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年报
Annual Report 2010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 0 1 0年 报
Annual Report 2010

所长寄语
2010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国家“十一五”规划、知识创新工程承前启后
的关键一年。对于全面完成创新三期的任务，奠定“十二五”和未来
10年发展的良好基础意义重大。一年来，在所党政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全所广大职工紧紧围绕创新工程各项目标，深化改革，积极进取，协力创
新，扎实工作，在科研、管理和开发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2010年, 对于西高所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西高所紧密结合“十二五”
规划及中科院“创新2020”规划, 加强了对学科布局、科研发展规划的战
略研讨, 进一步凝练了目标, 明确了定位, 对研究所整体发展进行了新的战
略部署。
科研项目竞争力不断增强 作为第一主持单位, 共争取国家重要科技
计 划 项 目(课 题)15项 。 其 中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11项(其 中 重 点 项 目1
项、面上项目9项、青年科学基金1项); 中科院项目12项(其中创新方向性
项目3项)，实际到位经费3738万元。
制 定 地 方 标 准 7个 ， 发 表 研 究 论 文 260篇 ， 其 中 SCI(E)88篇 ，
CSCD161篇；出版专著5部，申请专利27项，授权5项。
队 伍 结 构 持 续 优 化 2010年 新 引 进 “ 百 人 计 划 ”1人; 制 定 了 “ 十 二
五”人力资源发展规划, 对人事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修改、完善, 营造
有利于各类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一些中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或学术骨干, 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 科研创新水平不断提高。
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前景无限美好。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将继续巩固和提升在高原生物科学研究中的引领地位，为高原生物科
学事业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做出
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的科技创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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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所概况
人员情况
截止2010年底，全所人员基本情况如下：在职职工171人，其中科研人员136人（占80%） 、 管理人员
20人（占12%） 、 工人15人（占8%） 。 在现有科技人员中，院士1人、博士生导师24人（含外聘博士生导
师1人）、研究员31人（百人计划5人）、副研究员及副高级科技人员43人，博士53人、硕士29人。设有生物
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以及生态学专业博士点和植物学、生态学、动物学专业硕士点。

20(人数)，12%
15（人数），9%

136(人数)，80%
科研人员
管理人员
西北高原所在编人员类别（2010年年底）

工人

院士1人
1
%
1%

博士生导师24人
研究员31人
副研究员及副高级科技人员43人
博士53人
硕士29人
管理人员20人

西北高原所人员构成（2010年年底）

工人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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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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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科技概况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简称西北高原所）成立于1962年，是以从事青藏高原生物科学研究
(包括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和应用开发研究)为主的公益性综合研究所，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生物研
究所。
西北高原所的战略定位是针对青藏高原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生物资源持续高效利用研究，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和技术支撑，推动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根据国家和地方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围绕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和青藏高原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重大战略
需求，本着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深入开展高原生态学、特色生物资源学、高原生态农业三个重点领
域方向基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以及应用研究。

科研项目与成果
2010年，西北高原所共有在研项目153项（包括新增项目46项）。其中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973）课题6项（新增1项），参加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课题1项（新增1项）；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7项（新增8项）；承担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1项、重要方向项目16项（新增13项），承
担国际合作项目1项（新增1项）；承担院地合作项目6项（新增4项）。
2010年 度 共 登 记 科 研 成 果20项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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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11项。参与完成的“中国陆地碳收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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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专著5部，申请专利27项，授权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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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科研成果
(1)中国虫草（冬虫夏草）生物学与现代药学研究
完成单位：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获奖等级： 青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成果简要介绍：
本项目在虫草（冬虫夏草）资源学、生态生物工程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青海产道地药材冬虫夏草特征
提取物的指纹图谱，并对冬虫夏草及其近似种和虫草发酵菌丝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分析，对中国冬虫夏草
及其近似种、虫草发酵菌丝的研究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冬虫夏草及其发酵菌丝的合理应用和正确评
价提供了较为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了如下创新成果：
（1） 首次出版虫草专著《中国虫草——历史资源科研》。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反映虫草属真菌和冬虫
夏草研究成果的专业性著作，也是一部全面介绍中国虫草历史、资源及最新研究成果和动向的综合性著作，
其对中国虫草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青海三江源自然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 首次通过对青海主产区野外采集样本与西藏、四川、甘肃等其它产区的冬虫夏草指纹图谱的差异
进行比较，建立了青海产道地药材冬虫夏草特征提取物的指纹图谱。首次成功应用于冬虫夏草地域性研究,为
道地药材地理标志提供科学数据。
（3） 首次制定了《青海省冬虫夏草药材地方标准》，并由青海省药品管理部门发布实施；起草制定了
《冬虫夏草菌丝体—中国被毛孢发酵菌丝质量标准（草案）》。
同时，该成果对地方经济经济建设的推广意义重大：（1） 指导青海冬虫夏草绿色产业规范发展。首次
通过生态抚育方式解决冬虫夏草的资源生物量，提高冬虫夏草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带动这一特色生物资
源的产业化发展，三江源牌冬虫夏草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年销售额4亿元左右。（2） 带动冬虫夏草替
代产品的工业化生产。 解决了冬虫夏草和虫草发酵菌丝（冬虫夏草替代产品）的质量标准。研制的“圣傲牌
雪源软胶囊” 销售额约千万元，完成了新药“百令片”研制与生产。发酵虫草菌粉对冬虫夏草可持续利用和
三江源环境保护意义重大。
(2)春小麦高原412品种（国审品种）
完成单位：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 陈志国等

主要内容及重要影响：
春小麦新品种“高原412”主要特征特性为春性，成熟期比对照“定西35号”早熟5天。幼苗半直立，
芽鞘白色。株高平均86厘米。穗纺锤形，无芒，白壳，红粒，籽粒角质、腹沟较深，冠毛少。两年区试平均
亩穗数29.5万穗，穗粒数31.4粒，千粒重40.1克。抗旱性鉴定，抗旱性4级，抗旱性较差。落黄好。接种抗
病性鉴定：高抗白粉病，中抗条锈病，高感叶锈病、黄矮病。2007年、2008年分别测定品质（混合样）：
籽粒容重776克/升、772克/升，蛋白质含量16.75%、16.11％ ； 面粉湿面筋含量32.2%、36.5％ ， 沉降值
62.2毫 升 、 66.6毫 升 ， 吸 水 率 63.3%、 60.0％ ， 稳 定 时 间 5.6分 钟 、 5.7分 钟 ， 最 大 抗 延 阻 力 342E.U、
PAGE 06

二、科技概况
342E.U， 延 伸 性 16.0厘 米 、
194.4厘 米 ， 拉 伸 面 积 23.8平
方 厘 米 、 68.5平 方 厘 米 。
2007年参加西北春麦旱地组品
种 区 域 试 验 ， 平 均 亩 产
184.6公 斤 ， 比 对 照 “ 定 西
35号”增产14.0%；2008年续
试 ， 平 均 亩 产271.5公 斤 ， 比
高原412田间长相

高原412植株

对 照 “ 定 西 35号 ” 增 产

6.23%。2008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222.5公斤，比对照“定西35号”增产10.1%。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意见认为：该品种符合国家小麦品种审定标准，通过审定。适宜在青
海互助、大通、湟中，甘肃定西、通渭、会宁、榆中、永靖，宁夏西海固的春麦区旱地种植。
(3)藏羚羊种间克隆胚胎的构建
完成单位：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省铁卜加草原改良试验站
主要完成人： 赵新全 于鸿浩 郭志林 郭松长 于民胜 杜玉红 曹俊虎 徐世晓
主要研究内容及重要影响：
本项目采用先进的核移植技术方法—手导式克隆技术构建可用于胚胎移植的藏羚羊克隆胚，旨在探索
用先进的手段有效保护藏羚羊种群，进而为合理开发利用藏羚羊绒奠定基础。本研究的主要技术环节包括供
体细胞准备；卵母细胞的体外成熟培养；卵母细胞手导式去核；供体细胞与受体卵母细胞质融合；克隆胚化
学激活及体外培养。本项目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是构建可用于胚胎移植的藏羚羊胚胎的方法及技术环节。该
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藏药桑蒂苷胶囊开发研究
完成单位：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 魏立新 杜玉枝 胡凤祖 李玉林 叶润蓉 肖远灿等
主要研究内容及重要影响：
本项目建立了川西獐牙菜药材的质量标准，增补了薄层鉴别、含量测定等项目，并对性状、显微鉴别做
了修订。通过对药材提取工艺、萃取工艺及柱纯化工艺研究，建立了获得川西獐牙菜中有效部位（龙胆苦苷
和芒果苷等）含量高于50%的提取分离工艺，工艺稳定成熟。制定了桑蒂苷胶囊的质量标准，完成了光照试
验 、 高 温 试 验 和3个 月 室 温 条 件 下 的 稳 定 性 考 察 ， 初 步 证 明 桑 蒂 苷 胶 囊 质 量 稳 定 。 通 过 主 要 药 效 学 研 究 表
明，桑蒂苷胶囊对四氯化碳所致大鼠肝纤维化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对二甲基亚硝胺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有缓
解作用。急性毒性试验表明其半数致死量（LD50）为20.2g／kg。该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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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草地恢复与生态畜牧业学科组
学科组长：赵新全，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2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曾任中国青藏
研究会理事、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科学委员会委员、兽类学会常务理事、《兽类学报》副主编、国家
新世纪千百万工程首批人选、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主要从事草地生态学及动物营养学研究。在全球变化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响应机制的实验生态学
方面研究已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其中高寒草甸对全球变暖响应的控制实验、高原代表性土著动物的进化
与适应、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碳通量观测研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究发现全球变暖将使高寒草甸植物
物种多样性迅速下降，同时可导致牧草质量下降；温度增加可导致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碳固定能力降低，
生态系统土壤碳密度与生态系统对环境温度的响应呈显著的正相关；证实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对野牦牛的
驯化最早发生在全新世早期，青藏高原鱼类的演变则进一步揭示青藏高原在隆升过程中发生了特定阶段
生态环境的变迁，这为研究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基于高原鼠兔HIF1α、leptin基因等cDNA序列及蛋白序列的结构分析及其蛋白质水平特异性表达研究发现这些基因发生
了适应性进化，有区别于人、鼠等其它动物的特殊功能，为合理开发青藏高原特殊基因资源开辟了新的
途径；在生态系统水平上构建了合理可行的一系列高寒地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优化模式和生产模式，
为三江源及青海湖地区的生态回复提供科技支撑。发表论文290余篇，其中被SCI收录的刊物论文40余
篇，主编学术专著3部，以第一完成人获科技成果9项，其中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科技类一等奖、中国产学研结合创新一等奖各一项。制定退化草地恢
复、草地资源合理利用、放牧家畜补饲己育肥技术规程7项。
邮箱：xqzhao@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学科组主要开展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及物种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机制研究、青藏高原典型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碳通量和碳收支特征研究、青藏高原高寒草地退化机理研
究与恢复治理技术研发、青藏高原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技术集成与模式优化等研究。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增温和放牧对青藏高原凋落物分解及凋落物和粪便分解温度敏感性的影响
增 温 处 理 （ WNG+WG， NWNG+NWG） 均 增 加 （ F1.12=23.549，
P<0.001） 了 凋 落 物 的 累 计损失，损失率高达19.0%（ 图1） 。 其 中NWG处理
使凋落物的累计损失达11.8%（ 图1） ， 与NWNG处理相比，WG对凋落物的分
解没有显著影响。增温和放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1.12=4.359，p=0.036）。
凋 落 物 和 粪 便 的 年 分 解 量 随 着 海 拔 的 上 升 而 减 少 （ 图2） ， 与 海 拔3800米 相
比，3200和3600海拔梯度凋落物分解率分别增加15.0%和12.6%， 粪便分解率
分别增加53.4%和36.5%。粪便中氮浓度、半纤维素、纤维素、木质素和木质素
图 3. 凋落物和粪便分解年平均温度敏感性（a）为增温放牧可控试验、
（b）为山体垂直带

/氮成分均比凋落物中含量低，而粪便中碳氮比却显著高于凋落物中的含量。沿

获奖

着海拔梯度第一年凋落物分解平均速率为32.7%， 大 约是粪便分解的2.5倍（图
2a和b） 。

获奖等级：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项目名称：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
证书编号：2009JB-1-02-R03
完成人：赵新全 曹广民 徐世晓 赵 亮 周华坤 李英年
崔骁勇 孙 平

王长庭 董全民

获奖等级：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6/10）
项目名称：中国陆地碳收支评估的生态系统碳通量联网观测与模型模拟系
统
获奖等级： 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科技类一等奖
图 1. 2007、2008年不同处
理累计凋落物损失量（%）

图 2 ： 不同海拔梯度凋落
物分解年累计量（%）

2010年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中国产学研结合创新一等奖
项目名称：2010三江源区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机制及可持续管理。
申请专利

建立质量损失率和不同处理5cm土壤年平均温度的回归方程，其斜率可以
表示凋落物和粪便的分解对温度的敏感程度。尽管增温放牧可控试验中测量的
凋 落 物 分 解 的 温 度 敏 感 性 （ 10.9%℃æ） 大 于 不 同 海 拔 梯 度 的 温 度 敏 感 性
（6.0%℃æ），却比粪便分解的温度敏感性（18.3%℃æ）小（图3），表明粪
便分解对未来气候变暖更加敏感。
研究表明，增温和放牧都显著增加了凋落物的分解，它们对凋落物分解的
单独影响具有可加性。与白天相比，夜间增温导致凋落物分解加快。尽管粪便
分解低于凋落物分解，但其温度敏感性却高于凋落物分解。这个结果意味着放
牧不增温处理向大气中排放的碳损失减缓；然而在未来气候变暖的条件下，尤
其在放牧率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凋落物和粪便的分解加速了碳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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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高寒地区退耕还草地草带植被快速更新方法；
申请人：周华坤、赵新全、汪新川、徐世晓、赵亮、
牛建伟、李发禄；
申请号：201010571738.5；
受理日期：2010.11.20
专利名称：高寒草原退化程度的界定方法；申请人：周华坤、
赵新全、徐世晓、赵亮、温军、叶鑫；
申请号：201010577332.8；
受理日期：2010.11.28

三、各学科组工作

Grassland Ecology
Group Leader： Zhao Xinquan， Ph.D, research fellow, doctor's tutor, graduated at the Department of
Animal husbandr y and Veterinar y Medicine in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1979-1982). He got the PhD
degree from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997). Meanwhile, he engaged in
advanced studies in institute of zoology during 1991-1993 and 1995-1996. In addition to the first State
Candidate of Millions of Talents Project in the New Centur y, he is a member of The China Society on Tibet
Plateau and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CERN

(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 standing director of

Theriologica Sinica, and subeditor of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and he is the station master of Haibei alpine
meadow research station and the Source Area of Three Rivers' grassland ecology research station of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member of academic committee of institute.
The main research fields are animal husbandr y, grassland ecology, and climate chang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He has been working on the livestock nutrition and grazing management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for more than 10 years. Recent years, Research interests mainly focus on global change biology, ecosystem
carbon cycle, regeneration of degradation veget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region on
Tibetan plateau. He began to explore effects of the climate change and pastoral land use (different stocking
rates) on ecosystem-mediated feedbacks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with Julia Klein and John Harte 10 years
ago. Meanwhile studies at sustainable production system of alpine meadow and fattening lamb on pastoral
area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were carried out as well.
It indicated that domestication to the wild yak was first happened in the early Holocen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evolution for fish further announces the chang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rising
stage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nd which can give a new thought for the research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and analyzing cloning HIF-1α and leptin genes, structure sequence of
proteins and cDNA， and the specific expression of mRNA and proteins in different altitudes and different

学科组成员

organizations, the adaption of those genes was found for Ochotona curzoniae Hodgson. and it opened up

徐世晓（研究员）周华坤（研究员 ）

provides a optimize mode and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bout the recover y of high and extreme cold

赵 亮（副研究员）张耀生（副研究员）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w way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specific genetic resources i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n addition, he

郭松长（副研究员）陈懂懂（助理研究员）

ecosystem in systematic and overall level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is both sound and reliable in ecology, and
Dr Zhao has taken charge various projects, such as the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State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of China, the National 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 the CAS Actionplan for West

罗彩云（助理研究员） 曹俊虎（助理研究员）

Development, the CAS Project for Strategic leader etc..

博士研究生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of typically indigenous animal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evant studies, such as 'response and feedback of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to climate change',
grassland ecosystem carbon fluxes and carbon cycle' and 'Alpine grassland degradation mechanism and

冯秉福

邹婧汝

曹俊虎

曹慧

杨敏

recover y technology' have reached a higher international level. So far, more than 200 scientific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and more than 40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cluding Ecology Letters, Global Change

于鸿浩

Biology,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BMC Evolutionar y Biology and PLoS ONE.
Besides, he was twice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硕士研究生
乔春连

温军

陈哲

李婧梅

葛世栋

蔡海

周曙光

杨晓林

谢玲

叶鑫
庞礴

王基恒

Email :xqzhao@nwipb.ac.cn

张湑泽
Research Interests
1.Response and feedback of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to climate change;
2.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of typically indigenous animal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3.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ecosystem carbon fluxes and carbon cycle;
4.Degradation mechanism and recover y technology of alpine grassland ;
5.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 y.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Effects of warming and grazing on litter mass loss, and sensitivity of litter and dung mass loss to the temperature in the Tibetan plateau
Knowledge about the roles of litter and dung decomposition in nutrient cycling, and their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nd grazing in alpine ecosystems is still
rudimentar y. We conducted two separate experiments to assess both the relative roles of warming and grazing in litter mass loss, and the sensitivities of litter and dung
mass loss to the temperature. A controlled warming–grazing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or 1–2 years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from 3200 to 3800m. A free-air
temperature enhancement system (FATE) using infrared heaters and grazing both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oil temperatures (average 0.5–1.6 ℃) from 0 to 40cm depth, but
neither warming nor grazing affected soil moisture in the depth of 30 cm except in the early growing season. Heaters caused greater soil warming in the night-time than the
daytime, but grazing resulted in greater soil warming in the daytime than the night-time. Neither warming nor grazing caused any changes of litter quality for the first year
in the controlled warming–grazing experiment. The effects of warming and grazing on litter mass losses were additive, increasing litter mass losses by about 19.3% and
8.3%,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2-year decomposition periods. The sensitivity of litter mass losses to the temperature was approximately 11% ℃ -1 based on the controlled
warming–grazing experiment. The annual cumulative mass loss of litter was approximately 2.5 times that of dung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s. However, the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about 18% ℃-1) of the dung mass loss was about three times that of the litter mass los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great warming at night-time compared with
daytime may accelerate litter mass loss, and grazing will enhance carbon loss to atmosphere in this region through a decrease of litter biomass and an increase of dung
production caused by high stocking rate in future warmer conditions.

Publications
Zhao L, Li J M, Xu S X, Zhou H K, Gu S, LiY N, Zhao X Q. 2010.Seasonal variations in carbon dioxide exchange in an alpine wetland meadow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iogeosciences,2010, 7, 1207-1221.
Zhang xiaochun, Song Gu, Xinquan Zhao, Xiaoyong Cui, Liang Zhao, Shixiao Xu, Mingyuan Du, Sha Jiang, Yubao Gao, Chun Ma, and Yanhong TangRadiation.2010.
partitio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above a meadow ecosystem on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J. Geophys. Res., 115, D10106, doi:10.1029/2009JD012373.
Luo, CY, Xu, GP, Chao, ZG ,Wang, SP ,Lin, XW , Hu, YG , Zhang, ZH , Duan, JC ,Chang, XF , Su, AL , Li, YN , Zhao, XQ, Du, MY , Tang, YH,Kimball, B .2010. Effect of warming
and grazing on litter mass loss and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litter and dung mass los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GLOBAL CHANGE BIOLOGY,16: 1606-1617
Yu, HH , Yue, PP , Sun, P , Zhao, XQ .2010. Self-grooming induced by sexual chemical signals in male root voles (Microtus oeconomus Pallas) . BEHAVIOURAL
PROCESSES, 83: 292-298
Yu, HH , Zhao, XQ, Yue, PP , Sun, P.2010. Chemical communication in mammal population: urinar y olfactor y chemosignals in lactating female root voles (Microtus
oeconomus pallas). Polish journal of ecology, 58: 15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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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植物适应与进化学科组
学科组长：陈世龙，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7年7月获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学位，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 所 工 作 。 1999年 9月 至 2000年 3月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物 多 样 性 委 员 会
“BRIM计划”的资助下，到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和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访问
学 习 。 现 为 中 国 科 学 院 高 原 生 物 适 应 与 进 化 重 点 实 验 室 主 任 ， 《Flora of
China》编委会委员，《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原植
物分类学报）编委。第十三、十四届中国植物学会理事。主要从事青藏高
原植物适应与进化研究。主持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子课题和973前期
项目各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中科院和国家人事部“西部
之光”项目1项；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及青年创新基金2项。多次参加美国
地理学会及英国和荷兰资助的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科学考察，在青藏高
原野外考察时间累积达近5年。
邮箱：slchen@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主要从事青藏高原植物适应与进化研究。利用谱系地理
学研究方法探讨青藏高原地区高山植物在第四纪冰期的避难所及冰期后迁
移路线，重建该地区植物在第四纪冰期气候反复波动下的进化历史；青藏
高原植物传粉生物学研究；借助分子生物学研究手段探讨青藏高原植物重
复基因的进化特点和功能分异；基于支持向量机研究蛋白质组学若干问
题。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窄叶鲜卑花的谱系地理学
研究
本组对青藏高原特有灌木——窄叶鲜卑花
(Sibiraea angustata)39个 居 群 进 行 了 谱 系 地 理 学
研 究 。 通 过 对 叶 绿 体DNA trnS-trnG基 因 间 隔 区 进
行测序，共检测到8个单倍型（A-H） ， 其中高原台
面地区仅固定较古老的单倍型A， 而高原东南部边缘
的居群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和单倍型特有性。分
子变异分析（AMOVA） 结果表明，遗传变异主要存
在于居群间（84%，FST = 0.842） 。 窄叶鲜卑花居
群在整个地理分布范围内呈现出显著的亲缘地理学
结构（NST > GST, P < 0.05） 。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
推测，窄叶鲜卑花在末次盛冰期时退缩到青藏高原
东部或东南部边缘避难所，冰期后重新扩散到高原
台面地区，由于奠基者效应使得高原台面的居群仅
固定单一的单倍型。NCA分析同样支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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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窄叶鲜卑花39个居群采集地点及叶绿体DNA单倍型（A-H）分布式样

三、各学科组工作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QTP (Qinghai-Tibetan Plateau) Plants
Group Leader： Professor Shi-Long Chen received his Ph.D. in Botany from
Institute of Botany, CAS. In the Field of Plant Systems and Evol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the Gentianaceae plants – Crawfurdia, Tripterospermum,
Gentiana and Pter ygocalyx was studied in high mountain areas, an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embr yologic properties possessed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establishing the
phylogeny of Gentianceae. The gross-morphology, floral anatomy, chromosomal,
pollen construct, and embr yologic properties were studied. Summaries of tho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atic positions and relationships of the genera in Genianaceae
were revised. In corporation with Tingnong He, they established a new genusMetagentiana. As a visiting scholar, Professor Chen went to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and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between September, 1999 and March,
2000. Now, he is the director of Key Laborator y of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teau
Biota, CAS, member of Flora of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and member of the 13th and 14th Council of the
Botanical Society of China. He and co-workers mainly engaged in adaption and

学科组成员
周党卫（副研究员）

杨慧玲（副研究员）

高庆波（副研究员）

王永翠（助理研究员）

张发起

Research Interests:This research group focuses on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QTP
plants, including phylogeographic analysis and pollination biology of alpine plants

博士研究生
段义忠

evolution of QTP plants.

distributed on the QTP， studies on evolutionar y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

李印虎

differentiation of duplicate gene，and research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for some

硕士研究生

key problems in proteomics.

付鹏程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Phyloge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endemic species Sibiraea angustata reveals a marginal refugium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phylogeography of Sibiraea angustata, an endemic shrub species, was studied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QTP). We investigated 466
individuals of S. angustata from 39 populations basically covering its total distribution area. Eight haplotypes (A-H) were detected by sequencing one
intergenic chloroplast spacer trnS-trnG (600 bp), and one ancestral haplotype (A) was found to be widely distributed. The level of differentiation among
populations was ver y high (GST = 0.768; NST = 0.850) and significant phylogeographical
structure was obser ved (NST > GST, P < 0.05). Analysis of molecular variance (AMOVA)
revealed a high level of differentiation among populations (84%, FST = 0.842, P<0.001),
indicating that little gene flow has occurred among population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because of isolation by high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the QTP. In addition, on the QTP
platform there was only one widespread haplotype (A) in most populations, while
populations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dges had high diversity and unique
haplotyp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 potential refugium may have been located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dges of QTP during the last glaciation, and that interglacial
and postglacial range expansion occurred from that refugium. Nested clade analysis
(NCA) also suggests this scenario,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ur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pDNA haplotypes and populations mainly resulted from long distance colonization,
possibly coupled with subsequent or past fragmentation followed by range expansion
and allopatric fragmentation.

Fig. Mismatch distribution for the 466 samples from the entire range
of Sibiraea augustata. The histograms represent the observed
frequencies of pairwise differences among haplotypes
and the line shows the curve expected for a population that expanded.

Publications
1.Wang YC, Wang XB, Yang ZX, Deng NY. 2010. Prediction of Enzyme Subfamily Class via Pseudo Amino Acid Composition by Incorporating the
Conjoint Triad Feature. Protein & Peptide Letters 17: 1441-1449.
2.Wang YC, Wang JG, Yang ZX, Deng NY. 2010. Sequence-base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rediction vi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Journal of
System Science and Complex 23: 1012-1023.
3.Duan YZ, Zhang DJ, Gao QB, Zhang FQ, Li YH, Chen SL*. 2010. Characteristic of molecular evolution of Sibiraea angustata based on nrDNA ITS and
cpDNA trnL-F sequence analysis. Bulletin of Botanical Research 30: 146-151.
4.Zhou DW, Hou QZ, Si QW, Liu JQ, Yang HL*. 2010. Concentrations of active constituents of the Tibetan Folk Medicine Qinjiao (Gentiana sect.
Cruciata) within and between taxonomic species across. Chemistr y & Biodiversity. 7: 2088- 2094.
5.Peng HC, Chen DZ, Wang AZ, Wang H, Wang HQ, Shen JW, Si QW, Han F, Zhou DW*. 2010. ITS and 5.8S analysis an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of
culture fruiting body of Cordyceps sinensis (Berk .) Sacc. Biotechnology Bulletin 7: 128-133, 141.
6.Peng HC, Han F, Wang H, Shi SB, Shen JW, Zhou DW*. 2010. Characteristics of seasonal and altitude variation of UV-absorbing compounds content
in three alpine plants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Acta Bot. Boreal.-Occident. Sin. 30: 1197-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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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地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学科组
学科组长：曹广民，博士，研究员。1986年7月获西北农业大大学土壤农化专业
学士学位，2010年12月获甘肃农业大学草业科学博士学位。1986年毕业以来一直在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从事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任生态中心主任，海北
站业务站长。中国生态学会第八届理事，中国土壤学会第十届理事。长期从事高寒
草地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方面的研究工作。
提出了高寒草地被动-主动退化理论，发现高寒草地退化可分为“四个时期，三
个阶段、两种动力”；首次发现处于小嵩草群落草毡表层极度加厚期的高寒草甸其
土壤碳贮最大，而草地稳定性处于崩溃的边缘，高寒草甸生产与碳生态服务功能最
佳状态是不同步的。发现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不同的植物类群对大气甲
烷的行为不同，草本植物群落具有排放甲烷的能力，而木本灌木群落具有吸收大气
甲烷的能力，其分异可能与植物腔体结构和生理特性有关。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科技支撑和中科院先导性项目。

Email:caogm@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开展高寒草地对自然与人类活动干扰的适应与响应研究，揭示
高寒草地演化过程与发生机制，提出其各阶段分异的特征及定量化判别指标；以高
寒草地退化演替过程生态水文学特征为基础，探讨草地演化对系统水源涵养功能、
系统碳贮及碳增贮潜力的影响；应用培养实验，明细高寒草地主要植物种对大气甲
烷行为分异的特征及发生机理。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青藏高原高寒矮嵩草草甸碳增汇潜力及估测
以青藏高原高寒矮嵩草草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草甸碳储存的场所、碳库
容量随草甸演替的变化过程及其碳增汇潜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探讨了高寒
草甸碳增汇潜力估测的困惑与解决方法。结果表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碳增汇
潜力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极大，主要受到土层厚度和草地演化进程的影响。高寒
草甸碳主要贮存于草毡表层，其增汇潜力在于退化草地草毡表层的恢复与重
建。保持适宜厚度的草毡表层是协调高寒草甸生产与碳生态服务功能的关键。
随着退化高寒草甸的恢复，土壤容重呈现下降趋势，计算其系统碳增汇潜力，
需要用根土体积比进行土层深度的校正。高寒草甸具有较大的固碳潜力，但其
潜力的发挥受到气候和草地恢复与管理措施的影响，比较漫长。

图1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格局

三江源地区退化高寒矮嵩草草甸剥蚀过程及发生机理
以三江源高寒草甸为对象，研究了退化草地剥蚀发生的阶段、区域、形成过程及
发生机制，并就剥蚀发生对草地生产-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作了评述。结果表明：剥
蚀发生于三江源黄河区域高寒草甸小嵩草群落时期，土壤草毡表层的极度发育、老化
与死亡是剥蚀发生的前提，死亡草毡表层中植物根系的分解、风蚀引起土层的塌陷是
剥蚀形成的过程。剥蚀的发生导致草地系统水分涵养和地球系统碳储蓄功能的降低。
保持适当厚度草毡表层是维持高寒嵩草草甸稳定性的基础。

图2 三江源区不同动力机制下的草地剥蚀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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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Alpine grassland biogeochemistry process

硕士研究生
郭小伟

李婧

梁东营

Discipline leaders： Professor Guangmin Cao received his bachelor degree in soil
agrochemical from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ing University. He then got his Ph.D. in
Pratacultural science from Gan Su Agriculture University. He main studies are on the
biogeochemical cycling in alpine grassland i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1986. He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eighth ecological and the tenth soil
science society.
The main theor y in his studies we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coupled-theor y in alpine
degradation grassland, the theor y could be divided degradation Kobresia humilis meadow
succession process into four phases and three stages, and the retrogression driving force factors of
the grassland was two. He was the first discoverer of which the largest organic carbon reser ves was
appeared in Kobresia pygmaea mattic epipedon crack phase in Kobresia humilis meadow
degradation succession process, but this kinds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system stability and carbon
sink ability was asynchrony, so there must be a optimum management stage which can
consideration to carbon sink capacity and the forage productivity.
Anther researches was CH4 release and ab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lants in alpine
grassland,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shrub community had the ability to absorb the CH4, and
herb community had the ability to release CH4, the reasons why different plants release and
absorption CH4 characteristic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lants vascular bundle structures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 and Pilot Projec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search interests
The researches are distributed in alpine grassland， the first research interest is to study the
biochemistr y process in alpine grassland succession process in order to discover y the success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by human interference and climate change, establish the discrimination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of alpine grassland degradation succession stages. The second research
interest is to explore alpine grassland water conser vation function, organic carbon increasing sink
potentiality capacity and it's reser ve. The third research interest i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 y of plants CH4 release and ab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in alpine grassland ecosystem.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Estimate carbon storage potential in alpine Kobresia meadows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lpine meadows widely distribute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nd store a large amount of carbon (C) in soil. Since 70ths last centur y, a large area of alpine
meadows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degradation with increasing human activities (e.g. increasing grazing intensity) under climate change. There is a great potential of C
storage for these large area of degenerated grassland if they are recovered in future.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potential because of many uncertain factors.
Base on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C processes occurred in the Kobresia meadows on the Plateau, this paper here used a time-space substitution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location of C storage, the capacity of C storage at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grassland succession and its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also assessed the method used for
estimating the potential of C storage in alpine meadows. Mattic epipedon (M.E.) is a main storage horizon in soils，which is mainly consisted of dead roots and clay. Its
thickness strongly controls the capacity of C storage in alpine meadows because of high C content in M.E.. The thickness of M.E. increases normally with grassland
degeneration succession. The degeneration succession of alpine meadow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stages: (1) graminoid-Kobresia community, (2) K. humilis
community, (3)K. pygmaea community, (4)M.E. thickening of K. pygmaea community, (5)M.E. cracking of K. pygmaea community, (6)M.E. denuding of K. pygmaea
community, and(7)Forb-black soil land. Organic C storage in roots and clay of M.E. reaches a saturated level at the M.E. denuding stage, but its collapse at this stage
leads to a break of ecosystem stability. A half amount of stored C can be lost due to the loss of M.E. at the black-soil type stage. Alpine meadows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re obser ved to be at different stages, i.e. M.E. thickening of K． pygmaea communit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Plateau， M.E. denuding of K. pygmaea
community and black-soil type in the three river region and graminoid-Kobresia community in the Qilian Mountain region.The thickness of M.E. is greater in both the
three river region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Plateau than in the Qilian Mountain region． Therefore，the potential of C storage is in an order as follows: the three river
region ＞ the Qilian Mountain region ＞ the Sorthern Tibetan plateau． This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capacity of C storage depends on M.E. thickness and grassland
succession stage，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variability across the whole plateau． Soil bulk density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stimating the potential to store C shows a
continuous decrease and thus leads to a feint of C loss with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grasslands because of raised soil depth by roots. This indicates that it should be
corrected by the soil / root (volume) ratio when estimate C sequestration in soils. Considering both biomass production and C ecological ser vice, alpine meadows should
be maintained at the stage of graminoid-Kobresia community or K.humilis community. A suitable thickness of M.E. is about 2.0-3.1cm．
Mechanism of denuded pits developing in degraded alpine Kobresia humilis meadow in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Region
Occurrence of denuded pits in large area is a typical surface feature of the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s in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Region. The alpine Kobresia
humilis meadow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ing process,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denuded pits in research area and
discuss its impacts on the productivity and ecological ser vice function. It indicated that the denuded pits take place in cracking period of Kobresia pygmaea meadow
phrases, and widely developing in source region of theYellow River than in the Yangtze River ; Denuded pits forming is the synthesized result of dead plant root
decomposition, clay erosion and collapse. It tremendously reduced the potential of water holding and carbon storage of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It is the key for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alpine Kobresia humilis meadow to keep a suitable thickness of Mattic epipedon.

Publications
[1] Cao Guangmin, Long Ruijun, Zhang Fawei, Li Yikang, Lin Li, Guo Xiaowei, Han Daorui, Li Jing. A method to estimate carbon storage potential in alpine Kobresia
meadows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cta Ecologica Sinica,2010,30(23):6591-6597
[2] Lin Li， Cao Guangmin， Li Yikang， Zhang Fawei， Guo Xiaowei， Han Daorui.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organic carbon storage in the Kobresia hummilis
meadow ecosystem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0,30(15) :4012-4018
[3] Li Dong, Cao Guangmin, Huang Yao, Jin Daiying, Ming Zhu. Carbon budget of alpine shrub meadow ecosystem i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0,27(1):37-41
[4] Liang Dongying, Lin li, Li Yikang, Wang Xi, Cao Guangmi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Mattic Epipedon denudation taking place on degraded alpine meadows in
the Three River Source Region. Acta Agrestia Sinica,2011,31(24): 7408-7417．
[5] Zhang Fawei, Li Yueqing, Li Yingnian, Li Yikang, Lin Li, Cao Guangmin, Du Mingyuan, Wang Qinxue. Initial response of plant functional groups abundance to
simulated climatic change in Alpine Meadow Ecosystems. Acta Agrestia Sinica.2010,18(6):768-779
[6] Wang Qilan, Wang Changting, Liu Wei, Cao Guangmin, Long Ruijun. Changes in Plant communities and soil enzyme activities of artificial grassland sin
Headwater Areas of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s. Chin J Appl Environ Biol,2010,16(5): 662~666
[7] Cao Guangmin, Lin Li, Zhang Fawei, Li Yikang, Han Daorui, Long Ruijun. A review of maintenance, loss and recover y of stability of alpine Kobresia humilis
meadow on Tibetan Plateau.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0,27(8):34-38
[8] Cao Guangmin, Lin Li, Li Yikang, Zhang Fawei, Guo Xiaowei, Li Jing. Effect of plant in atmosphere methane cycle.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0,7:14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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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报
青藏资源植物生理生态生化学科组
学科组长：韩 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1978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工作， 1989年－2010年历任该所生态研究室党支部书记、研究所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现任中科院湖州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心主任、国家二级研究员、中
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北京市和浙江省自
然科学基金评委、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七、八、九届理事、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专家、《植
物生理学报》、《湖北农业科学》等核心学术刊物编委、青海省自然科学学科带头人、青海省植
生学会理事长、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政协青海省第九届、第十届委员等职。一
直从事高原植物生理生态生化和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先后承担完成各类
科研课题20余项，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等各类奖项12项；取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完成成果鉴定
9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项；研发新产品5项；建立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4项；出版专著1部、发
表科研论文130余篇；培养研究生21名。对揭示青藏高原高寒植物对极端环境适应与抗逆的特殊
生命现象和过程及其本质奠定了基础，为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关键技术提供了重
要科学依据。目前承担国家科技服务企业专项、国家自然基金、中科院支撑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计划等科研项目。
邮箱: hanfa@nwipb.ac.cn
研究方向与领域：
主要从事高原植物生理生态学、高寒植物抗性生理学、植物生物化学、恢复生态学、保护
生物学、野生植物人工驯化培植技术、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关键技术方面的研
究。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专利成果
1.授权专利
本学科组主持完成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三江源区典型退化草地的

专利名称：《微孔草仿生栽培方法》

植被恢复试验和新技研究》（项目编号：2005AB901A20）， 是研究青藏高

发明人：韩 发 等

原高寒草地退化机理与研发恢复制理关键技术的主要课题之一。

专利号：ZL2007 10017648.X

本课题组通过开展典型退化草地的植被恢复试验和新技术研究，发现草
地退化不仅驱动了地上植被的变化，还导致土壤养分库、土壤种子库发生变
异，使地上植被稳定性下降，功能衰退。应用植被恢复新技术措施后,高寒草
甸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生理生化特征如生产力、生物多样性、叶绿素含量、
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质、抗氧化物质（GSH）和抗氧化酶（SOD）活性都
有所增加。
1、首次以青海省果洛州退化草地为试验区，依据轻度、中度、重度退
化草地群落特征、生长特点和土壤状况，选用新型绿色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新
技术进行了应用试验优化和示范。结果表明，应用效果良好，试验示范成效
显著。其中退化草地植被的盖度平均提高了20.1%-35.8%，植被高度提高了
16.8%-65.8%， 生 物 量 增 加 了 41.3%-58.7%，退 化 草 甸 优 良 牧 草 增 加 了
18.3%－25.0%，试验区投入产出比平均达1：3.6，试验示范区的退化植被得
到了明显改善。
3、首次从植物生理生态和生物化学方面，探讨了三江源区高寒低温生
境下典型退化草甸应用植被恢复新技术对其恢复过程中土壤酶活性和植物抗
氧化系统等生理生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试验区植物的总叶绿素含量平均比
对 照 增 加28.8％、 可 溶 性 糖 增 加5.7%～26.0%、 可 溶 性 蛋 白 质 增 加8.3％～
24.1%；植 物 的 抗 氧 化 物 质 （GSH）含 量 平 均 提 高 了16.5%、 植 物 的 抗 氧 化
酶（SOD）活性平均增加了15.8%。为探索揭示典型退化草地的快速恢复途
经和高寒草甸植物适应与抗逆的生理生化机制积累了第一手试验资料。
4、在三江源试验区建成核心试验基地280亩，退化草地恢复试验示范区
4000亩，增产牧草72万 kg，产生直接经济效益36万元，项目实施不仅为该
地区退化草地植被的快速恢复开辟了一条新的有效途径和技术示范样板，而
且在改善生态效益、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显示了良好的推广前景。在该项目的
带动下，培养毕业研究生16名，其中博士5名，硕士11名，发表与本项目相关
的论文30余篇，其中SCI论文5篇，CSCD收录论文25篇。

申请日期：2007年03月31日
2.申请专利
（1）野生植物资源微孔草籽油的超临界CO 2萃取工艺
申请号：20071000185402
第一发明人：韩发
（2） 专利名称：黑果枸杞原花青素产品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类别：发明专利
申请号： 201010525734.3
第一发明人：赵晓辉
其它发明人：陈涛,陶燕铎,陈桂琛,梅丽娟,李玉林,邵贇。
（3） 专利名称：一种从白刺果汁中分离纯化色氨酸单体的制备方法
专利类别：发明专利
申请号：201010298758.X
第一发明人：赵晓辉
其它发明人：邵贇,岳会兰,陶燕铎,陈晨,梅丽娟,李玉林,陈桂琛

科技成果
1.成果名称：三江源典型退化草地的植被恢复试验和新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人: 韩 发 马玉寿 周华坤 李以康 韩 琦 赵新全
师生波 董全民 王长庭 王启基 任 飞
成果登记号:9632011Y0073
2.成果名称：微孔草种植技术规程
主要完成人: 韩 发 程大志 李以康 任飞 任利平
成果登记号:9632011YB223
3.成果名称：轻、重度退化草甸中绿色植物生长调节剂（GGR）
使用技术规程
主要完成人: 李以康 周华坤 韩发 任飞 师生波 赵晓辉 邓黎 等
成果登记号:9632011YB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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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Eco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学科组成员
程大志 （ 研究员，返聘 ）
皮立 （ 助理研究员 ）
博士研究生
石丽娜

邓黎

皮立

硕士研究生：
任飞

周同永

韩涛 王晓虹

Group leader： Prof. Han was transferred to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ince 1978, filled successively the posts of the Institute´s
Ecology Laborator y´s Party Branch, Secretar y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Chairman of the Trade Union, Vice Secretar y of CPC Committee, and Deputy Director from
1989 to 2010. Now, Prof. Han is the director of Huzhou Plateau Biological Resource Centre
of Innovation,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rofessor of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t present. While the
evaluation expert of the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reviewer of NSFC, reviewer
of Natural Sciences Foundation in Beijing and Zhejiang, Council Member of Plant
Physi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expert of CITES, an editorial member of “Plant Physiology
Communications” and “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 , academic leader of Natural
Science Subject in Qinghai Province, Director-General of Plant Physiological Society of
Qinghai Province, member of Academic Committee and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e, member of the Ninth and Tenth CPPC of Qinghai Province, etc.
Prof. Han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plant eco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 y
in Plateau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characteristic
biotic resource. Prof. Han had finished all kin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ubject more than 20
items one after another, won 12 national and provincial-level awards, gained 9 national
and provincial-level appraising Sci/Tech. Achievements, applied for 2 China Invention
Patent,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5 new products, established 4 local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published about 130 papers and edited 1 books, cultured 21
graduate students. All these researches had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revealing the special
biological phenomena and processes and essence how psychrophytes adapting and
resisting extreme environment on the Tibetan Plateau, provided important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critical techniqu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characteristic biotic resource. At present Prof. Han takes charges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like special projec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 vicing Company,
Chinese Natural Foundation, the state's strategic new support industr y plan of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tc.
E-MAIL: hanfa@nwipb.ac.cn
Research Interests
The Research Group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Plateau Plant Physiology and
Ecology, Psychrophytes Physiology of Resistance, Phytobiochemistr y, Restoration Ecology,
Conser vation Biology, Artificial domestication an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wild plant,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critical technique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characteristic biotic resource, etc.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The NKTRDP（2005AB901A20）Study on the Experiment and New Technique on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f Typical Degraded Grass Land of Three Rivers Area
By studying experiment on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new vegetation restoration technique of typical degraded grassland, the research group found the grassland degradation
not only drove changes of aboveground vegetation, but also led to variations of soil nutrients pool and soil seed bank, bringing down the stability of aboveground vegetati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 and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lpine Meadow Plants like productivity, biodiversity, chlorophyll content, soluble sugar , soluble
protein, GSH and SOD activity have been increase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new vegetation restoration technique.
1.According to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nd soil conditions of minor degraded meadow, medium degraded meadow, heavily degraded grass lands,
new techniques such as new kind of green plant growth regulator were selected for optimizing and demonstrating application test in Guoluo prefecture, Qinghai Provi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est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effect well , the demonstration test apparently, the degraded veget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reg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averagely increased from 20.1% to 35.8%, the vegetation height averagely increased from16.8% to 65.8%, the biomass increased from 41.3% to
58.7%, the fine quality forage increased from18.3% to 25.80% and the ratio of input and return for the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region was 1:3.6.
2.The new vegetation restoration technique of typical degraded meadow had influence on the soil enzyme activities and plant oxidation resistant system during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from plant eco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est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soluble sugar, soluble protein respectively increases
28.8%, 5.7%～26.0%, 8.3％ ～24.1% comparing with the area of reference; the content of GSH averagely increased 16.5%, the activity of SOD averagely increased 15.8%. Findings in
the test were accumulated firsthand testing data to exploring the pathway which revealed how quickly the typical degraded grassland restored and the adaptable and resistant
physiobiochemical mechanism of Alpine Meadow Plants.
3.The 280 mu core test site and 4000 mu restoration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region of degraded grassland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hree Rivers Area, increasing 720,000
kg pasturage and producing 360,000 yuan direct economic benefit. The project carried into execution not only starts a new piece of effective way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templet to restoring the typical degraded grassland quickly, but also shows good extending prospects in improving ecological benefit and enhancing economic returns. With the project
in the lead, trained 16 graduate students, including 5 doctoral, masters postgraduate 11, published 30 academic papers, among which 5 papers have been quoted by SCI and 25
papers have been quoted by CSCD.

Publications
1、 （2010）. Shi Lina, Ren Fei, Zhao Xudong, Du Yangong, Han Fa﹡.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Extraction of Microula sikkimensis Seed Oi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il
Chemists' Society [J]. 87:1221–1226
2、 （ 2010） . Ren Fei, Zhou Hua-kun , Zhao Xin-Quan, Han Fa, Shi Li-Na, Duan Ji-Chuang, Zhao Jian-Zhong.Influence of simulated warming using OTC on physiological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lymus nutans in alpine meadow on Qinghai-Tibetan plateau，Acta Ecologica Sinica, 30: 166–171
3、 （ 2010） . Li yikang,Ren Fei,Bao Suke ， Han Fa﹡ ,Zhou Huakun,Lin Li,Zhang Fawei.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Kobresia humilis to nitrogenous fertilizer in an alpine
meadow.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19（3） ：240-244
4、（2010）. Li Yikang , Ran Fei , Han Fa﹡ , ZHou Huakun , ZHang Fawei1 , Lin Li. Impact of GGR on the Antioxidant Physiological Indices of Kobresia humilis (C. A. Mey ex
Trauvt.) Serg. in Alpine Meadow. Acta Agrestia Sinica，18（1） ：121-126
5、 Ren Fei, Han Fa*,Shi Lina, Bao suke, Shi shengbo.2010. Application of supercritical CO2 fluid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vegetable oil[J]. China Oil and Fats，35（5）:14-19
6、 Peng Huichao, Han Fa, Wang Huan, Shi shengbo， Shen Jianwei, Zhang Dangwei.(2010).Characteristics of Seasonal and Altitude Variation of UV-absorbing Compounds
Conternt in Three Alpine Plants on Qinghai-Tibet Plateau[J].Acta Bot.Boreal.-Occident.Sin., 30（6）：1197－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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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哺乳动物适应性进化与管理 学科组
学科组长：张堰铭，男，博士，研究员。2000年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00-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博
士后研究。现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从事青藏高原小哺乳动物
种群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及草地鼠害综合治理等研究。现任《兽类学报》
副主编。先后主持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科学院
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子课题、青海省重大科技攻关、“西部之光联
合学者”等项目，以及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
80余篇，其中SCI论文30余篇，参加专著编写2部。作为主要参加者，分别
获1988、1989及1991年青海省及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二等奖各
1项。已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以色列和英国开展了多项国际合
作研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9名。

邮箱：zhangym@nwipb.ac.cn

主要研究方向：围绕动物对极端环境适应及其进化这一主题，将种群统
计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理生化手段应用于青藏高原植食性小哺乳动物行为
进化、种群动态及低温低氧适应等研究，对象涉及高原鼠兔、高原鼢鼠和
根田鼠等物种。相继开展了高原鼠兔种群动态与人类活动关系、社会组织
进化、配偶竞争、婚配模式、繁殖投入与繁殖成功率以及亲缘关系等研
究。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主要开展了高原鼠兔基因组微卫星富集文库的构建和种群遗传学等研究。根据生物素与链霉亲和素亲和性结合的原
理，用生物素标记的微卫星寡核苷酸探针退火结合超声后的高原鼠兔基因组DNA片段，采用链霉亲和素包被的磁珠亲和
捕捉探针，获得目的DNA片段，经PCR扩增形成双链DNA， 将目的DNA片段连接到pMD18-T载体上并转化至DH10B感
受态大肠杆菌细胞中，构建出高原鼠兔基因组微卫星富集文库。研究结果发现，阳性克隆率为73.4%，证明该微卫星富
集文库是一个高质量的文库。为高原鼠兔种群遗传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分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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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QTP (Qinghai-Tibetan Plateau) Plants

学科组成员
纪维红（博士，王宽城多学科交叉项
目特聘研究员）
王振龙（博士，客座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曲家鹏

杨虎虎

硕士研究生
陈千权

李生庆

张贺

Group Leader
Zhang Yanming， Department of Ecology,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ostdoctoral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ctober 2000 to
December 2002. Thesis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behavior and
adaptation to the alpine extreme environment in plateau pikas
(Ochotona curzoniae)”.
Ph.D. Animal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Ecology,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ning, Qinghai,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ptember 1996 to June 2000. Thesis
“Studies on the Pattern of Animal-Plant Interaction: The Effects of
Plateau Zokors (Myospalax fontanierii) on the Biogeochemical Cycling
of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and it's Response to the Chemical
Defense of Plant”.
B.S. Department of Bi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ptember 1982 to July 1986. Thesis “incubation of
several invertebrate eggs”.Research Interests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of small mammals in extreme
environment.
Animal-plant interaction and coevolutionary mechanism
Population Ecology and population genetics in small mammals
Restoration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in
Tibetan plateau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The sonicated DNA fragments of plateau pika genome were annealed to biotinylated microsatellite
oligo-probes and then the probes and single strand DNA complex was subjected to streptavidin magnetic
beads capture according to the strong affinity between biotin and streptavidin， so the targeted
microsatellite repeats can be captured. PCR amplification was performed to obtain double-stranded
targeted fragments and then ligated into pMD18-T vector and transformed into DH10B competent cell，
and enriched microsatellite libraries of plateau pika were constructed. Sequencing results showed that
73.4% of clones contained microsatellite sequences suggesting a high degree of microsatellite enrichment
librar y and this will provide us lots of microsatellite markers and contribute to the molecular ecology study
of plateau pika.

Publications
Li K., Geng J., Qu J., Zhang Y. and Hu S. 2010. Effectiveness of 10 polymorphic microsatellite markers for
parentage and pedigree analysis in plateau pika(Ochotona curzoniae). BMC genetics 11: 101-105.
Geng J., Li K., Zhang Y. and Hu S. 2010. A Modified Enrichment Method to Construct Microsatellite
Librar y from Plateau Pika Genome (Ochotona curzoniae). 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8: 72-76.
Li K., Geng J., Yang J., Zhang Y. and Hu S. 2009.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13 microsatellite loci in
the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Conser vation Genetics 10: 78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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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哺乳动物种群调节及有害鼠类生物防治
学科组长简介：边疆晖，博士，研究员，博导。1985年毕业于甘肃农业
大学，1998年在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动物生态学硕士学位，2001年
在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动物生态学博士学位。2003年在浙江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年。兼任《兽类学报》编委 、中国
生态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理事等职。主
要从事小哺乳动物种群生态学及鼠害防治的研究。先后参加国家七五科技攻
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八五重大项目题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以及西
北之光联合学者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子专题、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重要方向项目、中国科学院院长择优基金和中国博士后基金等各1项。发表论
文40余篇，作为主要参加者，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以及
1998年方树泉奖学金一等奖1项。

邮箱：bjh@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以青藏高原小哺乳动物为研究对象，野外与实验研究相结
合，采用种群生态学、生理学、免疫学和神经生物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整
合研究动物生理和行为及种群统计参数的功能及其近因和远因，探讨动物种
群调节机理及有害啮齿动物的生物防治途径。 主要研究兴趣包括: 1. 小哺乳动
物种群的调节机理 2.有害啮齿动物的生物防治 。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母体密度应激对子代冬季存活率及繁殖的影响
来自高密度母体种群的F1代较来自低密度母体种群F1代有较低的越冬存活率，但是，不同处理的F2代存活率无显著
差异，说明，母体应激只影响F1代越冬存活率，但没有影响F2代。该效应可能是影响年内种群波动的因子之一，但不是
导致种群波动时处于长期的低密度阶段的影响因子。在根田鼠种群中，单一的母体密度应激对子代的性器官指数无影
响，但生前应激子代在性成熟后，当再次遭遇密度应激时，其性器官指数显著降低，说明，母体密度应激和当前环境对
种群的未来繁殖能力具有耦合效应。
2.艾美尔球虫对高原鼠兔致死性的室内研究
球虫是专一性地寄生于宿主体内且对宿主有很强致死性的一种原生动物。艾美耳球虫是高原鼠兔的主要 寄生物。利
用艾美耳球虫防治高原鼠兔将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和应用价值。本研究通过人工感染不同剂量的艾美耳混合球虫研究
了对高原鼠兔的致死毒力。高原鼠兔的成体死亡率与球虫的感染剂量呈正相关关系,感染600 × 104 个/ mL 剂量的球虫可
导致大部分高原鼠兔成体死亡,而感染60 ×104 个/mL 剂量的球虫可导致全部亚成体死亡;成体和亚成体的死亡率无性别间
的差异,其死亡时间分别为第4 d和第8 d。感染60 × 104 个/ mL 剂量球虫的高原鼠兔随粪便排出的卵囊数量最大。本研究
结果表明,艾美耳球虫对高原鼠兔的非急性致死效应类似于慢性杀鼠剂的作用。如果野外大剂量投放艾美耳球虫制剂后,不
仅有望短期内有效降低高原鼠兔种群数量,而且其控制效果可具长效性的潜在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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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Population Regulation for Small Mammal Population and Biological Control.
Group leader: Jianghui Bian was graduated from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ith Bachelor Degree. In 2011, he obtained his M.D and ph. D. in
animal ecology i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03, he was Postdoctoral fellow in College of Bi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e is Editorial member of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member of the Division of Animal Ecology, China Ecological Society, and
member of the Division of Mammalogy, China Zoological Socie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were population ecology and biological rodent control. In recent
years, he take charge of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West Light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National Key Technology R&D Program et al.

学科组成员

RESEARCH INTERESTS：

景增春 （副研究员）

1. Population ecology

曹伊凡 （副研究员）

2. Animal behavior and rodent pest management.

硕士研究生
杨乐

杜寅

何慧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Effect of maternal density stress on winter sur vival and reproduction in root voles
We assessed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stress, resulting from high population densities, on winter sur vival of first
generation (F 1 ) and second generation (F 2 ) in root voles Microtus oeconomus. Over-winter sur vival of the F 1
generation voles from the low-density parental population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ose from the high-density
parental populations. Over-winter sur vival of F 2 generation voles did not differ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maternal stress affected over-winter sur vival of first generations but not second generations.
Reduced immunocompetence, resulting from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stresses, transferred to off spring may be a
factor in annual (winter) population declines. Because the effect is transitor y, i.e. immunocompetence of F 2 voles
is not affected, reduced immunocompetence resulting from high density stresses would not contribute to
lengthy periods of low population densities that are characteristic of multi-annual population fluctuations. In
addition, w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stress induced by high density on an offspring sex organ index by
experimentally altering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root voles in field enclosures. We found that maternal stress
alone induced by high density, did not affect the sex organ index of their offspring, but prenatally stressed off
spring displayed a reduced sex organ index when they were exposed to high density during the breeding period.
2.Effects of Parasitic Eimerians (Eimeria cr yptobarretti and E. klondikensis)on mortality of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Eimeria, one of several genera of protozoans in the phylum Apicomplexa referred to as coccidian,is highly
host specific. Infection with coccidia seriously impairs the growth and sur vival of hosts. Coccidia, thus,
potentially are excellent agents for biological control of rodents. We studied effect of coccidia on mortality of
plateau pikas (Ochotona curzoniae). Pikas were given 6 000 × 104 / mL,600 ×104 / mL,60 ×104 / mL,6 × 104 / mL
and 0 6 × 104 / mL oocysts each of Eimeria cr yptobarretti and E. klondikensis for adults,or 600 × 104 / mL, 60 ×
104 / mL,6 × 104 / mL of each for sub-adults, by stomach intubation. The prepatent period of adult death was 8
days. The mortality rate among infected pikas was dependent on the initial quantity of oocysts administered.
Infection with 600 × 104 / mL oocysts caused most adults to die. In addition, a majority of sub-adults also died
after 4 days when they were infected with 60 × 104 / mL oocyst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rtality was found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The group infected with 60 ×104 / mL oocysts produced more oocysts than other
group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coccidia,as agents of biological rodent control, could reduce
the damages of pika to gras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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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报
陆地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适应
简 介 ： 李 英 年 ： 研 究 员 ， 男 ， 汉 族 ， 1962年 9月 出 生 。 1982.8～
1990.2， 在青海省气象局从事大气监测、预报等工作。1990.3～至今，在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从事气象监测及生态学研究工作，涉及气象学、生态气象学、环
境、全球变化等领域。多年来主持和参加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
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 计划课题、中日合作项目、国
家自然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等项目8项。曾被青藏研
究会评为第三届青藏研究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2010年5月“高寒草甸生态
系统与全球变化”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7完成人）；2011年度
“ 三 江 源 湿 地 变 化 与 修 复 研 究 与 示 范 ” 获 青 海 省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7完 成
人 ） 。 先 后 发 表 论 文 和 参 与 编 写 著 作180多 篇 （ 部 ） ， 其 中SCI收 录 近 有
20余篇。

邮箱：ynli@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变化生态学。
1）生态系统碳通量；碳氮水热耦合；固碳潜力；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适应与响应：对小气候、植物群落、生物量、枯落物、叶面积等参数进行监测，给予气候
与植被生产力、碳密度的关系分析；研究了海北植被演替过程与对应的温湿度关系；模拟了温暖化在不同增温时间尺度
上对高寒草甸植物生长、植物群落结构具有的特殊影响机能；并在长期资料基础上模拟计算了高寒草甸植被的气候生产
潜力，发现气温上升及降水不变或增加时的植被生产力状况。
2）高寒草甸生态系统能量、碳及水/热通量研究：利用涡度相关法测定结果和波文比法分别分析了能量平衡，前者能
量闭合率在69%—89%，后者Rn占太阳总辐射的36%，LE 、H和G分别占Rn的47%、35%和4%。描述了3种高寒草甸光
温水等因子对碳收支的影响。证明植被类型生态系统呼吸速率对温度的敏感性有所不同，一般随土壤湿度增大或土壤有
机质增大，Q10有所增大。控制和影响碳通量的因子有:光合辐射、温度、降水、昼夜温差等。其中温度、辐射在不同的
分布尺度上（范围）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3种植被类型生长季净生态系统CO2的交换量与光合有效辐射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3种植被类型的生态系统表观光量子产额（a）、生态系统最大光合速率（Pmax）和生态系统呼吸速率（Reco）在
植物生长季具有明显的季节动态变化。并证明该3种高寒生态系统中，矮嵩草草甸、金露梅灌丛具有明显的碳汇功能，而
高寒湿地则为碳源,分别为78.5～192.5gC/m2/a、58.5～75.5gC/m2/a和42.5～173.5gC/m2/a。同时研究了同一放牧样
地用围栏围封措施下植被-土壤碳氮密度的空间分布与放牧时间不同的关系；不同海拔高度梯度上植被-土壤碳氮密度分
布状况、土壤呼吸状况、生态系统CO2净交换量分布格局等的研究工作。

科技成果
2010年 5月 “ 高 寒 草 甸 生 态 系 统 与 全 球 变 化 ” 获 得 青 海 省 科 技 进 步 奖 一 等 奖 （ 7完 成 人 ） ； 获 奖 编 号 ：
2009JB - 1 - 02 - R06 .

PAGE 20

三、各学科组工作
The response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 processes and functions to global change

硕士研究生
宋成刚

刘晓琴

王建雷

孙建文

Personal profile: Li Ying-nian, research fellow, male, Han Chinese, born
in September 1969. 1982.8～ 1990.2,worked at meteorological agency In
Qinghai province on atmospheric monitoring and forecast, etc. From March
1990 to the present, has been working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HaiBei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national science field obser vation research station on meteor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cology research involving meteorology, ecological
meteorology, environment and global change, etc. So far, has hoste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for major
projects,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planning project (973)
plan projects,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project, natural fund projec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trategic leading technology special and so
on, altogether eight projects. Once, was honored with outstanding young
workers of the third session Tibet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 In May
of 2010, the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and global change" won the first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e progress priz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
persons involved). In 2011, "Three river sourcesˊ wetland changes and
repair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e progress priz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 persons involved). Has
published and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180 articles, which were included
more than 20 articles by SCI.
E-mall address: ynli@n wipb. cas.cn
Research Fields: Global change ecology
1) Ecological system carbon flux; Carbon-nitrogen-water-heat coupling;
Solid carbon potential; Carbon Sequestration Potential;
2) Adaptability and response of vegetation productivity to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 Adaptability and response of ecological system to global change: monitoring on microclimate, plant community, biomass,
falling objects, leaf area parameters and so on.; stud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vegetation succession process and the
corresponding temperature-humidity in HaiBei; simulated the special influence function of warming in different time scales to the
alpine meadows plant growth and plant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based on the long-term material simulated and calculated
climate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alpine meadows vegetation, found vegetation productivity condition when a temperature rose and
precipitation increased or unchanged.
2)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energy, carbon-water-heat flux study: used Eddy Covariance Technology and Bowen Ratio
method to analyzed energy balance, which the former energy closed rate was 69%—89% and the latter Rn accounted for 36% of
the total radiation, LE, H and G accounted for 47%, 35% and 4% of Rn. Described the effect of light-warm-water and other factors
to the carbon balance of three kinds of alpine meadow. Proved the sensitivity differences of vegetation type's ecological system
respiratory rate to the temperature. Generally, with soil humidity or soil organic matter increasing, Q10 was increasing. Control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carbon flux were as fellows: photosynthetic radiation,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day and night, etc. The temperature and radiation in different distribution scale (range) had different effects. The growth
quarter net ecological system CO2 exchange capacity of three planting types ha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photosynthetic
available radiation. Ecological system apparent Light quantum yields (a), ecological system biggest photosynthetic rate (Pmax)
and ecological system respiratory rate (Reco) of three planting types had obvious seasonal dynamics in the growing season. And
proved, in these three kinds of alpine ecological system, that Kobresia humilis meadow and Potentilla fruticosa shrubs had the
obvious carbon sink function, however, alpine wetland was carbon sources, respectively for 78.5～ 192.5gC/m2/a、 58.5～
75.5gC/m2/a和 42.5～ 173.5gC/m2/a. We researc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soil carbon
nitrogen density and different grazing time in a same grazing sample with fence, and at different height gradient, researched the
vegetation-soil carbon nitrogen density distribution, the soil respiratory condition and ecological system CO2 net exchange rate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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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植物的光合生理及适应性研究学科组
学科组长简介：师生波，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
在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主要从事高山植物的光合生理和适应性
研究。近年来，针对青藏高原强太阳可见光和UV-B辐射的特点，开展了高
山植物的强光适应性研究，在非辐射能量耗散、光合电子传递活性、光合
机构的光抑制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阐明了叶片光形态结构变化，紫外线
吸收物质和抗氧化系统在强光胁迫中的作用，提出强UV-B辐射“促进”叶
片光合色素含量的升高是一种表象的观点。已主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纳入973计划）等项目。曾在中科院上海植物
生理研究所和北京植物研究所做国内访问研究，并多次到瑞典、日本、英
国访问进修。现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并担任中国植物
生理学会西部开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邮箱：sbshi@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高寒草地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及高
原植物的适应性研究领域。在野外自然环境中采用光合气体代谢和叶绿素
荧光研究的方法，并结合室内生理生化分析，开展高原极端环境下典型高
山植物的生理生态适应机理研究；同时，以青藏高原强太阳UV-B辐射为切
入点，模拟全球气候变化背景太阳UV-B辐射增强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主要
植物光合生理的影响。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基于青藏高原上空臭氧变化趋势和近地表面太阳UV-B辐射特性，本学科组以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实验
站为基地，开展了系列模拟研究试验。前期工作主要包括野外自然光背景下的长期和短期模拟增补UV-B辐射试验，主要
结论表明：UV-B辐射增强可加剧PSII反应中心的光抑制程度，叶片光合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光抑制和光形态适应的平衡；
自然太阳光谱中的UV-B组分是引起光合机构光抑制的一个原因，并可导致稳态作用光下PSII光化学效率的降低，叶片净
光合速率的降低与气孔限制无关。并认为可见光辐射是影响稳态作用光下PSII反应中心光化学效率的主要因素；叶片厚
度的增加是植物应对强UV-B辐射的策略之一；强UV-B辐射“促进”叶片光合色素含量的升高是一种表象；叶表皮层细
胞中高含量的UV-B吸收物质在保护光合机构以及生物大分子DNA等免受损伤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显然，长期生存在青
藏高原的高山植物具有一系列形态和生理的适应方式，可应对强可见光和UV-B辐射构成的光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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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Adaptation of photosynthesis of alpine plants

硕士研究生
尚艳霞

朱鹏锦

杨莉

Professor PhD, Shengbo Shi mainly engaged in physi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photosynthesis study the alpine plants in Haibei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station.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strong solar visible and UV-B radiation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adap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lpine plants to strong
light was researched. A lot of explorations were made in the
radiation energy dissipation, photosynthetic electronic transfer
activity, and photoinhibition of photosynthetic apparatus.
Clarified that changes of the leaf photomorphology, UV-Babsorbing compounds and antioxidant system were the role of the
strong light stress, put for ward that strong UV-B radiation
"promote" increasing of photosynthetic pigment content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ew. He already have presided over some
funds fro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nd key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plan (belong to 973 plan) and other
projects. As visiting scholar, he has visited and studied in Sweden,
Japan, and Britain.
Research Interests: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ing was focused on
the adaptability of alpine plants to increased UV-B radiation
caused by depletion of stratospheric ozone layer over QinghaiTibet region.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environment, using
photosynthetic gas metabolism and th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method, together with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analysis,
and ecological adaptation mechanism were carried out in plateau
harsh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strong
solar UV-B radiat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simulating
increased solar UV-B intensity as global climate change
background, photosynthesis physiological effect main alpine
plants were studied.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Based on the trend of stratospheric ozone over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solar UV-B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
near earth surface, w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simulation test alpine plants in Haibei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station, CAS. The work includes long-term and short-term simulation supplemented UV-B radiation experiment in
the fiel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ural light. the main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creasing of UV-B radiation can
aggravate photoinhibition in PSII reaction centers, photosynthetic functions depends on the balance of
photoinhibition and light stress acclimation; UV-B spectrum in natural sunlight is one of the reason of
photoinhibition of photosynthetic apparatus, and can lead to reduction of efficiency of PSII photochemistry in steady
state sunlight. We considered that visible light is the primary factor which influence PSII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Leaf thickness of plants increased after UV-B enhancement is the one adaptation strategy; Strong UV-B radiation
"promote" photosynthetic pigment content increase is a kind of appearance; High content of UV-B absorbing
compounds in leaf epidermis cel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hotosynthetic apparatus and DNA from damage.
Obviously,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alpine plant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ith a series of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an deal with strong visible and UV-B a light radiation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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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病原体协同进化-生态-行为与免疫
学科组长简介：李来兴，男，198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生物学系，理
学学士，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青藏高原鸟类学研究。发
表论文30余篇。对该地区鸟类系统学、迁徙与地理分布、种群动态与监测、
关键物种的生态与行为等方面有丰厚研究积累。注重环境变化与物种分布
变迁、重大工程导致的外来物种入侵、鸟类疾病与防控等现代鸟类学领域
的研究。以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为代表的病原体对宿主进化的压力和意义
迫切需要被认识和评估，动物与病原体的协同进化成为学科组的新的主要
研究方向。代表性论文有《青藏高原鸟类学普查近代史略》、《黑颈鹤
（Grus nigricollis） 种 群 生 态 及 濒 危 等 级 评 估 》 、 《A Systematic List
and Status of Waterbirds in Qinghai-Xizang (Tibet) Plateau》、《青
海湖盆地脊椎动物研究简史及其物种名录》、《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鸟
类 区 系 研 究 初 报 》 、 《 Analysis of diet of upland buzzards using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s》、《利用鸟卵母源抗体对斑头雁
种群的禽流感免疫力水平测试》等。

邮箱：lxli@nwipb.ac.cn

主要研究方向：
1动物生活史及其抗病原体感染策略。包括动物种群动态、生态分布、

迁徙路线、栖息地选择等及抗病原体感染意义。
2重要宿主动物种群中病原体与对应抗体的分布与消长规律。
3宿主-病原体的协同进化。主要综合研究病原体感染和宿主抗感染过程

以及特点。
4

重大人畜共患流行病在野生和半野生宿主种群中的监测、预防和控制

策略。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承担课题
1 基 于 病 原 体 感 染 风 险 的 动 物 防 御 策 略 研 究 。 国 家 科 技 支 撑 计 划 子 课 题 （2006BAD06A01） （20072010）；
2 野 生 鸟 类 情 流 感 疫 情 检 测 技 术 研 究 。 国 家 林 业 科 技 支 撑 计 划 子 课 题 （2008BADB0B0303） （20082010）；
3 鸟类非连续式传播与家禽连续式传播要素演变规律分析。973计划课题（2010CB530301） （20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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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volution between animal and pathogens, ecology, behavior and immunity
Research Group:
Group Leader
Professor Li Lai-Xing
Research Summary
Prof. Li is an ornithologist and focus on birds study in avifauna,
biogeography and ecology including major species’ survey, population
monitoring, migration and exotic invasion in and around Qinghai- Tibet
Plateau. More than 30 papers on above fields have been published.
Recently, Prof. Li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on co-evolution between the
pressure of animal hosts’ anti-infecting and their pathogen’s infecting
especially, for example, the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
circulating through Qinghai-Tibet Plateau.
Research Interests
1.Strategy of anti–infection in animal life history
2. Dynamics of pathogen and immunity in their major host
population
3. Co-evolution between host and pathogen
4.Wild animal disease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in nature and
breeding farms.

学科组 成员
操胜（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扬乐

纪托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2006BAD06A01, 2007/2010, from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imal’s anti-infection behavior strategy based on risk of pathogen infection.
2.2008BADB0B0303， 2008/2010, from Ministr 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udy on sur veillance technology of avian influenza pandemics in wild birds.
3. 2010CB530301, 2010/2014, Key factors’ switchover between interrupted transmission of wild birds
uninterrupted transmission of poultr y in avian influenza pandemics.

Publications
1.Tongzuo ZHANG, Laixing LI, Xinming LIAN, Zhenyuan CAI and Jianping SU. 2007. Reproductive
ecology of great cormorant (Phalacorcorax carbo sinensis )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aterbirds
30(2):305-309.
2.Guihua Wang, Dawei Zhan, Laixing Li, Fumin Lei, Bohua liu, Di Liu, Xaixia Xiao, Youjun Feng, Jing Li,
Baoan Yang, Zuohua Yin, Xiaohui Song, Xiaojia Zhu, Yanlong Cong, Juan Pu, Jian Wang, Jinhua Liu, George
F. Gao and Qingyu Zhu. H5N1 anian influenza re-emergence of Lake Qinghai: phylogenetic and antigenic
analysis of the newly isolated viruses and roles of migrator y birds in virus ciculation. 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2008), 89,697-702.
3.Zhu Xiao-jia, LI Lai-xing, YANG Le,WANG Gui-hua. 2009. Immune Status to H5N1 Avian Influenza
Virus of Bar-headed Geese of Birds Island in Qinghai Lake. Zoological Research 2009,Aug. 30(4):406410.(Chinese)
4. Xudong Hu, Di Liu, Mingyang Wang, Le Yang, Ming Wang, Qingyu Zhu, Laixing Li and George Gao.
Clade 2.3.2 avian influenza virus (H5N1),Qinghai Lake Region, China, 2009-2010.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Vol.17, No.3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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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类作物分子育种学科组
学科组长简介：张怀刚，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所长。兼青海省农学会副理事长、作物学分会主任、青海省科协副主席、
《植物学报》编委、青海省学位委员会委员。1982年7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
1995年获得中科院遗传研究所遗传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小麦遗传育种工作，发表
学术论文80篇，作为副主编或主要编写人出版著作5部。参与育成高产优质小麦新品
种12个，其中高原448是目前青海省主栽品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参与
者），省级一等奖2项（第一、第五完成人）、三等奖1项（第四完成人）。
邮箱：hgzhang@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1．远缘杂交和异源多倍化过程研究：（1）小麦-外源物种远缘杂种产生，部分
同源染色体配对，未减数配子形成等过程的遗传基础；（2）小麦-外源物种远缘杂种
后代基因组变异及其分子机制；（3）利用未减数配子基因、隐性ph基因、基因组变
异等途径创制新材料。
2. 小麦抗条锈资源评价与育种利用。
3. 小麦品质评价及资源创新：（1）饼干小麦种质资源评价及遗传改良；(3) 花
青素合成代谢调控的分子机理；（3）小麦富硒的分子机理及应用。
4. 青稞种质资源的分子评价。
5. 小麦青稞新品种选育。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抗条锈病新基因发掘与利用。
节 节 麦(Aegilops tauschii Cosson)是 小 麦D基 因 组 的 野
生 二 倍 体 供 体 物 种 。 居 群 材 料AS2388对 我 国 当 前 流 行 的 条 锈

跃升到96%；SDS沉淀值与粉质仪参数与野生型面粉的相对含量成
线性相关。进一步了解了高分子量谷蛋白的品质效应特点，为优质
饼干专用小麦面粉的配制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病 生 理 小 种 表 现 出 高 的 抗 性 。 已 将AS2388的 高 抗 条 锈 病 显 性
基 因YrAS2388定 位 在4DS上 ， 该 基 因 与SSR标 记Xwmc285和
Xwmc617的遗传距离分别为1.7cM和34.6cM。根据基因所在
染 色 体 的 位 置 及 抗 病 性 特 征 ， 认 为YrAS2388是 抗 条 锈 病 新 基
因。通过未减数配子实现染色体自动加倍，创制的人工合成小
麦 Syn-SAU-86

( A S 2 3 1 3 × A S 2 3 8 8 )， S y n - S A U - 8 6

(AS2334×AS2388)等 与 青 海 小 麦 品 种 开 始 了 杂 交 和 回 交 转
移。

Figure 1. Electrophoresis of PCR products amplified
with SSR primer WMC285 in 6% denaturing
polyacrlamide gels. 1, AS87; 2, AS2388; 3, resistant

Figure 2. Gluten parameters and SDS sediment value of

bulk ; 4, susceptible bulk ; R, resistant F2 plants; S,

the flours with different contents of HMW glutenin. a) Wet

susceptible F2 plants; M, marker.

gluten content, b) Dr y gluten content, c) Gluten index, d)

2． 转基因沉默高分子量谷蛋白的品质效应
自然条件下小麦储藏蛋白的表达主要受遗传因素控制，在

SDS sediment value.

科技成果

小麦籽粒蛋白中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无法改变面粉中高

专利申请

分子量谷蛋白含量进行品质效应研究。转基因沉默株系特异沉

专利名称：调控花青素合成与代谢的小麦新基因TaMYB3

默高分子量谷蛋白，为调控面粉中高分子量谷蛋白含量提高材

发明人：王道文，张怀刚，刘宝龙，安学丽，秦焕菊，刘昕

料。转基因沉默株系与野生型配粉后发现：面团中面筋必须在

申请号：201010162764.2

野生型面粉含量大于16%时形成筋力弱的面筋，而大于32%时

申请日期：2010.04.28

形 成 筋 力 强 的 面 筋 ； 面 筋 指 数 ， 先 表 现 为0， 在64%含 量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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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Molecular Breeding of Triticeae Crop
Group Leader
Professor Zhang Huai-Gang received his bachelor degree from
Southwest College of Agriculture in 1982, and Ph.D degree from Genetics
Institu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He is the director of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Vice-Chairman
of Province Society of Agronomy, Vice-Chairma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Qinghai Province, and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Botany". Since 1982, he has been
focusing on wheat genetics and breeding, published 80 academic papers
and 5 books, and released 12 new wheat cultivars.
E-mail: hgzhang@nwipb.cas.cn
Research Interests：
学科组成员

1. Wide hybridization and allopolyplodization between wheat and

刘登才（副组长，研究员）
沈裕虎（副研究员）

o t h e r s p e c i e s , i n c l u d i n g : ( 1 ) G e n e t i c ba s e s o n t h e p ro d u c t i o n ,
homoelogous chromosome pairing, the formation of unreduced gametes
in wheat-alien hybrids; (2) Variation induced in the wheat-alien hybrids and

刘宝龙（副研究员）

its molecular mechanism; (3) Their utilization in wheat genetics and

张波（研究实习员）

improvement
2. Exploiting resources with stripe rust resistance from Triticeae.

博士研究生
柳觐

李红琴

3. Wheat quality evaluation and resource innovation: (1) Biscuits of
王 蕾

硕士研究生
高亚婷

刘琦

wheat germplasm evaluation and genetic improvement; (2)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nthocyanin biosynthesis; (3) Molecular mechanism of

王欣

wheat enriching selenium and its application.
4. Genetic diversity of barley resource.
5. Developing new wheat cultivar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 Molecular marker for gene resistant to stipr rust
Stripe rust, caused by Puccinia striiformis f. sp. tritici (P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eases of common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L.). Aegilops tauschii Coss. ssp. strangulata accession AS2388, is highly resistant to the prevailing physiological races of PST in
China, and possesses a single dominant gene for resistance. SSR markers Xwmc285 and Xwmc617 were linked to the resistance gene on
chromosome arm 4DS flanking it at 1.7 and 34.6 cM,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chromosomal location, this gene temporarily designated as
YrAS2388 is probably novel. The resistance of Ae. tauschii AS2388 was partially expressed in two newly developed synthetic hexaploid
backgrounds.
2, Quality Character of Low HMW-GS Content.
Transgenic line with completely silent HMW-GS and wild line were employed for clarifying quality character of low HMW-GS cont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luten formation could not be detected when the content of HMW glutenin was lower than 16%. If the content of
HMW glutenin was in 16-24%, the soft gluten could form. In 48%, some glutenin formed strong gluten, while some glutenin formed soft
gluten. The gluten index was stable, about 92% in 64-100% glutenin content.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wet/dry gluten content
depended on the content of HMW glutenin exponentially when the content of HMW glutenin was bigger than or equal to 16%. SDS sediment
value, development time and tolerance index were linearly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glutenin, while the time to breakdown and stability were
exponentially relative.

Publications
1.Wang CJ, Zhang LQ, Dai SF, Zheng YL, Zhang HG, Liu DC (2010). Formation of unreduced gametes is impeded by homologous
chromosome pairing in tetraploid Triticum turgidum × Aegilops tauschii hybrids. Euphytica, 175: 323-329
2.Liu DC, Zhang LQ, Yan ZH, Lan XJ, Zheng YL (2010). Stripe rust resistance in Aegilops tauschii and its genetic analysis. Genetic
Resource and Crop Evolution, 57: 325-328.
3.Lian-Quan Zhang, Deng-Cai Liu, You-Liang Zheng, Ze-Hong Yan, Shou-Fen Dai, Yun-Fang Li, Qi Jiang, Ya-Qing Ye and Yang Yen
(2010). Frequent occurrence of unreduced gametes in Triticum turgidum–Aegilops tauschii hybrids. Euphytica, 172(2):285-294.
4.Wei-Wei Xiang, Bao-Long Liu, Huai-Gang Zhang (2010)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y-type inactive HMW glutenin subunit
gene from Triticum durum cultivar youmangbingmai. 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7, 967-971.
5.Jin Liu, Huai-Gang Zhang (2010) Determination of Nine Mineral Elements in Hulless Barley by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 and
Flame. 4, 1126-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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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与牧草种质创新与育种学科组
学 科 组 长 简 介 ： 陈 志 国 ， 男 ，1963年4月 出 生 ， 汉 族 ， 吉 林 省 公 主 岭 市 人 ，
1984年7月青海大学农学系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2002年7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
学系耕作栽培专业获农学硕士学位。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
学（UNAM）生物技术研究所进修。
现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生态农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所学术
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作物学会耕作栽培分会理事，青海省规划咨询委员
会专家，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导师。
发表论文55篇，获得科技成果8项（第一完成人4项），参编专著5部，主持培育
农作物新品种7个（国家审定春小麦1个，省级审定春小麦2个，省级审定其他作物4
个），参与培育春小麦新品种5个（省级审定），培养硕士研究生3人，协助培养博士
研究生1名（副导师）。
“春小麦新品种高原602的选育、研究和推广”获1992年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排名第四）、199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七）、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
三等奖（排名第四）。
获得1996年青海省第二届青年科技奖；1997年国家科委科技扶贫先进工作者；
1997年度中国科学院方树泉青年科学家奖；2006年度青海省优秀科技人才。
邮箱：zgchen@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小麦种质创新和新品种培育；高寒干旱区主要优质牧草资源评价、种
质创新和新品种培育；开展主要农作物转基因基础研究；开展青海省东部农区优质
饲草甜高粱、紫花苜蓿等牧草引进、选育研究。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通过启动子和GUS基因构建融合基因手段，对拟南芥AtKin8动蛋白基因家族成员的表达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利用鉴定出的
拟南芥T-DNA突变体植株，对拟南芥AtKin8家族中的动蛋白成员的功能初步分析发现，AtKin8a可能在根系发育中发挥功能。为了进
一步验证Atkin1基因位点T-DNA突变体表型观察的结果，构建了其全长基因组基因的互补表达载体，以纯合突变体为受体，完成了转
化工作，现在正在筛选转基因植株。
2、对利用截型苜蓿（Medicago truncatular）中的液泡膜质子焦磷酸酶基因构建植物表达载体，转化马铃薯获得的转基因再生
苗，目前已经得到T0代种子。
3、从麦茎蜂幼虫中克隆到了编码V型ATP 酶A亚基的全长cDNA 序列。
4、将具有多小穗多粒、条锈病免疫的圆锥小麦和方穗山羊草杂交，获得了一批杂交种子。
5、完成了5个抗旱小麦品种重组自交系的构建工作，并选育出抗旱高产的高代材料2个；开展抗病优质小麦分子育种工作，选育出
了遗传稳定、产量性状良好、抗条锈小麦新品系数个；产量性状良好、遗传稳定的糯性小麦新品系2个。
6、开展高寒牧草育种研究，野外采集种质材料100余份。在三江源同德地区筛选出越冬率较好的牧草品系1个。
7、开展春小麦和甜高粱育种研究，培养的2个春小麦新品系已完成青海省区域试验和国家区域试验程序，选育的甜高粱新品系正在
参加青海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科技成果
专利
*新品种审定：新品种名称、主要完成人、审定号
1、国审春小麦高原412， 审定编号：国审麦2009031
2、青海省审定春小麦高原437，审定编号：青审麦20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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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Food/Forage Breeding and Germplasm Enhancement
Group Leader

Group Leader

Professor Chen Zhi-guo received his bachelor degree from Qinghai
University of Agronomy in 1984, and master degree from Nor thwest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 y University of Agronomy in 2002. Now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of Eco-Agriculture of NWIPBCAS,
Released Fifty -five papers up to now.
Released Seven new crop varieties (1 spring wheat variety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Crop Variety Approval Committee, 2 spring wheat and 3 other crop
varieties approved by Qinghai Province) as the first contributor.
Released Five spring wheat varieties approved by Qinghai Province as one
of the major contributor.
Enlisted three graduate students independently and one PhD student
cooperated with other professors.
E-mail: zgchen@nwipb.cas.cn

学科组成员
窦全文（副研究员）

Research interests:

王海庆（副研究员）

Our group focuses on food and forage crops germplasm enhancement and

博士研究生

new variety breeding. Three areas a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s. 1. Breeding spring

刘永安

wheat varieties to support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 of the spring wheat in
Qinghai-Tibet region. 2. Improvement of forage varieties for alpine meadow by

硕士研究生
赵德勇

雷云霆

王文娟

连立叶

权文利

喻凤

沈迎芳

approach of identification and incorporation of useful genetic diversity. 3.
Transgenic manipulation towards improvement of food and forage crops
through transgene manipulation.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A gene encoding the a of the kinesin superfamily in Arabidopsis, AtOvKLP, was found expressed in inflorescence and maily in ovule
based on RT-PCR combined with promoter-GUS fusion reporter system. Either homozygous or heterzygous AtOvKLP loss-of-function
mutants showed partially aborted ovule in siliques while no abnormal ovules were observed in wile type plants. Observation of ovule
development using CLSM in the mutant pisitils indicated nuclear division was blocked at one-nucleated stage during enbryo sac formation.
GFP-AtOvKLP fusion transformed cells showed that the fusoin protein mainly localized at cell plate region or phragmoplast. Yeast two
hybrind screening of inforescence-derived cDNA library Using C-terminal tail reion as a bait, 16 candidate genes for AtOvKLP-binding
proteins including several for vescle related proteins were obtained.
2.Vacuolar H+-pyrophosphatase (V-H+-PPase) belongs to the fourth class of electrogenic proton pump in addition to the P-, F-, and Vtype H+-ATPases. It has shown that the level of H+-PPase in plant is regulated under salt stresses and could confer salt and drought
tolerance. Hence, V-H+-PPase gene is a valuable gene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to improve the abiotic resistance of crop plants. Vacuolar
H+-PPase cDNA, named MtVP1, was cloned from the legume model plant Medicago truncatula by EST in silico cloning and RT-PCR. The
MtVP1 transgenic plants of potato were obtained using leaves as explants by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PC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tVP1 had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genome of potato. The salt tolerance assay indicated that transgenic plants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at
of wild-type.
3.The wheat stem sawfly, Cephus spp, is a major pest of spring wheat production in thenorthwest of China. In attempt to improve the
resistance to wheat stem sawfly in wheat using RNA interference, a full-length cDNA sequence for the A unit of V-type ATPase complex has
been cloned from wheat stem sawfly larvae.
4.A inter-species hybrid between Triticum turgidum (AABB) characterized by more spikelet and Yellow rust resistance and Triticum
tauschii (DD) was obtained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gronomical and Yellow rust resistance traits of common wheat. Five
Recombinant inbred lines were constructed using drought-resistant spring wheat cultivars. Two spring wheat lines with higher yield and
preferior drought resistance were developed. By means of MAS, several promising spring wheat lines including two Waxy lines were
developed.
5.Through identification of appro 100 accessions of wild forage germplastm, one accession showing higher overwinter rate in the
alpine meadow was identified.

Publications

1. Dou QW*, TL Zhang, H. Tsujimoto, et a1. Physical mapping of repetitive sequences and genomg analysis in six Elymus species by in
situ hybridization[J].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2011,49(4): 347-352
2. Liu Yong'an, Dou Quanwen, Chen Zhiguo* and Zhao Deyong, et a1. Effect of drought on water use efficiency, 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of spring wheat landraces and modern varieties in Northwest China[J]. Af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0,5(13): 15981608
3. Liu Ruijuan, Wang Haiqing, Shen Yuhu, et al. Sequence analysis and prokaryo expression of kinesin AtOvKLP in A rabidopsis
thaliana. JOURNAL OF GANSU AGRICULTU RAL .UNIVERSITY. 2010,45(3):151-155 (in 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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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与环境生态研究 学科组
学科组长简介：彭敏，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藏药研
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青海省第九届药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药学会中药和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学术兼职。
长期从事资源生态学及环境生态学方面的研究。近年来通过对藏药材资
源调查及部分药材资源种类分布、储量以及品质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提出
了系列的资源保护利用对策体系，为青藏高原特色资源种类的可持续利用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并在藏药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和
看法，得到众多同行专家的认同；通过对我国青藏高原及整个西北地区和
西南地区植被的多年考察，对考察涉及区域植被分布规律及演替方向有深
刻了解，其研究工作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建设、高原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先后主持与承担了多项
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目前承担青海省重大科技攻关和青海省重点实验
室建设等项目。

邮箱：pengm@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开展资源生态学及环境生态学方面的研究。资源生态学方面以青藏
高原特色中藏药材资源为研究对象，重点开展药用植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的
关系、道地药材形成的机理及其品质综合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环境生
态学方面主要研究青藏高原植被的群落特征及其演替规律，以及气候变
化、鼠害和放牧管理模式角度探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退化机理和恢复技术
的研究等。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青海五脉绿绒蒿居群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选取青海省分布范围内的五脉绿绒蒿的15个居群和甘肃南部的一个居群，采用RAPD分子标记方法，筛选出的17个引
物中，共扩增出225个清晰的条带，其中192条具有多态性，达85.33%， 遗传多样性指数Ht为0.2954，Shannon指数I为
0.4317， 揭 示 了 五 脉 绿 绒 蒿 在 物 种 水 平 上 具 有 较 高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 在 居 群 内 部 也 反 映 出 较 高 的 变 异 水 平 ，
P=70.5%,He=0.2408,I=0.3347;AMOVA分 析 结 果 表 明 ， 78.3%的
分化存在于居群内部，其余来自与居群之间。造成这个分化格局的原
因，可能是居群间隔离较少的缘故。聚类分析结果表明，16个五脉绿
绒蒿居群可以划分为2～4个居群组，并且在遗传多样性方面表现出明
显的地域性差异,说明不同生境及生态地理区域对五脉绿绒蒿遗传多样
性的影响较大，发育良好的生境有利于提高五脉绿绒蒿的遗传多样
性；同一区域内高水平、稳定的基因流有利于使五脉绿绒蒿居群趋于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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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学科成员
卢学峰（副研究员）
刘伟（副研究员）

叶润蓉（副研究员）
周玉碧（助理研究员）

彭立新（六级职员）
博士研究生
岳鹏鹏

星玉秀

赵建中

硕士研究生
李里

严红宇

Min Peng, Research fellow, Professor of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 and Doctoral Tutor. In 1982, he had graduated from Lanzhou University of the
Biology Department, and was assigned to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in the same
year. Now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of Tibetan Medicine of
NWIPBCAS, Director of China Socie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ninth
Qinghai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Commissioner of Committe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Natural Medicin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and other experts.
He wa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resourc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ecology for a
long time. Recently,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resources,
distribution, reserves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part important medicinal resources,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system i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were brought up, which could provide
important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haracteristic biology resource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Meanwhile, a comparative systematic point at the aspect of strategy
of the Tibetan Medicine Development was also established, and accepted by many peer
experts. For many years, according to the vegetation investigation throughout Qinghai-Tibet
Plateau,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the regular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succession trend was better explained and discussed. This work provided the
scientific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tem from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departments
were took on, and now items of the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Key
Laboratory Establishment from Qinghai province were also undertook.
Research Interest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Resourc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Ecology now was
developed. At the aspect of Resource Ecology Researc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ibetan Medicine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were studie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mechanism of
formation of genuine medicine and quality evaluation, while at the aspect of Environment
Ecology Research, majored in the research of community character of vegetation and
succession trend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mechanism of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degradation and restoration by climate change, rodent (plateau pika) and grazing
managem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Meconopsis quintupliner via (Papaveraceae)
Genetic variation of 16 M. quintupliner via populations sampled from Qinghai and Gansu of China was examined by 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markers (RAPDs). In total, 225 scored DNA bands were amplified from the 17 primers used. Of the 225 loci, 192(85.33%) were
polymorphic, and total genetic diversity (Ht) was 0.2954 and Shannon's information index (I) was0.4371, suggesting a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genetic
variation at the species level. The average within-population diversity also appeared to be high, with PPB, He and I values of 70.50%, 0.2408 and
0.3347, respectively. Analysis of molecular variance (AMOVA) revealed 78.3% of variation within populations and only 21.7% between populations.
Nei's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iation (GST) was found to be high (0.2320), also confirming the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within
populations. By UPGMA cluster analysis, based on Nei's standard genetic distance, the population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including the
populations distributed in same location together in ever y group. The results exhibit a strong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which is obviously due to
genetic drift in the isolated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M. quintupliner via has probably been shaped by its breeding modes,
biogeographic histor y and human impact (both grazing and collection for medicinal purposes).

Publications
1.Lu Xuefeng and Zhang Shengbang, 2010. The picture selections of Qinghai wild plants. Xingning: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Pengpeng Yue，Jing Sun，Changxian Zhang，Runrong Ye，Xuefeng Lu，Yubi Zhou，Shibing Yang and Min Peng. 2010. HPLC-DAD separ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major active constituents in an important Tibetan medicine Meconopsis quintupliner via from ifferent region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Journal of Medicinal Plants Research Vol. 4(11)： 1053-1058.
3.Shibing Yang, Xuefeng Lu, Runrong Ye, Yi Li, Yubi Zhou, Pengpeng Yue, Jianzhong Zhao, Changxian Zhang and Min Peng. 2010.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Meconopsis quintupliner via (Papaveraceae). 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9(21): 3048-3053.
4.ZHOU Yu-bi, TIAN Yong-zhen, LIN Peng-cheng, YE Run-rong, LU Xue-feng, PENG Min，2010. Studies on the Liposoluble Constituents from the
Stem of Cistanche deserticola Y.C.Ma[J]. Natural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2(03): 450-454.
5.ZHANG Chang-xian, YE Run-rong, LU Xue-feng, YUE Peng-peng, YANG Shi-bing, LIU Wen-hui1, PENG Min, 2010. Variations on the Contents of
Quercetin and Luteolin of Meconopsis quintupliner via Regel from Different Altitudes. Natural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2: 643-646, 691.
6.Xiaolong Xie， Yanping Hu， Li Wang， Jian Yang， Yi Li and Min Peng. 2009. Genetic diversity in three morphological types of Astragalus
embranaceus (Fisch.) Bge. var. mongholicus (Bge.) Hsiao as revealed by inter simple sequence repeat markers. 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8
(18)：4490-4494.
7.LIU Wei, WANG Chang-ting, ZHAO Jian-zhong, XU Qing-min, ZHOU Li, 2010. Responses of Qua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Commuity to
Simulating Warming in Alpine Kobresia humilis Meadow Ecosystem. ACTA BOTANICA BOREALL-OCCIDENTALIA SINICA. 30(5): 0995-1003.
8.LIU Wei, XU Qingmin, WANG Xi, ZHAO Jianzhong, ZHOU Li, 2010. Influence of burrowing activity of plateau pikas(Ochotona curzoniae)on
nitrogen in soils. 30(1):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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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生态经济植物资源研究与开发学科组
学科组长：索有瑞，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生于1960年7月。1998年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5—1986年期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新长征突
击手、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1999年获得青海省青年科学家奖等荣誉称号。
先后主持国家“863”计划、星火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青海省重点科技攻
关计划等多项研究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00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年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另获得
青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国土资源部科技三等奖1项、西宁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取得省级科技成果40余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41项(15项已
授权)。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190余篇。
作为研究生导师，始终为人师表，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培养硕士研究生
10名，博士研究生8名。其中培养的3名博士2004～年2007年以优异的成绩3次获得
中 国 科 学 院 “ 西 部 之 光 ” 人 才 培 养 计 划 资 助 项 目 ； 4名 博 士 2006年 、 2007年 和
2008年获得科学院院长优秀奖学金，另有硕士生4次获得地奥奖学金，并有多人获得
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等称号。
邮箱：yrsuo@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青藏高原生态经济植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包括天然药物化学、
生物分析化学、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传统藏药现代化改造和特色保健食品开发等
方面的研究。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黑果枸杞和唐古特白刺中花青素的研究
对黑果枸杞和唐古特白刺中的花青素进行提取与分离。首先确定了黑果枸杞与唐古特白刺中的花青素成分在自然阴干的情况下与鲜
果无异。然后从分离效果、载样量、分离时间、灵敏度和安全性等几方面系统地比较了高速逆流色谱和高效半制备色谱在花青素分离中
的优劣势，最后决定采用半制备色谱对两种浆果中的主要花青素进行了分离(从黑果枸杞中分离得到2种花青素：矮牵牛素-3,5O-diglucosides，矮牵牛-3-O-rutinoside(trans-p-coumaroyl)-5-O-glucosides，从唐古特白刺中分离得到2种花青素：矢车
菊 素 -3-O-(trans-p-coumaroyl)-diglucoside,芍 药 素 -3-O-(trans-p-coumaroyl)-diglucoside)。 通 过 13C和 1H等 一 维 NMR技
术、DEPT-135技术对所分离得到的花青素进行结构鉴定。
注：插入的图谱为局部放大的色谱图(20.00-55.00 min和65.00-90.00 min的局
部 色 谱 图 )。 峰 1, 未 知 ; 峰 2, 矮 牵 牛 素 -3-O-galactoside-5-O-glucoside and a
unknown compound; 峰3, 矮 牵 牛 素-3-O-glucoside-5-O-glucoside; 峰4, 飞 燕
草 素 -3-O-rutinoside (cis-p-coumaroyl)-5-O- glucoside; 峰 5, 飞 燕 草 素 -3-Orutinoside (trans-p-coumaroyl)-5-O-glucoside; 峰 6, 矮 牵 牛 素 -3-Orutinoside (caffeoyl)-5-O-glucoside; 峰 7, 矮 牵 牛 素 -3-O-rutinoside (cis-p图1 黑果枸杞花青素的色谱图
coumaroyl)-5-O-glucoside; 峰8, 矮牵牛素-3-O-rutinoside (trans-p-coumaroyl)-5O-glucoside; 峰9, 矮牵牛素-3-O-glucoside (maloyl)-5-O-glucoside; 峰10, 矮牵牛素
-3-O-rutinoside (feruloyl)-5-O-glucosi-de; 峰 11, 锦 葵 素 -3-O-rutinoside (cis-pcoumaroyl)-5-O-glucoside; 峰12, 未知; 峰13, 未知
注: 1, 矢车菊素-3-O-diglucoside; 2, 天竺葵素-3-O-diglucoside; 3, 飞燕草素-3-Orutinoside; 4, peonidin-3-O-diglucoside; 5, 矢车菊素-3-O-(caffeoyl)-diglucoside,
飞 燕 草 素 -3-O-(caffeoyl)-diglucoside; 6, 矢 车 菊 素 -3-O-(cis-p-coumaroyl)diglucoside; 7, 矢车菊素-3-O-(trans-p-coumaro-yl)-diglucoside; 8, 天竺葵素-3-O(p-coumaroyl)-diglucoside

科技成果

图2 唐古特白刺中的花青素 (a) 紫果色谱图; (b) 红果色谱图.

申请专利：专利名称、申请人、申请号、受理日期
1、从沙棘中提取生物活性物质5-羟色胺的工艺，索有瑞、利毛才让、王洪伦， 201010289209.6， 2010.09.21。
2、一种沙棘铜/锌SOD的制备与修饰过程同步完成的方法，索有瑞、利毛才让， 201010298757.5， 2010.09.28。
3、白刺种子油脂质体化制备工艺， 索有瑞、曹越、王洪伦，201010551570.1， 2010.11.16。
4、沙棘种子油脂质体化制备工艺，索有瑞、曹越，201010551569.9，2010.11.16。
5、从白刺种籽中提取花色苷的方法，丁晨旭、索有瑞、王洪伦，201010571737.0， 2010.11.29。
6、从黑果枸杞果实中提取花色苷的方法，丁晨旭、索有瑞、王洪伦， 201010571739.X，2010.11.29。
7、一种化学芯片分析装置，曹越、索有瑞，201020615773.8， 201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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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Plant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Group Leader : Professor Suo Yourui, the super visor of Ph.D students.
He earned Ph.D in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 y from Lanzou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in 2004. Betwee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of 2006, he became a senior visiting-scholar of
Canadian SUF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 on. He once won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 second class in 2007,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 of Qinghai Province in 2006,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 two second and third class
of Qinghai Province in 2006,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 Progress
Award third class of the Ministr y of Land and Resources in 2006. 41
national patents (15 ones have been authorized) has been acquired. And

学科组成员
王洪伦（副研究员）
博士后 赵云峰

more than 190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丁晨旭（副研究员）

Research Interests

杨黎彬

Natural medicinal chemistr y, bio-analytical chemistr y, the sustainable

博士生
曹越

王小艳

张凤枰

利毛才让

李春婷

范宝磊

硕士生
郑杰

u s e of c h a r a c te r i s t i c b i o t i c re s o u rc e s of Q i n g h a i - T i b e t P l a te a u ,
m o d e r n i z a t i o n re f o r m of t h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T i b e t a n m e d i c i n e a n d

强伟

朱丽娜

杨仁明

胡娜

何彦峰

李文聪

characteristic exploitation of health hood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In this part, we have established a reliable method to purify the major anthocyanins components in L. ruthenicum
Murray and N. Tangutorum Bobr. By 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SCCC and Semi-Preparative
Chromatography, finally, we decided to apply Semi-Preparative Chromatography method to purify anthocyanins. We
have obtained four Anthocyanins in the end, two from L. ruthenicum Murray (Petunidin-3,5-O-diglucosides, Petunidin3-O-rutinoside (trans-p-coumaroyl)-5-O-glucosides) and two from N. Tangutorum Bobr (Cyanidin
-3-O-(trans-p-coumaroyl)-diglucoside, Peonidin-3-O-(trans-coumaroyl)-diglucoside)
.

Their structures have been elucified by NMR and MS.

Peak 1, unknown; peak 2, petundin-3-O-galactoside-5-O-glucoside and
a unknown compound; peak 3, petundin-3-O-glucoside-5-O-glucoside;
peak 4, delphinidin-3-O-rutinoside (cis-p-coumaroyl)-5-O-glucoside; peak
5, delphinidin-3-O-rutinoside (trans-p-coum-aroyl)-5-O-glucoside; peak 6,
petunidin-3-O-rutinoside (caffeoyl)-5-O-glucoside; peak 7, petunidin-3-Orutinoside (cis-p-coumaroyl)-5-O-glucoside; peak 8, petunidin-3-O-

Fig.2 The detailed chromatogram of L. ruthenicum Murray at 525 nm

rutinoside (trans-p-coumaroyl)-5-O-glucoside; peak 9, petundin-3-O-glucoside (maloyl)-5-O-glucoside; peak 10,
petunidin-3-O-rutinoside (feruloyl)-5-O-glucoside; peak 11, malvidin-3-O-rutinoside (cis-p-coumaroyl)-5-Oglucoside; peak 12, unknown; peak 13, unknown
Fig.2 The detailed chromatograms at 525 nm, (a) the anthocyanins composition chromatogram
of purple fruit, and the inserted figure is an enlarged partial chromatogram (40.00–66.00 min); (b)
the anthocyanins composition chromatogram of red fruit, and the inserted figure is an enlarged partial
chromatogram (35.00–68.00min).
Anotation: 1, cyanidin-3-O-diglucoside; 2, pelargonidin-3-O-diglucoside; 3, delphinidin-3-O-rutinoside; 4,
peonidin-3-O-diglucoside; 5, cyanidin-3-O-(caffeoyl)-diglucoside and delphini-din-3-O-(caffeoyl)-diglucoside; 6,
cyanidin-3-O-(cis-p-coumaroyl)-diglucoside; 7, cyaniding-3-O-(trans-p-coumaroyl)-diglucoside; 8, pelargonidin-3-O(p-coumaroyl)-diglucoside.

Publications
Yue Cao, Yourui Suo, Extraction of Microula sikkimensis seed oil and simultaneous analysis of saturated and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by fluorescence detection with reversed-phase HPLC.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
2010, 23(1), 100-106.
1.

Yourui Suo, Lingyun Wang, Extraction of Nitraria tangutorum seed lipid using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and analysis of its fatty acids by HPLC fluorescence detection and on-line MS identif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Lipid
Science and Technolgy, 2010, 112, 39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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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新药研究与开发学科组
学科组长：陶燕铎，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南阳人。1985年7月，毕业
于 西 北 林 学 院 获 农 学 学 士 学 位 。 同 年8月 ， 进 入 中 科 院 西 北 高 原 生 物 研 究 所 工 作 至
今。2000年作为创新研究员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在所内9个学科方向中任
中药藏药新药研发方向学术带头人。1994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赴美国、西班牙、
澳大利亚等国进行科学考察，2010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青藏高原
药用和特色生物资源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与开发，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发
表论文120余篇，申请专利26项。目前主持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
专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十五”预
研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项目等多个项目。

Email: taoyanduo@163.com

主要研究方向：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有效化学成分提取，分离及分析鉴定；青藏高原特色生
物资源化合物库的构建；天然药物及其衍生物的活性筛选研究。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以 青 藏 高 原 特 色 中 藏 药 材 为 示 范 ， 根 据 药 材 中 皂

工作，并已通过卫生部初审。

苷、生物碱、多糖、黄酮、三萜、蛋白质等类化合物的结

3.以青藏高原枸杞、黑果枸杞、白刺3种大宗植物资源为示范，完成了

构 特 征 ， 建 立 了 相 应 的 提 取 分 离 技 术 ； 形 成 了11种 中 藏

万 余 亩 有 机 种 植 基 地 的 建 设 ； 并 开 发 了 枸 杞 子 等5种 有 机 食 品 ， 通 过 了 欧

药提取物生产集成技术；确定了可规模化生产的提取分离

盟、美国等相关机构的有机食品认证；与合作企业共同完成了枸杞干果等

方法及关键技术指标；制定了提取物的企业质量标准、生

3条有机食品生产线的建设，并通过保健食品GMP认证，具备保健食品的

产工艺规程；并与企业合作建立了提取物的提取、分离纯

生产能力。

化生产线，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规模；为中藏药材提取物产

科技成果

业化提供了示范。
2.以青藏高原资源量丰富的野生唐古特白刺、黑果枸
杞为示范，建立了其水溶性色素的溶剂提取、大孔树脂分
离技术；制定了白刺和黑果枸杞红色素2个食品添加剂的
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操作规程及生产工艺规程；并与企业
合作，进行了产业化应用研究，建设了1条10吨色素生产
线。按照卫生部《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完成了白刺
和黑果枸杞两种红色素食品添加剂新产品申报所需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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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

申请号

受理日期

含有烈香杜鹃油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应用

陶燕铎

200910117632.5

2010/06/02

一种烈香杜鹃油的提取工艺

陶燕铎

200910117634.4

2010/06/02

一种抗氧化白刺提取物的制备方法

陶燕铎

201010542517.5

2010/11/18

一种枸杞叶黄酮的提取制备方法

陶燕铎

201010542616.3

2010/11/18

黑果枸杞果汁质量控制方法

邵

赟

201010179454.1

2010/05/21

黑果枸杞色素质量控制方法

邵

赟

201010179451.8

2010/05/21

一种黑果枸杞原花青素提取物的制备方法

邵

赟

201010241351.3

2010/09/17

白刺果汁质量控制方法

邵

赟

201010200386.2

2010/06/21

藏药黑果枸杞质量控制方法

邵

赟

201010200389.6

2010/06/21

一种澄清型抗氧化白刺果汁的加工方法

邵

赟

201010542520.7

2010/11/18

抗氧化黑果枸杞提取物制备方法

邵

赟

201010542518.X

2010/11/18

一种抗氧化白刺浓缩果汁的加工方法

邵

赟

201010542519.4

2010/11/18

三、各学科组工作
Q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Professor Tao was graduated from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with bachelor
degree in July, 1985. He had been working in Northwest Plateau of Biology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p to now. In 2000, professor Tao as an
innovative researcher was engaged into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of
CAS, and worked as an academic leader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Between 1994 and 2010, he had been to the United States, Spain,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for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He had enjoyed special
government allowances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0. Research Group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applied bas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medicinal and biological resource. Until 2010, more than 120 papers and 25
patents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applied. During 2010, more than 20 papers
学科组成员

have been published in academic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tudies were

邵赟（副研究员）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s of High-Tech industrialization of National

梅丽娟（副研究员）

王启兰（副研究员）

于瑞涛（研究实习员）

毕宏涛（研究实习员）
周志军（实验师）

高婷婷（研究实习员）

孙策（工程师）

Planning Commiss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5” PreResearch Program of Bureau of Life Sciences & Biotechnolo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Special Project of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etc.
Research Interests:

博士研究生
刘增根

Extraction, 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from

党 军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Construction of compound

硕士研究生
罗智敏
江磊

libraries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ctivity screening

张兴旺
张琳

党军

刘增根

陈晨

of natural product and its derivatives.

王瑛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 Constructing the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technology of medicinal herb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ounds such as aponins, alkaloids, polysaccharides, flavonoids, triterpenoids, and protein;
Forming the production integration technology of the 11 kinds of Tibetan medicine extract; Identifing the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methods and key technical indicators in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Developing the corporate quality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extract; Establishing the production line of the extraction,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extract, and forming a certain
economies of scale.
2. Constructing the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technique of water-soluble pigment in wild 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and
Lycium ruthenicum Murr. by using macroporous resin; Developing the food additives quality standards, the production of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production instructions of the two red pigment in 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and Lycium ruthenicum
Murr.; Developing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and building a 10 tons of pigment production line by the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Completing the whole work of new product declaration of food additives about the two red pigment in 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and Lycium ruthenicum Murr.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food additives, health management approach”,
and having passed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3.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illion acres of organic planting base about the Lycium, 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and
Lycium ruthenicum Murr.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Developing the five kinds of organic food, and passing the organic food
certification of relevant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organic food production line, passing the health food GMP certification, and possessing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health food
by the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Publications
1. Ruitao Yu, Zhong Liu, Yanduo Tao, et al. A simple method for isolation and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of arctigenin
from Saussurea Medusa Maxim. by preparation chromatography and single cr ystal X-ray diffraction. Journal of
medicinal plants research. 2011, 5 (6):979-983.
2. Zhi-min Luo, Elisalinares Navaro, et al. Determination of ursolic acid and Oleanolic Acid in Sambucus adnata Wall
by HPLC-DAD. Natureal Product R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1, 23 (6):1095-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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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研究学科组
学科组长：魏立新，男，43岁，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藏药药理学与毒理学研究。现任藏药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为第九届和
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药学协会
高级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命科学部评委等。
1991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药物专业，获理学学
士学位。2001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理学博士学位。美国纽约大学医学
院药理学系高级访问学者，德国马谱学会化学生态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
者，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访问学者。
1991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
近年来主持项目13项，申请发明专利6项，制定中藏药技术标准72项，
发表论文80多篇，鉴定科技成果5项，出版专著2部，主持与参与研制中藏
药新药5个。培养研究生20名，其中已毕业13名，在读7名；培养中科院、
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2名。获得中国科学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
献奖、中国科学院与中组部“西部之光”优秀学者奖及“中国科学院25位
青年科学家创新人才” 荣誉等。正在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
点项目及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项目等。
邮箱：lxwei@nwipb.ac.cn
主要研究方向
以藏药“佐太”为代表的重金属类药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药理毒理
学研究，阐明藏药中重金属存在的科学内涵，揭示千年炼丹术之谜，构建
原创性的传统民族药物重金属安全性与药效学评价的理论与技术体系。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藏药诃子制铁屑和制草乌炮制工艺研究
通过文献考证、工艺整理和不同实验因素筛选，进行了藏药诃子炮制草乌的工艺规范研究，为诃子炮制草乌的工艺
规范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在传统诃子制铁屑工艺的基础上，开展了藏药诃子炮制铁屑工艺的规范研究，并对工艺进
行优化，证明了铁屑进行炮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规范诃子制铁屑工艺的基础上，对铁屑制品、生品和复方制剂进行
了初步的药效试验比较，发现铁屑炮制品对贫血模型动物的药理作用优于生品。对炮制辅料诃子进行了质量控制，提出
其鞣质含量不得低于14 %的量化指标。
2. 藏药川西獐牙菜醇提水沉部位抗黄疸性肝损伤的活性研究
前期研究表明川西獐牙菜的醇提水沉部位对小鼠具有一定的保肝活性，对其最大耐受剂量为14.8 g·kg-1bw·day-1。
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组利用CCl4诱导的大鼠肝损伤性黄疸模型系统地研究了该部位的保肝退黄功效。实验结果发现，
川西獐牙菜醇提水沉部位可以显著降低血清ALT和AST的活性及TBLL和TBA的含量，并且在给药剂量0.9 g·kg -1bw·day1和1.8 g·kg -1bw·day-1时的保肝活性具有一定的剂量关系。表明川西獐牙菜的醇提水沉部位对CCl4 诱导的肝损伤性黄
疸具有显著的降酶退黄活性。

科技成果
藏药桑蒂苷胶囊开发研究. 完成人：魏立新,杜玉枝,胡凤祖,李玉林,叶润蓉, 肖远灿,邹小艳,韩青,吕坪,杨红霞,王萍萍. 成果
登记号：9632010Y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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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of Tibetan Medicine

学科 成员
杜玉枝（副研究员）

李天才（副研究员）

张国利
博士研究生
杨红霞
硕士研究生
李岑
姜建锋

张国英
李梦圆

Wei Li-xin, Ph.D., is Professor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Super visor of Ph. D. Candidate of the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Dr. Wei is
also Member of the 9th and 10th National Pharmacopoeia Committe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 of Minorities, Senior Member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and
reviewer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Dr. Wei received his Bachelor's in microbial medicine at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of Bei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ina, in 1991. And, he obtained his Ph.D. at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01. Dr. Wei has been 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of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 USA), Institute of Chemical Ecology, International Max Planck
Research School (Jena, Germany) and State Key Laborator y of Bio-Organic and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 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China). Since 1991, Dr. Wei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 so far, Dr. Wei has undertaken 13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applied 6 invention patents,
enacted 72 technology standar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Tibetan drugs, published 2 scientific
books and over 80 scientific papers， and developed 5 new drugs which come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Tibetan medicine. He has 20 graduate-students, of them 13 students have graduated.
And, he has trained 2 visiting scholars of “Star of Scholar in Western China” Talents Project which
is presided over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Dr. Wei is the recipient of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Western China Schola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from K.C. Wong Education
Foundation, Outstanding Scholar Award of Star of Scholar in Western China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the honor “one of 25 Creative Talents of Young Scientist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t present, Dr. Wei presides over and
undertakes several key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a project of National Key Technology
R&D Program of 11th Five Years Science Plan from the Ministr 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project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gram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so on.
E-mail: lxwei@nwipb.ac.cn

全正香
柳青海

朱洪梅
郭洁

Research Interest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is group is mainly toward the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mechanisms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Zuotai (gTso Thal)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 Tibetan drugs containing heavy metals. The objectives are to elucidate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heavy metals in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reveal
the myster y of alchemy throughout thousands of years, and construct the theor y and technology
system o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ethnodrug containing heavy metal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 Research on technology of processing iron fillings and kusnezoff monkshood root with myrobalan
Our group has completed the technology study on processing kusnezoff monkshood root with myrobalan by literature research, technology trimming and
different experimental factors screening. This provides important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pecification establishing of processing kusnezoff monkshood root with
myrobalan.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we have optimized the technology of processing iron filings with myrobalan by modern research
methods, and verified the scientific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processing iron filings. Another, we found the pharmacologic effects of processed iron filings is
better than the crude after the preliminar y efficacy animal tests of iron filings processed, iron filings and compound preparation containing processed iron
filings. And, the lowest limit (14%) of tannin content in myrobalan is stipulated for quality control of myrobalan by HPLC assay.
2. Alcohol Extration - Water Precipitation Fraction from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against CCl4 induced Hepato-injured Jaundice in Rats.
Our earlier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alcohol extraction - water precipitation fraction (AEWPF) from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has some protective activity to
liver in mice, and its maximum tolerated dose in mice is 14.8 gkg-1bwday-1. On the basis of this earlier research, we evaluated the hepato-protective effects
against hepato-injured jaundice of AEWPF by CCl4 induced hepato-injured jaundice rat model. AEWPF could decrease the serum aminotransferases (ALT and
AST) activities and the content of TBLL and AST in CCl4 induced hepato-injured jaundice rats, and the results appear in-dependent manner between the doses of
0.9 gkg-1 bwday-1 and 1.8 gkg-1 bwday-1.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EWPF from Swertia mussotii possesses the hepato-protective effects against CCl4
induced hepato-injured jaundice.

Publications
[1] Research on technology of processing iron fillings and kusnezoff monkshood root with myrobalan[1] Ping LÜ, Lixin Wei, Yuzhi Du, Hongxia Yang, and
Min Peng. Hepatoprotective and tox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hole herb of traditional Tibetan folk medicine Swertia mussotii Franch. Journal of Medicinal Plants
Reaearch, 2010, 4(8): 706-709
[2] YANG Hong-xia, WEI Li-xin, DU Yu-zhi, XIAO Yuan-can, LÜ Ping, WANG Dong-ping, XIA Zhen-jiang, LI Cen. Analysis on Medical Components of the
Swertia Mussotii from Different Altitudes by HPLC.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2010, 33(6):867-869
[3] YANG Hong-xia, WEI Li-xin, DU Yu-zhi, WANG Dong-ping, XIAO Yuan-can, LÜ Ping, XIA Zhen-jiang, LI Cen.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rocess Methods on
Fe2+ Content in Scrap-Iron. Chinese Journal of Spectroscopy Laborator y, 2010, 27(6): 2283-2287
[4] WANG Dong-ping, WEI Li-xin, DU Yu-zhi, YANG Hong-xia, XIA Zhen-jiang, LÜ Ping, XIAO Yuan-can, LI Cen. Study on the Method of Determination of
Mercur y Sulfide in Tibetan Medicine GTso Thal. Li Shizhen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Research, 2010,21(6):1359-1361
[5] XIAO Yuan-can, WEI Li-xin, YANG Hong-xia1, DU Yu-zhi. Quality Control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Swertia chirayita. Chin Pharm J, 2010,
45(4):255-258
[6] XIA Zhen-jiang, WEI Li-xin, WANG Dong-ping, DU Yu-zhi, CHEN Xian-min, YANG Hong-xia. Quality Control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Zuotai.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2010, 33(5): 688-690
[7] XIA Zhen-jiang, WEI Li-xin, DU Yu-zhi, XIAO Yuan-can, LÜ Ping, WANG Dong-ping, YANG Hong-xia, LI Cen. Quality Control of Nanhanshuishi. Central
South Pharmacy, 2010, 8(9):654-657
[8] JIN You-cai, WEI Li-xin, LIN Rong-xiang, DU Yu-zhi. Research Progress 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Swertia Chirata.
Chinese Journal of Biochemical Pharmaceutics, 2010, 31(6):43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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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技术学科组
学科组长：李毅，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87年获武汉大学遗传学专业学士学
位，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生物学学科带头人，青海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协审专家。主要从事青藏
高原特有濒危植物的组织培养及有效成分变化与调控、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
护研究。近年来，发表论文40多篇（SCI论文6篇），完成省部级以上成果5项，授权
专利3项。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中国科学院、
中组部“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等多项。
邮箱：liyi@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利用生物技术手段开展青藏高原特色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研究，近期
主要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组织培养快繁与定向分化
课题组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对唐古特大黄、印度獐牙菜等重要药用植物等进行
了组织快繁技术研究，成功获得了组培快繁苗。同时实现了青藏高原濒危物种藏红
花柱头与暗紫贝母鳞茎的定向分化。
2. 水母雪莲细胞大规模培养、毛状根诱导及有效成份的积累与调控
探讨离体条件下水母雪莲中有效成份的积累与调控。通过细胞发酵技术，实现
了水母雪莲细胞大规模培养。同时对Ri质粒转化诱导水母雪莲发根，获取优良毛状根
系一个。
3. 遗传背景与品质形成的相关性
利用分子标记技术研究唐古特大黄等的遗传背景，结合其主要蒽醌类有效成分
的变化，探讨遗传背景对品质形成的影响，为筛选优良种质资源奠定基础。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亚麻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亚麻指纹图谱、种子繁育技术、栽培生产技术及亚麻

科技成果
授权专利

高附加值产品等方面，并进行了产业化示范，建立了较为完整

专利名称：唐古特大黄药材DNA提取方法

的亚麻产业化技术体系，为亚麻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

申请人：李毅，胡延萍，王莉，杨建，谢小龙

撑。

专利号：ZL200810150224.5
授权公告日:2010年12月22日
科技成果（含标准）
1. 标准名称：胡麻品种观察记载规范
主要完成人：李毅、王莉、王慧、贺庆安、王志远、胡延萍、
杨建。赵利、任钢
标准登记号：DB63/T886-2010
2. 标准名称：胡麻陇亚10号丰产栽培技术规范
主要完成人：李毅、王慧、王莉、贺庆安、任钢、杨威、刘珍
图1 陇亚10号标准指纹图

注 ： 红 色 条 带 ： 亚 麻 共 有 带 ； 蓝 色 条 带 ： 陇 亚10号 共 有
带；绿色条带：陇亚10号父本或父母本共有带
2. 唐古特大黄遗传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用ISSR分子标记对唐古特大黄不同居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
研究，为唐古特大黄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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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白生录、赵利、胡延萍
标准登记号：DB63/T887-2010
3. 标准名称：胡麻陇亚10号种子生产技术规程
主要完成人：李毅、王慧、王莉、贺庆安、赵利、白生录、胡
延萍、杨建、任钢
标准登记号：DB63/T888-2010

三、各学科组工作

Plant Biotechnology
Group Leader
Professor Yi LI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Genetics from Wuhan
University in 1987. From then on, he has worked i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AS. He is an academic leader in Biology of Qinghai Province, one of
the members of Qinghai Crop Variety Approval committee, and assistant review
expert of endangered species scientific commission of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issue cultur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active constituents, and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reatened plants endemic to
Qinghai-Tibetan Plateau. More than 40 scientific papers including 6 cited by SCI
wore published, 5 achievements were accomplished and 3 patents were
authorized to him. He has taken part in many research projects as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such as National Key Technology R&D Program, Agriculture Science
Technology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Fund, West Light Foundation of the

学科组成员
王莉（副研究员）

胡延萍（研究实习员）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other programs of Qinghai Province.
Research Interests

陈伟民（工程师）

1. Secondary metabolites, tissue culture and micropropagation of
endangered medicinal plants o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2. Agrobacterium rhizogenes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Saussurea medusa
3. Genetic diversity and germplasm screening of medicinal plants such as
Rheum tanguticum and flax cultivar.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Industrializ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of Flax
The fingerprint, seed breeding technology, cultivation production and high added-value products of flax were studied and
demonstrated. A more complete flax industrialization technology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ll the study above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flax.
Note: red bands represent common bands of flax cultivars.
Blue bands represent common bands of Longya 10. Green
bands represent common bands of Longya 10 paternal or
maternal line.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of Rheum tanguticum
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s (ISSR) markers were used to

Fig.1 fingerprint of Flax cultivar (Longya 10)

assess the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in
populations of Rheum tanguticum from Qinghai Province. The high genetic diversity implied that the wild resources of this species
could be restored soon if an appropriate and efficient protection strategy was employed. From the study, conservation strategy
and breeding program for this plant were proposed.

Publications
Yanping Hu, Li Wang, Xiaolong Xie, Jian Yang, Yi Li, Huaigang Zhang. Genetic diversity of wild populations of Rheum
tanguticum endemic to China as revealed by ISSR analysis.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2010, 38(3): 264-274. (SCI)
Yanping Hu, Li Wang, Yi Li. Application of molecular techniques in the Research of germination resources of Rheum.
Biotechnology Bulletin. 2010, 12: 64-68.
Yanping Hu, Xiaolong Xie, Li Wang, Jian Yang, Yi Li. Establish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SSR-PCR reaction conditions for
Rheum tanguticum. Guihaia. 2010, 30(1): 112-116.
Bingyu Peng, Yanping Hu, Aiqi Gong, Huanqiang Wang, Li Wang, Tianzhong Bao, Ruixin Li, Yi Li. Establish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SSR-PCR system for hybrid rapeseed. Bulletin of Botanical Research. 2010, 30(5): 57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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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特色植物化学成分研究组
学科组长：尤进茂，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获
得者。1988年获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硕士学位；1999年获中国
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博士学位；1999-2001年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张玉奎院士；2001-2002出站后回
曲阜师范大学工作；2003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客座研
究 员(博 士 生 导 师)；2004年 担 任 山 东 省 生 命 有 机 分 析 重 点 实 验 室 主 任 ；
2008受聘为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分析化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长
期从事新型标记分子的开发应用，先后开发了多种高灵敏识别材料，主要
包括具有特定结构、高灵敏度、近红外的中、长波荧光及紫外探针分子材
料的合成。借助探针分子携带的高活性官能团实现待测底物分子在化学环
境下的分子识别，通过现代荧光、色谱/质谱和电泳等技术，获得多种生物
代谢物如DNA、氨基酸、多肽、胆固醇、雌激素、类固醇等生物分子的快
速 、 灵 敏 测 定 或 结 构 鉴 定 。 先 后 在 国 内 外 重 要 学 术 刊 物 上 发 表 论 文140余
篇。其中被SCI收录近90篇。

邮箱：jmyou6304@163.com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新型标记分子的开发应用；通过现代荧光、色谱/质谱和电泳
等技术结合高灵敏探针分子，对植物中的有效成分进行分析。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采用新型衍生试剂与毛细管电泳及液相色谱-质谱技术相结合，对藏药材蕨麻中的有效成分进行分析。首先采用超临
界萃取对蕨麻种子中的脂肪酸进行提取，然后用2-(11H-苯[a]咔唑)-乙基对甲苯磺酸酯(BCETS)对脂肪酸进行柱前衍生，
最后利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蕨麻中的脂肪酸含量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蕨麻脂肪酸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其
中，人体必须的两种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占总脂肪酸的70%以上.
注: 1=C5 (戊 酸); 2=C6 (己 酸); 3=C7 (庚 酸); 4=C8 (辛 酸
d); 5=C9 (壬 酸); 6=C10 (癸 酸); 7=C11 (十 一 酸); 8=C12 (十
二酸); 9=C13 (十三酸); 10=C20:5 (5,8,11,14,17-二十碳五烯
酸 ); 11=C18:3 (8,11,14 -十 八 碳 三 烯 酸 ); 12=C22:6
(2,5,8,11,14,17-二 十 碳 六 烯 酸 ); 13=C14 (十 四 酸 ,
tetradecanoic acid); 14=C20:4 (6,9,12,15-二 十 碳 四 烯 酸);
15=C18:2 (9,12-十 八 碳 二 烯 酸); 16=C15 (十 五 酸); 17=C16

图1 BCETS 衍生脂肪酸色谱图

(十六酸); 18=C18:1 (12-十八碳烯酸); 19=C17 (十七酸,); 20=C18 (十八酸); 21=C20:1 (111-二十碳烯酸); 22=C19 (十九
酸,); 23=C20 (二十酸); 24=C22:1 (12-二十二碳烯酸); 25=C21 (二十一酸); 26=C22 (二十二酸,); 27=C24:1 (20-二十四碳
烯酸); 28=C23 (二十三酸); 29=C24 (二十四酸,); 30=C25 (二十五酸); 31=C26 (二十六酸); 32=C27 (二十七酸);

科技成果
获奖
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证书编号：2010BZ20193
完成人：尤进茂，宋翠华，孔德生，郭道军，孙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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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Qinghai-Tibet Plateau characteristic plant chemical ingredients research Group.
Group leader : Professor Jinmao You, the super visor of Ph.D students.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from Lanzhou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in 1988. He then earned his doctor's degree in 1999 from Lanzhou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From 1999-2001, he worked as
postdoctoral in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learning from academician Yu-Kui Zhang. He has been a doctoral super visor of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since 2003. In
2004,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Shandong Province Key Laborator y of LifeOrganic Analysis. In 2008, he became a doctoral super visor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was awarded “Hundred-Talent Award Program”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His research focus on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new labeling reagent.
Many sensitive labeling reagents possessing special structure, high sensitivity and
excellent fluorescence or ultraviolet properties have been synthesized and applied to

学科组成员

the analysis of organism metabolites such as DNA, amino acid, polypeptide,
cholesterol, estrogens and so on. More than 140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王小艳（研究实习员）

important journals home and abroad, among which 90 articles have been indexed by

博士研究生
孙志伟

夏莲

SCI.

陈光

Research Interests

李国梁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sensitive labeling reagent; Analysis of active ingredients

硕士研究生
康丽

of plants by fluorescence, chromatography and mass spectrometr y using sensitive

景年华

labeling reagent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Active ingredients in Zanthoxylum bungeanum (Z. bungeanum) were analyzed by HPLC-FLD-MS and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 Fatty
acid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seeds of Zanthoxylum bungeanum by supercritical CO2 fluid extraction. They were derivatized by a new labeling
reagent 2-(11H-benzo[a]carbazol-11-yl)-ethyl- 4-methyl benzenesulfonate (BCETS) and analyzed by HPLC-MS. The composi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Z. bungeanum seed oil was rich in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the linolenic acid, linoleic acid and oleic acid accounted for 78.63% (mass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amount.
peak labels: C5 (valeric acid); C6 (hexanoic
acid); C7 (heptoic acid); C8 (octoic acid); C9 (pelargoic
acid); C10 (decoic acid); C11 (undecanoic acid); C12
(dodecanoic acid); C13 (tridecanoic acid); C20:5
(5,8,11,14,17-eicosapentaenoic
acid); C18:3 (8,11,14-octadecatrienoic acid);
C22:6 (2,5,8,11,14,17-docosahexenoic acid); C14
(tetradecanoic acid); C20:4 (6,9,12,15-arachidonic
acid); C18:2 (9,12-octadecadienoic acid);
C15(pentadecanoic acid); C16 (hexadecanoic acid);
C18 1 (12-octadecenoic acid); C17 (heptadecanoic

Fig1. a Chromatogram of a mixture of fatty acid standards derivatized by BCETS ;

acid); C18 (octadecanoic acid); C20:1 (11-eicosenoic acid); C19 (nonadecanoic acid); C20 (eicosoic acid);
C22: 1 (12-docosenoic acid); C21 (heneicosoic acid); C22 (docosanoic acid); C24: 1 (20-tetracosenoic acid); C23 (tri-cosanoic acid);
C24(tetracosanoic acid); C25 (pentacosanoic acid); C26 (hexacosanoic acid); C27 (heptacosanoic acid)

Publications
1. Jinmao You,* Cuihua Song, Tao Yan, Zhiwei Sun, Yulin Li and Yourui Suo. An improved reagent for determination of aliphatic amines with
fluorescence and online atmospheric chemical ionization-mass spectrometry identification. Anala Chim Acta, 2010, 658(1), 98-105.
2. Jinmao You* Cuihua Song, Yanyan Fu, Zhiwei Sun, c, Lian Xia, Yulin Li and Yourui Suo Dual-sensitive probe 1-imidazole-2-(5benzoacridine)-ethanon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mines in environmental water using HP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and online atmospheric
chemical ionization-mass spectrometry identification. Talanta, 2010, 80(3), 1392-1399
3.Jinmao You*, Yanyan Fu, Zhiwei Sun and Yourui Suo. 2-(5-Benzoacridine)ethyl-p-toluenesulfonate as sensitive reagen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ile acids by HP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and online atmospheric chemical ionization-mass spectrometric identification. Anal. Bioanal.
Chem. 2010, 396(7): 2657-2666
4.Lian Xia, Cuihua Song , Zhiwei Sun , Guoliang Li, Yourui Suo & Jinmao You*.
Determination of Free Fatty Acids in Tibet Folk Medicine Potentilla anserina L. Using a New Labeling Reagent by 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and Identiﬁcation with Online Atmospheric Chemical Ionization-MS Identiﬁcation.
Chromatographia, 2010, 71: 623–631.
5.Lian Xia, Zhi Wei Sun, Guo Liang Li, You Rui Suo, Jin Mao You*.
A sensitive analytical method for the component mono-saccharides of the polysaccharides from a Tibetan herb Potentilla anserine L. by
capillary zone electrophoresis with UV detector. European Foo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2010, 230: 71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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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化学及药效机制理论模拟研究学科组
学科组长：刘永军，男，汉族，1964年生，山东省淄博市人，
博士，研究员。2001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化学专业，获理学
博士学位，2001年11月至2004年6月在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从
事博士后研究，2006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主要从事生
物大分子体系的量子化学计算和分子模拟研究，目前主持或参与国
家 “ 国 防973项 目 ” 、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 面 上 项 目 ” 等 课 题 多
项。

主要研究方向：
1） 蛋白酶催化反应机理研究；2） 药物作用机理及药物设计；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肾 上 腺 素 受 体 （β2AR）的 活 化 机 制 研 究 。 基 于2007年 得 到 的 第 一 个 人 类G蛋 白 偶 合 受 体 的 晶 体 结
构，构建了β2AR在细胞膜环境中的计算模型，通过长时间（500ns） 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探讨了β2AR在一系
列激动剂、半激动剂和反激动剂作用下的构象变化过程，提出了β2AR活性机制转变的理论模型。
2） 嘌呤核糖开关对嘌呤及嘧啶衍生物的分子识别研究。核糖开关是在2002年发现的一种天然RNA适体，
能特异性地结合小分子代谢物并通过构象变化调控基因表达，本课题组研究了嘌呤核糖开关与一系列氨基嘌
呤衍生物和修饰嘧啶的相互作用，从理论上揭示了嘌呤核糖开关分子识别的本质。
3） 藏茵陈化学成分的HPLC/MS分析及化学表征。采用HPLC/UV/APCI/MS法对6种典型藏茵陈植物川西
獐牙菜、抱茎獐牙菜、印度獐牙菜、四数獐牙菜、橢圆叶花锚和辐状肋柱花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表
征。结果表明，它们的化学成分主要为环烯醚萜苷、黄酮苷、口山 酮苷及口山 酮苷元，其中口山 酮类化合
物为藏茵陈主要的特征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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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Research group: Medicinal chemistry and theory simulation of pharmacodynamics mechanism
Group members：
Yongjun Liu (Professor)
Yulin Li (Associate Professor)
Lihua Dong, Yi Zhao, Junyou Shi, Rui Zhang, Zhiguo Wang, Guoliang Li
(Doctor)
Xu Teng, Jing Jia, Tao Chen, Ping Wang, Yongling Liu (Master)
Re s e a rc h I n te re s t s : S i m u l a t i o n s of e n z y m e c a t a l y s i s re a c t i o n
mechanism and medical function mechanism
Professor Yongjun Liu, the group leader of subject, was born in a Han
nationality family in 1964 in Zibo, Shandong Province. He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of Chemistr 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obtained his Ph.D. in physical chemistr y specialty at the same year. Dr.
Liu worked 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of Canadian
from November 2001 to June 2004. He was a candidate of the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I 2006, and as a full
学科组成员

professor works in the Northwest Plateau B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Dr.

李玉林（副研究员）

Liu focus his studies on the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 system by using
quantum chemistr y computation and molecular simulation. At present, Dr.

博士研究生
史俊友

张蕊

王志国

硕士研究生
滕旭

贾静

李国梁

董丽花

Liu under takes many projects including “National Defense 973
program”,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陈涛

王萍
Research topics: 1)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enzymic catalysis
reaction; 2)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drugs and related target and rational
drug design; 3) Research on the active components of Tibetan medicine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 Research on technology of processing iron fillings and kusnezoff monkshood root with myrobalan1) The activation
mechanism of β-adrenalin acceptor (β2AR). β2AR is one kind of very important 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GPCRs), its
conformational activation or the non-activated sta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llness such as asthma and cardiovascular. Therefore, the
mechanism studies of its co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re significant. We have constructed a computation model in the cell
membran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first crystal structure of humanity's GPCRs in 2007. The process of co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was discussed under the interactions of a series of agonists, partial agonists and antagonists by long time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about the active transforms mechanism was proposed.
2) Recognition of purine riboseswitch to purine and pyrimidine derivatives. The riboseswitch, which discovered in the year
2002, was one kind of natural RNA suitable body. It could specifically unify the small molecular metabolite and regulate the gene
expression through own conformation changes. Based on the mutant of guanine ribose switch, we have studi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urine ribose switch and a series of aminopurine derivative as well as the modificatory pyrimidine. The essence of the
purine ribose switch molecule recognition was uncovered theoretically.
3) The HPLC/MS Analysis and 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Zangyinche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were analyzed and
characterized roundly by HPLC/UV/APCI/MS in the extracts of six typical “Zangyinchen” medicinal plants, namely Swertia
chirayita, Swertia mussotii, Swertia franchetiana, Swertia tetraptera, Halenia elliptica and Lomatogonium rotatum. The main
constituents in these plants are iridoid glycolsides, flavone glycolsides, xanthones and xanthone glycolsides. Xanthones and
xanthone glycolsides are the characteristic constituents of “Zangyinchen”.

Publications
1.Baoping Ling, Lihua Dong, Rui Zhang, Yongjun Liua∗. Theoretical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s of XIAP-BIR3 domain
with bicyclic and tricyclic core monovalent Smac mimetics.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and Modelling,29 (2010)
354–362.
2.Rui Zhang, Zhiguo Wang, Baoping Ling, Yongjun Liu*. Docking and molecular dynamics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four imidazoline derivatives with potassium ion channel (Kir6.2). Molecular Simulation, 2010, 36, 1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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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药用植物资源与植被恢复学科组
学科组长：陈桂琛，男，福建省诏安县人，1982年7月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
学位，同年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至今，长期从事青藏高原植被生态学和资源植
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97年10月获研究员资格，1998年中科院特批研究员。先后主持和负责
10项国家及省部级重点研究项目，主要有 “黄河上游湿地植物进化适应及其地球化学特征”、
“江河源主要生态区生态恢复研究与示范”（国家科委中西部专项）、“青藏高原特有中藏药材
种植技术研究－大黄种植技术研究”（青海省2001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青藏高原重要中
藏药材产业化种植技术研究”（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西部专项，2001BA901A47） 、 “高寒草
原植被恢复与再造试验研究”（铁道部青藏铁路试验工程科研项目）等课题。主编《三江源自然
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专著2部，参加编写《江河源区
的生态环境变化及其综合保护研究》等专著5部。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二等奖1项、铁
道部及青海省等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发表各类研究论文70多篇。获得授权专
利7项。通过多年来的大量研究积累和试验示范工作，在江河源主要生态区生态恢复研究与示范
和青藏铁路生态保护及植被恢复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建设提供重要
依据，特别是青藏铁路植被恢复的研究成果受到广泛的关注。同时，在青藏高原重要药用资源植
物生物学、种子特性与种苗繁育技术、引种栽培技术、品质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
果，为青藏高原重要药用资源植物规模化种苗繁育基地和产业化生产基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技
术保证。曾获中组部和中科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优秀学者（2006年）等称号，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
邮箱：zhougy@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青藏高原珍稀药用植物资源繁育与可持续利用
通过青藏高原特色药用植物（唐古特大黄、羌活、麻花艽、桃儿七、以及藏茵陈类）资源
调查，筛选优质种源和适宜生境选择，进而进行引种驯化、植物细胞和组织培养、药效物质和生
态环境关系研究，种苗繁育和大田规范化人工栽培关键技术等工作的开展，为珍稀、濒危药用植
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探索一条新途径、新措施，为青藏高原中藏药资源原产地的产业化规范
化种植技术以及生产基地建设提供模板和示范；同时应用HPLC、GC-MS对栽培药材进行品质评
价，探讨栽培药材替代野生药材，从根本上解决高原特色药用植物资源问题。
青藏高原脆弱区域植被恢复研究与示范
以多年冻土区重大工程(青藏铁路等)迹地植被自然恢复过程中的植物群落、土壤和冻土环境
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通过时空数据转换，对重大工程迹地植
被自然恢复的生态学过程及其冻土演变的关系进行研究，揭示该地区工程迹地植被自然恢复的规
律和影响恢复的主导因素，阐明制约工程迹地植被恢复演替的关键因子，并深入分析工程迹地植
被自然恢复的机理。为人工采取辅助措施来加速青藏铁路、青藏交直流联网工程等工程迹地和青
海湖地区退化草地进展演替提供有效借鉴和技术支持。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青藏铁路边坡植被恢复状况监测与恢复技术研究
针对青藏铁路沿线受干扰高寒草甸、高寒草原等典型植被类型的恢复问题，采用植被生态调查和分析方法对沿线边坡植被恢复效果进行了监测和评
估，总结高寒地区铁路工程形成干扰地段植被恢复的经验。并根据高原植被生态演替规律，集成配套已有相关技术，提出有针对性的青藏铁路沿线边坡植
被恢复途径和配套技术，为青藏铁路工程建设的植被恢复与生态保护提供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结果表明：⑴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和高寒沼泽草甸植被
区形成路基边坡和取土场后，其地表状况和土壤条件明显恶化，表现为砾质化、干旱化、盐碱化和贫瘠化，致使植被恢复难度进一步增加。⑵高寒草甸、
高寒草原和高寒沼泽草甸区草皮移植无论是物种多样性，还是地上、地下生物量效果较好，虽有起伏，但是其景观效果非常明显。⑶人工恢复表明垂穗披
碱草、赖草、冷地早熟禾和中华羊茅在海拔4650m的路基边坡可以萌发，萌发率较低，但越冬率很高，可以安全越冬，自然状态下出苗率不足50％，越冬
率达50％以上。植株高度年际变化总体表现为随生长年限而递增的趋势，年际变化在植物的生长季呈单峰型曲线。植株根长表现为随生长年限的增加而有
所增加。年际之间根长的变化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根系分布集中于0-18cm之间。植株分蘖数年际变化有逐步增加的特点。年际分蘖数表现为持续增加。人
工 植 物 群 落 的 特 征 表 明 ， 群 落 盖 度 随 着 生 长 年 限 的 增 加 ， 逐 步 增 大 。 年 际 动 态 均 为 近 似 直 线 上 升 。 恢 复 第2年 植 物 群 落 地 上 生 物 量 超 过 原 生 植 被 的
63.12±54.96g/m2的水平。随着生长年限的增加，地下生物量积累增多。
综上所述，只要采取相应的植物种类和技术措施，青藏铁路沿线路基边坡和取土场等次生裸地的植被快速恢复是可行的。采用青藏高原乡土的多年生
草本植物可以快速恢复裸露取土场的地表植被，加快植被自然修复过程，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植被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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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Research Group of Medicinal Plants Resources 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学科成员
周国英（副研究员）

孙菁（副研究员）

徐文华（副研究员）

宋文珠（助理研究员）

E-mail：zhougy@nwipb.cas.cn

张庆云（七级职员）
博士研究生
杨路存

丁栋

刘德梅

硕士研究生
刘卫根

李璠

钟泽兵

Group Leader : Guichen Chen, one of the researchers i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NWIPB),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 was born in Zhao'a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in 1961.
He was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in 1982. He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plant ecology and plant resourc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NWIPB,CAS for a long time of 28 years. He became a professor and got the Master instructor
qualification in 1997. In the year of 2003, he got the doctor instructor qualification. He ser ved as the
deputy chief and chief of the Plant Research Office in the past years. Now he takes up the post as the
vice director of NWIPB,CAS.
He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10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key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the Plants Evolutionar y Adaptation and Their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etlands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Ecological Recover y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Main Ecotope in the Source of Rivers', 'The Research on the Planting
Technique of the Unique Medicinal Herb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Planting Technique Research
of Dahuang' , 'The Plantation Industr y Technique Research of the Important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Tibetan Medicine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Recover y Research of Alpine Grassland
Vegetation'.
He wrote 2 monographs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anjiangyuan
Nature Reser ve Area'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Qinghai Lake
Basin” as the chief editor. He also took part in writing other 5 monographs such as “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the Source of
Rivers”.
Prof. Chen has got a top award of The Progres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Second
Prize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First Prize of the Ministr y of Railway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 a First and a Second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He obtained 7 authorized patents and published over 70 papers on his
research.

舍莉萍

Research Interests:
Breeding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QTP rar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Through the sur vey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aracteristic medicinal plants resources
such as, Rheum tanguticum Maxim., Notopter ygium incisum Ting ex H. T. Chang. ,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 Sinopodophullum hexandrum and Swertia, high quality seed source and suitable
habitat were selected. And then, introduction and domestication, plant cell and tissue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acy mater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studied. Carr ying out
the key technologies work such as seed breeding and field standardization of artificial cultivation
can explore a new way, new measures for conser 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rare and endangered
medicinal plants resources. And it can also provide templates and demonstration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tandardized planting of the origin and production base construction of the
medicine resources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Meanwhile, through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the cultivated medicinal plants using HPLC, GC-MS, we explored using cultivation medicinal plants
substitute for wild medicinal plants, which can fundamentally re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aracteristic medicinal plants resources
Vegetation restoration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fragile
region
The plant community, soil and permafrost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natural vegetation
recover y in the warm permafrost regions to major project (the Qinghai-Tibetan railway, etc) were
studied using the ec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 research means and methods. Through the space
and time data transf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y process of natural recover y of
vegetation and its evolution of frozen soil was studied, which revealed the rules of natural
vegetation recover y in this region and the domin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cover y, clarified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vegetation restoration succession in the project region, and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natural vegetation recover y in project region. It can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accelerating of Qinghai-Tibetan railway by artificial auxiliar y measures,
the Tibetan ac/dc networking engineering, and for the progressive succession of Qinghai Lake
degraded grassl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The monitoring of recovery status and the research of new recovery techniques for the slope of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The restoration of the vegetation, take alpine meadow and alpine steppe as an example, along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with artificial disturbance is a serious problem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tical method were used to monitor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vegetation recovery along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slope and the experience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in such areas was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vegetation succession rules in high cold regions and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technologies, vegetation restoration methods and the corresponding technologies were proposed,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proof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ecology protec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After the formation of embankment slope
and soil field in alpine meadow, alpine steppe and alpine swamp meadow vegetation, its surface conditions and soil conditions deteriorated obviously, which performance
gravelly, drought, salinization, and impoverishment, and resulting in the further difficult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2) Not only the species diversity, but also the ground and
underground biomass of turf transplantation in alpine meadow, alpine steppe and alpine swamp meadow vegetation showed better effect, and although it had ups and downs,
its landscape effect was very obvious. (3) Artificial restoration suggested that Elymus nutans Griseb. , Leymus secalinus (Georgi) Tzvel , Poa crymophila Keng and Festuca
sinensis Keng could germinate at an altitude of 4650m slopes of the roadbeds. Although the germination rate was low, the winter survival rate was high which could live
through the winter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Inter-annual changes of plant height manifested increasing trend with the growing years, and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in the
growing season of plants showed a single peak curve. The root length of plan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growth time. The inter-annual changes of root length showed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the root distribution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0-18cm. The inter-annual 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plant tillers had a gradual increase feature and
inter-annual number of plant tillers continued to increase.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plant communities showed that community coverage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growth years. Inter-annual dynamics were similar to straight up. Aboveground biomass of artificial plant community was higher 63.12 ± 54.96g/m2 than native
vegetation in 2 second year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Below-ground biomas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growth years.
In summary, as long as the corresponding plateau native plant species and technical measures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long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embankment
slope and secondary bare land, vegetation, rapid recovery is feasible. Qinghai-Tibet Plateau native perennial herb can quickly restore the vegetation of bare soil field, to
speed up the vegetation in the natural repair process. Artificial vegetation planting is an effectiv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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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GAP生产与质量标准研究学科组
学 科 组 长 ： 马 世 震 ， 学 士 ， 副 研 究 员 ， 硕 士 生 导 师 。1984年 青 海 大 学 毕 业 ， 学 士 学 位 ，
2002年-2003年 中 国 科 学 院 兰 州 化 学 物 理 研 究 所2002年 天 然 药 物 学 春 季 博 士 班 学 习 。2011年
1月-7月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 高级访问学者。
国家濒危物种保护委员会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兰州大学学报》期刊审稿
人；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评审专家，青海省第
四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
自2001年开始，重点开展了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项目，先后在甘肃、四川、西藏和青海等
省、区与当地企业联合攻关，取得了多项推广应用性研究成果并推广。目前，成果推广应用累计
取得的经济效益达到了27700万元的经济效益。为甘肃、青海、西藏和四川等省区的中藏药材产
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目前承担国家科技部中药现代化专项蒙古黄芪规范化栽培与深加工关键性技术研究；国家科
技部中小型创新企业资金项目-暗紫贝母药材规范化栽培与推广；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项目-青海
地道药材GAP生产技术与药材质量标准研究等。

邮箱：szma@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地道药材GAP生产技术与药材质量标准研究
青藏高原及毗邻地区地道药用植物资源分布特征调查，遴选优质种源进行引种驯化。通过对
种子生物学特征研究，利用物理与生化方法，促进种子胚后熟，提高种子萌发水平。设计田间对
比试验，研究掌握药材生长发育动态和药材活性成分变化规律，依照高产的栽培技术方案与最高
活性成分含量的耦合制定药材规范化栽培技术规程，推广应用该技术规程建立规范化药材生产示
范基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要求，按照药材的生物学特征和药用功效成分，选取不同地区野生
与栽培药材样品，利用HPLC、GC-MS等测试技术手段测试药材活性成分等表征性指标（指纹图
谱）和其他辅助性指标，并通过统计学分析研究，确定各项指标的阈值范围。从而制定能够系统
评价和反映药材质量的标准体系，为建立药材GAP基地，实现规模化生产药材产品提供实用技术
与标准，规范中藏药材资源的生产与质量。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主 持 完 成 青 海 省 重 点 科 技 攻 关 项 目 “ 桃 儿 七 规 范 化 种 植 技 术 研 究 与 示 范 ” ， 通 过 青 海 省 科 技 厅 成 果 验 收 （ 成 果 登 记 号
9632009Y0199）；
利用HPLC法对桃儿七药材的表征性成分Podophyllotoxin的测试对比，遴选了西藏林芝和青海麦秀地区的野生藏木香种子进行引种
栽培，通过不同田间对比试验与追踪测试不同生长期Podophyllotoxin的含量与产量的耦合，制定了SOP规程并推广应用到药材生产基
地 内 。 药 材 产 量 可 达 235kg/亩 ， Podophyllotoxin达 到 了 6.31%， 比 野 生 药 材 高 出 27%。 利 用 HPLC方 法 建 立 了 药 材 表 征 性 指 标
Podophyllotoxin的指纹图谱，并选取了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和薄层鉴别等辅助性指标，建立了桃儿七药材质量标准。
（2）主持完成青海省地方标准《柴达木地区枸杞栽培技术规程DB63/T 858—2010》。

科技成果
授权专利
（1） 总 状 土 木 香 植 物 药 材 及 蘖 根 的 人 工 栽 培 方 法 ” 申 请 人 ： 马 世 震 、 胡 凤 祖 、 杨 月 琴 、 王 为 义 、 张 得 宁 、 常 小 平 （ 专 利 号 ：
ZL03134622.7）；
（2）一种连续提取总状土木香中有效物质的方法，申请人：胡凤祖、马世震、董 琦、杜玉枝、肖远灿专利号：CN10162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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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Group Leader Shizhen Ma
Associate Professor MA was graduated form Qinghai University with Bachelor Degree
in Grassland science, China, in 1984. Form 2002 to 2003, he was Studied at the Lanzhou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natural medicine science.
Form Januar y to July in 2011, he as a visiting Scholar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Shizhen MA was Expert of the National Endangered Species Protection Committee
and Evaluation exper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e also was
Peer reviewers of Lanzhou University journal and Expert of The sources of River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ttee of Qinghai. Since 1998, he was engaged Exper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valuation of Ministr 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also was Academic leader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of Qinghai Province.
Since 2001,Shizhen Ma focus o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project worked in Gansu, Sichuan, Tibet and Qinghai regions, and enterprises of
joint research, a number of applied research results and promotion. At present, the results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umulative economic benefits yielded reached 277
million Yuan of economic returns.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ibetan medicine
industr y development such as Gansu, Qinghai, Tibet and Sichuan provinces.

硕士研究生
陈香雪

张海娟

Research Interests
Shizhen Ma was major studied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adjacent areas of
medicinal plants resourc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vestigation, the selection good
quality seed source introduction and domestication.Design field comparison test, study
and master the herb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ynamic and medicinal active ingredient
vari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gh-yiel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solutions and the
highest content of active ingredient coupling herbs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to
develop and promote the use of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a standardized
medicine production base model.
Select different regions Herbs according to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medicinal biology and medici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osition between wild and cultivated medicinal herbs samples using HPLC, GC-MS test
techniques test herbs active ingredient characterization index (fingerprint) and use other
complementar y indicator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threshold range of
indicators. So as to formulate abl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and reflect medicinal plants
quality standard system, and provide practical techniques and standard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erbs GAP base, to achieve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medicinal products,
Tibetan medicine resources, production and quality specification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 presided over the completion of Qinghai Province ke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 "peaches seven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acceptance of the outcome of the Qinghai Provinc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ult registration number 9632009Y0199 the);
Use HPLC method for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inopodophyllum hexandrum (Royle) Ying) ingredient Podophyllotoxin test contrast,
the selection the Linzhi of Tibetan and the Huangnan Maixiu of Qingha wild seeds cultivation of different field of comparative test track to
tes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Podophyllotoxin content SOP procedures coupled with the production, to develop and promote the use of
medicine production base, has been tested and herbs yield up to 235kg / mu, Podophyllotoxin reach the 6.31%, higher than 27% of wild
herbs. The herbs characterization indicators Podophyllotoxin fingerprint by HPLC method, and selected auxiliary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and TLC of the peaches seven medicinal quality standards.
(2) presided over the completion of Qinghai Province, local standards Qaidam region wolfberry cultivation techniques DB63 / T 8582010.

Publications
Authorize for patent:
(1) Standardization Planting method of Inula racemosa Hook. F. Applicant: Shizhen Ma; Fengzu Hu; Yueqin Yang; Weiyi Wang;
Dening Zhang; Xiaoping Chang .Patent No.: ZL03134622.7;
(2) A sequential extraction method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 in the Inula racemosa Hook. F. Applicant: Fengzu Hu; Shizhen Ma.Dong
Qi, Yuzhi Du; Xiaoyuan Can. Patent No.: CN200910117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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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生物分析化学学科组
学科组长：胡凤祖，女，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80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目前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
主任，青海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化学学会青海化学分会副会
长，西北色谱学会理事，青海色谱分会理事长。主要从事藏药，民族保健
食品和新资源食品的研制开发工作和生物化学、中藏药化学的分析研究工
作。在本领域中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获成果20多项，先后主持和参加项
目20项，申报专利4项。

邮箱：hufz@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1. 通过对青藏特色生物资源化学分析，揭示其在极端环境下的生长特
性，为合理开发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2. 进行藏药材质量控制关键技术与评价标准体系研究，为藏药新药研
发及濒危药材的驯化、人工种植等提供科学依据；
3. 开展食品中有害物质分析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解决食品安全质
量控制中关键环节，为食品安全质量体系建立提供技术支撑。

2010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唐古特大黄特征性化学成分分析

2.藏药龙胆花特征性指纹图谱研究

专利成果
专利
1.专利名称：从红景天药材中提取红景天苷、多糖和鞣质类物质的方法
发明人：胡风祖 董琦 杜玉枝
授权公开号：CN 1015802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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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组工作
Bioanalytical Chemistr y
Group Leader : Hu Fengzu, Female, Professor, Master Instructor.
Graduated from the Biology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in
1980, and majored in Biochemistr y. She currently ser ves as
Director of Analysis and Test Center in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t present,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ibetan medicine, health food and new resourceful
food. In her research field, 50 papers published, almost 20
outcomes gained, 4 patents declared.Research Interests
1. Research in the chemical analysis of idiomatical Qinghai学科组成员

Tibetan biological resources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董 琦（工程师）

肖远灿（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毕森

续艳丽

growth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and provides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ational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迟晓峰

矫晓丽

2. Research i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 of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medicine,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Tibetan New Drug R & D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endangered herbal drugs;
3. Research in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ethods of
harmful substances analysis in food, to solve the key link in the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control, and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system.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0
1.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chemical compounds in Rheum tangguticum. Maxim.

2. Study on HPLC fingerprint of Gentian scabra B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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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台建设

1、重点实验室
①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是在1994年建立的“青藏高原生物适应性分子生物学与细
胞生物学开放实验室”基础上，以西北高原所40余年对青藏高原进行的长期考察、监测和取得的成批研究成
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本实验室是目前以青藏高原生物及生态系统为专门研究对象的首家实验室，本实验室
的建立为国际、国内科学家开展高原生物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平台，也是我国高原生物科学研究走向国
际的纽带。
通过对高原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适应性与抗逆性的遗
传及繁殖、生理生态特征、化学成分特征，生物与极端环境耦
合关系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阐明高原生物的起源模式、种
群分布式样与生存适应机制、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发现对人类有用的新生物学性状及其基因
资源，为建立该地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进而保
障该地区和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实验室主要在高原生物适应
机制与基因资源利用，高原生物进化与多样性形成机制，高原
生态系统功能与管理等领域开展工作。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实验室现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洪德元院士，实验室主任
陈世龙研究员。实验室现有研究人员70人，技术人员6人，管
理 人 员3人 。 在 站 博 士 后6名 ， 博 士 研 究 生46名 ， 硕 士 研 究 生
75名。
实验室下辖分子生物学室、蛋白质分析、细胞生物学、
生态系统生态学等专业实验室，拥有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全自
动DNA测序仪等一系列大型先进仪器设备。
全自动DNA测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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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4 日，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
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召开。中科院生物局综合处处长刘杰，西高所所长
张怀刚，党委书记、院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赵新全，副所长陈桂琛，副所长兼院重点实验室主任
陈世龙，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顾红雅、施苏华、常
智杰、王德华、王道文、汪诗平等及实验室部分人员
共计41人参加了会议。

陈世龙主任做工作汇报

刘杰处长发言
会议现场

张怀刚所长颁发聘书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世龙

与会人员合影

电话：0971-6110067
E-mail：slchen@nwipb.cas.cn
网址：http://www.nwip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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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隶属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2005年青海省科技厅批准成立，
2009年评估为优秀省级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是青藏高原区域上唯一的省部级寒区恢复生
态学重点实验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区域和研究特色
明显，重点在青海省寒区特殊和特有动植物种群的保育、
三江源生物多样性维持、重要生物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
高寒草地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植被
恢复保护等方面开展研究。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变
化及其效应、可持续发展等寒区生态学前沿热点和青海省
寒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治理方面的科技需求，涵盖青海省
寒区主要草地类型，服务国家宏观决策、促进区域可持续

实验室图片

发展、提高区域农牧民科学生产示范理念。
主要研究内容:
1 青藏高原主要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
2 极端生境下典型生物的适应性与保育生物学研究；
3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及典型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的
试验示范；
4 寒区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
5 建立三江源区恢复生态学实验站。

TOC自动分析仪

2010年度共发表科研论文13篇部，撰写著作1部，申
报专利2项，编制技术规程1部，培养研究生15名，提出了
“120资源置换模式”、“324加速牲畜出栏模式”、“资
源利用率的倍增模式”等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3套，以及种
草养畜型、羔羊育肥型和购草养畜型等3种畜牧业减压增效
的组织管理模式。

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华坤
电话：0971-6133353
E-mail：qhzhhk@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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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台建设
③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6年。根据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及发展区域
特色产业的战略需求，本实验室重点开展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领域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的创新研
究。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1、特色生物资源及持续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主要开展资源生态学（资源调查、资源的群落稳定性及品质评价）、资源标准化（指纹图谱与质量标
准）、资源持续利用（保护、规范化栽培、生态抚育、生物技术快繁）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支撑并促进实现
资源的高效、持续利用。
2、特色生物资源新产品创制
结合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特点，在探索建立活性成分鉴别、分析、分离新技术，功能功效筛选，生产工
艺优化，质量标准建立等技术体系的基础上，研发创制特色明显、功效显著、安全可靠的多类型的资源新产
品（如药品、功能性保健品、营养功效食品、天然资源标准提取物、工业化中间产品等），为企业提供新产
品方面的科技储备。
3、服务于地方经济及产业化
根据青海省地方经济及特色生物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开展推进相关科技平台构建、提供农产品
及特色生物制品的系统检测、为青海省的相关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加速生物资源类科技成果转
化、为各级政府及相关企业提供科技咨询等方面的工作。
4、人才交流与人员培训
作为青海省重要的国内外学者交流平台，培养研究
生，为地方与企业相关人员提供培训。
实验室成立三年来（截止2010年），已在部分资源
种类（五脉绿绒蒿、唐古特大黄和锁阳）的综合评价、发
根农杆菌诱导型水母雪莲工业化生产技术、暗紫贝母生物
快繁技术、多品种资源种类规范化人工栽培繁育技术、柴
达木盆地白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技术、藏茵陈注射液研制
的关键技术、牦牛骨明胶组合酶解新工艺、牦犀胶生化制
品综合开发、青稞黄酮高含量提取物制备方法及产品工
艺、多种挥发油制备方法与新工艺、食用及工业用天然色

重点实验室牌匾

素的筛选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研发出“牦犀胶”、“康
源软胶囊”、“一粒康软胶囊”、“锦鸡儿新型饲料添加
剂”等产品。所取得的主要代表性科技成果包括：柴达木
盆地白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牦犀胶生
化制品综合开发项目、藏茵陈注射液研制的关键技术研
究、青海龙胆科主要药用植物的指纹图谱研究、重点藏药
材 繁 育 技 术 及 规 范 化 栽 培 等 。2010年 在 青 海 省 重 点 实 验
室的年度评估中，被评估为优秀实验室。
联系方式

纯化站

联系人：彭敏
电话：0971-6143898
E-mail：pengm@nwip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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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重点实验室依托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于2009年12月由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批准组建。实验室现有科研人员22名，已培养硕士研究生48人和博士研究生10人。现任实
验室主任为魏立新研究员。
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重点实验室是以藏药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应用开发研究为主的
藏药现代化综合性科研实体。面向国家区域战略需求，满足青海省及周边地区医药健康需求，围绕藏药发展
中面临的有效性和重金属安全性等重大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价，建立符合国家GLP要求的藏药综合性评价
技术体系，构建先进的藏药研究和服务平台，挖掘藏医药宝库，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大力促进藏药科技成果
转化，为藏医药走向世界做出基础性战略贡献。
本重点实验室研究内容涉及藏药药理毒理学研究、藏药药效学研究、藏药安全性评价、藏药产品质量控
制4个方面。
目前，以藏药“佐太”为代表的重金属类药物
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药理毒理学研究，阐明藏药
中重金属存在的科学内涵，揭示千年炼丹术之谜，
构建原创性的传统民族药物重金属安全性与药效学
评价的理论与技术体系。
（1）研究成果
※ 藏药诃子制铁屑和制草乌炮制工艺研究
在传统诃子制铁屑工艺的基础上，对藏药诃子
炮制铁屑工艺和诃子炮制草乌工艺进行了优化和规
范研究，证明了铁屑进行炮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实验室照片

另外，对铁屑制品、生品和复方制剂进行了初步的
药效试验比较，发现铁屑炮制品对贫血模型动物的
药 理 作 用 优 于 生 品 。 提 出 诃 子 鞣 质 含 量 不 得 低 于14
%的量化指标。
※ 藏药川西獐牙菜醇提水沉部位保肝降黄活性
研究
研究表明川西獐牙菜的醇提水沉部位对小鼠具
有一定的保肝活性，对其最大耐受剂量为14.8 gkg1bwday-1。 还 发 现 川 西 獐 牙 菜 的 醇 提 水 沉 部 位 对
CCl4 诱 导 的 肝 损 伤 性 黄 疸 具 有 显 著 的 降 酶 退 黄 活
性，在0.9～1.8 gkg -1bwday-1剂量时的呈量效关

Jena原子荧光测汞仪

系。
（2）获得认证的科技成果
藏 药 桑 蒂 苷 胶 囊 开 发 研 究. 完 成 人 ： 魏 立 新,杜
玉 枝,胡 凤 祖,李 玉 林,叶 润 蓉, 肖 远 灿,邹 小 艳,韩 青,吕
坪,杨红霞,王萍萍. 成果登记号：9632010Y0100

联系方式
联系人：魏立新
电话：0971-6143668
E-mail：lxwei@nwip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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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野外研究站
①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海北站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隅的祁连山谷地（37°29'-37°45'N，101°12'-101°23'E） ， 站区山地海拔
4000米，谷地2900-3500米。1976年建立，1988年成为科学院野外开放台站；1989年进入中国生态研究
网 络 并 成 为10个 重 点 台 站 之 一 ；1999年 被 吸 收 为 国 际 冻 原 组 织 成 员 ；2000年 成 为 北 欧 科 学 网 的 研 究 站 。
2001年成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试点站，2006年晋升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学科设置与研究方向： 围绕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国家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
为保障青藏高原生态安全，使青藏高原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关键技术。
科学前沿： 针对青藏高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在高原主要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响应；高原极端生境下生物的适应性与抗逆性；高寒草地退化分异过程及发生机理；典型区域退化生态
系统的恢复重建与生物资源的保护问题等科学前沿研究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基 础 设 施 ： 海 北 站 现 有 实 验 样 地5个 ， 设 置 了9个 实 验 观 测 场/点 。 野 外 观 测 、 化 学 分 析 等 仪 器42台
（件），气象站1套，碳通量微气象塔5套。实验室包括水化学实验室、动物分子实验室、土壤微生物实验
室 、 土 壤 分 析 室 等 。 海 北 站 生 活 区 约 占 地6000 m 2， 建 筑 面 积1500 m 2。 其 中 实 验 室400.25 m 2； 宿 舍 约
600.75 m 2,成果展览与站办公室178.80 m 2。具有良好的电力供应和通讯条件，建有可接待70余人的工作生
活用房，这些设施和仪器设备可为中外研究人员提供科研支持和后勤保障。
国际合作：1998年至今，与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进行了“模拟增温对高寒草甸生态系
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2000年至今，与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日本筑波大学、日本次城大学、日本玉川大
学合作进行了“东亚草地碳收支”的长期合作研究。每年累计接待来站工作外籍学者20多人次。国内来站工
作的硕士、博士生达40余人次。
主要研究内容： 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高寒草地的碳、水和能量过程与平衡；降水、增温和
UV-B增加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过程的影响及适应；人类干预增加对高寒草地及其演替过程的影响；啮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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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环境改变的是适应与相应。以监测规范为基础，2001年在海北站地区建立了代表三种不同高寒草甸植被
类型、两种放牧管理的长期观测样地，进行水分、土壤、气象、生物要素的长期监测，不仅可满足长期生态
数据和资料的积累，还可为生态常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普教育。
示范作用： 以研究技术为基础，在三江源区建立了3万亩受损高寒草地恢复技术示范区；年加工3000吨
的饲草料加工生产基地；三江源生态移民新村农－牧耦合型畜牧业发展新范式研究。
2010年完成结题项目7项，在运行项目16项，新开课题10项，分别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重点项
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和地方政府项目，到位总经费1423.410万元。2010年度，站人员出版专著1部，发表
研究论文50篇，其中SCI16篇，SCIE1篇，CSCD32篇，其它1篇。出版数据集专著一部《中国生态网络观测
与研究数据集—青海海北站》。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奖

主要设施：

2003年建立了TFC实验，通过人工加热，研究增温对高寒草甸生 2002-2006年，建立了包括高寒嵩草、灌
态系统碳过程、养分循环土壤微生物和生物多样性、生产力等影 丛、湿地和人工草地、退化草地5个水汽通
响研究
量观测场，因子包括气象因子、能量、水
分和CO2等

2007年建成三江源生态移民新村农－牧耦合型畜牧业
发展新范式，为生态移民村后续产业中畜牧业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和示范样板。
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广民
电话：0971-6123010
E-mail：caogm@nwipb.cas.cn
PAGE 56

四、平台建设
②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成立于2009年，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
自治州玛沁县大武镇，主要监测三江源区水、土、气和生等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变化，研究三江源生态环境
变化规律及其控制因素，示范退化草地治理和草地生态畜牧业管理，为三江源区的科学管理和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效防治自然灾害提供可靠的数据保障和决策依据。
2010年登记省级科研成果1项《三江源区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机制及可持续管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申报专利2项：高寒地区退耕还草地草带植被快速更新方法（专利号：201010571738.5） ； 高寒草原退化
程度的界定方法（专利号：201010577332.8）。

三江源站站区

三江源站气象站

三江源站畜牧业养殖示范_配方饲料研发

三江源站退化草地治理示范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赵 亮
电话：0971-6133353
E-mail：lzhao@nwip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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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
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是在“八五”期间由中国科学院拨专项经费建立的， 成立于1986年1月，位于平安
县小峡乡下红庄村，东经102°18'， 北纬36°38'。代表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区农牧业生态类型，是中
国科学院目前在该类型地区唯一的一个以农作物和牧草改良为主要目标的生态农业试验站，也是中国科学院
海拔最高的农作物育种、原良种繁育基地和从事高原农业生态学研究的野外工作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高原生态环境，在西北乃至全国具有一定的生态代表性，和院属其
他研究单位野外台站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特殊性。
依托试验站在农业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研究成果具有很
强代表性，可快速推广应用，易形成生产力。已育成农作物和牧草新
品种34个，其中春小麦新品种“高原602”、“高原412”为通过全国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的春小麦品种，成为我
国北方春小麦地区大面积
推广种植的主要品种之一。“高原602”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
三等奖，1992年获青海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甘肃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在农业高技术集成、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
和示范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九五”以来发表论文150余篇，
出版论著5部。每年有数十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到站开展研究工
作。承担着院内及其他单位的多项试验，是国家西北春麦区春小
麦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青海省春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基地。院、分院、地方领导及各地专家多次来站视察指导。
试验站现有耕地52.86亩。2008年以来研究所投资近100万
元 ， 新 建300m 3蓄 水 池 及 喷 灌 系 统 ， 12要 素 的 自 动 气 象 观
测站，玻璃日光温室。现主要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鉴定、细
胞工程育种、小麦品质分析、品质遗传与改良和抗旱、农作
物品种选育、作物及牧草栽培技术机理研究。为青海省东部
农业区农业技术创新、集成平台。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春喜
电话：13997128265
E-mail:cxli@nwip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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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撑系统
①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分析测试中心）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成立于1987年，集中了研究所的大型精密仪器及仪器设
备20多台和优秀的技术人才，拥有技术人员22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12人，中初级职称6人，博士5人，硕士
6人，是研究所科研创新的重要技术支撑和实力体现的窗口。2002年底被国家经贸委指定为全国首批三十家
“三绿食品安全定点检测机构”之一；2003年通过国家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可，并与2009年4月通过复评
审，是对社会出具第三方公正数据的质检机构；2003年被国家商务部、农业部指定为“安全食品定点监测机
构 ” 和 “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定 点 检 测 机 构 ” ；2008年 被 农 业 部 指 定 为 “ 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品 质 鉴 定 检 测 机
构”。测试中心所出具的测试报告不仅在国内具有权威性, 而且被与CNAS签署双边互认协议的其他国家所认
可。分析测试中心在完成所内科研任务和测试任务的同时，热忱为众多省内外的科研院所和企业服务，在测
试行业内享有良好的声誉。
20多年来，测试中心分析检测了大量的动植物、土壤及环境样品。为开展青藏高原天然药物化学成分
研究与开发利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物质成分研究、青藏高原农牧业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等科研工作提供分
析测试服务和技术支撑，也为我所学科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分析测试中心主要业务有：
1、中藏药材及制品中的有效成分及有害物质定性定量分析；
2、保健食品中功效成分和有害物质的定性定量分析；
3、天然植物提取物有机溶剂残留定性定量分析；
4、各类食品、蔬菜水果及制品和饮料、饲料等各类生物样品中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和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违禁药物、有害重金属的定性定量分析；
5、农业土壤、森林土壤中各种矿物质元素、微量元素、有害重金属、农药残留等项目的定性定量分析
6、无公害农畜产品检测工作
7、水质分析检测；
8、分析测试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和开发；
9、新药品、保健食品质量标准建立和制订；
10、分析技术的咨询，研究生、实验室分析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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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试中心获得的相关认证：

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风祖
Email: fzhu@nwipb.cas.cn
电话：0971-613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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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主要收藏
和 保 存 青 藏 高 原 及 其 周 边 地 区 的 动 植 物 标 本 。 自20世 纪60年 代 以
来，经过多次的科学考察和野外采集，收藏大量青藏高原地区的生
物标本，并收藏有部分珍惜、濒危的物种标本。为研究青藏高原地
区的动植物分类、区系、生物的适应与进化、特色药用生物资源、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气候变化与生物适应性及青藏高原隆升等提供

标本馆外景

技术支撑等服务，并开展关于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科学传播工作。是目前收藏和保
存青藏高原地区动植物标本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标本馆，也是标本采集覆盖青藏高原范围最广的标本馆。
标本保藏与共享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的动植物标本均保存于标本柜中，专人负责
标本保存药剂及防腐药品的添加。
科 研 方 面 ： 馆 藏 标 本 已 达43万 多 号 ， 另 有 植 物 副 份 标 本4万 余
号 ，2010年 采 集 植 物 标 本7300号 ， 脊 椎 动 物 标 本1200号 ， 制 作 标 本
馆内标本

7000号 鉴 定 标 本1700号 。 科 研 人 员 利 用 馆 藏 标 本 正 进 行 《 昆 仑 植 物
志》的编写工作。发表相关论文8篇，出版图书《青海野生植物图谱精
选》。
管理方面：植物标本信息系统新录入标本1500号。网上可查询标
本信息21万多条，图片12万张；动物标本新录入500余号。共接待本
所、动物研究所、石河子大学、昆明植物所等国内外各大学、研究机

压制植物标本

构查阅动植物标本680余人次，查阅标本超过10000号。
科普方面：积极组织和参与院公众科学日、全国科普日等活动，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科普展厅常年坚持不定期开放，共接待大中小学
生及社会各界参观3500人次。参与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并提
供了部分展品。

中小学生参观标本馆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世龙

电话：0971-6110067

Email: herbarium@nwipb.cas.cn

网站：http://qtpmb.cvh.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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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信息与学报编辑部
信息与学报编辑部包括《兽类学报》编辑部和图书馆两部分。
《兽类学报》
《兽类学报》是有我所主办的学术类期刊，1981年创刊，至今已出版32卷。《兽类学报》主要报道野
生哺乳动物以及圈养濒危野生动物的相关研究和疾病防治等。在国内外野生哺乳动物研究中具有影响力。
《兽类学报》目前在国外主要被美国《生物学文摘 BA》、《化学文摘 CA》、《生态学文摘》、英国
《动物学记录》、俄罗斯《文摘杂志》、《日本文献速递》、Elsevier的文摘数据库收录。国内被《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 CSCD》、《中国科学技术期刊文摘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专题文献数据库》、《中国生
物学文摘》、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等重要的检索机构收录。
《兽类学报》和47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单位及高校建立了长期交换关系，交换期刊回外文期刊53册。
《兽类学报》建立自己的网站和投稿系统，可在线免费查阅创刊到至今出版的全部内容。
为加大期刊的国际化，聘请包括美国、英国、以色列、澳
大利亚、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为我刊编委。
根据中国科技信息情报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
报告》，2007-2011年《兽类学报》影响因子在60种生物学类
期刊逐步提高。
排名（60种

年代

影响因子

2007

0.657

2008

1.021

2009

0.674

19

2010

0.894

7

生物类期刊）

31
9

图书馆介绍
我所图书馆现有中文图书48200余册，西文图书14249册，俄文图书10359册，日文图书1800册，西
文期刊合订册24337册，俄文期刊合订册4897册，日文期刊合订册583册。现刊中有53种通过交换获得的西
文期刊，2种自购西文期刊（Nature，Science）。另外有119种中文现刊（每年订购）。
目前主要以电子资源服务和文献情报服务为主。我所主要购买了Elsevier，Blackwell，SpringerLink，
Science，Nature, Jstor等6个数据库，我所目前可利用数据库66个(包括参加国科图集团购买和全院开通数
据库)。
建立了图书馆网页，方便大家查阅文献并及
时了解文献信息。
构建了西北高原所机构知识库，可查阅我所
自1994至2010年全部文的发表论文，
学位论文和专利的信息。

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晓燕
电话：0971-6143617
Email: slxb@nwipb.cas.cn
网址：http://www.mamm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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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发平台
①中国科学院西高诺迪藏药现代化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西高·诺迪藏药现代化研究中心于1998年由中国科学院正式批准（科发计字 [1998] 0350号
文）成立。目前，中心现有固定科技人员34人，其中引进“百人计划”人才2人，研究员7人、博士生导师
7人，副研究员13人，博士12人。现任中心主任为彭敏研究员。
在国内外或省内外的地位和特色
根据青藏高原藏药资源的主要特点和应用前景，结合藏药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植物类资源为重点对
象，开展藏药材资源保护与繁育、资源种类综合评价、藏药产业化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逐步形成和建立与藏
药研究、应用与开发相适应的联合体。重点着眼于藏药现代化的深入研究和藏药资源的深层开发，在显著提
高现有藏药整体理论研究水平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具有较大市场占有率及开发前景的新、特藏药品种。加强
科技队伍的培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及生物资源的保护，为地方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研究或工作内容
（1）藏药材规范化与标准化
借助“3S”、分子生物学、化学成分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构建相应技术模式，系统考证传统藏药资
源的种类，调查主要藏药材资源种类的分布、储量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对藏药材资源品质进行综合评价，建
立藏药材质量标准，促进实现藏药材资源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2）藏药材资源持续利用
在开展繁育生物学等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攻克解决种子萌发关键技术、规范化栽培繁育技术、生态抚育
技术、工厂化生物手段快繁技术等藏药材资源
繁育的共性技术体系，多途径增强藏药材资源
的繁育再生能力，建立藏药材资源繁育的示范
基地，促进实现藏药材资源的持续利用。
（3）藏药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在提取、分离及纯化青藏高原特色藏药材
资源中天然产物的基础上，重点开展藏药活性
成分分析，藏药作用机理及其机制，藏药的药
理学、毒理学、药效学等方面的系列研究，为
后续的产品研发奠定坚实的基础。利用现代制
药新技术和新设备，组织攻克特色生物产品现
代化生产工艺流程，帮助解决藏药生产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藏药现代化研究中心实验室

（4） 藏药新产品研发与创制
采用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剂型及现代
质控标准，对传统优秀藏成药进行现代化改造。通过合理筛方、药效活性检测、活性作用机理探讨、药理药
效分析、毒理分析、工艺研究、质量标准建立等方面的工作，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品、功能性保健品
等藏药新产品。同时，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藏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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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研究中心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研究中心”是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牵头，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和青海省生物产业园参加、共建的高原生物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该平台建设项目于2006年9月立项，2007年
正式实施建设，于2009年底完成建设，2010年底通过验收。工程研究中心下设基础研发部、中试试验部、
分析测试部和咨询服务部。目前面积约1200m 2， 现有工作人员32人，其中研究员12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
程师15人，助理研究员及工程师5人，博士15人，硕士3人。拥有较为先进的基础研发和中试试验等仪器设备
100多台（套），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和运行管理制度。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研究中心”已经初步建成为高原特色生物产业关键技术研究和集成创新的
重要平台、特色生物资源产品研发的主要基地、重要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孵化器和关键人才交流与人员培训基
地，为省内各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提供技术和仪器设备支撑服务以及科技成果的孵化和转化服务。
仪器设备科技支撑服务
中心为所内7个课题组及所外6家科研院所及公司（青海清华博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康普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信成医药集团、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提供实验服务，仪器设备累
计提供超过1000小时的试验机时，其中精密分析分离仪器累计运行600小时以上（高效液相色谱仪，半制备
高效液相色谱仪，高速逆流色谱仪等）；中试设备累计运行400小时以上（常规提取机组，超声提取机组，
膜分离设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设备，微波干燥设备，胶囊剂，冷冻干燥仪等）。支撑青海省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中国科学院支青工程项目、青海省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中国科学院科技人员服务企
业项目等，涉及项目经费600多万元，申请专利8项，取得科技成果3项。
技术培训服务
中心为“西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相关检测人员提供液相色谱、气相色谱、原子吸收、气质联
用仪等仪器设备分析操作技能的培训。并对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10多名学生进行实习培训。

BUCHI Sepacore全自动中压液相制备色谱仪

岛津LC-8A半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小型多能提取浓缩机组

DWY-3多功能制丸制粒包衣机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玉林
E-mail：liyulin@nwip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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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国 际合作与院地合作
国际合作与交流
全年派出短期出国及赴港澳台交流人员9批14人次，接待来访人员11批27人，签署合作协议4个，国际
合作产出SCI文章18篇。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1次。
正在进行的国际合作项目5项，执行中国科学院院级协议来访项目1项，组织申报2011年中国科学院外
籍 青 年 科 学 家 计 划 项 目2项 ， 批 准1项 ， 获 准 经 费26.5万 元 ； 申 报2011年 国 家 外 专 局 引 智 项 目1项 ， 申 报
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级协议出访项目1项。

国际合作进展
● 与新西兰陆地管理研究所Roger Pech教授合作，开展青藏高原那曲地区高原鼠兔、家畜对高寒草地
交互影响及鼠兔活动对土壤营养元素作用及串联效应（cascading effect）。
通过对高原鼠兔种群动态规律、与家畜、植被、土壤关系的研究，发现高原鼠兔种群增长受种群内部因
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食物丰富度、洞道结构以及土壤坚实度是决定种群增长和危害发生的关键因素。分
析结果表明，高原鼠兔种群密度与草地植被生物多样性指数呈倒抛物线型关系。种群密度小于50只/公顷，
草地植被生物多样性指数显著增加。然而，这种正效应在全年放牧地区被家畜过度啃食抵消
（Overshawed） 。 该 结 果 验 证
了过度放牧是导致草地退化及生
物多样性丢失的最主要原因。围
栏封育，实行季节性放牧可显著
增加草地植被的高度、盖度及多
样性指数。然而，由于现阶段那
曲地区夏季草地禁牧时间不足2月
或更短，围栏封育地区生物多样
性指数及盖度与全年放牧地区未
有显著的差异，仅植被高度达到
显著差异。该结果说明，季节性
放牧有利于草地植被恢复和生物

高原鼠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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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保护，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确保夏季围栏封育的时间至少达到3个月或更长。高原鼠兔对土壤的
影响存在直接和间接效应。挖掘土壤和排泄粪便可显著增加土壤速效N、P、K的含量。然而，在啃食强度较
大区域，高原鼠兔通过选择性取食，减少可食性植物盖度，直接改变植物群落结构。这种植物群落结构可进
一步被家畜修改，进而显著降低土壤速效N、K及有机C含量，导致高寒草甸在家畜与高原鼠兔交互作用下，
土壤由碳汇向碳源转变。结果分析进一步证明，高原鼠兔种群数量与洞道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原鼠兔挖
掘能力较弱，其洞道绝大多数是利用冻土活动过程形成的地裂或地缝。近年来，随全球气候变暖，青藏高原
表层土壤融冻活动加剧，直接导致地表裂缝、裂口增多，为高原鼠兔提供极好的栖息环境。因此，从长时期
来看，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增加高原鼠兔种群暴发的风险。加强种群动态监测及环境关系研究，将有助于
维护本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高原鼠兔在青藏高原地区分布面积广，栖息环境复杂多样，其繁殖、种群动态等生活史特征具有较大的
变异性。因此，种群动态规律研究需对长时期监测资料进行分析，方能达到准确预测的目的。种群动态规律
也可能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均需要在丰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完成。通过张堰铭研究
员在新西兰三个月的工作，我所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已联合完成西藏羌塘地区高原鼠兔种群监测平台，如能获
得更多国际合作和国内科技部门的后续资助，可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开展高原鼠兔种群动态及调节等
研究，进而建立种群动态模型，准确测报危害发生规律。

●与瑞士苏黎世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开辟国际合作新途径
10月3日-11日，应瑞士苏黎世大学邀请，张怀刚所长率团对瑞士、德国的相关学术机构进行了为期8天
的正式访问，生态中心主任曹广民研究员，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贺金生教授等陪同访问。张怀刚所长一行考
察了瑞士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与环境研究所、苏黎世大学植物研究所、瑞士Agroscope 农业研究站、德
国图宾根大学地理研究所等知名学术研究机构，在重点宣传介绍西高所总体情况及各项研究成果的同时，与
国外同行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从高山植物生态学、高原春小麦遗传育种、高原土壤生态学及高原特色生
物资源开发等多个学科方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并进一步商讨确定了未来时期内双方即将展开的各项

与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与环境
研究所Prof.Bernhard Schmid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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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图宾根大学地理研究所土壤
实验室主任Prof. Peter Kuehn交流

参观瑞士AROSCOPE农业研究站

五、国际合作与院地合作
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与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与环境研究
所、德国图宾根大学地理研究所分别签署了机构间合作备忘
录，双方决定在相关领域开展紧密的合作，内容不仅仅限于
合作研究，还将开展相关领域访问学者交流项目及研究生课
程交流项目。

国际学术会议
2010年10月8日，“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国际研
讨会”在我所举行，讨论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计划（ESPA）

参会成员讨论项目申报事宜

第三期资助项目的申报事宜。参会单位有国际农业生物科学
中心，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中国农业部，青海省科技
厅，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中国农科院草原所，中国农科
院农业研究和农业区域规划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
发展研究所，青海省社科院，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等。所
党委书记赵新全博士主持会议，副所长陈世龙博士致开幕
词 。 会 议 由 项 目 首 席 科 学 家 Richard Bardgett主 持 。
Bardgett首 先 介 绍 了ESPA项 目 的 目 的 及 资 金 的 筹 备 情 况 。
中科院农科院草原所所长侯向阳研究员、西高所党委书记赵

项目首席Richard Bardgett
介绍项目申报进展情况

新全研究员、英国生态和水文学研究中心土壤生物地球化学
和 生 态 学 主 任 Ostle、 CABI瑞 士 中 心 科 学 家 Schaffner、
CABI英国中心研究员Maczey、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
区划研究所蔡典雄研究员、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朱立志研究员、青海省社科院院长孙发平研究员先后展示
了各自研究领域的内容及成果。中国农科院原副院长章力健
博士、CABI东亚地区中心副主任张巧巧博士、北京代表处张
峰博士就项目的组织管理进行了介绍。

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2010年10月9日，会议分小组进一步就项目的总目标及具体的任务进行了提议和讨论。包括研究青海高
原草地利用、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的相互关系，管理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的方法，利用生态系统的管理活
动来恢复退化草地，用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来指导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评估等。最终，会议初步拟定了
申报项目的实施内容与实施方法，于10月10日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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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地合作与交流
我所今年与地方和企业进行合作的项目40项，其中当年
立项15项，到位经费总额为522万元。
继续实施与地方科研院所及企业共同承担的“高原特色
生物资源高值开发关键技术示范”、“藏药佐太、寒水石和
诃子传统炮制技术及其安全性评价研究藏药佐太、寒水石和
诃子传统炮制技术及其安全性评价研究”、“高原天然草地
微孔草

保护恢复及合理利用技术集成与试验示范”等国家科技支撑
项目，“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饲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
究”、“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饲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
究”、“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饲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
究”等地方重大重点项目；与企业共同实施“青藏高原野生
优质植物新油源——微孔草籽油的提取技术研究及示范”、
“柴达木黑果枸杞抗氧化活性果粉成果转化”、“珍稀药材
羌活的规范化种植技术示范与推广珍稀药材羌活的规范化种

枸杞

植技术示范与推广”、“柴达木枸杞利用—‘柴杞维康软胶
囊 ’ 成 果 转 化 ” 、 “ 高 纯 度 沙 棘 5-羟 色 胺 研 究 及 成 果 转

化”、“牦犀胶制备工艺关键技术优化研究”和“黄绿蜜环菌多糖提取工艺及产业化”等科技人员服务企业
行动项目。
在企业实施的“红景天苷提取工艺及产业化”、“高活性微孔草不饱和脂肪酸提取技术及其产业化”、
“青海柴达木枸杞叶提取高纯度叶黄酮技术产业化”、“抗肝炎有效成分花锚苷的分离纯化技术产业化”等
科技支青项目已完成预期任务，于12月2日验收。

景

天

沙

棘饮

料

红景

天

沙

棘

胶

红

上述项目的实施，为提高地方经济社会效益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为地方和企业培训人员341人次。

景天口 服 液

囊

稞

沙

红景天
青

棘红

红景天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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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管理工作

财产与资产
总体资产存量、增减变动情况:
固定资产年初数80842547.63元，固定资产年末数86055738.51元。本年新增资产6064593.40元，
本年因报废减少资产851402.52元。
资产配置、处置管理情况和相关制度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1)土地情况：本年新增土地1处（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站用地：座落于果洛州南环路北侧及气象路
西侧交叉口，使用权面积9115.2平方米，合13.67亩）。
(2)房屋构筑物情况：本年新增房屋1处（三江源站综合实验楼：2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169.40平方
米）；年末累计数35处，总面积27128.11m 2，总金额38530369.08元。
(3)设备购置情况：
项目

本年新购

年末累计数

总金额

汽车

2台

21台

5027275元

通用办公设备

11台

528台

901131.3元

办公家具

12件

226件

2846862.00元

其他设备

181台

1258台

38724327.13元

(4)本年处置情况：报废仪器设备47台，拆除1处房屋（海北站平房），面积为179.00m 2，本年处置金
额851402.52元。
(5)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资产管理情况：
对外总投资5380000.00元。本年房屋出租收益1046880.00元。
(6)制度执行情况：资产管理严格执行了院ARP管理制度及西高所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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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
总体概述
进一步增强对信息化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在实践工作中普及并全面贯彻落实路甬祥院长提出的“信
息化基础设施是当代最重要的科研基础设施”这一理念。结合研究所实际，做好“规定动作”（ARP+网站
及其他管理信息化工作），创新“自选动作”（科研信息化）。加大了对信息化的宣传，营造了一种浓厚的
信息化工作氛围，使研究所上下重视信息化、参与信息化、依靠信息化、享用信息化，同时，高度重视了信
息化安全管理。
2010年主要从网络运维建设、管理信息化建设和科研信息化建设着手，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网络运维建设
在中国科技网以及青海电信、青海联通的大力支持下，网络运行正常，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按照院办公
厅安排进行了研究所重点计算机的安全加固工作；完成了由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支持的青海盐湖所至西北
高原所之间的光缆架设，实现了两所之间的光缆直连， 访问速度
为1Gb/s；11月2日起利用新建的光缆实现和盐湖所ARP系统的远
程备份，充分保证了数据的安全可靠。进行了海北站和西高所的
10M光纤互联互通；完成了CNGI（ 下一代互联网）项目建设内
容调研等。
管理信息化建设
桌面视频会议
(1)ARP： 稳 步 推 进 ，4月19日 ， 完 成 了1.4版 的 部 署 工 作 ， 优 化 整 合 了 应 用 系 统 平 台 ， 增 加 了 财 务 系
统、人力资源、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国际合作、院地合作、科研条件、基本建设、评估评价等系统，形成
了10大系统+2大平台+4个重点应用的ARP新应用环境。
(2)中英文网站：按要求及时更新模板、增加栏目，分配权限并对相关的栏目进行更新，对网站群用户
进行技术支持。63篇建立了信息化建设专栏、并整理历年的视频资料上传到网站的资源库中。
(3)视频会议系统使用正常，并开通了桌面视频会议系统。
(4)邮件系统：由院网络中心进行维护和建设，使用良好。
(5)网络科普：科普栏目挂在所网站。在2010中国科学院优
秀网络科普栏目评选活动中，网络投票排在第17名。
（6） 文 献 资 料 查 询 和 研 究 所 知 识 库(IR)： 定 期 对IR系 统 进
行数据更新，为科研人员提供服务。
（7） 一卡通：目前使用门禁一卡通，运行稳定，办公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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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理工作
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科研信息化建设
邀请了院网络中心的专家举办了“科研信息化走进西高
所”活动。已开始使用科研协同工作环境开发中的“国际会议
服务与管理平台”，其他的如数据存储服务还在逐渐摸索使用
中。
完成了研究所十二五信息化规划的编写

科研信息化走进西高所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十二五’信息化建设规划（草案）”由办公室起草，在8月16日召开的信息化
规划制定专门会议上，各部门针对规划提出了不同的修改意见，对信息化规划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完善。
完成了2010年度的信息化建设评估
7月20日，谭铁牛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廖方宇等专程到西高所进行信息化工作调研，同时兰州分院
也成立了区域信息化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通过评估、调研、参加座谈会等，查找信息化薄弱原
因。对评估工作中存在的理解偏差和工作中做的不足的地方，制定了多项举措，增强了对信息化重要性和紧
迫性的认识，健全了研究所信息化工作体系。加大对信息化工作的宣传，营造了一种浓厚的信息化工作氛
围，制定了务实、可操作可检查、的年度工作计划。在今年的评估工作中，各部门积极配合，认真完成了评
估工作。

安全保卫保密工作
2010年，相继签订了古城台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管理责任书、西宁市道路交通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国
家安全人民防线目标责任书、兰州分院安全保卫、保密责任书等。
工作区内由于安装了门禁和红外报警系统，运行近2年，运行稳定，办公区的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4月14日，邀请了西宁市城西区交警大队原大队长陈新奇警官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讲座。西高所30余人参
加了此次讲座并签署了生物研究所科研用车协议书。
11月4日，邀请了青海省政安防火知识咨询中心的马宏超教官进行了了2010年度消防安全知识讲座，连
续第三年进行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根据省安全厅对国家安全的要求，今年把我所调整到了西宁市国家安全局进行管理，参加了国家安全人
民防线举办的两次培训，签订了青海省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工作目标责任书，及时与国安部门联系，汇报
我所的工作进展，在年底进行的考核当中，又获得了先进称号，为第三次得到国安部门的表彰。
根据中科院2010年工作部署，在全院非保密认证单位开展保密体系建设工作。4月参加了院办公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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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6月开始部署我所的保密体系建设工作，同时举行了2010年度保密承诺书签订仪式。8月23日，通
过了兰州分院非保密认证单位保密体系建设验收组的验收。

基建工作
（1） 《 西北高原资源与生态综合研究平台建设项目》2009年8月27日正式开工，配电室已于10月底投
入使用，室内装修和部分室外配套工程尚未完成。
（2） 海北站改扩建项目完成了新建综合楼，原食堂、车库屋面平改坡，原三层办公楼、锅炉房、平房
宿舍等房屋的外墙粉刷。新建综合楼建筑面积537平方米，砖混结构二层，建筑功能主要包括客房、食堂及
会议室等。
（3） 完成了《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生活用地及楼房的购买相关手续；编制并审批完成了
《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创新三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前期手续的办理，完成了地
形图和宗地图的测绘，以及原旧楼楼改造施工图的设计，为明年该站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生活区改造项目，12月31日完成土地招牌挂。

西北高原资源与生态综合研究平台建设中

海北高寒草甸神态系统研究站新建综合楼

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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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人 才引进与培养
人才引进
人 才 引 进 ：2010年 新 增 加 事 业 编 制 和 创 新 岗 位 的90%用 于 布 局 重 要 科 研 方 向 人 员 和 招 聘 青 年 优 秀 人
才。聘任的优秀人才，给予10-2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资助购房补助8-15万元。2010年引进项目“百人计
划”1人，招聘11名博士充实到科技创新队伍中，聘请客座研究人员15人，高访学者8人。

人才培养
获中科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资助6个团组，引进项目“百人计划”1人，获批国家、院王宽诚、
院 出 国 留 学 项 目6项 ， 王 宽 诚 人 才 奖1人 ， 派 出 访 问
（留学）人员7人。
◎ 招 收 硕 士 生 29人 ， 博 士 生 15人 ， 博 士 后 2人 ；
◎ 毕 业 硕 士 24人 ， 博 士 26人 ， 出 站 博 士 后 3人 ；
◎ 在学硕士生83人，博士生42人，在站博士后5人。
在规模稳步发展的同时，注重研究生素质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切实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多名研
究生荣获院各类奖学金和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标兵、
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地奥二等奖学金：李国梁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徐广平、孙志伟、胡延萍
院长优秀奖学金：罗彩云
中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干部：王文娟、杨乐
中科院研究生院三好学生标兵：米兆荣
中科院研究生院三好学生：梁东营、李婧梅、尚艳霞、王蕾、苏爱玲、柳觐、周曙光、胡宜刚、连利
叶、赵德勇、张兴旺、杨晓霞、司庆文。
完成研究生院中药学硕士学位授予一级学科点申报，已获教育部批准。
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奖助学金管理指导意见》的精神，结合西北高原所实际情况，制定了研究生
奖助体系实施办法。起草制订和修订了研究生培养、考核的多项制度和细则，不断完善、细化、严格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考核，严把培养质量关，以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在严把培养质量的同时，重视研究
生思想教育工作，结合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加强思想建设针对新时期研究生的个性特点，从培养德才兼备的
科技创新生力军出发，加强研究生党团组织建设。在研究生入所教育时，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
为入所教育的必修课，聘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从自身的成长经历现身说法，教育青年科技人员和研究生崇尚
科学、热爱研究所、甘于奉献、勇于创新，使他们真正成长为有远大理想、业务精湛、品德高尚的科技事业
接班人。组织学习先进人物事迹，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禁示教育基地，进行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思想
品德、成长挫折和组织纪律教育。创造条件支持开展富有特点、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在举办学习班、党
课讲座的基础上，针对社会上、学生间存在的热点问题举行研讨会，开展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的各种学术与文体活动，丰富教育内容，使思想工作入脑、入心、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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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党 建及纪检监察审计
党建、纪检工作
按照中央、中科院和青海省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成立创先争优
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制定了《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
召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以保证“创新2020”顺利启动和实施为主题，以建“五好”基
层党组织、做“五带头”共产党员为目标，丰富形式、深化内容，做到创先争优活动与实际工作两不误、两
促进，推进活动深入有效开展。
研究确定了“三创三争，实现研究所9个转变，为创新2020起好步、开好局”的活动载体，即：创建学
习型党组织，争当带头学习的模范，深入研讨我所如何在高原生物学领域发挥“火车头”作用；创建创新型
党组织，争当实干创业的模范，在青海生态环境建设、地方经济发展中勇创佳绩；创建和谐型党组织，争当
服务创优的模范，学习发扬“科学院精神”，弘扬正气，服务群众。在所网站开设《创先争优活动专栏》，
将相关文件、实施方案和领导讲话上传到专题版块，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活动进展情况、推动工作的做法
和典型经验，督促各党支部和党员及时查阅学习。宣传典型，营造氛围，形成正确舆论导向。
开展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
发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龙头作用，以创建学习型党支部为基础，着重在理论武装、坚定信念、提高素质
上下功夫。制定年度理论学习计划，各支部制定相应学习计划，组织党员根据支部的学习计划结合自身岗位
及工作实际，开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讨式学。
聘请专家、领导进行讲座，邀请中科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岩同志做题为《紧密围绕创新2020 全面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报告；邀请青海省委宣传处讲师团副团长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础工
程》专题辅导报告。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以及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邀请青海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做《学习十
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讲座，解读《决定》的意义和内涵；11月，组织党员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
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以及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和中科院召开的京
区党员领导干部会议精神；12月，组织党支部书记及委员参加中央宣讲团在青海省会议中心开展的《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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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组织党务干部参加科学院和兰州分院组织的培训，提升党务干部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工作，开展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1次，11名学员参加培训，党
委主动与优秀的科研人员、已加入“九三”学社的科研骨干和研究生进行沟通，引导他们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发展预备党员5人，预备党员转正3人。
结合庆祝建党89周年，组织党员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永葆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党的成就、学习党史和党的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
评选优秀党员19人，先进工作者13人。
开好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11月15日，召开了以“贯彻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为
主题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定《2010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会前日程安排》、《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征求意见表》。广泛征求和梳理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对照《廉政准则》等有关规定逐条查找、剖析
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认真进行讨论，提高整改落实的力度，达到统一思想、推进工作的目的。
开展反腐倡廉宣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
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组织参观青海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意识和
能力。
认真贯彻落实院党组《中国科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上级党组织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指示
精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中的各项任务，落实责任，各部门各负其责。
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
开展了《信访条列》实施五周年系列宣传活动，使《条例》成为干部处理信访问题的重要标尺。落实信
访工作责任制，认真对待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来信来访，坚持原则，加强调研，认真分析，注重反馈，做到
实事求是、证据确凿、处理得当，“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决不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今年接待信访
问题6起，主要是离退休职工反映的待遇、身份等。
完成对中科院巡视工作的准备安排
中国科学院巡视组7月12-15日对我所开展巡视工作，召开党政领导班子和骨干人员会议，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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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了个别谈话，广泛了解研究所科研、创新、管理工作进展，检查了规章制度，查阅了会议记录，调研
野外台站，最后形成汇总情况，完成巡视报告，于11月17日给研究所反馈意见。

离退休老干部工作
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离退休人员的方针政策，落实好离退休同志的政治、生活待遇。政治上关心
他们，不定期召开离退休职工大会，传达相关政策文件和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组
织开展各种学习教育活动；春节前夕，召开离退休人员座谈会，所领导通报研究所的基本情况、科研工作成
绩和未来发展规划，听取离退休老同志的宝贵建议。生活上照顾他们，保障离退休人员生活费足额发放，在
国家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规范津贴补贴政策未出台的情况下，按照青海省有关文件，研究所克服困难，自筹
资金为离退休人员增加了生活补贴；确保老同志的医疗待遇；按规定拨付公用活动经费；给年龄在65岁以上
的老同志制作爱心卡；上门看望慰问困难的离退休职工、遗属和残疾人，尽可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组织
离退休老同志积极参加研究所组织的各项活动。2010年，所行政班子在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给每位职工
补助1000元，用于参观世博会、旅游，尽心尽力为老同志做好事、解难事。注重发挥老同志优势，推进中国
科学院“霞辉映满天、快乐伴我行”主题实践活动，退休职工杨永昌、周兴民分别当选为“老有所为个人
奖”和“三好老干部个人奖”。
完善帮扶机制，对有特殊困难的同志，采取有效的帮扶措施。春节前所领导看望慰问孤寡、生活困难的
离退休干部、遗属和残疾人13人，送去慰问金和困难补助5500元。探望慰问生病住院的同志，积极帮助去
世同志的家人料理后事，使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工青团妇工作
健全工会内部组织机构和机制
一是参加了教科文卫组织的工会干部培训班，主要接受了民主管理、集体合同与集体协商、工会经费专
用收据软件等方面的培训，我所工会副主席杨勇刚，妇委会主任朱莉，经委会思文良同志等参加了培训班；
参加中国科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民主管理与工会工作研究分会第十次理论研讨会，并成为第五届理事会
成员；二是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工会委员全程参与研究所的民主决策、民主评议、民
主监督等方面的工作，主要表现为在我所生活区改造前期工作方面全程参与了各项有关事宜，三是严格工会
财务管理，按规定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经费，加强工会经费的审查和监督。对工会会费实行了定期公开和
审查制度。
积极做好所务公开和健全民主管理，积极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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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党建及纪检监察审计
落实和健全所务公开制度。研究所工会按照《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和《中国科学院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健全了所务公开制度，确定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实行定期、定向公开。
健全职代会制度，促进民主管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今年我所还成立了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由工
会委员和部分部门负责人组成。
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开展送温暖活动，地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增强工会的凝聚力。
定期组织职工进行体检，使职工能及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医治，保障职工的身体
健康。及时探望病患、婚丧嫁娶必到、关心离退休工作。
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加强单位创新文化建设。
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研究所创新文化建设，营造团结向上的研究所氛围。丰富职工文化
生活是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所工会以创新文化建设为工作核心，年初制订各项活动工作方案，落实活动目
标，责任到人，并制作成大幅展板予以公示，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2010年在行政班子的大力支持下，主要
开展了踏青郊游活动、节能环保宣传活动、“全民健身日”健步走活动、第五届“健康杯”乒乓球、羽毛球
比赛以及篮球比赛等活动。

妇委会工作
我所女职工除了参加所里组织的一切活动外，还积极参与省教育工会和省妇联组织以及省委统战部组织
的有关活动，今年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壹佰周年纪念，在所党委的支持下，组织妇女们召开座谈会和参观
活动，所领导亲自参加了活动，并为全体女同胞送上了节日的问候和祝福。使全所妇女同志愉快地度过自己
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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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创新文化

创新文化建设
服务基层，有效帮扶
以农牧区为主，开展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基层活动，发挥专业优势，联合进行科技攻关，研究所给予一定
的经费支持。

奉献爱心，科技救灾
●向西南旱灾区“捐献一瓶水”活动，捐款5179元
●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地震灾区捐款39422.4元
●应对灾情，迅速成立应急小组，派科技人员运输物质和提供科技服务；并组织科技人员多次深入灾区
考察，建立2000亩试验示范基地，围绕玉树灾后生态恢复重建组织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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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创新文化
创新活动，文明融洽
1月，宣讲中央一号文件，维稳扶贫
3月，隆重纪念3.8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活动
5月，组织职工、研究生踏青郊游
6月，组织节能环保宣传活动
8月，举办第二个全国“全民健身日”健步走，200多人身着印有所徽的文化衫参加活动，得到了中科
院体协常务理事会的表扬
9月，举办西高所第五届“健康杯”乒乓球、羽毛球比赛
10月，组织 “九九”重阳登山揽胜活动
11月，兰州分院研究生篮球比赛，研究生女队获得亚军
12月，举办“第五届”棋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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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玉 树抗震救灾实录
一、迅速反应
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及财产造成
极大损失。灾后，党中央、国务院、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海省委书记强卫、省直机关发出要求，
要求各单位紧急行动起来，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西高所所党委更是高度重视，立即积极组织力量开展
抗震救灾工作，迅速成立了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应急小组，组长由西高所所长张怀
刚担任，副组长由党委书记赵新全担任，成员由副所长陈桂琛、陈世龙，组织人事处处长王萍、科技处处长
钟海民、办公室主任杨勇刚、生态中心主任曹广民、藏药中心主任彭敏、农业中心主任陈志国组成，应急小
组办公室设在所办公室。

二、举行募捐活动
4月15日一早，远在北京的党委书记赵新全与所长张怀刚紧急商量后，决定号召全所职工为地震灾区进
行捐款，同时从结余党费中捐款一万元。
从这场灾难发生的那刻起，西高所的广大职工群众就
开始关注灾区，那里的灾情一直牵动着全所职工群众的心，
多年来，西高所大部分科研人员都在玉树做过野外工作，对
那里的一山一水都充满了了感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
所党委的号召下，西高所工会立即行动起来，工会副主席杨
勇刚带领在所的工会委员朱莉、李英年、赵亮、崔瑞贤等于
4月15日中午11:30至15:00时在西高所操场进行集中募捐活
动，在所的职工和离退休老同志、研究生等在短短的三个小
时就捐款24722.4元。集中募捐结束后，依然有同志们不断
的捐款，截至到4月16日16时，西高所职工群众累计捐款共
计28522.4元，连同所党委结余党费10000元，一并送往青
海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时西高所的九三分社社员还在社省委
捐款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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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玉树抗震救灾实录
现场捐款活动中，出现了很多感人的一幕，在球场上玩耍的孩子在妈妈的带领下捐款，在所内租房的群
众也来到现场捐款，在职职工纷纷踊跃捐款，所领导更是带头募捐；一些离退休老同志也是早早就在募捐地
点等候捐款，其中就有家庭困难的老职工，行动不便的也委托亲属前来捐款，研究生们也是积极踊跃的捐
款，钱虽不多，但都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心。更有在外地和出国的吴翠珍、刘尚武、何廷农、王颖、史顺海等
同志，纷纷委托或汇款来奉献爱心。

三、积极出谋划策、协助院内各单位行动
4月16日上午，西高所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应急小组召集各研究中心负责人和研究员会议，研究部署玉树
地震科技救灾工作。与会人员结合西高所的学科优势和工作基础，围绕西高所在青海玉树灾区灾后重建中能
够做哪些工作进行了讨论。最后大家形成共识：在积极做好配合国家和中科院各有关部门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的同时，尽快成立由多学科组成的科学调研组，择日赶赴灾
区，开展此次地震对玉树和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和农牧业生产的
影响，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玉树及周边地区生态恢复、高原
畜牧业生产等的对策和建议，为当地政府和牧民群众在灾后重
建和生产自救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16日下午, 兰州分院抗震救灾办公室主任杨生荣与青海盐
湖所、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领导班子协商抗震救灾事宜。杨生
荣向两所通报了兰州分院关于成立青海玉树县抗震救灾工作领
导小组的情况，并与两所领导就如何为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
抗震救灾队伍提供后勤保障进行了详细部署。同时先期到达的
上海微电子所郑敏团队相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并就相关情况进
行了通报。西高所与盐湖所积极响应中国科学院指示，为微系
统所、微电子所相关科研人员组成的“宽带应急通讯指挥系
统”，提供人员和车辆保障，我所的李英年研究员和王林随同
青海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华于下午4点30分携带相关仪器设备西
宁出发，奔赴灾区。
4月17日上午, 兰州分院抗震救灾办公室主任杨生荣与青
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就中科院抗震救灾事宜进行了协商。杨生
荣向解源厅长通报了兰州分院关于成立青海玉树县抗震救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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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导小组的情况，介绍了中科院相关救援行
动的进展以及中科院青海两所为中科院相关研
究所抗震救灾队伍提供后勤保障的情况。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与青海盐湖所积极响应中国科
学院指示，解源厅长对中科院有关研究所的救
援行动表示感谢，就中科院在灾害救助、次生
灾害预防、灾害评估、灾后重建方面提供科技
支撑进行了探讨，并现场协调了寒旱所的救助
行动，青海盐湖所所长马海州、寒旱所张小
军、武汉测地所三名专家及西北高原所杨勇刚
主任参加了会议。
4月17日 上 午9时 ， 经 过16小 时 的 艰 苦 行
程，由微系统所、微电子所相关科研人员和盐
湖所、西高所李英年研究员、王林一行12人组
成的 “宽带应急通讯指挥系统” 救援队到达
玉树灾区。应青海省救灾指挥部的要求，该救
援队在灾区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宽带应急通讯指
挥服务，保障前方救灾指挥部与青海省救灾指挥部的通信畅通，同时为中国国际救援队提供通讯服务。救援
队抵达后，微系统所队员龚勇发生高原反应，17日下午3时多从玉树出发乘坐西高所王林驾驶的车辆连夜返
回西宁。
同时，我所还利用中科院院内高速网络传输了中科院对地观测所于4月14日上午10时拍摄的玉树震区遥
感图像，于当晚通过科技厅送到了省政府办公厅。
4月19日下午，中科院半导体所李树深副所长、副书记以及综合办公室主任慕东、科技开发处副处长段
瑞飞，携带200套LED手电系列，专程抵达西宁市，向玉树灾区人民捐献了200套（600只）LED手电。西高
所杨勇刚主任与兰州分院副院长杨生荣等一同前往机场迎接，并将200套LED照明系统送往青海省科技厅，
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会见了李树深副所长一行，代表灾区接受了捐赠并对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爱心行动表示
衷心的感谢。
4月20日上午，由我所派出的苏建平课题组皮卡车一辆，满载这科学院各相关单位的物资随同青海省科
技厅副厅长邢小方奔赴玉树地震灾区。同时青海省科技厅在西北高原生物所召开了玉树灾后重建工作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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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玉树抗震救 灾 实录
会。科技厅厅长解源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中科院北京地理所、西北高原生物所、院外建筑、太能源以及新闻
传媒等单位近30人参加了会议。参会专家就灾后重建工作充分发表了意见和见解，并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和看
法。纷纷表示会抓紧时间尽快形成科学的规划意见，争取为政府灾后重建工作提供科技支撑、科学决策。

四、组织悼念玉树地震遇难同胞活动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4月20日发布《关于悼念玉树地震遇难同胞活动的公告》，21日青海省全省将举行
哀悼活动，全省下半旗志哀，21日上午10时起，全省人民默哀3分钟。
21日早，大雪未歇，高原古城西宁笼罩在悲恸的气氛中，西北高原所很多离退休老职工不顾恶劣的天
气 ， 早 早 就 来 到 了 工 作 区 国 旗 前 ，9：50， 所 内 职 工 、 研 究 生 、 聘 用 人 员 等 陆 续 集 中 到 国 旗 前 ， 上 午10时
正，全所职工为玉树地震遇难同胞举行哀悼活动，现场降半旗，所有人员驻足默哀，所有车辆鸣笛。防空警
报声在城市上空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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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附 录
附件一、2010年西北高原所大事记
一月：
1.4 由西北高原所陈志国研究员培育的春小麦新品种“高原412”经第二届国
高原412田间长相

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定通过， 2009年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部第1309号公告公布，审定编号为：国审麦2009031。

1.6

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副厅长邢小方等一行六人为西北高原所新获准

的“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挂牌。

1.21

西 北 高 原 所 姜 文 波 荣 获 “ 中 国 科 技 网2009年 度 先 进 工 作 者 ” 荣 誉 称

号。

二月：
2.3

西北高原所所长张怀刚、党委书记赵新全等党政领导班子到困难职工、

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家中进行慰问。

2.4

西北高原所召开全所职工大会，传达中科院2010年工作会议精神，并对

2009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和表彰先进，安排部署2010年的工作。
2.4

西北高原所召开离退休人员新春茶话会，离退休职工近50人参加了茶话

会。

三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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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高原所工会组织了题为“关爱女工、畅谈妇女地位巨大变化”的座

十一、附录
谈会，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
3.10 为了贯彻落实“青海省省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新一轮定点扶贫暨万名
干部下乡动员会”会议精神，以副所长陈世龙为组长、科技处处长钟海民和职工李
洪强为组员的西北高原所中央1号文件宣讲组奔赴果洛州达日县建设乡，开展中央

赴果洛州达日县慰问低保户

和青海省委1号文件宣讲及扶贫活动。

3.20-21

西北高原生物所举行2010年秋季博士入学考试，21日下午进行复

试。

四月：
4.8

西北高原所15名科研人员受聘为首批（共59名）青海省食品安全企业标

准评审专家，具备食品安全企业标准评审资质，依法开展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评审
工作。

4.14 西北高原所邀请相关专家对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碳贸易项目的《土地利
用和草地管理主要技术实施方案及其经济分析报告》进行了论证。

4.22 所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会议，对研究所近段时间玉树地区的抗震救灾工
作情况进行了通报，并部署下一步工作。

4.24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在西北高原所召开。

五月：
5.12 西北高原所党委组织所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研究
员、各研究中心及部门负责人等30人参观了青海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
5.17 中国科学院离退休老干部工作局局长孙建国，兰州分院副院长杨青春、
组织人事处副处长陈作涛一行5人来到西宁，就离退休老干部“四就近”活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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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加强离退休干部工作进行工作调研。
5.18

青海省委、省政府隆重召开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表彰2009年度

为青海省科技事业发展和新青海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西北高原所申
报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成果获得2009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

六月：
6.4 西北高原所保密委员会召开保密专题会议，部署西北高原所保密体系建
设工作及其他保密有关工作。

6.7

西北高原所举行2010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6.17-18

西 北 高 原 所 党 委 举 办 了 为 期 两 天 的2010年 度 入 党 积 极 分 子 培 训

班，11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6.18

西北高原所召开中心组扩大会议，对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行动员

部署。

6.21

西北高原所召开副研以上科研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所长张怀刚

传达了中国科学院“创新2020——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研讨会”会议精神。

6.22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组织召开青海两所迎“七一”党建工作报告会，

邀请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岩同志做题为《紧密围绕创新2020 全面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报告，会议由兰州分院党组书记王学定同志主持。
6.23

中国科学院网站群内容建设及技术支持人员莅临西北高原生物所开展

网站群内容建设及技术应用培训。
6.23

由青海省司法厅副厅长石乐生为组长的青海省“五五普法”和“十一

五”时期依法治理总体验收第三考核组来到西北高原所，对西北高原所“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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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6.23

由新疆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共同主办的

“中国科学院—新疆科技合作项目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西北高原所陈志国研
究员、王海庆副研究员参加了对接会，将“高原号春小麦新品种培育与示范推广”
科技成果向大会做了推介，与当地部分企业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

6.25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省内外有关专家，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完

成的“藏羚羊种间克隆胚胎的构建”科研成果进行了评价。

6.29

组织庆“七一”活动，参观全体党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重温入党誓词。

6.28-7.10 根据西北高原所、北京大学与瑞士苏黎世大学合作意向，西北高
原所举办中瑞研究生暑期学校。

七月：
7.13 西北高原所西北高原资源与生态综合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喜封金顶。

7.13-15

中国科学院巡视组到我所进行巡视、检查指导工作，中国科学院监

察审计局李晓光同志任巡视组组长。

7.15

中科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岩，中科院人事教育局局长李和风一

行，前往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实验站进行党建工作调研，了解野外台站科研工作
情况、项目基本建设情况、创先争优活动开展情况。

7.20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谭铁牛、办公厅副主任廖方宇、院国际合作局综

合处处长曹爱民、院办公厅信息化处处长陈明奇、网络中心王常青等一行5人在西
北高原所调研信息化和国际合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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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8.8

西北高原所工会举办第二个“全民健身日”徒步爬西山、参观浦宁之

珠观光塔，观城市发展的活动。

8.9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生物制品处潘爱群处长一

行13人对西北高原生物所知识产权工作进行了调研。

8.19

青海省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第七检查组副组长、省纪委派驻省卫

生厅纪检组组长严文彪同志率队，来我所督促检查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情况。

8.23

由中科院兰州分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王学定为组长，兰州分院安

全保卫保密办公室主任李兰杰和有关研究所专家组成的非保密认证单位保密体系
建设验收组一行六人，对西北高原所保密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审查验收。

8.19-21

中科院副院长詹文龙一行在青海考察了饲用甜高粱种植试验研

究、玉树震后生态恢复和生态衍生产业发展技术与示范、共和县塔拉滩生态治理
等项目。

九月：
9.1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专家对我所和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等

单位承担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典型脆弱生态系统重建技术与示范”
重大项目中的“高寒草地退化生态系统综合整治技术和模式”课题进行了现场验
收。

9.2

受科技部委托，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我所主持的国家

“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亚麻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进行了验收。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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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高原所召开“分析测试中心2010年度实验室认可培训暨所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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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中心建设研讨会”。

9.17

由中国科学院ARP中心主任及俊川以及相关技术专家组成的检查组，

在兰州分院系统管理员王涛陪同下到西北高原所进行所级系统V1.3版系统应用推进
情况检查和V1.4版部署工作检查。

9.22

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索

有瑞研究员所著的《柴达木盆地白刺研究与开发》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
国工程院吴天一院士为该书作序。

9.28

由中科院网络中心和西北高原所组织的“科研信息化走进研究所”活

动在西北高原所举行。

9.29-30

以徐立功为组长，车宗贤为成员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专家评审组，对西北高原所分析测试中心申请的实验室认可/资质认定进行了现场
监督评审。

十月:
10.3-11

应瑞士苏黎世大学邀请，张怀刚所长率团对瑞士、德国的相关学

术机构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生态中心主任曹广民研究员，百人计划特聘研

张怀刚所长一行与苏黎世大
学进化生物学与环境研究所
Prof.Bernhard Schmid座谈

究员贺金生教授等陪同访问。与瑞士苏黎世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签订了合作协
议。

10.6-7

国 际 农 业 生 物 科 学 中 心 （CABI） 首 席 科 学 家Richard Bardgett博

士，CABI瑞士中心科学家Urs Schaffner博士，英国生态和水文学研究中心土壤生
物地球化学和生态学主任Nick Ostle博士，在西北高原生物所副所长陈世龙博士与
三江源站副站长周华坤博士的陪同下到青海湖周边区域及中科院海北高寒草甸定位
站进行考察，调查了解环湖地区的草地生态环境，参观海北站的综合实验观测场、
人工草场和模拟增温等实验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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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国际研讨会”在西北高原所举行，讨论

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计划（ESPA）第三期资助项目的申报事宜。
10.19

西北高原所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中科院“创新2020”组织实施方案等

重要文件，并安排部署了西北高原所近期的有关工作。

10.28

由省委统战部杜宗兰副部长带队，杜小云处长、阿小萍副处长一行

3人来到西北高原所，就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情况进行调研。

10.29

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在省委副书记、西宁市委书记王建军，市委副书

记、市长毛小兵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即将开馆的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

十一月:
11.4

西北高原所邀请了青海省政安防火知识咨询中心的马宏超教官进行了

了2010年度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11.13

由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青海华鑫岩土工程勘察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青海百鑫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青海泰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北州
门源县城建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和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
共24人组成的验收委组会对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站改扩建项目综合楼进行
了验收。

11.15

西北高原所召开以“贯彻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为主题的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11.16

中科院兰州分院在西宁举办管理人员培训讲座，兰州分院党组书记

谢铭应邀做题为“做新时期合格的管理工作者”报告。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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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北高原所等单位共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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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材波棱瓜子活性成分提取、分析及功效学研究”项目进行了成果评价。
11.18

西北高原生物所召开中英文网站专题会议，学习《中国科学院关于

加强院网站群工作的指导意见》。
11.22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20周年纪念暨学术论坛在北京召开，西北高原

所李玉林博士获第七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十二月
12.2

中国科学院“科技支青工程”项目验收会在西宁举行。西北高原所主

持的“高活性微孔草不饱和脂肪酸提取技术及产业化”、“红景天苷提取工艺及
产业化”、“抗肝炎有效成分花锚苷的分离纯化技术产业化”、“青海柴达木枸
杞叶提取高纯度叶黄酮技术产业化”等4个项目均完成了项目合同书中规定的各项
经济技术指标，通过了验收。

12.3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北高原所完成的“藏木香高纯

度活性成分提取工艺研究”和“青稞麸皮活性油脂及青稞多糖的提取工艺研究”
进行了成果评价。

12.9

西北高原所召开全所职工大会，讨论征求研究所“十二五”发展战略

规划和人力资源规划意见。

12.10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北高原所完成的 “十种典型

藏药材质量标准化研究”和“青海柴达木枸杞叶黄酮精制技术研究”进行了成果
评价。

12.14

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委员会，对西北

高原所组织申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和青海省
农村能源办公室共同参与的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项目“青海农牧交错区生态
农业试验与示范”进行了论证，同时对“三江源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机制及可持续
管理试验示范”进行了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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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2

西 北 高 原 所ARP系 统 关 键 用 户 到 中 科 院 兰 州 分 院 进 行 了 所 级

ARP系统V2.0版的部署、测试和培训。完成了所有模块的测试调试工作，新系统
正式上线使用。
12.21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北高原所完成的“藏药黑果

枸杞色素提取及药理活性研究”进行了成果评价。

12.24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北高原所完成的“青藏高原特

色生物资源工程技术中心科技平台建设”项目进行了验收。

12.25

青海省科技厅组织省内外有关专家，对西北高原所和青海省畜牧兽

医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完成的“三江源区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恢复与生态畜牧业发展
技术及应用”科研成果进行了评价。

12.29 西北高原所举行新聘职工及研究生入所教育。

12.29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完成的

“藏药寒水石区域炮制工艺研究”和“藏药诃子制草乌和制铁屑的炮制工艺研
究”进行了成果评价。

12.31

青海省重大科技专项“沙棘、白刺资源高值化利用技术集成及产业

化”召开中期评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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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4：2 0 1 0年 西北高原所毕业生名单

（博士26人，硕士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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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5：2010年 西 北高原所
在站 博 士 后、研究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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