响
图39 人工老化处理对黄花补血草种子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人工老化处理15天后对种子醛类物质含量的影响
图52 人工老化处理15天后对霸王种子醛类物质含量的影响
图53 人工老化处理15天后对黄花补血草种子醛类物质含量的影响
超干处理对种子生理活性指标的影响
表31 超干处理对霸王种子生理活性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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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超干处理对黄花补血草种子生理活性指标的影响
2.荒漠植物种皮微形态结构特征 （包括实验条件、种皮微结构电镜图片及分析 47种植物分布，种属，物种代码，种子长
轴，短轴长度及重量列表、种皮元素成分表）word文档
关键词
主题：种子，超干保存，荒漠植物，种皮微形态结构，
位置：甘肃省，河西，
时间：2004-2006，
学科：种群生态学，生态地理学，
地层：
数据分类
分类： 生物
数据细节
投影：
数据大小(MB)：4.66
数据格式：文本
缩略图和空间范围
N:42.88

W:92.73

E:108.8

S:35.57
时间范围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本数据引用方式
安黎哲等,荒漠植物种子超干保存及种皮微结构特征信息,兰州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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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持信息

使用声明
1. 为尊重知识产权、保障数据作者的权益、扩展数据中心的服务、评估数据的应用潜力，请数据使用者在使用数据所产
生的研究成果中（包括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著、数据产品和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数据产品等成果），明确注明数据来
源和数据作者。对于转载（二次或多次发布）的数据，作者还须注明原始数据来源。中文发表的成果参考以下规范注明：
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http://westdc.westgis.ac.cn)英文发表的成
果依据以下规范注明： The data set is provided by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Science Data Center for West
China,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ttp://westdc.westgis.ac.cn)
相关链接
相关联系人
1. 数据服务联系人
李红星 单位：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地址： 兰州
邮编：730000 电话：0931-4967287 邮件：westdc@lzb.ac.cn
2. 元数据发布者
吴立宗 单位：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地址： 兰州 东岗西路320号
邮编：730000 电话：0931-4967298 邮件：wulizong@lzb.ac.cn
3. 资源提供者
安黎哲 单位：兰州大学
地址：中国 兰州 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邮编：730000 电话： 邮件：lizhean@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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