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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致辞
回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科技创新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西北高原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紧密围绕“创新
2020” 和研究所“一二三”规划，求真务实，开拓
创新，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在科学研究、平台建设、
合作交流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发挥优势，科学研究取得累累硕果。2013年，
西北高原所在研项目157项，含新增项目65项，登记

所“一二三”规划，管理以学科组、学科团组为单元

成果14项，审定品种2个，其中国审品种1个；发表

进行，加强不同学科交叉合作，有效整合资源和人才

研 究 论 文 232篇 ， 其 中 SCI(E) 96篇 ， 申 请 专 利 46

队伍。同时，前沿领域部署、平台建设及人才引进向

项，授权10项；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学科团组倾斜，推进重大项目组织申报，促进高水平

积极探索，研究平台建设日趋完善。2013年

科学研究，提升科研成果产出显示度。积极创造条件

4月，“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正式成

引进人才，同时注重加强现有队伍建设，发挥现有人

立，实验室代码为：2013DP173254，5月由青海省

才的作用，通过在职人员培训、申报出国计划等方

科学技术厅批准成立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这

式，提升现有人才的业务水平和技能。

两个实验室的建立，为国际、国内科学家开展藏药研

回首2013年，西北高原所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

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平台，以期为藏医药的人才培

人可喜的进步。西北高原所取得的点滴成就，是在中

养、技术交流、藏药整体理论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下、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指导

至此，西北高原所共有3个研究中心、4个野外台站、

下，凝聚着全体职工和研究生的辛勤与汗水，凝聚着

2个院重点实验室、 5个省级重点实验室、2个工程研

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凝聚着广大海内外朋友的深

究中心和3个科研支撑机构。2013年在修购项目的资

情与厚意。借此，我谨代表所领导班子向为西北高原

助下，添置一批仪器设备，研究平台得到进一步完

所发展做出贡献的 离退休老同志、在职职工和研究

善。

生，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研究所发展的各级领导、
抢抓机遇，合作交流务实拓展推进。西北高原

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所2013年获准科研项目70项，其中，国家项目19

时光的年轮刻下奋斗的足迹，历史的巨手翻开

项，中科院项目17项，地方合作项目34项；2013年

梦想的新篇。2014年崭新的一页已经翻开，我们将

共派出因公出访交流人员7批7人次，来访项目11批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要求，围绕研

23人，组织外国专家学术报告10场20个报告，签订

究 所 “ 一 二 三 ” 规 划 和 “ 创 新 2020”跨 越 发 展 体

国际合作协议1项。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

系，结合研究所的发展实际，围绕科学问题对重要研

国、瑞士、韩国、新西兰等国知名学术机构的科学家

究方向作进一步凝练，加强目标导向和前瞻思考，以

和研究人员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全球变

改革创新的精神、以乘风破浪的勇气、以抓铁有痕的

化生态学、动物生态学、植物系统分类学、流感病毒

劲头，攻坚克难，真抓实干，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

学、中药学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统筹布局，人才队伍结构持续优化。结合研究

中科院西北高原所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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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所概况
一、历史沿革

开发、高原动植物生理生态适应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工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自建所以来，立足青藏高

作。

原，面向国家需求和国际科技前沿，经过五十年的不

1985年以来，为适应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对研

懈努力，不断完善和壮大，已发展成为具有显著区域

究所的整体结构及学科方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

特色的综合性研究所，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服务于社会进步与国民经

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成

济建设的科研工作及各类人员的培养，制定出适应改

果，为高原生物学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

革和发展需要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贡献。研究所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在深化原有主体研究工作并

1、创业奠基（1962～1978）

大量引入新技术手段（特别是微观技术）的基础上，

1959年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分 院 成 立 。1961年 组 建

又陆续开展了青藏高原环境演变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

隶属于青海分院的生物研究所。1962年正式成立“中

系、高原生物与全球变化的关系、青海湖地区生态环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简称“西高所），

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柴达木盆地可持续发展、

隶 属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分 院 领 导 。1965～1966年 ， 动

高寒草甸草地畜牧业优化模式及可持续发展、旱区生

物所、植物所、华北生物所的部分科技人员并入西高

态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与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

所 。1970年 ， 西 高 所 改 由 青 海 省 科 委 领 导 ， 更 名 为

展紧密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

“青海省生物研究所”。

3、知识创新工程（1998～至今）

建所初期，以野生动植物区系及草场植被考察为

1998年开始，在中科院统一部署下，研究所进行

主，先后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动植物综合考察队，深

体制改革和学科认定工作。1998年10月6日，中科院通

入青海、西藏、川西等地进行综合考察，收集了极其

过了研究所定位认定试点方案；2002年3月8日，在凝

珍贵的第一手科研资料，在野外考察和定点研究的基

练科技目标、调整学科布局、完善创新机制基础上，

础上，撰写了《青藏高原药物图鉴》1、2、3册，《草

被正式批准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二期序列；2006年9月，

原毛虫及其防治》、《燕麦草的化学防除》、《青海

在全面完成二期创新工作任务书的各项指标并通过评

湖地区的鱼类区系和青海湖裸鲤的生物学》、《灭鼠

估后顺利进入创新三期。在知识创新试点阶段，瞄准

和鼠类生物学研究报告》第1、2集等专著和论文集,为

实施西部大开发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建设的国家战略

地方各级政府制定农牧业区划、草地植被和动、植物

需求和国际生物学发展前沿，重点开展高寒草地生态

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全国动、植物

学、高原生物资源持续高效利用和和高原生态农业方

志和青海、西藏动、植物志的编著提供了大量资料。

面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研究。

2、发展改革（1979～1997）

在全面完成创新三期各项指标并通过评估的基础

1979年 ， 西 高 所 重 新 回 归 中 国 科 学 院 领 导 ， 恢

上，根据中科院要求，制定了我所“123”规划，一个

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名称，研究

定位“高原生物的基础与应用研究，重点发展青藏高

所规模及基础研究工作也得到迅速发展。七十年代中

原生态与环境、特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和高值生态农

期到八十年代，率先开展了以草地为重点的陆地生态

牧业学科领域，解决相关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满足

系统结构、功能与提高生物生产力途径的研究，加强

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成

了春小麦遗传育种、高产栽培及农田生态学、鼠害综

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原生物学研究机构”，深

合防治技术、青藏高原药用植物化学及药用植物资源

入凝练科技目标，并确定了二个重大突破“区域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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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技术”和“藏药现代化——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技术”及三个重要培育方
向“高原生物适应进化机制与分子育种”、“青藏高原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和“高寒草地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
应”，并于2011年11月被中科院批准正式实施研究所“十二五”规划和 “创新2020”工程。

二、主要研究领域和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青藏高原生态与环境、藏药现代化与特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和高值生态农牧业。
主要学科方向：
（1）高寒草地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2）高寒草地的健康与生物安全
（3）高原生物的适应与进化
（4）区域可持续发展
（5）藏药现代化
（6）特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
（7）特色生物资源高值利用
（8）高原作物与牧草品种选育
（9）高原农业资源高效利用

西高所1962-2013年职工总数变化情况

专业技术
人员

专业技术
人员
2013

195

专业技术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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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三、组织机构：

所办公室
组织人事处

管理部门

科技处

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财务处

三江源草地生态
系统观测研究站

西
北

高原生态学
研 究 中 心

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
重点实验室

中
高

青海省作物分子
育种重点实验室

国
原

高原生态农业
研究中心

平安生态 农 业
试验站

科
生
学
物

武威绿洲现代农业
科学研究试验站

研究机构

院
研

特色生物资源
研究中心

究
所

中国科学院
高原生物适应与
进化重点实验室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
资源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湖州
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心

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
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藏药
研究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
研究重点实验室

分析测试中心
支撑系列

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

信息与学报
编辑部
青藏高原
生物标本馆
后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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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员情况
截 止 2013年 12月 底 ， 在 编 职 工 195人 ， 其 中 科 研 岗 位 131人 （ 占 67 %） ， 技 术 支 撑 岗 位 41人 （ 占
22 %），管理岗位20人（占10 %），离岗安置人员3人（占1 %）。

在现有科技人员中，院士 1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2人（百人计划 3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49
人，82人拥有博士学位，35人拥有硕士学位，45岁以下占65 %。项目聘用人员9人，访问学者及客座人员
25人，在学研究生143人。

设有生物学和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生态学、生物学专业博士点；植物学、生态学、动物学
和中药学专业硕士点。招聘博士后28人，出站21人；招收博士生209人，毕业140人；招收硕士生475人，
毕业343人。
41(人数），22%
15(人数），10%
3(人数），1%

科研人员
技术支撑人员
管理人员

131(人数），67.2%

工人

西北高原所在编人员类别（2013年12月）

1（人数），1%
49(人数），37%

32(人数），24%

院士
正高级
副高级
49(人数），37%

中初级

38 %

西北高原所科技人员情况（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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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概况
1.争取和承担科研项目

主要贡献：项目以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红景

2013年，共组织申报国家、青海省和企业项目

天、羌活、枸杞、白刺、黑果枸杞等为研究对象，突

94项 ， 组 织 推 荐 各 类 项 目 建 议60项 ； 获 准 项 目70

破中藏药材活性成分提取分离、天然色素提取、有机

项，获准经费5775万元；到位经费5916万元。

系列产品开发及药用植物野生驯化种植等关键技术，
形成了11种中藏药提取物生产技术集成，完成了2个天
然色素、5个有机食品开发，开展了6项地道药材规范

国家基金

11

408

院重点部署

1

100

星火计划子课题

1

65

院先导专项子课题(专题)

2

2086

财政部修购专项

1

1735

西部之光

7

171

国家其它项目

1

10

院仪器功能开发

2

60

外专局

5

53

院国际合作

3

61

青海省科技厅项目

21

584

院其他项目

2

38

地方其他

7

133

企业委托

6

271

70

5775

化种植技术示范，实现了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高效、高
值、持续利用。中藏药提取物在超临界提取、超声提
取、膜分离等关键技术和集成技术方面；白刺色素及
黑果枸杞色素水溶性天然色素制备技术，在膜分离耦
合大孔树脂分离技术方面；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在枸杞
生产技术、白刺原果汁生产技术、黑果枸杞干果质量
控制技术等方面；地道药材规范化种植及野生抚育，
在湿生扁蕾、羌活种子处理技术等方面，均已达到国

2.重大成果

际先进水平。项目完成新产品、新工艺等28项，制定

（1）藏药质量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

技术标准及成果应用38项，发表科技论文35篇，授权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国家发明专利10项，形成试验基地、中试线及示范点

青海省食品药品检验所、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西

13个。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藏自治区藏医学院、甘肃省藏医药研究院、阿坝藏

（3）青藏高原高寒嵩草草甸退化分异模式

族羌族自治州藏医院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

主要贡献：项目创新提出"藏药整体质量控制模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式"，构建了由20项先进技术组成的藏药整体质量控

主要贡献：该成果建立了青藏高原高寒嵩草草甸

制技术体系，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HgS类不溶性重

内外因耦合的退化分异模式，认为高寒草甸退化过程

金属化合物的原位评价，揭示了藏药复杂传统炮制

可分为"四个时期，三个阶段、两种动力"；小嵩草群落

工艺机理与含重金属汞传统药物保持安全性的科学

地下/地上比特殊的生物学特性造成的草毡表层的极度

内 涵 。 制 定 与 提 高 国 家 级 藏 药 标 准102项 ， 制 定 藏

发育，致使土壤-牧草间营养供求的失调和生理干旱，

药 炮 制 规 范264项 ， 显 著 提 高 了 藏 医 药 行 业 的 整 体

是造成系统稳定性丧失的终极原因；提出了植物功能

技术水平和系统创新能力。近三年，8家藏药企业实

群绝对盖度、草毡表层厚度、土壤容重和根土体积比

现 销 售 收 入11.16亿 元 ， 新 增 利 税2.59亿 元 。 成 果

等可作为表征高寒嵩草草甸退化状态的指示参数。草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毡表层厚度在2.8 ±0.49 cm时，草地生产-生态功能最

（2）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高值开发关键技术示范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益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青海
红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佳。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微孔草新品种“青微2号”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
海互丰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湖州上体生化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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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试验、科学论证了枸杞生态专用肥对枸杞产量、品质

主要贡献：该品种是项目组以甲基磺酸乙酯为

以及土壤养分具有良好的增加与改善作用，其经济收

化学诱变剂，处理西藏达孜县野生微孔草种子，从

益 高 于 化 肥 对 照 组 的45.7%。 目 前 该 专 用 肥 已 推 广 应

后代中选择变异优株，逐年多点筛选培育而成。该

用到青海、宁夏枸杞种植地区1500亩。该成果技术配

品种田间表现良好，生长整齐一致，分枝繁茂，茎

套性强，技术、生产工艺和设备成熟、可以实现规模

杆粗壮，抗落粒性好，在块根形状，叶色深浅方面

化生产。整体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明显与对照北微1号不同。多年多点区域试验、生产

（7）青稞百岁羹产品研究

试验结果其产量高于对照组北微1号，未发现明显的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

田间病虫害，可在我省海拔2600-3200米的高位山
旱地地区推广种植。 于2012年经青海省第八届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5）柴达木盆地枸杞活性成分多糖和色素提取
分离技术及中试生产工艺研究

海高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 要 贡 献 ： 以 青 稞 为 主 要 原 料 研 究 的"百 岁 羹"产
品，由青海高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资42万，由中国
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对产品的配方、生产工
艺、功效学、质量标准、稳定性进行研究，经过两年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的实验研究，取得了预期成果。该研究成果达到国内

主要贡献：

青藏高原独特的的地理气候，造

领先水平。 确定的技术指标：青稞幼苗黄酮提取物含

就了柴达木枸杞优良的品质，具有颗粒大、色红、

量 大 于6.0%；牦 牛 奶 粉 蛋 白 含 量 达 到25.0%；百 岁 羹

肉厚、含糖量高、味甜的特点，是纯天然，无污染

蛋 白 不 低 于8.0%；百 岁 羹 黄 酮 不 低 于0.04%；脂 肪 不

的高级补品。柴达木枸杞含有丰富的多糖、类胡萝

高于6.0%；β-葡聚糖不低于2.0%；水分≤5.0%；百岁

卜素、硫胺素、核黄素、抗坏血酸、烟酸、钙、

羹 铅 ≤0.5mg/kg；砷 ≤0.5mg/kg；铜 ≤5.0mg/kg。

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其中，多糖和类

该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胡萝卜素是枸杞中最重要活性成分。本成果主要采

3 .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和获得专利的总体情况

用现代分析、提取和分离新技术，以柴达木枸杞为

2013年 取 得 省 级 科 技 成 果14项 （ 第 一 完 成 单 位

研究对象，以其中多糖和红色素活性成分为指标，

12项 ） ； 发 表 论 文 232篇 ， 其 中 SCI(E)论 文 96篇 ，

进行了提取工艺、中试分离制备以及活性成分化学

CSCD论文110篇；出版或参与出版著作13部；组织科

分析等研究，为青海柴达木枸杞资源的深度开发提

研人员申请专利46项（已受理），授权专利10项。

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与国内外同类技术相比，
该研究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特点，
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6）枸杞生态专用肥开发技术与示范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青海省湟中县海宁合资化肥厂
主要贡献：本项目在充分研究了枸杞生长发育
需求的各种营养元素的基础上，设计了枸杞种植专
用肥组方、生产工艺和设备选型，并且建设了生产
流水线。所生产的枸杞专用肥料有机质含量≥
33%以上，益生菌群≥0.8亿/g，速效氮、磷、钾成
分达到25%以上。通过与不同种类肥料的田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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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团组介绍
区域可持续发展学科团组
1、研究内容
系统开展退化草地治理、天然草地合理利用、饲草基地建植、饲草资源高效利用及生态畜牧
生产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构建高寒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新模式，为区域生态安全、畜牧业可
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2、研究目标
建立综合性示范基地5个，退化草地治理建植饲草基地50万亩，置换保护天然草场1000万亩
以上，示范户收入提高20%以上；申请发明专利5项；制定技术规程（地方标准）15项；提供政
府重大决策咨询报告1个；获省级科技奖励1项，力争获国家科技奖1项。
3、学科团组内学科组名称
退化草地恢复与生态畜牧业学科组
小哺乳动物适应性进化与管理学科组
4、研究进展
野外控制实验研究表明增温不会引起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碳流失，而过度放牧是引起高寒草甸
碳流失，但适度放牧有利于系统的碳周转。阐明了建植较高多样性多年生人工草地的建植原理，
草地生态系统固碳差别主要取决于生态系统呼吸和地上部分往地下转移的速率，地下生物量越
高，其碳库越大，高的地上生物量未必导致高的固碳潜力，建植多样性较高多年人工草地有利于
草地生态功能的恢复。退化草地恢复治理，可显著增加草地生态系统土壤有机质，同时提高系统
碳汇潜力。
基于退化草地恢复治理技术集成与推广，在三江源及周边区域建立5个试验示范基地，建植
优良牧草生产基地55.79万亩，有效减轻了示范区域冬草场的放牧压力，也缓解了区域“草-畜”
矛盾。优化传统的单一依靠天然草地的生产方式为“两段式”草地畜牧业生产模式，可提高饲草
料的利用效率，增加经济效益，并减少碳排放。在三江源地区开展鼠害暴发机理研究发现气候变
暖可增加鼠害发生潜在风险，保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将有利于退化草地的恢复。获得
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就三江源区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向国务院提交
咨询报告1份并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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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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藏研究会理事、国
家新世纪千百万工程首批人选。1982年7月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97年获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动物学博士学位；1991-1993年及1995-1996年丹麦
国立动物研究所进修。主要从事草地生态学及动物分子适应进化方面研究。
主要从事草地生态学及动物营养学研究。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等重
要项目。高寒草甸对全球变暖响应、高原代表性土著动物的进化与适应、高寒草
地生态系统碳通量以及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恢复治理与可持续管理等研究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60余篇，获科研成果11项，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
主要研究方向：主要开展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青藏
学科组长：赵新全

高原代表性动物的适应与进化、青藏高原典型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碳碳收支特征、

邮箱：xqzhao@nwip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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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青藏高原特有动物与环境关系
发现高原鼠兔生活史特征依环境而存在显著的变异，繁殖强度
与植物物候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海拔、植被生产力和年平
均气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阐明丹宁酸、单萜及薄荷类植物次
生化合物对高原鼢鼠能量代谢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植物的防御依动
物觅食的空间特征而具有多样性；发现高原鼠兔对草地植被生物多
样性及物种丰富度有显著的负效应，结果不仅验证了生态学中物种
相互作用具有复杂性和多态性假设，同时还发现保护野生动物，提
高其生物多样性，将有利于退化草地的恢复，为探索鼠害生态治理
途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发现高原鼠兔个性特征存在显著的个体差
异，活跃性越高的个体，死亡率越高。
2. 水氮添加条件下高寒草甸主要植物种氮素吸收分配的同位素
示踪
实验在经N、水处理三年的高寒草甸开展，通过 15NH415NO3的
15
N稳定性同位素注射，比较高寒草甸主要植物种对N、水处理的响
应方式，以及N吸收能力、分配和根冠比特点，研究其营养吸收和
资源分配方式的分化。结果发现不同植物种对N、水处理响应差异显
著，N吸收能力、根N含量和根冠比等功能性状种间差异显著；回归
分析发现植物种N吸收能力和根N含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和根冠比
之间呈显著线性负相关。说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不同植物种间N吸收
具有生态位分化，并且存在N营养吸收能力和资源分配策略的权衡。
3. 区域碳管理及实践
分析三江源区草地生态系统碳流失原因，认为过度放牧是引起
系统碳流失的主要因素，而气候变化和土壤养分对系统碳汇没有显
著影响；适度利用和维系较高的物种多样性有利于未退化草地固碳
功能的维持。依据这些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天然草地“取半留
半”、轻/中度退化草地“保原增多”和黑土滩退化草地“分类治
理”的草地碳汇管理原理。实施退化草地恢复和退耕还草等措施可
再次固封以前释放到大气中的碳，转变单一依靠天然草地的传统生
产方式为“暖牧冷饲”草地畜牧业生产方式，可提高饲草料利用效
率，降低单位畜产品碳排放，实现系统减排。
4. 三江源高寒牧区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实验示范
在果洛州、玉树州、海南州贵南县、同德县等三江源区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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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建植优良牧草生产基地20.19万亩。规模化饲草基地的建立有效减轻了
示范区域冬草场的放牧压力，也缓解了高寒牧区冷季尖锐的“草-畜”矛
盾，更是在雪灾中发挥了“抗灾保畜”的突出作用。另外，因地制宜地实
施牦牛补饲及育肥是解决草畜矛盾及季节不平衡、提高草地资源的利用效
率的有效措施，解决草畜矛盾及营养季节不平衡，维持草地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大幅度提高了牦牛和藏羊的肉用性能和商品出栏率，提高牦牛和藏
羊产业的综合效益。冷季补饲育肥与传统放牧模式对比试验结果表明，精
饲料和青贮牧草混合饲喂处理组牦牛日增重为345g，青贮牧草饲喂处理组
牦牛日增重为225g，饲喂青干草处理组牦牛日增重为-105g，而在传统的
放牧模式下牦牛日增重为-491.7g（体重下降491.7g/d）。
基于耦合理论，提出了青藏高原高寒地区“三区功能耦合”模式，重
点示范推广了“120资源置换模式”、“324加速牲畜出栏模式” 、“资源
利用率倍增模式”，使生态畜牧业生产、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建立三江源
区不同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恢复治理和生态畜牧业生产应用模式，为青藏高
原生态安全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出版专著:
[1]赵新全, 周华坤, 徐世晓, 赵亮. 中国当代生态学研究 ·生态系统恢复
卷（李文华 主编）科学出版社 2013； 第二章 典型地区生态恢复与建设
第三节 退化高寒草地恢复及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121-146；
[2]赵亮,徐世晓,周华坤,董全民,赵新全编著. 高寒草地管理手册. 四川科
技出版社 2013;
省级成果:
[1]周华坤、汪新川、赵新全、魁武、李健辉、刘军芳、刘振平、张海
梅、张生莲、李以康、姚步青、温军、董全民、吴国林、白玉善. 老芒麦轻
牧一号. 9632013B0112.
[2]周华坤、汪新川、赵新全、刘振平、李健辉、刘军芳、赵建中、张
海梅、张生莲、李以康、姚步青、温军、吴国林、白玉善、魁武. 同德老芒
麦栽培技术规程. 9632013B0111
[3]周华坤、汪新川、赵新全、张海梅、张生莲、李以康、李健辉、姚
步青、赵建中、温军、刘振平、吴国林、白玉善. 同德老芒麦种子生产技术
规程. 9632013B0110

Grassland Ecology Group

学科组 成员
徐世晓(研究员)

周华坤(研究员)

赵亮(副研究员)

张耀生(副研究员)

陈懂懂(助理研究员) 罗彩云(助理研究员)
赵娜(助理研究员)

李奇(助理研究员)

姚步青(助理研究员) 曹俊虎(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曹慧 邹婧汝 谢玲 李春丽 庞礡 李文靖 张贺
硕士研究生
付晶晶 杨月娟 李冰 金艳霞 刘力华 褚晖
徐田伟 余欣超 孙嘉晨 赵艳艳 刘哲

Group Leade： Xinquan Zhao, Ph.D., research fellow, doctoral tutor, Panel member of The
China Society on Tibet Plateau, First state Candidate of Millions of Talents Project in the New
Century.
Ph.D., Zoology,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ning, China. 1991-1997
Visiting scholar, National institute of zoology, Denmark. 1991-1993 & 1995-1996
B.S.,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China.1979-1982
Major Achievements：Conforming that the early Holocene is the first time that human activity
on domestication of wild yak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The viewpoint that it reveals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fish happened in a particular stage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to research the major events of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ris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F-1α , gene clone of leptin , sequence of cDNA and and their mRNA of different tissues in
different altitudes, recognizing the evolution about this genes of Ochotona curzoniae. It have opened
a new route for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genetic resources in the Plateau. Building the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nd optimization model in the system and overall level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is sound in ecology, reasonable in economy, and feasible on production. It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to protect and construct the ecology of Qinghai Lake and three river source regio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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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Plan for West
Development, the CAS Project for Strategic Leader etc. The relevant studies, such as ‘response and
feedback of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to climate change’,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of typically
indigenous animal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ecosystem carbon fluxes and
carbon cycle’ and ‘Alpine grassland degradation mechanism and recovery technology’ have reached
a higher international level. Until now, Xinquan Zhao has published about 260 articles, got 11
research results, and won one State-class Technology Progress Major Award, one State-class
Technology Progress Minor Award, and 3Qinghai Province-class Technology Progress Major
Awards.
Research Interests
·Response and feedback of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to climate change;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of typically indigenous animal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1. Nitrogen uptake and al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lpine meadow main species under water and nitrogen additions based on 15N isotope
The species show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esponses to the N and water treatments, with respect to functional traits of species in N absorption capacity, root N content
and root to shoot ratio.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N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root N content, whereas N absorption capac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oot to shoot ratio across all plant specie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ere was ecological niche differentiation in N uptake and a trade-off between the N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strategies among species.
2. Regional carbon management and practices
In view of management the carbon sink of grassland ecosystem on Sanjiangyuan Regions, w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carbon loss in the areas. Overgrazing is the main
cause of grassland carbon losses, while climate change and soil nutrition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Moderate grazing and higher species diversity will benefit grass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ensure principles of managing grassland carbon sink: “Take Half Leave Half” for natural grasslands, “Maintain Original
Add Diversity” for lightly and moderate degraded grasslands, and “Categorical Management” for “Black Soil Beech” degraded grasslands.It will improve forag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per unit animal products by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livestock production which only relies on natural grasslands to the "Warm
Season Grazing and Cold Season Feedlot", a new approach of grassland livestock production system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3. Experiment and demonstration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mode at alpine pasture of the Three Rivers' headwater area
About 201.9 thousand mu of fine artificial grass was planted at the Three Rivers' headwater area, including Guoluo, Yushu, and Hainan ,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
The implement of the technical system not only contribute t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grass-livestock conflict and imbalance of seasonal nutrition supply, to improve the
using efficiency of grassland resources and to maintain the grassland husband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greatly improve the mea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rate of
yak and Tibetan sheep to increas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husbandry industry.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in cold season the average daily gain of yak supplementary
feeding or fattening with concentrated feed combined with silage can achieve to 345 g, and daily gain was 225 g and 105 g when just feeding with silage or green hay
respectively, all were higher than the daily gain of yak in traditional mode, which was just －491.7 g (the weight lose 491.7 g per day).

Publications

[1]Shi Yue, Ma Yinlei, Ma Wenhong, Liang Cunzhu, Zhao Xinquan, Fang Jingyun, He Jinsheng. 2013. Large scale patterns of forage yield and quality across
Chinese grassland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58 (10):1187-1199.
[2]Duan Jichuang, Wang Shiping, Zhang Zhenhua, Xu Guangping, Luo Caiyun, Chang Xiaofeng, Zhu Xiaoxue, Cui Shujuan, Zhao Xinquan, Wang Wenying, Du
Mingyuan. 2013. Non-additive effect of species diversity and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mixed litter decomposition in the alpine meadow on Tibetan Plateau.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57:841-847.
[3]Yu Guirui, Zhu Xianjin, Fu Yuling, He Honglin, Wang Qiufeng, Wen Xuefa, Li Xuanran, Zhang Leiming, Zhang Li, Su Wen, Li Shenggong, Sun Xiaomin, Zhang
Yiping, Zhang Junhui, Yan Junhua, Wang Huimin, Zhou Guangsheng, Jia Bingrui, Xiang Wenhua, Li Yingian, Zhao Liang, Wang Yanfen, Shi Peili, Chen Shiping, Xin
Xiaoping, Zhao Fenghua, Wang Yuying, Tong Chengli. 2013. Spatial patterns and climate drivers of carbon fluxes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of China. Global Change
Biology. 19(3) : 7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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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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现任《兽类学
报》副主编，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性进化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动物
学会兽类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青海
省动物学会理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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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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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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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2009年度中国科学院王
宽诚西北学者突出贡献奖。已与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以
学科组长：张堰铭

色列和英国开展了多项国际合作研究。

邮箱：zhangym@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本学科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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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开展了青藏高原主要植食性小哺乳动物种群动态、社群组织结构与
亲缘关系、低氧适应分子机制以及不育控制等研究。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建立高原鼠兔、高原鼢鼠种群动态数值模型，证明其种
群增长具有密度制约性和非密度制约性。
发现高原鼠兔生活史特征依环境而存在显著的变异，繁

现，高原鼠兔对草地植被生物多样性及物种丰富度有显著的
负效应，喜马拉雅旱獭侵入后，植被生物多样性及物种丰富
度明显恢复，其原因在于喜马拉雅旱獭可显著降低物理防卫

殖强度与植物物候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海拔、植被

物种的丰富度，进而改变群落的结构，提高机会种的存活概

生产力和年平均气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体重的地理变

率。该结果不仅验证了生态学中物种相互作用具有复杂性和

异符合贝克曼定律；该动物婚配制度具有多样性，个体交配

多态性假设，同时还发现保护野生动物，提高其生物多样

存在非随机性，种群迁移模式为偏雄性，家群内聚性导致种

性，将有利于退化草地的恢复，为探索鼠害生态治理途径提

群亚结构的分化。

供了重要的线索。

阐明丹宁酸、单萜及薄荷类植物次生化合物对植食性小

开展小哺乳动物个性特征研究，发现高原鼠兔在不同环

哺乳动物能量代谢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植被抵御高原鼢鼠地

境
中的个性特征保持相对稳定；血液皮质醇含量越高，个体
境中的个性特征保持相对稳定；血液皮质醇含量越高，个体

下啃食主要采取化学防卫策略，抵御地上哺乳动物啃食主要

活
跃性越低，存活率越高。
活跃性越低，存活率越高。

采取物理防卫策略，证明植物的防卫具有多样性；分析炔雌醚
在土壤、水体中的降解速率，评价不育剂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食物质量对高原鼠兔种群繁殖具有显著的影响，高蛋白
食物可显著降低高原鼠兔种群的繁殖强度和幼体存活率，进
而抑制种群的暴发。该结论较新颖地解释三江源草地退化，
植物营养成分降低引发种群数量暴发的机制，对退化草地治
理和鼠害控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高原鼠兔与喜马拉雅旱獭对植被耦合效应研究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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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Ecology Group
Group Leader： Yanming Zhang, Department of Ecology,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ostdoctoral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ctober
2000 to December 2002.Ph.D degree from Animal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Ecology,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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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ived his bachelor degree
from Department of Biology, Nankai University, September 1982 to Jul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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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Russell（博士，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计划）
王振龙（客座研究员）

曲家鹏（副研究员）

Research Interests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of small mammals in extreme environment;
Animal-plant interaction and coevolutionary mechanism; Population Ecology

博士研究生

and population genetics in small mammals; Restoration Ecology and

李文靖、张贺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in Tibetan plateau.

硕士研究生
程琪、付海波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Publications
[1] Qu Jiapeng, Li Wenjing, Yan Ming, Ji Weihong, Zhang Yanming. 2013. Life
history of plateau pika in alpine meadow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Mammalian Biology,
78: 68-72.
[2] Quan Zhang，Cui Wang，Wanpeng Liu，Jiapeng Qu, Ming Liu，Yanming
Zhang， Meirong Zhao. 2013. Degradation of the potential rodent contraceptive
quinestrol and elimination of its estrogenic activity in soil and water. Environ Sci
Pollut Res (online).
[3] Chen Qianquan, Qu Jiapeng, Zhang Yanming. 2013. Variation in aggressive
behavior of plateau pikas (Ochotona curzoniae) during different breeding seasons.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33(1):63-67.
[4] Chen Xiaocheng, Hu Yanping, Li Wenjing. 2013. A method for repair and
renovate ecological specimens of birds.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8(4):534-536.
[5] Chen Xiaocheng, Hu Yanping, Li Wenjing. 2013. A simple and convenient
method for making ecological specimens of small fishes.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8(3):36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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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现代化—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技术”学科团组
1、研究内容
针对关乎民族药生存的重金属安全性问题，为突破民族药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技术障碍，对藏
药中含重金属的经典成方制剂“七十味珍珠丸”、“仁青常觉”、“当佐”等进行系统的临床安
全性评价研究；对民族药中最具代表性的含多种重金属的炮制品藏药“佐太”，进行包括重金属
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技术、重金属在体吸收转化评价技术、重金属分子靶向器官细胞毒性评价技
术、重金属传统炮制工艺安全防护技术等在内的重金属安全性评价关键技术体系研究。
2、研究目标
突破藏药重金属安全性评价的技术瓶颈，构建重金属在体转化评价技术等原创性民族药重金
属安全性评价技术示范体系，建立炮制工艺与质量控制等技术标准20项，申请发明专利6项，获
省级科技奖励1项，力争获国家科技奖励1项。
3、学科团组内学科组名称
藏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研究
药物化学及药效机制理论模拟研究
4、研究进展
学科团组全体人员经过两年（2012，2013）积极努力，构建了重金属在体转化评价技术等
原创性民族药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技术示范体系，完成了藏药区域性炮制工艺规范22项、质量控制
标准20项草案；获得授权发明专利7项，另外获得申请号的发明专利14项；发表文章52篇，其中
SCI 论文33篇；参编专著3部；获得产品证书2个；以第一单位完成省级成果登记3项，其中国际
领先1项，国内领先2项；以第三完成单位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亮点工作：创造性地运用了同步辐射等国家大科学装置及其尖端技术，解决了制约藏药发展
的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技术瓶颈，建立了重金属在体转化同步辐射研究技术，为阐明藏药佐太中重
金属汞进行在体胃肠环境中的转化、跨膜转运机制提供了坚实保障，能促使我国在传统药物重金
属安全性评价技术发生质的转变——由原来的单纯含量估测提升到价位、形态、定位动态的科学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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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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药药理与
毒理研究。现任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与中国民族医药
协会常务理事、青海省药学会副理事长、中藏药与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主任、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与《中国中药杂志》编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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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主持项目20余项，目前正在承担“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省部级项目等共7项。已获授权发明专利6项，申请
发明专利16项，制定中藏药技术标准87项，发表论文70余篇，鉴定科技成果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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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名，其中
已毕业18名，在读8名；培养中科院“西部之光”访问学者2名。获得中国科学院
学科组长:魏立新
邮箱:lxwei@nwipb.cas.cn

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中国科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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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等，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
基于临床与生产实践，解决制约藏药发展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控制等瓶
颈性重大科学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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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藏药佐太重金属——汞在胃肠吸收中的形态转化机制
研究以含重金属典型藏药——佐太为研究对象，重点运用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XAFS）、
微区X射线荧光（μ-XRF）、原子力显微镜（AFM）、X-射线衍射（XRD）及离体器官模型等
技术，从佐太的精确理化表征、佐太汞在胃中的化学形态与微区分布、在肠道中转化形态和微
区分布、在血液中的结合形态及佐太汞跨膜转运的途径5个方面展开研究。
省级成果：
[1]柴达木盆地枸杞活性成分多糖和色素提取分离技术及中试生产工艺研究.单位排名：第
一，国内领先，登记号：9632013Y0034，完成人：李玉林,陈涛,赵晓辉,陈晨,王萍,刘永玲,吴彦
[2]冬 虫 夏 草 资 源 高 效 利 用 高 科 技 产 业 化 . 单 位 排 名 ： 第 三 ， 国 际 先 进 ， 登 记 号 ：
9632013Y0071，完成人：张雪峰,刘海青,张晓锋,肖融,姚铁鹏,张本印,徐丽,刘亚蓉,王慧春,李元
顺,王晓平
[3]青稞百岁羹产品研究.单位排名：第一，国内领先，登记号：9632013Y0252，完成
人：杜玉枝,魏立新,杨寿栋,杨红霞,张国利,胡风祖,姜建锋,于明杰,李玉林,钱兰
[4]藏 药 质 量 控 制 关 键 技 术 及 应 用 . 单 位 排 名 ： 第 一 ， 国 际 领 先 ， 登 记 号 ：
9632014Y0081，完成人：魏立新，杜玉枝，刘海青，多杰，多吉，骆桂法，胡风祖，张晓
峰，楞本才让，索郎，李岑，李玉林，杨红霞，桑老，肖远灿，王东平，贡布东智，夏振江，
扎西，李天才，占堆，孙菁，毕宏涛，高婷婷，多杰拉旦，阎立峰，张国利，刘永军
专著：
[1]《Medicinal Plants》,吴海峰,张晓峰(参编), 978-1-62948-220-0
[2]《药学服务概论》,雷英杰,杜玉枝(副主编), 978-7-5308-8512-3
[3]《中国植物表观结构植纹鉴定》,陆静梅,高婷婷(副主编),徐克学等,787030360328
新产品：
[1] 青稞饼干，生产许可证: QS630108010002
[2] 青稞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品），生产许可证：QS630107010014

★藏药佐太重金属——汞在胃肠吸收中的
形态转化机制

图1 藏药佐太中主要物相的晶体结构图

图2 佐太中汞在大鼠肠壁组织中的微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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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of Tibetan Medicine Group

学科组成员
尚靖（百人计划研究员） 李玉林（研究员）
刘永军（客座研究员） 张晓峰（客座研究员）
纪兰菊（客座研究员） 杜玉枝（副研究员）
李天才（副研究员） 毕宏涛（副研究员）
高婷婷（副研究员） 陈涛（助理研究员）
陈晨（助理研究员） 张国利
博士研究生
杨红霞 李岑 李梦园 陈海娟 张明
硕士研究生
李林帅 于明杰 郑植元 郭洁 夏政华
赵静 刘永玲 邹登朗

Group Leader: Lixin Wei, Ph.D., is Professor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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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ratory of Bio-Organic and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China). Since 1991, Dr. Wei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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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nor “one of 25 Creative Talents of
Young Scientist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enjoying the government special subsidy that State Depart of China. At present, Dr.
Wei presides over and undertakes several key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a
project of National Key Technology R&D Program of 12th Five Years Science Plan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 NSFC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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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tery of alchemy throughout thousands of
years, and construct the theory and technology system o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ethnodrug containing heavy metal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Publications
[1] Structural elucida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a water-soluble polysaccharide from the fruit bodies of Bulgaria inquinans
(Fries). Hongtao Bi, Tingting Gao, Zonghong Li, Wei Yang, Enxu Liu, Yifa Zhou. Food Chemistry. 2013, 138:1470-1475
[2] Structures of (1→6)-β-D-glucans from Bulgaria inquinans (Fries) and their immunological activities. Hongtao Bi, Tingting
Gao, Dongbo Liu, Min Wei, Yifa Zhou, Guihua Tai.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3, 93: 547-552
[3]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Deglycosylation Mechanism of Rice BGlu1 β-Glucosidase. Jinhu Wang, Qianqian Hou, Xiang Sheng,
Jun Gao, Yongjun Liu, Chengbu Li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Chemistry. 2013, 113:1071-1075
[4] Theoretical studies on the common catalytic mechanism of transketolase by using simplified models. Xiang Sheng, Yongjun
Liu, Chengbu Liu.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and Modelling. 2013, 39: 23-28
[5]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proton shuttle mechanism of saccharopine dehydrogenase. Xiang Sheng, Jun Gao, Yongjun Liu,
Chengbu Liu.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and Modelling. 2013, 44: 17-25
[6] QM/MM study of the conversion mechanism of lysine to methylornithine catalyzed by methylornithine synthase (PylB).
Youwen Zhu, Yongjun Liu, Rui Zhang. Theoretical chemistry accounts. 2013, 132:1385-1392
[7] Theoretical study on copper-catalyzed reaction of hydrosilane, alkyne and carbon dioxide: A hydrocarboxylation or a
hydrosilylation process. Yi Zhao, Yuxia Liu, Siwei Bi, Yongjun Liu. Journal of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2013, 745:166-172
[8] Computational studies on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of phosphoketolase. Jing Zhang, Yongjun Liu. Computational and Theoretical
Chemistry. 2013, 1025:1-7
[9] One-step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ree Lignans and One Flavonol from Sinopodophyllum emodi by Medium-pressur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Ping Wang, Yongling Liu, Tao Chen, Wenhua Xu, Jinmao You,
Yongjun Liu, Yulin Li. Phytochemical Analysis. 2013, 24: 60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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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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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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SCI论文100余篇，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已完
成省部级课题10余项。

主要研究方向
蛋白酶催化反应机理研究；
药物作用机理及药物设计；
藏药药效活性物质基础研究。

学科组长:刘永军
邮箱:yongjunliu_1@sdu.edu.cn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蛋白酶催化反应机理方面
重点对三种重要的维生素B1依赖酶包括丙酮酸脱氢酶，磷酸转酮酶和苯甲醛裂解酶的催化机理开展了系统研究，通过研究酶活
性中心的结构、底物与活性残基的作用本质以及催化循环过程所涉及的中间体和过渡态的结构和能量关系，揭示了这些维生素B1依
赖酶催化反应的本质。
2、藏药药效活性物质基础研究方面
采用HPLC/MS 技术分析表征了桃儿七样品中9 种化学成分，主要为木脂素类、黄酮类化合物；采用HSCCC 技术从桃儿七的根
及根茎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11个化合物，分别为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4′-去甲鬼臼毒素-4-O-β-D-葡萄糖苷、山奈酚-3-Oβ -D-葡 萄 糖 苷 、 4′ -去 甲 鬼 臼 毒 素 、 鬼 臼 毒 素 -4-O-β-D-葡 萄 糖 苷 、 槲 皮 素 、 8,2′-diprenylkaempferol-3-methyl ether-4′-Oglucoside、鬼臼毒素、4′-去甲去氧鬼臼毒素、山奈酚和去氧鬼臼毒素；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分离和测定桃儿七中6 种主要活
性成分含量的方法，包括：4′-去甲鬼臼毒素、鬼臼毒素-4-O-β-D-葡萄糖苷、槲皮素、鬼臼毒素、山奈酚和去氧鬼臼毒素。6 种主要
活性成分线性回归系数均达到0.9929以上，保留时间的RSD 小于1.34%，峰面积的RSD 小于1.72%。该方法具有良好的重现性，可
用于桃儿七中6 种活性成分的测定；利用该方法测定了班玛县马可河林场、大通人工栽培桃儿七及囊谦地区野生桃儿七中 6 种活性成
分的含量。结果表明，3 种不同生境的桃儿七中6 种活性成分的含量波动范围较大。
本年度发表论文9篇，其中影响因子在2.0以上的有5篇。
授权专利1项，申请专利3项：
李玉林，藏茵陈有效部位提取物的制备新方法（ZL201210066770.7 ）
省级科研成果1项：
李玉林，陈涛，赵晓辉，陈晨，王萍，刘永玲，柴达木盆地枸杞活性成分多糖和色素提取分离技术及中试生产工艺研究，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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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al Chemistry and Theoretical Simulation
of Pharmacodynamics Mechanism Group
Group Leader: Professor Yongjun Liu, obtained his Ph.D. in physical chemistry. He
was a candidate of the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2006,
and as a full professor works in the Northwest Plateau B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Dr.
Liu focused his studies on the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 system by using quantum
chemistry computation and molecular simulation. At present, Dr. Liu undertakes many
projects including “National Defense 973 program”,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学科组成员
李玉林(研究员) 陈晨(助理工程师)
陈涛(助理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赵义 张敬
硕士研究生
王萍 刘永玲 邹登朗

Research Interests:
Studies of reaction mechanism of enzymes and medical function mechanism：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enzymatic catalysis reaction;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drugs and related target and rational drug design;
Research on the active components of Tibetan medicine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Publications
[1] Sheng X, Liu Y.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of E1 Subunit of Pyruvate Dehydrogenase Multienzyme Complex from
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 . Biochemistry, 2013, 52(45): 8079-8093
[2] Wang K, Hou Q, Liu Y.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 of aminomutase reaction: A case study of phenylalanine aminomutase by
computational approach [J].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and Modelling, 2013, 46: 65-73
[3] Chen C, Zhao X H, Yue H L, et al. Separation of 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s from a Chinese Herb by HSCCC.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ic science, 2013: bmt048
[4] Wang P, Liu Y, Chen T, et al. One-step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ree Lignans and One Flavonol from Sinopodophyllum emodi
by Medium‐pressur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J]. Phytochemical Analysis, 2013, 24(6): 603607
[5] Zhang J, Liu Y. Computational studies on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of phosphoketolase [J]. Computational and Theoretical Chemistry,
2013, 1025: 1-7
[6] Zhao Y, Liu Y, Bi S, et al. Theoretical study on copper-catalyzed reaction of hydrosilane, alkyne and carbon dioxide: A
hydrocarboxylation or a hydrosilylation process? [J]. Journal of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2013, 745: 166-172
[7] Cheng N, Liu Y, Zhang C, et al. A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halogen bonding interactions of C6F5I with a series of group 10 metal
monohalides [J]. Journal of molecular modeling, 2013, 19(9): 3821-3829
[8] Sheng X, Gao J, Liu Y, et al.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proton shuttle mechanism of saccharopine dehydrogenase [J]. Journal of
Molecular Graphics and Modelling, 2013, 44: 17-25
[9] Wang J, Hou Q, Sheng X, et al.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deglycosylation mechanism of rice BGlu1 β-glucosidas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Chemistry, 2013, 113(8): 1071-1075
[10] Sheng X, Liu Y.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of E1 Subunit of Pyruvate Dehydrogenase Multienzyme Complex
from 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 [J]. Biochemistry, 2013, 52(45): 8079-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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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生物适应进化机制与分子育种学科团组
1、研究内容
揭示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动植物的繁殖对策与高原习服的分子机制，筛选抗逆基因，改良高
原地区经济动植物品种，提高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生产力。
2、研究目标
阐明3-5种高原特有生物的进化适应机制；发表SCI论文100篇；培育农业新品种1-2个。
3、学科团组内学科组名称
高原鱼类进化与功能基因组学学科组
世界蝗虫分类研究学科组
麦类作物分子育种学科组
青藏高原植物适应与进化学科组
动物进化与适应及濒危物种保护学科组
农作物与牧草种质创新与育种学科组
动物与病原体协同进化-生态-行为与免疫学科组
动物遗传与分子生态学科组
4、研究进展
揭示了青藏高原特有灌木窄叶鲜卑花、多年生草本植物西川红景天和高山绣线菊以及高原特
有裂腹鱼亚科鱼类的黄河花斑裸鲤、青海湖裸鲤、甘子河裸鲤、和祁连祼鲤共 6种7亚种的高原特
有生物在极端环境下的演化历史和进化适应机制。开展了与高原动植物适应进化或生产性状相关
的基因研究，如植物中的杨树类黄酮合成途径关键酶基因PtrANR、PtrLAR 和PtrMYB006，作物中
控制粒重的数量性状GW2 基因，节节麦中与面粉品质相关的新型小麦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HMWGS 基因，小麦高抗条锈病显性YrAS2388 基因，高原鼠兔肺组织中与适应高原低氧相关的iNOS 基
因，高原鱼类耐高盐转录组基因等。参与出版专著1部；授权发明专利1项；发表论文46篇，其
中SCI 论文20 篇；培育春小麦新品种两个，其中国家审定（高原776）和青海省省级审定（青麦
1号）品种各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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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鱼类进化与功能基因组学学科组
学科组长：赵凯，1968年8月生，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博士后，2010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主要研究领域有动物
适应进化、分子生态、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的表达与调控，以及生物多样性与保
护等多方面的内容，1）在基因组水平上对青藏高原特有动物开展广泛的分子生
态学研究，探索其物种进化与适应极端环境的科学规律，揭示生物对极端环境的
适应策略和它们之间的协同演变关系；2）运用功能基因组学和细胞生物学等方
法，研究青藏高原土著动物抗逆基因的分子进化特征和进化机制，挖掘抗逆相关
学科组长:赵凯

基因，研究信号转导调控通路，探讨生物对极端生境的耐受性机制。

邮箱:zhaokai@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
功能基因组学；分子生态和进化基因组学；比较生物地理学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裂腹鱼类裸鲤属一个物种复合体鳃耙特征的系统发育轨迹和物种形成研究，提出裂腹鱼类中存在趋同和平行进化型式的假设。
基于两个线粒体DNA基因（16S rRNA 和Cyt b）和一个核基因（RAG-2），揭示了裂腹鱼类裸鲤属一个物种复合体鳃耙特征的系
统发育轨迹，探讨了相关的生态学机制。青藏高原北部四个水体（黄河、青海湖、甘子河和可鲁克湖）中的裸鲤属鱼类（花斑裸鲤、
青海湖裸鲤和甘子河裸鲤）的分子系统发育和鳃耙特征研究显示，在三个鳃耙稀疏的种群中，花斑裸鲤位于系统进化树的基部，甘子
河裸鲤和可鲁克湖的裸鲤位于系统进化树的顶端，而鳃耙浓密的青海湖裸鲤则位于两者之间，即具有稀疏鳃耙特征的类群构成了最古
老和最年轻的谱系，而具有浓密鳃耙性状的种群则相嵌于它们两者之间。鳃耙特征的演化被认为与栖息环境中的食物结构相关，结合
生态调查，提出由于鱼类在新的分布区对食物种类特有的选择，逐渐显现出与营养有关联的特征的分歧。在裸鲤属物种的形态多样化
过程中，形成与环境的耦合关系，而当生态条件相似时，有可能在鳃耙特征的进化上发生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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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au Fish Evolutionary and Functional Genomics Group
Group Leader: Kai Zhao, Principle Investigator of the group, is a professor
at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AS). He earned his Ph. D. in Animal
Genetics from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in 2005. After
several years postdoctoral training at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AS), he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of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10.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daptive evolution,
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functional genomics, and molecular ecology of
plateau animals.
1) Taking a thorough and broad study of molecular ecology on the local
animals from Qinghai-Tibet plateau on the genomic level,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daptiv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sms and the biological
学科组成员
张存芳(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strategies of acclimation to extreme environment;
2) Applying the methods of functional genomics and cell biology to study
the molecular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tress-tolerance
genes or passway from the autochthonal/endemic fauna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李国刚 汤永涛 张仁意 包琦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special adaptation to the harsh environment of

硕士研究生

plateau animals.

童超 冯晨光

Research Interests
Evolutionary & Functional Genomics; Molecular Ecology; Conservation
Genetics; Comparative Phylogeography.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To illuminate the ecological distinctiveness of the schizothoracine fish, we studied a
Gymnocypris species complex consisting of three morphs distributed across four bodies of water (the
Yellow River, Lake Qinghai, the Ganzi River and Lake Keluke) in the 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 We
used a combination of mitochondrial (16S rRNA and Cyt b) and nuclear (RAG2) genetic sequences to
investigate the phylogeography of these morphs based on a sample of 277 specimens. Analysis of gill
rakers allowed for mapping of phenotypic trajectories along the phylogeny. The phylogenetic and
morphological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three sparsely rakered morphs were present at two extremes of
the phylogenetic tree: the Yellow River morphs were located at the basal phylogenetic split, and the Lake
Keluke and Ganzi River morphs at the peak, with the densely rakered Lake Qinghai morphs located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Age estimation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 sparsely rakered morphs
constituted the oldest and youngest lineages, whereas the densely rakered morph was assigned to an
intermediate-age lineage. These results are mos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ary
convergence or reversal. Disruptive natural selection due to divergent habitats and dietary preferences is
likely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new morphs, and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ir
phenotypes may be attributable to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ir forms of niche tracking associated with
food acquisi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genetic evidence for the occurrence of convergence or
reversal in the schizothoracine fish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t small temporal scales.

Publications
[1] Zhang RY, Peng ZG, Li GG, Zhang CF, Tang YT, Gan XN, He SP, Zhao K. 2013. Ongoing Speciatio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Gymnocypris Species
Complex. PLoS One, 8(8), e71331.
[2] Zhang RY, Li GG, Zhang CF, Tang YT, Zhao K. 2013. Morp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s of the gills of two Gymnocypris przewalskii subspecies in different
habitats and their functional adaptations[J]. Zoological Research, 34(4), 387-391.
[3] Zhang RY, Li GG, Tang YT, Zhang CF, Zhao K. 2013. Genetic diversity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itochondrial DNA D-loop region in Gymnocypris
przewalskii[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9(32),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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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蝗虫分类研究学科组
学科组长： 印象初，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1934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1958年7月毕业于山东农学院植物保护
系。历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中国昆虫学
会第二至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青海省科协常委、副主席。中国科协四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95年6月被联合国
科教文组织和中国科学院遴选为中国当代科技精英之一。1995年10月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现任《昆虫学报》、《动物分类学报》、《昆虫分类学报》、《环
境昆虫学报》和《中国农业科技导报》编委。长期从事蝗虫分类工作，共发现蝗
虫新属44个，新种132个。提出蝗虫类在高原上的适应性，演化途径和高原缺翅
型等新见解。1982年建立了《中国蝗虫科新分类系统》，后被誉为“印象初分类
学科组长:印象初

系统”。1984年出版的《青藏高原的蝗虫》为该地区蝗虫的研究和防治提供了重

邮箱:yxch@sdan.edu.cn

要参考资料。1996年出版了《世界蝗虫及其近缘种类分布目录》（英文版），
200多万字，记录了从1758-1990年所有已知的蝗虫类2261属、10136种，是目
前世界上最全面的同类专著。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1项；青海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项。

主要研究方向
蝗虫分类和系统发育研究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2013年，本学科组共发表蝗虫1新属3新种。分别
为：蝗总科癞蝗科驼笨蝗属Humphaplotropis Xiao, Yin &
Yin, 2013； 泰 山 驼 笨 蝗 Humphaplotropis taishanensis
Xiao, Yin & Yin, 2013；蓝足突颜蝗Eotmethis cyanipes Li
Wang & Yin, 2013；蚱总科蚱科，浙江突眼蚱Ergatettix
zhejiangensis Yin, Su & Yin, 2013。提交Genbank裴氏短鼻
蝗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并发表相关SCI论文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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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Locusts of the World

学科组成员
施建屏(编审 返聘人员)
李新江（博士后）

Group Leader: Xiangchu Yi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ntomologists in China, was
born in Jiangsu province in 1934. He was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College in 1958. In the past years, he served as the
chief of Animal Research Office, deputy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 was the member of the 2-7th
council of China entomology academy. He also served as the member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Qinghai Provincial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vice
chairman of it and the member of National Committee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He acted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Arizona University and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of USA. He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Chinese Elites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June 1995. He was
elected as the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October 1995. He is
now the editor of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
Entomotaxonom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tomolog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 Yin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work of classification of locusts for more than
50 years and found 44 new genera and 132 new species of grasshoppers. He proposed
some new ideas about the adaptability and evolution ways of locusts in the highlands
and the type of plateau zorotypus. He founded the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locusts
in China in 1982, which was praised as ‘Yin Xiangchu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the
year of 1984, He published the book named as ‘the Locust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which became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of research and control about locusts in the
plateau later. In 1996, ‘A Synonymic Catalogue of Grasshoppers and their Allies of the
World (English Vision) was published which record all the known 2261 genus and
10136 species of locusts in the world from the year of 1758 to 1990 with 2,000,000
words. The book is the most complete monograph in the world up to now. He was
awarded by the fourth prize of the National Natrual Science, the first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the second priz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first prize of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Books.
Research Interests
Study on the taxonomy of grasshopper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1 new genera and 3 new species of Orthoptera were founded from China. They are Humphaplotropis Xiao, Yin & Yin, 2013,
Humphaplotropis taishanensis Xiao, Yin & Yin, 2013, Eotmethis cyanipes Li Wang & Yin, 2013, Ergatettix zhejiangensis Yin, Su & Yin, 2013
respectively. Besides，Submitted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Filchnerella beicki Ramme, 1931 to Genbank and published 1 SCI
paper.

Publications
[1] Xiao Yun-Li, YIN Zhan, YIN Xiang-Chu. 2013. A new genus and a new species of grasshopper from China (Orthoptera, Pamphagidae,
Pamphaginae).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 38(1): 87-89.
[2] LI Xin-Jiang, WANG Wen-Qiang, YIN Xiang-Chu. 2013. A new species of the genus Eotmethis Bei-Bienko from China (Orthoptera,
Acridoidea, Pamphagidae, Prionotropisinae). Acta Zootaxonomica Sinica, 38(3): 535-537.
[3] Li Xin-Jiang, Zhi Yong-Chao, Lang Li, Yin Xiang-Chu. 2013.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Filchnerella beicki Ramme, 1931
(Orthoptera: Acridoidea: Pamphagidae). Mitochondrial DNA: 1–2. (doi:10.3109/19401736.2013.803087).(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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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类作物分子育种学科组
学科组：张怀刚，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兼青海省农学会副理
事长、作物学分会主任、《植物学报》编委、青海省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2年毕
业于西南农学院，1995年获得中科院遗传研究所遗传学博士学位。从事小麦遗传
育种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作为副主编或主要编写人出版著作6部。育成
高产优质小麦新品种12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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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优秀专家，享
受国务院政府津贴。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以麦类作物小麦与青稞为研究对象，通过正向遗传学和反向遗传学手段解析
其麦类育种的遗传学基础，并开展优良小麦新品种选育。
学科组长:张怀刚
邮箱:hgzhang@nwipb.cas.cn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六倍体小麦-黑麦杂交培育六倍体小黑麦的新方法
六倍体小黑麦是一种重要的饲料作物和一种很有前途的能源植
物。它是由四倍体小麦与黑麦杂交而成，或者由六倍体小黑麦之间
杂交或六倍体小麦与八倍体小黑麦杂交而成。在这项研究中，我们
通过六倍体小麦与黑麦直接杂交的方法创制了六倍体小黑麦。虽然
六倍体小麦-黑麦的F1杂种为四倍体（基因组ABDR），但是由于其
在减数分裂后期I，未配对的单价体的姊妹染色体单体直接分开，即
通过“类有丝分裂的减数分裂”形成了二分体，而不是四分体。二
分体发育成有生活力的配子，其结合导致了双二倍体（八倍体小黑
麦）或部分双二倍体。在以后的自交过程中，双二倍体的D染色体
组优先发生丢失，最后形成了稳定的六倍体小黑麦。除了具有完整
28A/B和14R的六倍体小黑麦，还获得具有其它染色体组成的六倍
体小黑麦，包括单体系，代换系和易位系。其中，包括染色体2D和
5D的六倍体小黑麦代换系，它们分别代换了小麦的1对A/B染色
体。四个株系还存在小麦和黑麦染色体的小片段易位。与前人的方
法相比，该方法简单有效，在小黑麦育种中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该
方法涉及的关键技术包括：（1）选择能够产生“类有丝分裂的减
数分裂”的六倍体小麦-黑麦杂交组合；（2）自交让D染色体组优
先丢失；（3）在F3及其以后世代选择结实好的植株。

Fig. 1 Fluorescent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using
PAs1 (red), PSc119.2 (green),
and PTa71 (yellow) as probes
on mitotic chromosomes of
wheat parent SHW-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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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Chromosome constitutions of Syn-SAU-8/rye hybrids.
Chromosome constitutions were analyzed using R-genome, pTa71, and
pAs1 probes, with unlabeled wheat genome DNA used as a blocker. a Plant
228(1)-1-32-18 had 15 rye chromosomes, including 3 1R chromosomes and
1R chromosome fragment (red). b Plant 228(1)-1-32-18-3 had 26A/B and
16R chromosomes, with 41R chromosomes but lacking 1B. c Plant 228(1)1-32-4-2 had 28A/B and 14R chromosomes. d Plant 228(1)-1-32-4-1 had
27A/B chromosomes, with 11B and 14R chromosomes

参编专著
[1] DC Liu, HG Zhang, LQ Zhang, ZW Yuan, M Hao, YL Zheng.
Distant Hybridization: A tool for interspecific manipulation of
chromosomes. In Alien Gene Transfer in Crop Plants, Volume 1 (pp.
25-42). New York, Springer, 2014.
[2] 张怀刚，青海春冬麦品质区划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In：
《中国小麦品质区划与高产优质栽培》(pp387-398)，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2012。
申请专利
[1] 一种获得植物高花青素毛状根的方法
[2] 一个可用于小麦籽粒硬度性状改良的微卫星分子标记

Molecular Breeding of Triticeae Crops Group
Group Leader: Professor Huaigang Zhang received his bachelor degree from
Southwest College of Agriculture in 1982 and Ph. D degree from Institute of Genetics,
CAS. He is the director of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AS, Vice-Chairman
of Qinghai Society of Agronomy and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Chinese Bulletin
of Botany”. He has been focusing on wheat genetics and breeding. More than 100
papers and 6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12 wheat cultivars have been released.
Research Interest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group is to reveal the genetic base for Triticeae crop
breeding by forward and reverse genetic methods and to breed new wheat cultivars with
学科组成员
刘登才（副组长，研究员） 沈裕虎（副研究员）
刘宝龙（副研究员） 张波（副研究员）
陈文杰（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王延谦 王蕾 赵德勇 叶广继 夏腾飞
徐金青 王宏霞
硕士研究生
王寒冬 刘迪 宋远方

molecular biological technique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Production of hexaploid triticale by a synthetic hexaploid wheat-rye hybrid method
Hexaploid triticale, including its primary and secondary forms, is an important forage crop and a promising energy plant. Primary forms are usually developed
by crossing Triticum turgidum L. with rye, with secondary forms obtained by crossing primary hexaploid triticale and/or hexaploid wheat with octoploid triticale.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production of hexaploid triticale via hybridization of hexaploid wheat with rye. The three wheat lines were derived
from hybridization of T. turgidum with Aegilops tauschii Cosson, and inherited meiotic restitution genes, which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functional gametes in
haploid status, from their T. turgidum parents. Although the resulting tetraploid F1 hybrids with rye (genome ABDR) produced amphiploids (octoploid triticale) and
partial amphiploids, the final hybrid products obtained through fertility selection over several generations were hexaploids. These hexaploids were the result of
preferential elimination of D-genome chromosomes. In addition to complete hexaploid triticale with 28 intact A/B and 14 intact R chromosomes, we obtained
hexaploid triticales with other chromosome constitutions, including monosomic, substitution, and translocation lines. Chromosomes 2D and 5D from the wild
species A. tauschii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hexaploid triticales. Out of eight analyzed stable lines derived from three different SHW-L1/rye F1 plants, we observed
four lines with small-fragment translocations between wheat and rye chromosomes. Rapid production of hexaploid triticales using this method involves two factors:
(1) hybridization between hexaploid wheat with a meiotic restitution gene(s) and rye， and (2) selection for good fertility during F3 and subsequent generations.

Publications
[1] Guo, X.H., Wu, B.H., Hu, X.G., Bi, Z.G., Wang, Z.Z., Liu, D.C., and Zheng, Y.L. (2013).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two y-type high
molecular weight glutenin subunit alleles 1Ay12 and 1Ay8 from cultivated einkorn wheat (Triticum monococcum ssp. monococcum). Gene 516, 1-7.
[2] Hao, M., Chen, J., Zhang, L., Luo, J., Yuan, Z., Yan, Z., Zhang, B., Chen, W., Wei, Y., Zhang, H., et al. (2013a). The genetic study utility of a
hexaploid wheat DH population with non-recombinant A- and B-genomes. Springerplus 2, 131.
[3] Hao, M., Luo, J.T., Zhang, L.Q., Yuan, Z.W., Yang, Y.W., Wu, M., Chen, W.J., Zheng, Y.L., Zhang, H.G., and Liu, D.C. (2013b). Production of
hexaploid triticale by a synthetic hexaploid wheat-rye hybrid method. Euphytica 193, 347-357.
[4] Hao, M., Luo, J.T., Zhang, L.Q., Yuan, Z.W., Zheng, Y.L., Zhang, H.G., and Liu, D.C. (2013c). In situ hybridiz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4AL-5AL-7B Stranslocation preceded subspecies differentiation of Triticum turgidum. Genome 56, 303-305.
[5] Hu, X.G., Wu, B.H., Liu, D.C., Wei, Y.M., Gao, S.B., and Zhen, Y.L. (2013). Vari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of NAM-G1 gene and grain
protein content in Triticum timopheevii Zhuk.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170, 330-337.
[6] Liu, M., Zhang, C.Z., Yuan, C.L., Zhang, L.Q., Huang, L., Wu, J.J., Wang, J.R., Zheng, Y.L., Zhang, H.G., Liu, D.C., et al. (2013). Stripe Rust
Resistance in Aegilops tauschii Germplasm. Crop Science 53, 2014-2020.
[7] Sun, Y., Pu, Z., Dai, S., Pu, X., Liu, D., Wu, B., Lan, X., Wei, Y., Zheng, Y., and Yan, Z. (2013). Characterization of y-type high-molecularweight glutenins in tetraploid species of Leymus. Dev Genes E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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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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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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副主编。第十三届、十四届、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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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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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获中国科学
学科组长:陈世龙
邮箱:slchen@nwipb.cas.cn

院方树泉奖学金和中科院地奥奖学金一等奖。作为第五完成人“中国龙胆科
植 物 研 究 ” 获 2004年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二 等 奖 和 青 海 省 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 。
2005年获第五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2006年获青海省优秀专家。个人和
他人合作发表论文50余篇。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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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高山灌丛是青藏高原植被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的优势植被之一。青藏高原代表性灌木窄叶鲜卑花
（Sibiraea angustata）和高山绣线菊（Spiraea alpina）等近缘种的谱系地理学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的快速隆升和第四纪冰期的环境变化
对其分布范围和遗传分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青藏高原地区分布的19种绣线菊属植物进行系统发育关系重建，同时基于确证的化石记录资
料估算主要分支的分化时间。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地区绣线菊物种的多样性分化时间与青藏高原快速隆升的时间一致。
黄绿蜜环菌，又称黄蘑菇、金蘑菇等，是主产于青藏高原地区的一种野生药食两用菌，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含丰富的蛋白
质、矿物质、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研究通过高通量测序筛选获得8对多态性微卫星引物并进行种群遗传结构分析，证明了黄绿蜜环菌遗
传变异主要发生在居群内部、地理分布距离与遗传距离间没有显著相关性。此外利用核基因片段构建系统演化树，表明在担子菌内黄绿蜜环
菌和卷毛菌属的亲缘关系更为接近。
王永翠博士于2013年度先后在美国堪萨斯大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癌症研究所从事同癌症相关的科研工作。主要开展与癌
症相关的基因组数据分析、整合和挖掘工作。以机器学习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充分挖掘隐藏在原始癌症基因组数据背后的本质规
律，试图能够精确预测肿瘤细胞的类型（是否是恶性肿瘤细胞或肿瘤细胞病发阶段等），以及肿瘤细胞的临床显著性归属，进而推动
个性化医疗的发展。
缩合单宁（Condensed tannins）是植物体中非常重要的一类次生代谢物质，它们参与了
植物病虫害防御、紫外线保护等生理过程。研究在基因组水平上对杨树单宁合成途径中所有
关键酶基因进行了分析，克隆了关键酶基因PtrANR1 和PtrLAR1，它们的mRNA均在根中大量
积累。将PtrANR1和PtrLAR1分别导入杨树中超量表达，转基因植物中单宁含量均显著增加，
而花青素和黄酮醇的积累受到明显影响，且PtrANR1促进了表儿茶素的积累，而PtrLAR1参与
了儿茶素的合成。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PtrANR1 和PtrLAR1是杨树中单宁合成途径中两个
关键基因。上述工作在《PLoS ONE》（5-Yr IF: 4.411）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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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QTP (Qinghai-Tibetan Plateau) Plants Group

学科组成员
罗克明（百人计划研究员）
Richard J. Gornall（中科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
周党卫（副研究员） 杨慧玲（副研究员）
高庆波（副研究员） 王永翠（副研究员）
张发起（助理研究员）
Johannes Liesche（中科院外籍青年科学家）
博士研究生
李印虎 邢睿 Gulzar Khan 付鹏程
硕士研究生
张金华 王久利 尹佳 雷淑芸 刘海瑞 雷天翔

Group Leader: Professor Sh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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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erygocalyx was studied in high mountain areas, an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embryologic properties possessed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establishing the
phylogeny of Gentianceae. The gross-morphology, floral anatomy, chromosomal, pollen
construct, and embryo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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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us-Metagent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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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ratory of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teau Biota, CAS, member
of Flora of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deputy editor of plant diversity and resources, and member
of the 13th, 14th and 15th Council of the Botanical Society of China. He and coworkers mainly engaged in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QTP plants. He got Suquan Fang
Award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in 1995, Diao Award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in 1995, Second-prize winner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s in 2004, You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ward of the China Society on
Tibetan Plateau in 2005, and Outstanding Experts of Qinghai province in 2006. He has
published 50 papers.
Research Interests
This research group focuses on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QTP plants, including
phylogeographic analysis and pollination biology of alpine plants distributed on the
QTP，studies on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duplicate
gene，and research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for some key problems in proteomic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Alpine bush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vegetation type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QTP). And it’s also a dominant vegetation in the area.
Phylogeography of Sibiraea angustata and Spiraea alpina, representative shrubs in the QTP, indicated that environmental fluctuations during the
rapid uplift of QTP and the Quaternary Glacia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ts distribution and genetic divergence. 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
of 19 species from Genus Spiraea L and estimated dates of species divergence based on fossil record are also executed. The estimated divergence
time indicated that rapid diversification was likely triggered by consecutive phases of QTP uplift.
The Floccularia luteovirens is an edible mushroom and also famous as gold mushroom which main distribute in QinghaiTibetan plateau.We developed 8 Polymorphism SSR markers to measur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is spec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enetic various
main occurred into populations meanwhile,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genetic distance and geographic distance. In additional,
the phylogenetic trees based on nuclear markers showed that this species is more close to Floccularia spp. than Armillaria spp.

Publications
[1] Fu Pengcheng, Gao Qingbo, Zhang Faqi, Li Yinhu, Xing Rui, Khan Gulzar, Zhang Jinhua, Wang Jiuli, Chen Shilong*. 2013. Isolation
of microsatellite markers for a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ush species, Sibiraea angustata (Rosaceae). In Permanent Genetic Resources added to
Molecular Ecology Resources Database 1 December 2012 – 31 January 2013. Molecular Ecology Resources 13: 546-549.
[2] Wang YongCui, Chen ShiLong, Deng NaiYang, Wang Yong*. 2013. Drug repositioning by kernel integration molecular structure,
molecular activity, and phenotype data. PloS one 8(11): e78518.[1]
[3] Wang YongCui, Chen ShiLong, Deng NaiYang, Wang Yong*. 2013. Network predicting drug’s 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 code.
Bioinformatics 29(10), 1317-1324.
[4] Yang Huiling, Liu Jianquan, Chen Shilong, Hu Fengzu, Zhou Dangwei*. 2013. Spatial variation profiling of four phyto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Gentiana straminea (Gentianaceae). 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s 68(1): 38-45.
[5] Wang Lijun, Jiang, Yuanzhong, Yuan Li, Lu Wanxiang, Yang Li, Karim A, Luo Keming*. 2013.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DNAs Encoding Leucoanthocyanidin Reductase and Anthocyanidin Reductase from Populus trichocarpa. PloS one 8(5): e64664.
[6] Tian Qiaoyan, Wang Xianqiang, Li Chaofeng, Lu Wanxiang, Yang Li, Jiang Yuanzhong, Luo Keming. 2013.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oplar R2R3-MYB Transcription Factor PtoMYB216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Lignin Biosynthesis during Wood
Formation. PLoS One 8(10):e7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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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进化与适应及濒危物种保护学科组
学科组长：苏建平，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4 年11 月出生于四川
简阳。1985 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从事动物生态学研究，涉及
能量生态学、保护生物学、分子生态学、功能基因的进化适应等多个研究领域方
向，现任《兽类学报》编委。先后主持和主要参与完成青海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 项，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2 项，中国
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项目2 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 余
篇，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1名，博士研究生7名。

主要研究方向
以青藏高原代表性野生哺乳动物为研究对象，开展行为、生理、生化及分子
学科组长:苏建平

生态学研究，阐明高原动物对极端环境的进化适应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机

邮箱:jpsu@nwipb.cas.cn

制，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动物资源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演化趋势预测
提供遗传学和进化学依据。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高原鼢鼠的觅食策略
高原鼢鼠取食大部分（~90%）可能遇到的食物，对狼毒、异叶米口袋、珠芽蓼等6种植物呈正选择，而对嵩草科、禾本科等
22植物类群呈负选择。从取食物种的数量来看，高原鼢鼠的取食有泛化趋势（ generalist），然而其对不同食物取食又具有明显的选
择性，严格来讲应属于兼性特化（facultative specialist）类型。
2. 甘肃鼢鼠cytb基因的进化适应
对甘肃鼢鼠cytb 基因和D-loop 序列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甘肃鼢鼠cytb 基因主要受负选择压力的影响，而正选择效应不明
显。随着海拔升高，cytb 基因所受负选择程度明显增强。可以认为，低氧胁迫对甘肃鼢鼠 cytb 基因的影响主要通过约束其非同义突变
来实现。
3. 高原鼠兔种群分化
利用线粒体分子标记，分析青藏高原的地理屏障在高原
鼠兔种群分化中的作用。研究显示，雅鲁藏布江对高原鼠兔
的隔离作用最强，柴达木盆地和共和盆地次之，其它河流、
山脉等隔离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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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Group
Group Leader: Jianping Su, Ph.D, is a local animal ecologist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nd surrounding area. He was born in 1964 in Jianyang, Sichuan
Province, and got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Lanzhou University in 1983 and doctor’s
degree i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in 2001. From 1985, he works in the
institute on plateau animals, covering the areas of energy ecology, conservation biology,
molecular ecology,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of functional genes, etc. He is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So far he has taken charge in many research
grants including General Program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ope of the West China’ of CAS, etc. and published over 80 research articles.
Respectively 11 and 7 students have got their bachelor’s and doctor’s degrees from his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The research interests of Su and his group are mainly on the ecology of Qinghai-

学科组 成员
张同作(研究员)

林恭华(副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谢久祥

李邦

Tibetan Plateau endemic vertebrates. We aim to elucidate the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mechanisms of these animals to severe environments on the plateau, and to show the

贺玉娇 陈家瑞

硕士研究生
邓小弓 崔雪峰 张守栋 覃雯 赵贤贤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dynamics, etc.) of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is region. Our studie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es for exploitation, utilization, organ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imal resources in
the plateau and surrounding area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1) Foraging strategy of plateau zokor
We investigated the foraging strategies of plateau zokor (Eospalax baileyi). We found that the animal collected most (~90%) plant species
they might meet, positively selected 6 species, while negatively selected other 22 species. According to their recipe, plateau zokors inclined to be
a generalist; however, they are also obviously selective for many plants. Hence, this animal can be viewed as a facultative specialist.
2)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of cytb gene of Gansu zokor
We analyzed the molecular selection of a Gansu zokor (Eospalax cansus) combined with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b (cytb) and D-loop
sequenc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volution of cytb in Gansu zokor is chiefly governed by purifying selection. Moreover, the cytb in zokors
who were confronted with more severe hypoxia were facing a higher purifying selection pressure.
3) Population genetic variation of plateau pika
Using two molecular markers (cytb and 12s rRNA), we tested the effects of geographic barriers on population variation of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e found that,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and the Qaidam Basin and Gonghe Basin were
strong geographic barriers influencing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plateau pika, while other rivers such as the Yellow River and mountains had
little influence.

Publications
[1] Xie JX, Lin GH, Liu CX, Yang CH, Deng XG, Cui XF, Li B, Zhang TZ*, Su JP*. Diet selection in overwinter caches of plateau zokor
(Eospalax baileyi). Acta Theriologica, 2014, 59(2): 337-345.
[2] Zhang TZ, Lin GH*, Nevo E, Yang CH, Su JP. Cytochrome b gene selection of subterranean rodent Gansu zokor Eospalax cansus
(Rodentia, Spalacidae). Zoologischer Anzeiger, 2013, 252(1): 118-122.
[3] Liu CX, Su JP*, Zhang TZ, Lin GH. The effect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geographical barrier on plateau pika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Sichuan Journal of Zoology, 2013, 32(5):65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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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和牧草种质创新与育种学科组
学科组长：陈志国，男，博士生导师，1963年4月出生，汉族，吉林省公主
岭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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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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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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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论文62篇，获得科技成果8项（第一完成人4项），参编专著6部，主持培育农作
物新品种9个，其中国家审定春小麦2个，省级审定春小麦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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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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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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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陈志国
邮箱: zgchen@nwip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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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从事小麦种质创新和新品种培育；高寒干旱区主要牧草资源评价、种质创新
和新品种培育。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苜蓿（Medicago sativa L.）染色体标记的克隆与鉴定：
通过对紫花苜蓿C0t-1文库荧光原位杂交筛选和测序分析，鉴定出了11个串联重复序列，其中5个（MsCR-1, MsCR-2, MsCR-3,
MsCR-4和MsCR-5）定位于着丝粒或近着丝粒区域，MsCR-3和截型苜蓿（Medicago truncatula）着丝粒功能区的MtR3具有较高的
相似度（86.8%）；3个重复序列（MsTR-1和两个长度分别为204bp和327bp的重复序列片段）定位于染色体近端粒区，MsTR-1与
蓝花苜蓿（M. caerulea）中高度重复序列C300具有较高的相似度（70-80%）；其余三个重复序列（两个长度分别为163bp和
227bp的重复序列片段和已知的苜蓿E180卫星DNA序列）在染色体上呈现多信号分布。双荧光原位杂交结果表明9个新分离的重复
序列在染色体上具有不同的信号分布，将是苜蓿细胞遗传学研究中很好的染色体标记。尽管在不同品种之间存在明显的染色体变异，
但利用上述染色体标记构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苜蓿分析核型图。上述新的染色体标记为苜蓿基因组组成、系统发育研究和育种实践提
供了有利的分析工具。
论文
[1] Feng Yu, Yunting Lei, Yuan Li, Quanwen Dou, Haiqing Wang, Zhiguo Chen.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hromosomal markers
in alfalfa (Medicago sativa L.).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13, 126(7): 1885-1896
[2] 刘莉, 王海庆, 陈志国. 小麦抗穗发芽研究进展[J].作物杂志, 2013 (4): 6-11.
[3] 权文利, 刘莉, 王贵全, 程明发,陈志国. 丰产优质抗条锈春小麦新品种—高原412[J].麦类作物学报, 2013 33(1): 041.
[4] 权文利，刘永安，陈志国.小麦籽粒硬度与Puroindoline基因关系研究进展.作物杂志，2013, (1): 8-13
[5] 王贵全, 程明发, 权文利, 刘莉,陈志国. 旱地优质中筋春小麦新品种——高原437[J].麦类作物学报, 2013, 33(4): 846-846.
专利
王海庆，刘永安，窦全文，陈志国. 多叶老芒麦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基因及其应用.专利号：ZL201010534123.5, 授权日
201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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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Forage Breeding and Germplasm Enhancement Group
Group Leader: Professor Zhiguo Chen received his bachelor degree from Qinghai
University of Agronomy in 1984, and master degree from Northwest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of Agronomy in 2002. Now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of Eco-Agriculture of NWIPB CAS, Released Sixty -two papers up to
now. Released Nine new crop varieties (2 spring wheat variety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Crop Variety Approval Committee, 3 spring wheat a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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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graduate
students independently and one PhD student cooperated with other professors.

Research interests
学科组成员
窦全文（研究员） 王海庆（副研究员）
刘德梅（助理研究员）

Focuses on food and forage crops germplasm enhancement and new variety
breeding. Two areas a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s. 1. Breeding spring wheat varieties to
support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 of the spring wheat in Qinghai-Tibet region. 2.

博士研究生

Improvement of forage varieties for alpine meadow by approach of identification and

沈迎芳 喻凤

incorporation of useful genetic diversity.

硕士研究生
权文利 刘莉 马超 李媛 吴小培 赵彦彦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hromosomal markers in alfalfa (Medicago sativa L.) Eleven tandemly repetitive sequences were identified
from a Cot-1 library by FISH and sequence analysis of alfalfa (Medicago sativa). Five repetitive sequences (MsCR-1, MsCR-2, MsCR3, MsCR-4, and MsCR-5) were centromeric or pericentromeric, of which three were satellite DNAs and two were minisatellite DNAs.
Monomers of 144, 148, and 168 bp were identified in MsCR-1, MsCR-2, andMsCR-3, respectively, while 15 and 39 bp monomers were
identified in MsCR-4 and MsCR-5, respectively. Three repetitive sequences were characterized as subtelomeric; one repetitive sequence, MsTR1, had a 184 bp monomer, and two repetitive sequences had fragments of 204 and 327 bp. Sequence analysis revealed homology (70–80 %)
between MsTR-1 and a highly repeated sequence (C300) isolated from M. ssp. caerulea. Three identified repetitive sequences produced
hybridization signals at multiple sites in a few of the chromosomes; one repetitive sequence was identified as the E180 satellite DNA previously
isolated from M. sativa, while the other 163 and 227 bp fragments had distinct sequences. Physical mapping of the repetitive sequences with
double-target FISH revealed different patterns. Thus, nine novel tandemly repetitive sequences that can be adopted as distinct chromosome
markers in alfalfa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Furthermore, the chromosome distribution of each sequence was well described. Though
significant chromosome variations were detected within and between cultivars, a molecular karyotype of alfalfa was suggested with the
chromosome markers we identified. Therefore, these novel chromosome markers will still be a powerful tool for genome composition analysis,
phylogenetic studies, and breeding applications.

Publications
[1] Feng Yu, Yunting Lei, Yuan Li, Quanwen Dou, Haiqing Wang, Zhiguo Chen.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hromosomal markers
in alfalfa (Medicago sativa L.).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13, 126(7): 1885-1896.
[2] Liu Li, Wang Haiqing, Chen Zhiguo. Advances on Resistance to Pre-Harvest Sprouting in Wheat. Crops, 2013, (4): 6-11.
[3] Quan Wenli, Liu Li, Wang Guiquan, Cheng Mingfa, Chen Zhiguo. Spring wheat cultivar Plateau 412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yield
potential, high quanlity and restantance to yellow rust. Journal of Triticea Crops, 2013, 33(1): 208.
[4] Quan Wenli, Liu Yongan, Chen Zhiguo. Research Progress on Effects of Puroindoline Genes on Wheat Grain Hardness. Crops, 2013,
(1): 8-13.
[5] Wang Guiquan, Cheng Mingfa, Quan Wenli, Liu Li, Chen Zhiguo. Spring wheat cultivar Plateau 437 with high quality for arid area.
Journal of Triticea Crops, 2013, 33(4): 84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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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病原体协同进化-生态-行为与免疫学科组
学科组长： 李来兴，男，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8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
大学生物学系，理学学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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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李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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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2013年蛋岛斑头雁卵黄母源抗体监测
母源抗体水平的高低能够反映出亲鸟的疾病感染程度和免疫水平的强弱。因此，我们通过对斑头雁卵黄母源抗体监测，
以期反映出该种群整体水平上的疾病感染情况和免疫力状况。
2013年6月份，从青海湖蛋岛共采集183枚斑头雁弃卵。基于文献调研，对该批卵黄采用5种方法（原液法、水稀释法、
氯仿法、苯酚法、辛酸法）进行前处理。
经研究发现：1，5种方法对比，以原液法对样品进行前处理的检出率最高。2，H5（RE4）阳性率22.4%，H5（RE5）阳
性率30.01%，H7阳性率15.3%，H9阳性率5.4%，NDV阳性率10.4%。3，不同抗原比较发现，H5阳性率最高，说明亲鸟感
染H5型禽流感的比率最大。其次分别为H7，NDV和H9。
2. 普通鸬鹚（PhalacrocoraxCarbo） 鸟卵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的关系
为了提高子代适合度，亲鸟向鸟卵转移先天性的免疫物质和适应性的母源抗体。在鸟卵中，先天性免疫物质包括溶菌
酶，转铁蛋白及抗生物素蛋白，它们构成第一道防线，具有快速，非特异性特点，而适应性的母源抗体主要是应对亲鸟生存
环境中的病原体，构成第二道防线，具有高效特异性特点。在亲鸟免疫系统中，两种免疫水平的维持和使用需要能量的消
耗，那么亲鸟如何分配两种不同的免疫水平于鸟卵中，从而使子代适合度达到最高？我们将普通鸬鹚鸟卵作为实验对象，利
用溶壁微球菌溶解实验和血凝抑制实验分别测定溶菌酶浓度和卵黄母源抗体是否成阳性。结果发现:溶菌酶浓度随产卵顺序而
增加，而阳性抗体数量随着产卵顺序减少，且阳性个体平均溶菌酶浓度低于阴性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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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volution between Animal and Pathogens,
Ecology, Behavior and Immunity Group
Group Leader： Prof. Laixing Li is an ornithologist and supervisor of
postgraduate. Prof. Li has been long engaged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ornithological research, has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study about birds system,
migration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monitoring, major
species ecology and behavior. Recently, Prof. Li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on modern
ornithology study, such as co-evolution between the animal and pathoge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species distribution changes, major engineering leads to the
exotic invasion, avia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More than 30 papers on above
fields have been published.
Research Interests
1.Strategy of anti–infection in animal life history
2.Dynamics of pathogen and immunity in their major host population
学科组成员

3.Co-evolution between host and pathogen

Ph. D, Vasiliy Yu. Marchenko(病毒学)

4.Wild animal disease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in nature and breeding farms.

Ph. D, Kirill Sharshov(分子生物学)
Ph. D, Alexey V. Druzyaka(鸟类学)
李卓 (硕士，动物医学)
杨芳 (学士，动物医学)
硕士研究生
李继荣 曹建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1.The maternal antibody detectionof bar-headed goose in 2013
The level of maternal antibody can reflect the gradient infection and immune level. Therefore, through the maternal antibody detectionof
bar-headed goose, we believe the result can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gradient infection and immune level.
In June of 2013, we collected 183 eggs of bar-headed goos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5 methods (Stoste method, water dilution
method,chloroform method, phenol method and octanoic method ) were used for yolk pretreatment.
At last, we found that: 1. After comparing five methods, the samples that were pretreated by using stoste method had highest positive rate.
2. Positive rate: H5(Re4) 22.4%, H5(Re5) 30.01%, H7 15.3%, H9 5.4%, NDV 10.4%. 3. After comparing 4 type of antigens, we found that the
H5 had highest positive rate which means the highest avianflu infection rate of adult birds is H5 type, then followed by H7, NDV and H9.
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ate immune and Adaptive immune in egg of Great Cormorant
Adult birds transfer innate immune substances and adaptive maternal antibodies for improving the fitness of filial generation.In the bird
eggs, the innate immune substances such as lysozyme,transferrin and avidin was the
firstdefenseline.They act rapidly and non-specificity.
Maternal derived antibodies is the seconddefenceline which has high effectness
and specificy to local pathogens.In adult immune system,it's necessary to spend energy
and nutrients to maintain and ultilizethe two level of immune system.How adult to
distribute these into eggs to keep the highest fitness of filial generation..Weanalyse the
concentration of lysozyme and positive antibody in egg of Great Cormorant by lysis of
Micrococcus lysoleikticus and Hemagglutination Inhibition (HI) Test.From the
results:we can find the concentration of lysozyme increases with laying order,while the
numbers of positive individual decrease with laying order,meanwhile the mean
concentration of lysozyme of positive individual lower than negative individual.so we
conclude when the innate immune is strong ,the adaptive immune is weak in eggs and
vice vers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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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学科团组
1、研究内容
围绕特色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开展资源品质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探索工程化资源繁育技术
体系，解决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关键技术，力争在资源地道性评价模式、资源规模化生产、浆果类
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技术模式等方面有所突破。
2、研究目标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团队，建立原始创新技术1-2项，研发新产品1-2个，在高原特色
生物资源评价技术与持续利用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创新、引领与科技支撑作用。
3、学科团组内学科组名称
生物资源与环境生态研究
青藏资源植物生理生化研究
青藏高原生态经济植物资源研究与开发
藏药新药研究与开发
资源植物遗传与繁育技术
青藏高原特色植物化学成分研究
青藏高原药用植物资源与植被恢复
药材GAP生产与质量标准研究
4、研究进展
品质特征评价：开展了多种资源种类（如锁阳、五脉绿绒蒿等）品质特征分析及评价工作，
对评价方法进行了有效地尝试性探索研究。
资源繁育与示范基地建设：建立规范化栽培示范基地11处（计2700余亩），育成新品种“青
微2号”1个，制定国家标准1项，开展7个药材资源的生态抚育工作。
资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了多种新型衍生试剂，引进、改良、创建了多种特色资源中的
活性成分检测技术，有效地提升了检测能力。制备了多种标准物质，填补了部分标准物质缺乏的
空白。
新产品研发：研发新产品1项（昆仑1号），降压复方藏药研发取得新进展。
产业化推进：以成果的形式推进产业化进程，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

—32—

生物资源与环境生态研究学科组
学科组长：彭敏，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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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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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和青海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等项目。
学科组长:彭敏
邮箱:pengm@nwipb.cas.cn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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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出版专著《三江源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三江源区属于我国境内长江、黄河、澜沧江等重要河流的源头

《青海常见野生植物识别手册》裸子植物门按照郑万钧系统
（1977年）排列，被子植物按照恩格勒（Engler）系统1936年）排

地区，以其丰富的水源供给滋养着中下游的广袤地区，素有“中华

列，科内的属和种按植物学名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本书图文并茂地

水塔”之称。由于其重要的地理区位与环境特点，三江源区承载着

详实记录了65科370种（含种以下等级）常见野生植物，含其中文

保护与调蓄水源、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防风固沙等极为重要的生

名、拉丁学名、别名、形态特征、分布生境，具有科普性和实用

态功能，生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具有“生态源”的重要地位，甚

性。该书的出版对野生植物的引种、扩繁、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工作

至被称为“生命源”。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将对野生植物的保护和利用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为深入开展青海省三江源区生态补偿问题的系统研究，在青海
省科技厅的委托与资助下，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青海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青海省生态环境遥感监
测中心的部分科技人员，联合开展实施了《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
研究》的科技攻关项目。通过数年努力，取得一些进展和具有一定
价值的研究结果。本书的出版将吸引更多国人与有识之士踊跃参与
对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科学构建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
等重大科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讨论，以期能为三江源区的生态环境
保护与建设、维护我国的整体生态安全等贡献微薄之力。
2.出版专著《青海常见野生植物识别手册》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区域内高山纵横，湖泊星罗棋布，造就
了丰富而独特的高原植物类群。可以说，青藏高原是我国生物多样
性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和研究

论文（部分）
[1] Jianzhong ZHAO, Wei LIU, Rongrun YE, Xuefeng LU, Yubi
ZHOU, Yueqin YANG, Min PENG*, 2013. Responses of Reproduction
and Important Value of Dominant Plant Species in Different Plant
Functional Type in Kobresia Meadow to Temperature Increase. Russian
Journal of Ecology. 44(6): 484-491.
[2] Demei LIU*, Guichen CHEN, Zhongping LAI, Haicheng WEI,
Guoying ZHOU and Min PENG, 2013. Late Glacial and Holocene
Vegetation and Climate History of an Alpine Wet Land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Geological Quarterly, 57 (2): 261–268.
[3] Aide Sun, Qingcai Xu, Shujian Xu, Xuehui Shangguan,
Hongyuan Shen, and Jing Sun*, 2013. Determination of Boron Using
Headspace Liquid Phase Micro-Sublimation Coupled with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metry. Analytical Letters, 46:
2610–2619.

热点地区之一。据有关资料记载，青海分布有野生植物近3000种
（含种以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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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Ecology Research Group

学科组成员
卢学峰(副研究员)

叶润蓉(副研究员)

刘伟(副研究员)

孙菁(副研究员)

周玉碧(副研究员)

彭立新(六级职员)

博士研究生
孙胜男
硕士研究生
舍莉萍 赵庆师 邓腾

Group Leader: Min Peng, Research fellow, Professor of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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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WIPB of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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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tific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Qinghai-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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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Key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 and Key
Laborator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Qi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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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1.The book of “Study on the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Area”
To carry out systematically further study of the eco-compensation in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Area,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from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Qinghai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Qinghai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mote Sensing Monitor Center, jointly
implemente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Study on the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Area” in commission and
foundation of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Qinghai Province. Through several years of efforts, researcher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and got some valuable results. We hope to attract more scholars and experts to join in the major scientific issues of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Area, and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eco-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this
region, through official publishment of this book,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Area, as well as to preserve the whol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2.The book of “Identification Manual of Common Wild Plant in Qinghai”
Qinghai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abundant with mountains and rivers, creating plentifully unique plateau plants.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one of the most abundant biodiversity region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most attractiv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as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nearly 3,000 wild plant species (including grades below species) distributed in Qinghai Province.
Gymnospermae in the manual is ordered according to Zheng Wanjun system (1977), Angiosperm is ordered by Engler system (1936). The genus
and species under a family are ord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tin alphabet of the plant scientific names.
The book recorded 370 genus (containing grades below genus) common wild plants belonging to 65 families detailedly with words and
photographs, as well as their Chinese name, Latin name, alias,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habitats. The manual i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practicabilit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 the work of introduction of wild plants,
propagation, research and teaching, and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ild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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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资源植物生理生态生化研究学科组
学科组长：韩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9年－2010年历任中科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生态研究室支部书记、所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副
所长等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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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和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
家、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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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等编委、青
海省自然科学学科带头人、青海省植生学会理事长、政协青海省第九届、第十届
委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一直从事高原植物生理生态生化领域和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开发与持
续利用方面的科研工作36年。已承担完成各类科研项目课题20余项，获得国家级
和省部级等奖项12项；取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完成成果鉴定11项；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6项、授权2项；研发产品5项；培育成功特种药用植物新品种2个、新品系
3个；完成编制地方标准、技术规范和产业发展规划6项；出版专著1部、发表科

学科组长:韩发

研论文140余篇；培养研究生21名。

邮箱: hanfa@nwipb.ac.cn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以青藏高原特色资源植物为研究对象，野外实验与室内分析研究相结合，宏
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探讨高原植物的生理生态学、高寒植物抗性生理学、植物
生物化学、高寒草甸退化植被恢复生态学、保护生物学。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原特
色野生资源植物的引种驯化与持续利用、品种培育及培植技术创新，坚持青藏高
原特色生物资源的研发与关键技术研究，促进高原生物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特种药用资源—微孔草新品种—“青微3号”培育成
功并通过鉴定
以EMS（甲基磺酸乙酯）为化学诱变剂，处理采自青海
省湟源县寺寨沟乡草原村地区的野生微孔草种子，从其后代
中选择变异优株，经多年驯化选育而成。2013年12月4日青
海省第八届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定通过，定
名为“青微3号”。目前已在适种地区种植示范。
2、斑唇马先蒿天然产物的提取、分离和活性成分的药理
研究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并已颁发品种合格证书。
完成单位：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互丰农业科技
集团公司、湖州上体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2、成果名称：微孔草新品种《青微2号》，青海省科技成果
批准日期：2013年9月25日，成果登记号：9632013P0257
完成单位：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互丰农业科技
集团公司、湖州上体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授权的专利:
微型无剪切力多功能膜分离设备，公开号：CN203043846U，

研究选取斑唇马先蒿、唐古特大黄和独一味三种传统藏
药材资源为研究对象，建立高效快速的高速逆流（HSCCC）

赵晓辉，禹磊.
完成单位：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分离纯化方法和体系，并对分离得到的高纯度单体化合物进

制定地方标准及规划：

行纳米介导的抗癌活性研究。

1.青海省农作物种子标准：微孔草《青微2号》2013年8月

3、藏药迷果芹化学成分和活性成分提取工艺研究。
在化学成分研究方面，不但对藏药迷果芹的基本化学成
分进行了全面分析，而且对它的脂溶性成分进行了气相色谱-

30日，通过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审定。
完成单位：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海北州农业
科研所、青海省种子管理站、湖州上体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质谱联用分析。在活性成分提取工艺研究方面，对藏药迷果芹

2.《青海省冬虫夏草产业发展规划》（2014-2030）,2013年

的多糖和总皂苷的提取工艺进行了研究，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

12月9号，通过了由省发改委和省经贸委组织专家组的评审，上

理论基础。

报省政府。

成果：
1.成果名称：农作物新品种“青微2号” 获得新品种证

完成单位：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科院湖州高原生
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心

书，培成的微孔草新品种“青微3号”，2013年12月4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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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Eco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Group

学科组成员
李以康(副研究员) 皮立 ( 助理研究员)
赵晓辉(助理研究员) 程大志(研究员，返聘)
博士研究生
赵晓辉 李以康 皮立
硕士研究生
韩涛 王晓虹

Group Leader： Prof. Fa Han is supervisor doctoral students. He was filled successively the
posts of the Institute´s Ecology Laboratory´s Party Branch, Secretary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Chairman of the Trade Union, Vice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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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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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jiang and shandong, Council Member of Plant Physi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expert of
CITES, an editorial member of “Plant Physiology Communications”、 “ 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Journal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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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Han has been engaged 36 years on the research of plant eco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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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national and provinciallevel appraising Sci/Tech. Achievements, applied for 6 China Invention Patent, Has acthorized 2
patents for invention,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5 new products, 3 new strains, established 6 local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published about 140 papers and edited 1 books, cultured 21
graduate students. and Huzhou city hall set up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uzhou Plateau Biological Resource Centre of Innovation from 2011 to 2013.
At present He takes charges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like special projec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ing Company, Chinese Natural Foundation, the state's strategic new
support industry plan of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search Interests
The Research Group Choos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s in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as the
subject investigated, combining Field experiment with Analysis of indoor and of combining
macrovisual study with microscopic study, explores Plateau Plant Physiology and Ecology,
Psychrophytes Physiology of Resistance, Phytobiochemistry, Restoration ecology of vegetation
degradation on alpine meadow, conservation biology. Based on this, carried out Artificial
domestication an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wild plant,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breed of variety an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engthen Development and key technology research of the
feature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biological resources,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the plateau.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1、Cultivate new specie of Microula sikkimensis "QingWei 3"
using various breeding methods were introduced and domesticated and breeding of Microula sikkimensis. Selection of EMS chemical mutagens
(ethyl methane sulfonate), has collected treatment from Qinghai the Huangyuan wild Microula seeds, by the hard breeding breeding trials, and from their
offspring in the selection mutation excellent strains are domesticated and bred. Breeding Microula new specie of "QingWei 3",2013 Crop Variety
Approval Committee of Qinghai Province validation of new varieties.
2、Research on the separation of active components from two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plant and its antitumor activities
3、Study on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active components extraction process of tibetan medicine Sphallerocarpus gracilis（Bess.）K.-Pol.

Publications
[1] Zhao Xiao-Hui, Han Fa, Li Yu-Lin, Zhou Guo-Ying, *Yue Hui-Lan. Semi-preparative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ree flavonoids from
pedicularis longiflora var. Tubiformis (klotzsch) p. C. Tsoong by hsccc .journal of liquid chromatography & related technologies, 36(13): 1751-1761.
[2] Xiao-Hui Zhao , Fa Han , Yu-Lin Li, Hui-Lan Yue. （2013）. Preparative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ree Stilbene Glycosides from the Tibetan
Medicinal Plant Rheum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 by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Phytochemical Analysis，（24）2:171-175.
[3] Xiao-Hui Zhao , Hui-Lan Yue，Li Ping,Zeng Xin,Zhang Gen. （2013）.evaluation of the antitumor activityby cdte qds with verbascoside. nano，8
（3）:1-8.
[4] Chen Chen, Xiao-Hui Zhao , Yu-Lin Li, Hui-Lan Yue,Chen Tao.（2013）.Separation of 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s from a Chinese Herb by
HSCCC,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ic Science,5:1-5.
[5] Li Pi, Yuxiu Xing, Fengzu Hu, Xiaofeng Chi, Yikang Li, Xiaohui Zhao, Tao Han, Fa Han*. Determination and Evaluation Mineral Elements in
Microula sikkimensis from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pectroscopy letters , 2013,accepted.
[6] Pi Li，Han Fa，Hu Feng-Zu，Han Tao，Li Yi-Kang，Cheng Da-Zhi. Analysis of the Nutritional Components of Microula sikkimensis seeds.
ACTA nutrtimenta sinica，2013,35(6):620-62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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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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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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取得省级科技成果40余项、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70项(25项已授权)。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220余篇。培养硕士研究生
12名，博士研究生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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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获
学科组长:索有瑞

得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等称号。

邮箱:yrsuo@nwipb.cas.cn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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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红花中四种精胺类化合物的高速逆流色谱制备
利用高速逆流色谱法分离纯化红花干燥花中的四个精胺类化合物。溶剂系统为氯仿-甲醇-水 (1:1:1, V/V)，下相作为固定。经过
210 min 分离，从100 mg 待分离样品中一次性分离制备得到1.3 mg N1,N5,N10-(E)-tri-p-coumaroylspermidine (EEE), 4.4 mg N1(E)-N5-(Z)N10-(E)-tri-p-coumaroylspermidine (EZE), 7.2 mg N1(Z)-N5-(Z)-N10-(E)-tri-p-coumaroylspermidine (ZZE), 11.5 mg N1,N5,N10-(Z)-tri-pcoumaroylspermidine (ZZZ)。

化 合 物1：
化 合 物2：
化 合 物3：
化 合 物4：

1

5

10

N ,N ,N -(E)-tri-p-coumaroylspermidine (EEE)；
1
5
10
N (E)-N -(Z)-N -(E)-tri- p -coumaroylspermidine (EZE)
N 1(Z)-N 5-(Z)-N 10-(E)-tri- p -coumaroylspermidine (ZZE)
N 1,N 5,N 10-(Z)-tri- p -coumaroylspermidine (ZZZ)

粗 提 物 的HSCCC色 谱 图

四 种 目 标 化 合 物 的HPLC色 谱 图

授权专利
[1] 一种枸杞鲜果制干方法，索有瑞，韩丽娟，叶英，王洪伦。ZL 201310015817.1.
[2] 枸杞干果抗板结方法，索有瑞，叶英，韩丽娟。ZL 201310015816.7.
[3] 枸杞种子细胞快速破壁及籽油提取工艺，索有瑞，李国梁，王洪伦。ZL 201110004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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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Plant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Group Leader: Professor Yourui Suo, the supervisor of Ph.D students. He earned
Ph.D in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y from La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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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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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 third class of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in 2006,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 first class of
Qinghai Province in 2012. 41 national patents (21 ones have been authorized) have been
acquired. And more than 211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Research Interests
The natural medicinal chemistry,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the sustainable use of

学科组成员
白波(百人计划 研究员) 王洪伦(研究员)

characteristic biotic resourc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modernization reform of the

丁晨旭(副研究员) 赵云峰(博士后)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and characteristic exploitation of health hood.

杨黎彬(博士后) 李刚(博士后) 赵强(博士后)
博士研究生
李春婷 陈向明 叶英 胡娜 何彦峰
杨芳 杨永晶 韩丽娟 吕欢欢
硕士研究生
欧阳健 张秋龙 王煜伟 周文娜 马涛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HSCCC)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isolate and purify four cis-trans isomers of
coumaroylspermidine analogs from Safflower. HSCCC separation was achieved with a two-phase solvent system composed of chloroformmethanol-water (1:1:1, v/v/v) with the upper phase as the mobile phase. In a single run, a total of 1.3 mg of compound N1,N5,N10-(E)-tri-pcoumaroylspermidine (EEE), 4.4 mg of compound N1(E)-N5-(Z)-N10-(E)-tri-p-coumaroylspermidine (EZE), 7.2 mg of compound N1(Z)N5-(Z)-N10-(E)-tri-p-coumaroylspermidine (ZZE), and 11.5 mg of compound N1,N5,N10-(Z)-tri-p-coumaroylspermidine (ZZZ) were
obtained from 100 mg of crude sample.

Publications
[1] Li Wencong, Wang Xiaoyan, Lin Pengcheng, Hu Na, Zhang Qiulong, Suo Yourui, Ding Chenxu*. Preparative separation and
puriﬁcation of four cis–transisomers of coumaroylspermidine analogs from safﬂower by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2013,93(1)75-79.
[2] Yang Libin, Liu Shangjing, Wang Honglun, Suo Yourui. A new diterpenoide from Isodon lophanthoides var. gerardianus. Journal of
Chemical Research. 2013, (2)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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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新药研究与开发学科组
学科组长：陶燕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现任“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
验室”主任，201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青藏高原特有生物资源
高值开发、藏药新药创制及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工作。作为主要完成人开发了
国家动物类中药一类新药材“塞隆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动物类新药
材），主持完成了国家级新药的研制，取得国药准字批号3个，卫生部保健食品
批号2个。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了国家计划委员会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专
项“藏药雪隆系列产品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建设”项目，已通过药品GMP认
证。主持了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高值开发关键技
术示范”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领域
前沿项目及青海省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等20余项科研项目。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120余篇，申报发明专利35项，其中授权专利16项，制定地方标准
1项；取得省级科技成果10项。
学科组长:陶燕铎

主要研究方向：

邮箱:taoyanduo@163.c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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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化合物库的构建；
3. 天然产物及其衍生物的活性筛选及新药研发。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黑果枸杞组培体系建立

4. 从高山植物中分离单体化合物40多个

建立了黑果枸杞组培再生体系，研究了不同浓度赤霉素

从独一味中分离苯丙素苷类化合物5个，环烯醚萜苷类化合

对打破黑果枸杞种子休眠的影响。结果表明，赤霉素对打破

物7个；从斑唇马先蒿中分离苯丙素苷类化合物4个；从唐古特铁

黑果枸杞种子休眠有显著效果，同时还对黑果枸杞遗传转化

线莲中分离出11个化合物，包括甾体、黄酮及萜类化合物；从密

做了初步的研究，将最新分离到的一功能未知基因

花角蒿中分离出20个化合物，包括甾体、黄酮、生物碱、苯乙醇

（Ps16F11）转入黑果枸杞，以探讨该基因的功能。

苷、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

2. 黑果枸杞遗传多样性及分子标记

授权专利：

建立了黑果枸杞SRAP-PCR反应体系，为了确定PCR 反

一种活性枸杞叶蛋白粉的制作方法ZL201110364812.0. 陶

应中5 个因素(Taq DNA聚合酶，Mg2+，模板DNA，dNTPs，

燕铎，毕宏涛，江磊，于瑞涛，党军，刘增根，邵赟，梅丽娟，

引物)的最佳水平，采用正交设计L25（56）在五个水平上进

2011.11.17.

行试验。获得最佳SRAP-PCR反应体系。
利用SRAP分子标记研究不同种群黑果枸杞遗传多样性，
利用SRAP分子标记对来自我国西北部地区（包括新疆、甘

申请专利（部分）：
[1] 一种黄绿蜜环菌的深层发酵及其应用201310138985.X，
王启兰，王瑛，党军，梅丽娟，陶燕铎，邵贇，2013.4.22.

肃、青海、宁夏）黑果枸杞群体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利用

[2] 一种利用响应曲面法优化菊芋秸秆绿原酸的提取方法

31对SRAP引物进行扩增得到468个清晰的片段，其中398个片

201310278951.0，邵赟，毕宏涛，刘增根，岳会兰，于瑞涛，

段是多态的，占扩增总片段的85.04%，对扩增结果分析发现，

梅丽娟，2013.7.4.

遗传变异主要来自群体内，占84.45%，群体间的遗传多样性较
低，占15.55%，群体间的遗传分化中等(Gst=0.2155)，基因
流Nm为1.8199。Mantel test检验结果表明遗传多样性与地理
分布存在显著相关性（r=0.303，P=0.004）。
3. 黄绿蜜环菌抗癌活性成分提取分离

[3] 一种菊芋秸秆微贮饲料的制作方法201310278952.5，梅
丽娟，毕宏涛，岳会兰，于瑞涛，邵赟，陶燕铎，2013.7.4
[4] 一 种 从 牛 蒡 子 中 快 速 制 备 牛 蒡 子 苷 元 的 方 法
201310447928.X，于瑞涛，陶燕铎，梅丽娟，邵贇，苑祥，史
强强，2013.9.27.

黄绿蜜环菌子实体经过提取，利用工业制备色谱分离纯

[5] 独一味中五种苯丙索苷类单体化合物的分离制备方法

化得到14个组分，其中第7、第8号组分经过体外肺癌抗肿瘤

201310305644.7， 岳 会 兰 ， 邵 赟 ， 梅 丽 娟 ， 王 启 兰 ，

活性筛选证明其为活性组分。现今已完成活性组分的物质基

2013.7.19.

础与其体外抗肺癌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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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Group
Group Leader： Yanduo Tao, Professor, Doctoral tutor, was graduated from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with bachelor degree in 1985, and now i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key laboratory of Tibetan medicine research of CAS, Director of the key
laboratory of Tibetan medicine research of Qinghai province, and received special
government allowances of State Council from 2011. He mainly engaged in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of Plateau biological resources, new drug development. As the
principal contributor, he has developed the "Theron bone" (the first new animal
medicin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developed 3 new
drugs and 2 health foods. The studies were supported by 20 projects, including the
Major Projects of High-Tech industrialization of 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the
National Sci-Tech Support Plan, the Special Foundation for State Major Basic Research
Program, the Frontier Program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Qinghai Major Technological Program, etc. Until 2013, more than
120 papers and 30 patents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applied, 16 patents have been
granted, one local standards has been formulated, and 10 provincial-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学科组成员
邵赟（研究员） 梅丽娟（副研究员）
王启兰（副研究员） 于瑞涛（副研究员）
岳会兰（助理研究员） 文怀秀（助理研究员）
周志军（工程师） 孙策（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党军 刘增根 江磊 文怀秀
硕士研究生
张琳 王瑛 牛江进 于民丰 苑祥 史强强

Research Interests:
1.Extraction, 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effective constituents of the
unique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2.Construction of the compound library of the unique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3.Activity screening of natural product and its derivatives,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1. Tissue culture system of Lycium ruthenicum
The aseptic seedlings were cultured through seed germination of L. ruthenicum. The propagation by tissue culture were studied, including
200 mg/L gibberellin pretreatment for seed, different explants (young leaves and stem segments) induction and proliferation, callus in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root induction of plantlets of L. ruthenicum.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enetic transformation system of L. ruthenicum
mediated by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EHA105), the fragment (Ps16F11) was constructed to the pBI121 plasmid of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And it can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this fragment.
2. Genetic diversity of Lycium ruthenicum and the molecular marker
Sequence-related amplified polymorphism (SRAP) marker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in
fourteen wild populations of L. ruthenicum from Northwestern China. Thirty-one selected primer combinations produced 468 discernible bands,
with 398 (85.04%) being polymorphic, indicating relatively high genetic diversity at the species level. Analysis of molecular variance showed
that the genetic variation was found mainly within populations (84.45%), but variance among populations was only 15.55%. And there was a
moderate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Gst = 0.2155) among populations.
3.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of anticancer constituents from Armillaria luteo-virens
The sporocarp of Armillaria luteo-virens was extracted, and then separated into 14 fractions. Among the 14 fractions, the seventh and
eighth fractions were proved to be active fractions by lung cancer activity screening in vitro. Now, the material basic and anti-lung cancer
activity study in vitro of active fractions have completed.
4. More than 40 compounds were separated from alpine plants.
Five 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s compounds and seven iridoid glycoside compounds were separated from Lamiophlomis rotate. Four
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s compounds were separated from Pedicularis longiflora var. tubiformis. 11 compounds including sterides, flavone,
terpene were separated from Clematis tangutica. 20 compounds including sterides, flavone, alkaloid, phenylethanoid glycosides, iridoid
glycoside were separated from Incarvilla compacta.

—40—

青藏高原特色植物化学成分研究学科组
学科组长： 尤进茂，教授，博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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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1年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2008年入选为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百人计划”，2010年获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择优支持；2009受聘为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分析化学专业合作博士生导
师。现担任山东省“生命有机分析重点实验室”主任、山东省“绿色天然产物与
医药中间体开发”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新型分子探针的开发应用，先
后开发了70余种高灵敏荧光探针，绿色天然产物与医药中间体开发借助探针分子
携带的高活性官能团，在复杂基质环境下选择性识别目标分子，通过与现代色
谱、质谱和电泳技术相结合，实现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及代谢物的快速、灵敏、准
确测定。2007-2013年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论文超过100篇。
学科组长:尤进茂
邮箱:jmyou6304@163.com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新型高灵敏荧光标记试剂的开发及其应用；
新型质谱探针的开发及其在蛋白质组学中的应用；
青藏高原特色药用植物资源活性成分分析。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以苯并吖啶酮-5-乙酸酰肼(BAAH)为柱前衍生试剂，建立了羌活多糖组成单糖的高灵敏柱前衍生液相色谱荧光分析方法。通过在
单糖分子中引入具有优异荧光性能的BAAH荧光基团，一方面使得单糖的液相色谱灵敏度得到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使单糖分子和反相
色谱柱的作用力大大加强。因此使得具有类似化学性质的单糖分子得到有效的色谱分离。同时还采用乙酸酐和七氟丁酸酐为衍生试
剂，建立了两种GC–MS单糖分析方法作为液相色谱的辅助方法，进行了羌活多糖化学成分的进一步鉴定。
研究结果表明羌活多糖是一种杂多糖，主要有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甘露糖、鼠李糖、岩藻糖、木糖和果糖组成，其中
葡萄糖和半乳糖含量最高。西羌和川羟多糖的组
成单糖种类相同，含量不同；川羟多糖的组成单
糖中半乳糖含量最高，而西羌多糖的组成单糖中
葡萄糖含量最高。对青海地区羌活植物体的分析
结果显示羌活根、茎和叶多糖的组成单糖种类相
同，根部多糖中葡萄糖含量最高，而茎和叶多糖
中半乳糖含量最高。
专利
渠凤丽，尤进茂，丁露。一种聚苯乙烯包覆二茂
铁微球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申请号：
201310274516.0）

图. 单糖标准品及羌活多糖水解单糖衍生物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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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hai-Tibet Plateau Characteristic Plant
Chemical Ingredients Research Group
Group leader: Professor Jinmao You, the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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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as awarded “Hundred-Talent Award Program”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in
2008 and preferentially supported by this program in 2010. In 2009, he became a
doctoral supervisor of Shandong University. He is the director of “Shandong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Life-Organic Analysis” and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eutical
Intermediates and Analysis of Natural Medicine”.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new labeling reagents. More than 70 kinds of labeling reagents
possessing special structure, high sensitivity and excellent fluorescence or ultraviolet
properties have been synthesized and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natural product and
biological metabolites. More than 180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important journals
home and abroad, among which 100 articles have been indexed by SCI.
学科组成员
王小艳(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陈光 张世娟 纪仲胤

Research Interests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of new and sensitive fluorescence labeling reagent;
Application of new mass enhancing labeling reagents in proteome research;
Analysis of active ingredients of plant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硕士研究生
王爱红 吴宏亮 孙亚男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A sensitive pre-column derivatization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analysis of carbohydrates by HP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2-(12-benzo[b]acridin-5(12H)-yl)-acetohydrazide (BAAH) with excellent fluorescence property into the molecules of
monosaccharides greatly enhanced the HPLC sensitivity of the analytes. Meanwhile, derivatization with BAAH also greatly increased the
hydrophobicity of the monosaccharides and made them elute at increased retention times. The monosaccharides with similar properties therefore
could be completely separated due to the increas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nalytes and the column. Component monosaccharides of the
polysaccharides obtained from the roots, stems and leaves of Notopterygium forbesii Boiss (NF) were analyzed by the developed method. Gas
chromatography and mass spectrometry method (GC–MS) was also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polysaccharides of NF. Two
derivatizing reagents were applied in GC–MS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F polysaccharides were heteropolysaccharides. The main neutral monosaccharides of NF polysaccharides were
Gal, Glc, Man, Rha, Xyl, Fru and Ara. The contents of Gal and Glc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monosaccharides. For the root
polysaccharides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Gal content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monosaccharides, while for the root polysaccharides
obtained from Qinghai or Gansu province, the Glc content was the highest among the monosaccharides studied in this study. The highest content
of Gal was found in the polysaccharides obtained from the leaves of NF, while the highest content of Glc was found in root polysaccharide.

Publications
[1] Shijuan Zhang, Jinmao You*, Shujing Ning, Cuihua Song, You-Rui Suo. Analysis of estrogenic compounds in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samples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with stable isotope-coded ionization-enhancing reagent.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1280, 84-91, 2013
[2] Shijuan Zhang, Chunli Li, Guoying Zhou, Guodong Che, Jinmao You*, Yourui Suo. Determination of the carbohydrates from
Notopterygium forbesii Boiss by HP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Carbohydrate Polymers, 97, 794-799, 2013
[3] Shijuan Zhang, Cuihua Song, Guang Chen, Lian Xia, Xiaoyan Wang, Jinmao You*, A sensitive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method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fatty acids as exemplified for Dendrobium spe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Lipi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15, 1155-1163, 2013
[4] Guoliang Li, Guang Chen, Liu, Jinmao You*, A sensitive and selective HPLC-FLD method with fluorescent labeling for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bile acid and free fatty acid in human serum,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 859, 191-195, 2013
[5] Aihong Wang, Guoliang Li, Lihua Dong, Jinmao You*, A new fluorescent derivatization reagent and its application to free fatty acid
analysis in pomegranate samples using HP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24, 3853-385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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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植物遗传与繁育技术学科组
学科组长： 李毅，研究员、博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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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授权专利3项，申请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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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功能开发技术创新项目等多项。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学科组长: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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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liyi@nwipb.cas.cn

期主要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青藏高原特色植物快速繁育与定向分化；
2. 水母雪莲细胞大规模培养、遗传转化及有效成份的积累与调控；
3. 特色植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分析。

2013代表性研究成果
开展了祁连山地区湿地群落结构调查和用于遗传结构分析的样品采
集工作。共调查了28个样地，采集植物种20个，采集样品数3043个。
研究湿地重要建群种植物（华扁穗草、藏嵩草、杉叶藻等）的遗传
多样性和遗传变异。
开展柴达木盆地本地枸杞品种快速繁育及野生枸杞种质资源研究的
工作。对唐古特大黄种质资源、有效成份关键基因遗传特征研究。
继续对水母雪莲毛状根次生代谢调控，暗紫贝母鳞茎培养等的研
究。
成果
1、唐古特大黄种子检验规程，登记号: 9632013B0174 李毅、胡延
萍、王莉等。
2、唐古特大黄种子质量分级，登记号: 9632013B0173 李毅、王
莉、胡延萍等。
3、 甘 蓝 型 杂 交 油 菜 品 种 纯 度 鉴 定 ISSR操 作 规 程 ， 登 记 号 :
9632013B0172 李毅、胡延萍、王莉等。
论文
[1] 谢小龙，李毅. 陇西栽培蒙古黄芪生物学性状的多元统计分析[J].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2013，30（4）：478-484.
[2] 谢小龙，李毅. 蒙古黄芪2种表型种子的可溶性蛋白电泳分析[J].
种子，2013，32（2）：67-68.
[3] 谢小龙，李毅. 蒙古黄芪2种表型种子的酯酶同工酶差异性研究[J].
河南农业科学，2013，42（6）：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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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Biotechnolog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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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published, 5 achievements were
accomplished and 3 patents were authorized to him. He has taken part in many research
projects as a Principle Investigator such as National Key Technology R&D Program,
Agriculture Science Technology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Fund, West Light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Func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s of Instrument Equipm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other programs of Qinghai Province.
Research Interests
1. Cell, tissue and organ culture and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special medicinal
plants o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2. Agrobacterium rhizogenes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Saussurea medusa and
regulation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hairy root.
3. Genetic diversity and germplasm resources of medicinal and wetland plants o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学科组成员
王莉(副研究员)
胡延萍(助理研究员)
王溪(助理研究员)
陈伟民(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石琳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We focus on the investigation plant community of wetlands in Qilian Mountains area and used for sample collection of genetic structure
analysis.

Wetland

plant species

in 28 certain area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and 3043

samples

have

been

collected.

Plant regeneration of Lyciumchinense growing in the Chaidamu area was established. Genetic analysis of Lyciumchinense and Rheum
tanguticum Maxim were going on.
We are working on the regulation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hairy root, and subculture bulbs of Fritillaria unibract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Qinghai Province
1. Rules for Rheum tanguticum seed testing Registration NO. 9632013B0174 Yi Li, Yanping Hu, Li Wang et al.
2. Quality grading of Rheum tanguticum seed Registration NO. 9632013B0173 Yi Li, Li Wang, Yanping Hu et al.
3. Operating procedure of purity identification in hybrid variety of Brassica napus with ISSR markers Registration NO. 9632013B0172 Yi
Li, Yanping Hu, Li Wang et al.

Publications
[1] Xiaolong Xie, Yi Li. Multivariate analyses on biological character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var. mongholicus Hsiao cultivated in Longxi county [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30(4): 478-484.
[2] Xiaolong Xie, Yi Li. Analysis of soluble proteins in two seed phenotyp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var．mongholicus by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esis [J]. Seed. 2013, 32(2): 67-68
[3] Xiaolong Xie, Yi Li. Studies on esterase isozymic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phenotype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var. mongholicus seeds [J]. Journal of Henan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3, 42(6): 116-120.

—44—

药材GAP生产与质量标准研究学科组
学科组长： 马世震，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84年青海大学毕业，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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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项应用性研究成果并推广，成果推广应
用累计经济效益达到277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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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承担企业委托白刺与黑果枸杞深加工关键技术研
究、国家科技部中小型创新企业资金项目-黑果枸杞深加工技术与产品生产等。
学科组长:马世震
邮箱:szma@nwipb.cas.cn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地道药材 GAP 生产技术与药材质量标准研究。对青藏高原及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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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HPLC、GC-MS 等测试技术手段测试不同地区野生与栽培药材活性成分等表征性
指标（指纹图谱）和其他辅助性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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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完成“枸杞生态专用肥开发技术与示范”科技成果一项，
2013年4月通过省级成果鉴定，成果登记号：2013（033号）。
申请专利、成果
[1]开发产品一项（白刺果红色片），已经获得生产批号（QS
630113010008）。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制，青海康健
生物科股份公司生产。
[2]申请《一种含有白刺果红色素的保健食品》发明专利一项，申
请号201410080286.9。
[3]申请《一种含有藏灵菇苦味素的保健食品》发明专利一项，申
请号201410110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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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al GAP Products and Quality Standard Group

学科组成员
冯海生 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Group Leader: Associate Professor Shi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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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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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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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than 30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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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y development such as Gansu, Qinghai, Tibet and Sichuan provinces.

张宇霞
Research Interests
Studied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adjacent areas of medicinal plants resourc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vestigation, the selection good quality seed source
introduction and domesti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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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e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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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ard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erbs GAP base.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development technology of Chinese
wolfberry ecological fertilizer.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of Qinghai Province (PI).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s (Production Permit No:
6301130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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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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国英，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8年获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林学专业学士学位，2005年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生态学专业硕
士 学 位 ， 2010年 获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高 原 生 物 研 究 所 生 态 学 专 业 博 士 学 位 。
2010年2月-8月美国University of Oklahoma高级访问学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评审专家，国家濒危物种保护委员会协审专家。青海省第六批自然科学与工
程技术学科带头人。目前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国家基础性工作专项课题、国
家“973”项目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 “西部之光”人才培
养项目（后续择优）等。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1.青藏高原珍稀药用植物资源繁育与可持续利用：筛选优质种源和选择适宜
生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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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周 国英

2.青藏高原脆弱区域植被恢复研究与示范：采用生态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手

邮箱: zhougy@nwipb.cas.cn

段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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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珍稀藏药桃儿七的离体快繁与种苗繁育关键技术研究：针
对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桃儿七的离体快繁体系、种子萌发特性、
优良种苗繁育技术等的关键问题，开展了桃儿七组织培养离体
快速繁殖工作，通过外植体的筛选、不同培养基的选择、激素
浓度和种类的配比、培养温度等工作，成功建立诱导愈伤组织
形成、诱导芽分化、诱导根生成、成功驯化移栽的成熟技术体
系，这为保护濒危植物桃儿七探索了一条有效途径，为扩大药
源、解决药材紧缺的实际问题奠定了基础；开展了桃儿七种子

[2] Hu Yan Feng, Zhou Guoying, Na Xiao Fan, Yang Lijing,
Nan Wen Bin, Liu Xu, Zhang Yong Qiang, Li Jiao Long, Bi Yu
Rong.Cadmium interferes with maintenance of auxin homeostasis in
Arabidopsis seedlings.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2013,170(11):965-975
[3] Liu Demei, Chen Guichen, Lai Zhongping, Wei Haicheng,
Zhou Guoying, Peng Min. Late Glacial and Holocene vegetation
and climate history of an alpine wetland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GEOLOGICAL QUARTERLY, 2013,57(2):261-268

萌发特性研究，确定桃儿七种子存在休眠现象，通过种子整粒

[4] 刘卫根，周国英*，徐文华，丁栋，李璠，钟泽兵，超

萌发、切种萌发、种胚萌发实验，解决了桃儿七种子萌发困难

临界CO2法萃取羌活挥发油及其成分的GC-MS分析，光谱实验

的问题；在湟中县群加乡、上新庄镇、湟源县大华镇3个样点

室，2013,30（1）：33-38（*通讯作者）

完成桃儿七育苗试验，出苗率达80%以上；在乐都县马营乡建

[5] 杨路存，钟泽兵，刘何春，宋文珠，徐文华，周国英*.高

立大田栽培示范田10亩；通过成分分析表明栽培3年生桃儿七

寒山生柳灌丛的群落特征研究，植物研究，2013，33（6）：

药材根部的活性成分含量超出野生药材的含量，得出栽培药材

653-658（*通讯作者）

完全能够代替野生药材。

[6] 杨路存，周国英*，聂学敏.濒危植物宽叶羌活天然居群

专著：

cpDNA非编码区多态性分析，西北植物学报，2013，33（8）：

《柴达木生态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青海人民出版社，

1535-1543（*通讯作者）

2013年8月出版。

[7] 李璠，周国英*，杨路存，徐文华，钟泽兵，宋文珠.围

主编：谢长礼、陈孝全、苟新京、周国英

栏封育对青海湖流域主要植物群落多样性与稳定性的影

发表论文（部分）：

响.2013，20（4）：135-140（*通讯作者）

[1] Zhang Shijuan, Li Chunli, Zhou Guoying, Che Guodong,
You Jinmao, Suo Yourui. Determination of the carbohydrates from
Notopterygium forbesii Boiss by HP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3,97(2): 794-799

[8] 刘何春，谭亮，徐文华，宋文珠，臧黎黎，周国英*.大
黄种子中蛋白质、多糖和淀粉含量的测定，光谱实验室，
2013，30（6）：3114-3120(*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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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Group of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Group
Group Leader: Guoying Zhou, Ph.D., Professor, Master Tutor. He graduated from
NorthwestAgriculture & ForestryUniversity with Bachelor Degreee in Agriculture, in1998. He obtained
his M.D. and Ph. D. in Ecology i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AS, in 2004 and 2010. And
in 2010, as a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he studied i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e serves as the following work: the evaluation exper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Committee, assistant expert of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committee, and the
discipline leader of the Sixth Batch of natu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Qinghai Province.Dr. Zhou has
been carrying out medicinal plants resources 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for
many years. These programs are listed as follows: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program; The Major State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973 Program);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program;The West Light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rogram.

学科组成员 徐文华(副研究员) 杨路存(助理研究员)
宋文珠(助理研究员) 张庆云(七级职员)
硕士研究生 钟泽兵 刘何春 李长斌 李艳玲 宁袆

Research Interests
1.Breeding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QTP rar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Introduction and
domestication, plant cell and tissue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acy mater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studied to screening high quality provenance and choosing suitable habitat
2.Vegetation restoration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fragile
reg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y process of natural recovery of vegetation and permafrost
evolution was studied using the ec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 research means and method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The key technology research of rapid propagation in vitro and breeding seedling on rare medicine of Sinopodophullum hexandrum: tissue
culture of rapid propagation in vitro work of Sinopodophullum hexandrum was carried out aimed at the key problems of its rapid propagation in
vitro, seed ger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good seedling breeding technology.
And mature technical system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such as induction of callus formation, induction bud differentiation, induction root
generation and successful domestication transplanting through the work of screening of explants,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medium, hormone
concentrations and matching of types and culture temperature, which explored an effective way to protect endangered plants of Sinopodophullum
hexandrum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expanding pharmaceutical and the shortage of medicinal material. Seed
ger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inopodophullum hexandrum was conducted, which determined that the seed of Sinopodophullum hexandrum
existed dormancy phenomenon. Seed germination difficult problem of Sinopodophullum hexandrum was solved through the experiment of seed
whole grain germination, cutting seed germination and the embryo germination. Seedling test was completed on three sample of Qunjia and
Shangxinzhuang village of Huangzhong county and Dahua village of Huangyuan county, and the germination rate was more than 80%. 10 mu
field cultivation was established on Maying village of Ledu county. Through the composi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ctive ingredient content in
the root of 3 years cultivated Sinopodophullum hexandrum was exceeded than that of wild medicinal materials, which concluded that wild
medicinal materials could completely replace by the cultivated medicinal materials
Book:“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circular economy in Qaidam of Qinghai Province”,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8.
Editor in chief: Xie Changli, Chen Xiaoquan, Gou Xinjing, Zhou Guoying.

Publications
[1] Zhang Shijuan, Li Chunli, Zhou Guoying, Che Guodong, You Jinmao, Suo Yourui. Determination of the carbohydrates from Notopterygium
forbesii Boiss by HPLC with fluorescence detection.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3,97(2): 794-799
[2] Hu Yan Feng, Zhou Guoying, Na Xiao Fan, Yang Lijing, Nan Wen Bin, Liu Xu, Zhang Yong Qiang, Li Jiao Long, Bi Yu Rong.Cadmium
interferes with maintenance of auxin homeostasis in Arabidopsis seedlings.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2013,170(11):965-975
[3] Zhao Xiao-Hui, Han Fa, Li Yu-Lin, Zhou Guo-Ying, Yue Hui-Lan. Semi-preparative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ree flavonoids from
pedicularis longiflora var. tubiformis(Klotzsch) P. C. tsoong by HSCCC.JOURNAL OF LIQUID CHROMATOGRAPHY & RELATED TECHNOLOGIES,
2013,36(13):1751-1761
[4] Liu Demei, Chen Guichen, Lai Zhongping, Wei Haicheng, Zhou Guoying, Peng Min. Late Glacial and Holocene vegetation and climate history
of an alpine wetland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GEOLOGICAL QUARTERLY, 2013,57(2):261-268
[5] Liu Weigen, Zhou Guoying* , Xu Wenhua, DingDong, LiFan, Zhong Zebin, GC-MS Analysis of Extracted Essential oil
Constituents of Notopterygium incisum by Supercritical CO2,Chinese Journal of Spectroscopy Laboratory, 2013,30（1）：33-38 (*Corresponding author)
[6] Yang Lucun, Zhong Zebing, Liu Hechun, Song Wenzhu, Xu Wenhua, Zhou Guoying*,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biomass of Alpine
shrub,Salix oritrepha,Bulletin of Botanical Research, 2013, 33（6）:653-658.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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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地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学科团组
1、研究内容
开展高寒草地物种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制，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气候变化背景下
高寒草地的演变过程及稳定性维持机制，为保障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提供理论依据。
2、研究目标
发表SCI论文80篇。
3、学科团组内学科组名称
高寒草地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学科组
高寒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学科组
陆地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适应学科组
高山植物的光合及生理生态适应研究学科组
小哺乳动物种群调节及有害鼠类生物防治学科组
4、研究进展
天然高寒草地碳的固持及发生机制：完成了青海片区、西藏片区400个野外样点样品的全
部采样工作；进行了全部土壤-植物体系碳氮及生产力等的分析测试工作，完成了青海加强点
固碳速率、机制和潜力的调查，构建了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碳增储潜力数据库。为先导专项
“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课题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基础保证。
高寒草地健康与适应性管理：进行了青海黄南州、果洛州、海北州及藏北高原的高寒草地现
状调查，结合以往调查数据，构建了高寒嵩草草甸退化演替模式，进行了成果申报。提出了
高寒嵩草草甸不同演替状态划分的定量化判别指标。对处于不同退化演替状态草地，进行了
恢复措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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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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任生态中心主任，青海海
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中国生态学会第八届理事，
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二届理事。1986年7月获西北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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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高寒草地生态系
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工作。
在高寒草地与全球变化研究方面，进行了高寒草地碳储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
高寒草甸主要植物类群对大气甲烷的行为分异特征研究，高寒矮嵩草草甸、垂穗
披碱草人工草地和金露梅灌丛植物群落表现出了大气甲烷源，金露梅灌丛植物群
落大气甲烷汇。人工草地的开垦会增加植物群落甲烷排放量；发现硝化作用是高
寒草甸N2O排放的主要过程，在年际尺度上，通过DNDC模型进一步定量土壤硝
化和反硝化作用强度，表明硝化作用略高于反硝化作用强度。建立了多元回归模
型，可以准确拟合高寒草甸土壤N2O通量特征，土壤温度和草地生产力是影响其

学科组长:曹广民

排放速率的关键因子。研究了自然、人为干扰下高寒草甸碳储生态服务功能的演

邮箱:caogm@nwipb.cas.cn

变过程，发现矮嵩草草甸是退化演替系列中碳储能力、经济生产服务能力及生态
系统稳定性配比最合理的时期，为适宜碳容管理阶段。近5年内发表学术期刊论
文70余篇，其中SCI 16篇，目前承担的在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
技支撑和中科院先导性项目共计6项。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高寒草地对自然与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过程与发生机制；高寒草地碳储的空
间分异特征及碳的增储潜力；高寒草地水源涵养功能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高
寒草地主要植物种对大气温室气体的行为分异特征。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硝化作用强度。建立了高寒草甸N2O排放通量多元回归模型，

1. 高寒草甸植被类型对甲烷排放影响特征
高寒矮嵩草草甸、垂穗披碱草人工草地和金露梅灌丛植物群
-

落表现出了大气甲烷源，其甲烷平均通量分别为：16.83 µg.m
2

可以准确拟合土壤N2O通量特征(r2=0.663), 土壤温度和草地生
产力是影响其排放速率的关键因子。

.h-1(-49.3–107.8)、28.49 µg.m-2.h-1(-55–96.2)和20.91 µg.m-2.h-1

3. 人类活动对高寒矮嵩草草甸的碳容管理分析

(-31.9–145.8)。 金 露 梅 灌 丛 植 物 群 落 甲 烷 通 量 为 -33.5±13.6

随着草地退化程度的加剧，地上植物有机碳储量逐渐降

µg.m-2.h-1，表现为大气甲烷的汇。人工草地的甲烷通量显著高于

低，最高值出现在禾草－矮嵩草草甸，为145.9±6.7g m-2；土

天然高寒草地（P<0.05），说明在实验进行的海北地区人工草地

壤有机碳储量和土壤－植物系统有机碳储量均先增高后降低，

的开垦会增加植物群落甲烷排放量。室内沙培实验中大部分的草

最高值均出现在矮嵩草草甸，其土壤及植物－土壤系统有机碳

本植物观测到了持续的甲烷排放现象，表明植物的甲烷排放与植

储量分别为14023.1±289.5g m-2和18555.7±879.7 g m-2。对

物种类有很大的关系。

极度退化的高寒矮嵩草草甸（黑土滩－杂类草次生裸地）进行

2. 高寒草甸N2O排放过程研究

人工草地建植，随着建植年限的增加，地上植物、土壤及植物

通过乙炔抑制方法发现在生长季时，高寒草甸硝化-反硝

－土壤系统有机碳储量较建植前有不同程度提高。说明矮嵩草

化、反硝化土壤N2O 排放潜势分别为2.91±0.46 和1.97±0.58

草甸是该退化演替系列中碳储能力、经济生产服务能力及生态

-2

-1

μg m hr ，表明硝化作用是高寒草甸N2O排放的主要过程。

系统稳定性配比最合理的阶段，是该退化演替系列的适宜碳容

在年际尺度上，通过DNDC机理模型进一步定量土壤硝化和反

管理阶段，可以明显提高草地的生态及生产服务能力，是该类

硝化作用强度分别为 52.85%和47.15%，硝化作用略高于反

草地的适宜碳容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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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组成员
杜岩功(副研究员)
李茜(助理研究员)
张法伟(工程师)
林丽(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
郭小伟 刘淑丽
硕士研究生
欧阳经政

Group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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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ety and the tenth soil science society.Focus in his research was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alpine meadow. Emission source were found among natural
alpine meadows (NM), Elymus nutanspasture (EP), and herbaceous community
in shrub (HS), respectively. Methane emission rate from E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rom NM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Result of the sand cultur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some plant species emitted methane in an aerobic. The
potential nitrification might be the dominant process in the alpine meadow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N2O flux could be well captured considering the main affecting
factors by a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soil temperature and
biomass play a large part in N2O emission.Anther one was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sink in alpine meadow. Humilis meadow wa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carbon storage capacity of successional series of economic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and ecosystem stability ratio most reasonable stag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more than 70 papers published in academic journals, among which there
were 16 science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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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chemistry process in alpine grassland succession process in order
to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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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ervation function, organic carbon increasing sink potentiality
capacity and its reserve. The third research interest i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y of plants CH4 release and ab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in alpine grassland
ecosystem.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Aerobic methane emission from plant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plant
species
Average methane emission rates were estimated to be
16.83µg.m-2.h-1 (range-49.3–107.8), 28.49 µg.m-2.h-1 (range55–96.2) and 20.91µg.m-2.h-1 (range-31.9–145.8) for natural
alpine meadows (NM), Elymus nutanspasture (EP), and
herbaceous community in shrub (HS), respectively. Methane
emission rate from E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rom NM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The reclaim of grassland would enhance
the methane emission in this aera through this one year`s
measurement, but whether this conclusion suit to the whole Tibet
Plateau, it remains further longer time and larger spatial scale
experiments to verify it. The result of the sand cultur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some plant species emitted methane in an
aerobic,non-microbial
environment,
most
of
herbaceous
speciesshowed a methane emission characteristic, the methane
emission from plant may have a species dependent characteristic.
Dominant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nitrous oxide flux in an
alpine meadow on the Tibetan plateau
Nitrous oxide emission (N2O) and its main process in a Kobresia
humillis meadow were measured by acetylene inhibition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in 2009, and the DNDC model was validated by the
N2O fluxes of 2004 and 2005. The average fluxes were 2.91±0.46 and
1.97±0.58 μg m-2 hr-1 from nitrification-denitrification and soil
denitrification process, thus indicating that the potential nitrification
might be the dominant process in the alpine meadow. DNDC model
also revealed that nitrification contributed 52.85% to N2O flux, while

denitrification contributed about 47.15%. The N2O flux could be well
captured considering the main affecting factors by a linear regression
2
model (r =0.663),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soil temperature and
biomass play a large part in N2O emission, while biomass,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miner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 can also simulate the
emission. Nevertheless, warming and increasing precipitation would
mitigate the emission.
Carbon storage administration in alpine Kobresia humilis
meadow in relation to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y
The organic carbon storage in aboveground plant parts
-2
-2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rom 145.9±6.7 g m to 85.9±5.5 g m (p<0.05)，
while that the highest aboveground parts was in Kobresia
humilis community.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system of soilcommunity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these decreased. The peak
flux was found in Kobresia humilis community. Furthermore,
-2
-2
these were 14023.1±289.5g m and 18555.7±879.7 g m
respectively. The aboveground plant, soil and plant -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were elevated than the former prior to planting in
extreme degradation of alpine meadow (Black Beach - forbs
secondary bare land) artificial grass planting. This was revealed that
humilis meadow wa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carbon storage capacity
of successional series of economic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and
ecosystem stability ratio most reasonable stage, the degradation of
successional series suitable carbon content management stage, that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rass ecology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capabilities, and it was suitable for carbon capacity management
class 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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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学科组
学科组长： 贺金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2009年入选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百人计划。1988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
系，1998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哈佛大学
进化生物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草地碳循环、化学计量生态学、以及高
寒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响应和适应的研究。
近年来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在植物功能属性方面，发现叶片形态
结构和生理功能(如最大光合速率等)之间存在统一的权衡关系，这种权衡不因植
物的生活型和研究区域而发生变化(Ecology 2009)；发现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植物
生态属性之间的关系遵循热带、温带地区的规律，证明植物生态属性之间存在趋
同演化关系(New Phytologist 2006)；(2)在化学计量生态学方面，系统研究并阐明
了我国草地优势植物C、N、P化学计量特征及其控制因子，发现中国草地优势植
物C:N和N:P 比率相对稳定，其调控因素是物种组成而不是气候的直接作用
学科组长:贺金生

(Oecologia 2006, 2008)；(3)在生物多样性方面，证明野外观察到的生物多样性-生

邮箱:jshe@nwipb.cas.cn

产力的正相关关系是生物多样性、生产力随环境梯度独立变化的表观现象，而非
本质的联系(Global Ecology & Biogeography 2010)。他有关中国草地的研究得到了
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被聘为包括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在内
的4个国际重要专业期刊的编委。承担包括97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
的各类主要科研任务10余项，发表国际主流期刊文章90余篇。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1、高寒草地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
2、高寒湿地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反馈；
3、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固碳现状、速率、机制和潜力；
4、高寒草地碳、氮循环模式及调控。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在 内 蒙 古 草 原 和 青 藏 高 原 草 地 ， 采 集 了 84个 样 点

物质含量有利于植物对青藏高原强紫外线辐射环境的适应，而

151个物种的植物和土壤样品，测定了叶片总酚类物质、紫外

且叶片酚类物质含量可能影响了植被的属性特征进而间接地影

吸收物质的含量以及叶片氮、磷以及比叶面积，研究了内蒙古

响了生态系统的功能。该研究结果发表在Ecology and Evolution上

草地和青藏高原植物叶片总酚物质和紫外吸收物质含量的差

(Chen et al. 2013)。

异，并利用结构模型在空间尺度上分析了植物总酚类物质含量

2）利用传统手动静态箱法，连续自动箱式法以及涡度相关

变化的驱动因子（例如紫外辐射强度、温度、降雨及土壤养

法三种手段对海北生态系统定位站高寒湿地CH4通量进行了监

分），并且探讨植物酚类物质与叶片功能属性之间的关系。结

测，研究发现，在CH4通量的季节动态上三种方法的测定存在很

果发现：（1）青藏高原草地植物叶片的总酚类和紫外吸收物

好的一致性，但是连续自动箱式法以及涡度相关法测定的日动

质含量显著高于内蒙古草原植物，并且这种差异不受植物系统

态存在差异。连续自动箱式法测定的CH4日排放通量的变异与土

发育的影响；（2）在大空间尺度上，紫外辐射强度是植物叶

壤温度正相关，而涡度相关法测定的CH4排放通量的变异白天

片总酚类物质含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3）植物叶片总酚类

与太阳辐射以及CO2净排放通量相关，夜晚与土壤温度相关。传

物质和紫外吸收物质与叶片功能属性（比叶面积、叶片氮、磷

统手动静态箱法早晨9:00-12:00之间测定的CH4通量要比连续自动

以及氮磷比值）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在低

箱式法以及涡度相关法测定值分别高出25.3%以及7.6%，本研究

海拔的内蒙古草原植物中表现的更强。因此，较高的叶片酚类

结果发表在Environmental Pollution上（Yu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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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组成员
Da niel Flynn(博士，外籍青年科学家)
张振华(助理研究员) 陈立同(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杨晓霞

米兆荣

硕士研究生
汪浩 武丹丹

朱文琰

任飞

Group Leader: Dr. Jin-Sheng He, winner of the National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ientists, and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r. He was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B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in 1988. He obtained his Ph.D. in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1998. He pursu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with Dr. Fakhri
Bazzaz in Department of Organismic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from 1998 to
2002. In 2002, Dr.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Ecology, Peking University, dedicating to studies on
carbon stocks and dynamics, C:N:P stoichiometry across Chinese grassland biomes, and the response
and adaptation of alpine ecosystem to global change. Dr. He joined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09 as senior scientist of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In recent years, Dr. He’s group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following areas: (1) Plant
functional traits: They found consistent trade-offs between leaf productivity and persistence which
are independent of plant life form and research regions (Ecology 2009). They reported that covariations of leaf trait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n the global scale,
demonstrating convergent evolution in plant functioning (New Phytologist 2006). The paper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utting-edg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New Phytologist (Woodward and Slater
2007); (2) Ecological Stoichiometry: They conducted a systematic census of foliar C:N:P
stoichiometry and examined factors regulating the grassland foliar stoichiometry. Although the
grasslands of China are widely distributed, the ratios of C:N and N:P in dominant species are
relatively constant. Species composition, rather than direct climatic variables, is the major
determinant of grassland foliar stoichiometry (Oecologia 2006, 2008); (3)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ing: they revealed that the positive Species Richness-ANPP relationship across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gradients was mostly likely the result of climatic variables influencing SR
and ANPP in parallel. 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SR and ANPP (Global Ecology &
Biogeography 2010).
Research Interests
(1) Responses and adaptations of alpine grasslan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2) Alpine wetland
GHGs emissions and their feedback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3) Rate, mechanism and potential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he grassland ecosystem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4) Carbon and nitrogen
cycling and their regulation mechanisms in alpine grassland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1) We measured leaf total phenolics, ultraviolet-absorbing compounds (UVAC), and corresponding leaf N, P, and specific leaf area (SLA)
in 151 common species. These species were from 84 sites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Inner Mongolian grasslands of China. Overall, leaf
phenolics and UVAC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han in the Inner Mongolian grasslands, independent of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ecies.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variation in leaf phenolics was strongly affected by climatic factors,
particularly UVR, and soil attributes across all sit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identified the primary role of UVR in determining leaf
phenolic concentrations, after accounting for colinearities with altitude, climatic, and edaphic factors. In addition, phenolic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UVAC and SLA, and negatively with leaf N and N: P.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steeper in the lower-elevation Inner Mongolian than on the
Tibetan Plateau grasslands. Our data support that the variation in leaf phenolics is controlled mainly by UV radiation, implying high leaf
phenolics facilitates the adaptation of plants to strong irradiation via its UV-screening and/or antioxidation functions, particularl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Importantly, our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leaf phenolics may influence on vegetation attributes and indirectly affect ecosystem processes
by covarying with leaf functional traits (Chen et al. 2013)
(2) We compared three approaches, the traditional discrete Manual Static Chamber (MSC), Continuous Automated Chamber (CAC) and
Eddy Covariance (EC) methods of measuring the CH4 fluxes in an alpine wetland. We found a good agreement among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seasonal CH4 flux patterns, but the diurnal patterns from both the CAC and EC methods differed. While the diurnal CH4 flux variation from the
CAC metho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oil temperature, the diurnal variation from the EC method wa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olar
radiation and net CO2 fluxes during the daytime but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soil temperature at nighttime. The MSC method showed 25.3% and
7.6% greater CH4 fluxes than the CAC and EC methods when measured between 09:00 h and 12:00 h, respectively (Yu et al. 2013).

Publications
[1] Chen LT, Niu KC, Wu Y, Geng Y, Mi ZR, Flynn DFB, He J-S* 2013. UV radiation is the primary factor driving the variation in leaf
phenolics across Chinese grasslands. Ecology and Evolution 3: 4696-4710.
[2] Yu LF, Wang H, Wang GS, Song WM, Huang Y, Li S-G, Liang NS, Tang YH, He J-S* 2013. A comparison of methane emission
measurements using eddy covariance and manual and automated chamber-based techniques in Tibetan Plateau alpine wetl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81: 81-90.
[3] Zhang ZH, Duan JC, Wang SP*,Luo CY, Zhu XX, Xu B, Chang XF, Cui SJ 2013. Effects of seeding ratios and nitrogen fertilizer on
ecosystem respiration of common vetch and oat on the Tibetan plateau. Plant and Soil 362: 28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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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适应学科组
学科组长：李英年，研究员，硕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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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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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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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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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有近20余篇。
学科组长:李英年
邮箱:ynli@nwipb.cas.cn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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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
土地利用方式对高寒草地的影响；3）典型地区植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等功
能变化过程与机制。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海北高寒草甸不同封育年限植被现存碳密度表现出封育

811.70g·m-2·a-1， 而 土 壤 呼 吸 碳 量 分 别 为 564.24、 606.92和

16年＞封育1年＞封育6年，但差异不显著。土壤碳密度垂直分

534.56 g·m-2·a-1。随着放牧强度增大，净初级生产碳量（分别

布明显，随土层深度增加土壤有机碳密度明显下降，土壤容重上

为 766.65、 707.75和 570.36 g·m-2·a-1） 和 生 态 系 统 碳 汇 能 力

升；不同封育年限之间0-40cm层次土壤碳密度和土壤容重差异

（分别为351.93、261.98和177.76 g·m-2·a-1）逐渐减弱，但均

性均不显著，但仍可表现出土壤碳密度封育1年＞封育6年＞封

表现为强碳汇区。

育16年；同时，土壤容重随封育时间延长而下降。对7月下旬到

4）基于涡度相关法研究了2003—2011年海北高寒灌丛草

10月上旬净生态系统CO2交换率监测来看，封育1年植被土壤碳

甸生态系统的蒸散量变化特征及水分收支状况。结果表明：

吸收速率显著高于封育16年；而排放率与封育16年样地接近，

2003—2011年，研究区蒸散量的季节变化明显,最大值一般出现

差异不显著。

在生长旺季的7—8 月，达4. 4 ~5. 7 mm·d-1；最小值多出现在

2）基于静态箱式法和生物量评估海北金露梅灌丛草甸碳收
支发现，高寒金露梅灌丛草甸生态系统呼吸、土壤呼吸和植物呼
2

2

1 月或12 月(0. 09±0. 04 mm·d-1 )。 蒸散量的年际动态明显，
为451. 3 ~681. 3 mm，其中，生长季占70%以上。年蒸散量

吸 年 总 量 分 别 为 886.28gC/m 、 444.93gC/m 和

与年降水量之比的平均值为1. 06±0.17，表明该生态系统的年

441.36gC/m2；呼吸与5cm地温具有极显著的指数关系，R2在

水分收支状况基本平衡，几乎所有的降水都以蒸散的形式消耗.

0.83以上，温度敏感系数（Q10）分别为4.13、4.40和3.16；
2

5）氮添加能显著促进植物生长，改变土壤充水孔隙度，但

8年平均而言生态系统年均净固碳量为27.19gC/m ，即高寒金

短期内没有改变土壤有机氮储存。与对照相比，低水平的氮添

露梅灌丛草甸生态系统为碳汇。

加，显著降低甲烷气体的季节排放。土壤的甲烷通量主要由土壤

3）祁连山南坡夏季牧场的高寒杂草类草甸生态系统呼吸速

孔隙度决定，其次由可利用的有机氮决定。氮添加增强了土壤充

率与5cm日均地温具有极显著的指数关系，轻牧、中牧和重牧条

水孔隙度、pH和硝态氮。氮添加导致的甲烷排放量的减少可能

件下生态系统呼吸对温度的敏感性系数（Q10）分别为4.28、

主要是因为物质扩散的减少，而对甲烷氧化菌的抑制作用是较弱

4.16和4.43，土壤呼吸的Q10分别为3.33、3.24和3.44；生态系

的。结果表明土壤有机氮是甲烷排放的调节物质，它对甲烷的促

统呼吸和土壤呼吸均表现出冬季低，夏季高。轻牧、中牧和重牧

进或抑制取决于氮的状态。

梯 度 下 生 态 系 统 年 呼 吸 碳 量 分 别 为 854.64、 909.7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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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
Processes and Functions to Global Change Group
Group Leader： Yingnian Li, professor, 1982.8-1990.2, worked at meteorological
agency in Qinghai province before 1990. From March 1990 until now, has been working at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Haibei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and engaged in meteor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cology research
involving meteorology, ecological meteorology, environment and global change, etc. So far,
He has hosted 9 projects including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973),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project,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Strategic pilo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so on. Once, was honored with “Outstanding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of the Tibetan research”. In May, 2010,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and global change” won the first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e progress priz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 persons involved). In May, 2012,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学科组成员

of changes and repairation of three rivers’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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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of which were included by SCI.

李红琴
硕士研究生
吴启华

毛绍娟

Research Interests
Global change ecology: 1) Carbon flux of ecological system; Coupling of Carbonnitrogen-water-heat; Carbon potential; 2) Adaptability and response of vegetation
productivity to global change. 3)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land use patterns on the alpine
grassl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1) In the south of the Qinghai province, the carbon densities of alpine meadows vegetation of the mild, moderate, severe and extreme
severe degeneration are 228.046 gC/m2, 339.329 gC/m2, 911.354 gC/m2 and 1073.355 gC/m2 respectively, more than that in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and the 0-40cm soil carbon densities of them are 3.545 kgC/m2, 4.160 kgC/m2, 5.946 kgC/m2 and 7.359 kgC/m2, respectively, more
than that in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which show that the southern alpine meadows vegetation has more potential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2) Research on carbon budget of Alpine Potentilla fruticosa Shrubland based on comprehensive techniques of static chamber and biomass
harvesting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results were that the annual carbon accumulations of the soil, vegetation and ecosystem respiration rates were
444.93, 441.36, and 886.28 g C/m2, respectively. The respiration rates of the shrub, grass, and exposed field plots correlated exponentially an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soil temperature at a depth of 5 cm (R2=0.94, 0.95, and 0.83, respectively). Respiration entropy, Q10 (the magnitude of the
respiration rate change with a 10 °C change in temperature), of the treatments was 4.13, 4.40, and 3.16, respectively. The alpine shrubland
ecosystem acted as weak carbon sink and on average absorbed 27.19 gC/m2 per year from the atmosphere.
3) Soil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POC) in the alpine meadow mainly accumulated in the top 10 cm and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64% of
the total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content, reflecting the lability and poor stability of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Three-year N addition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contents of soil coarse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CPOC), fine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FPOC) and mineral
associated organic carbon (MOC). N addition tended to increase soil POC contents in the peak of the growing season, while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m in the early and end of the growing season. However, soil MOC content responded insensitively to N addition. N addition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ed the top soil POC/MOC ratio in the early growing season, suggesting an increase in the stability of SOC.
4) The responses to grazing of individual traits and PFTs were analyzed along a grazing gradient in an alpine shrub meadow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 minimum set of PFTs resulting from optimal individual traits can provide consistent
prediction of community responses to grazing in this region.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more accurate indicator of change with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than do univariate measures of species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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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植物的光合及生理生态适应研究学科组
学科组长：师生波，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山植物的光合
生理和极端环境的生理生态适应性研究。近年来，针对青藏高原强太阳可见光和
UV-B辐射的特点，开展了高山植物对强太阳光的适应性研究，在过剩激发能的
非辐射耗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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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多次到日本、瑞
典、英国进行交流和访问进修，与国际知名学者Lars Olof Björn等一直保持有较
好的联系。迄今，已在国内外各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近60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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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师生波

任委员，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

邮箱:sbshi@nwipb.cas.cn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典型高山植物对高原逆境胁迫的驯化适应等方面，开展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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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寒矮嵩草草甸开展了系列UV-B辐射的试验，从群
落结构、物种多样性、植物叶片的光形态结构、光合生理等方面探讨了高原情UVB辐射对草地生态系统和主要高山植物的影响。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论文：
[1] 朱鹏锦, 杨莉, 尚艳霞, 师生波, 韩发. 青藏高原几种高山植物的光合生理特性.草业科学, 2013, 30(6): 886-892.
[2] 朱鹏锦, 杨莉,师生波, 韩发. 不同海拔高山植物美丽风毛菊生理生化特性的研究.绿色科技, 2013, 7:54-57.
[3] 杨莉, 师生波, 贺金生. 青海省玛沁县冬虫夏草适生地植物群落及土壤理化性质分析.草地学报, 2013, 21(3):467-473.

美丽风毛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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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and Photosynthesis of Alpine Plants Group
Group leader: Professor Shengbo Shi is a plant eco-physiologist and his main

硕士研究生
李妙

孙亚男

research is on the physi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photosynthetic apparatus in alpine
plants. For a long time, he worked in Haibei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Station, CAS,
and performed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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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 light was researched. A lot of explored jobs were made such as radiation
energy dissipation, photosynthetic electronic transfer activity, and photoinhibition of
photosynthetic apparatu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anges of the leaf
photomorphology, UV-B-absorbing compounds and antioxidant system play the main
role against strong light stress, and proposed that strong UV-B radiation "promotion" the
increasing of concentration of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is an image idea and not an
intrins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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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as published nearly 60 articles in related fields. As visiting scholar,
he has visited and studied in Sweden, Japan, and Britain in recent years, and finished
several related researches.
Research Interests
Recently, my research interesting w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adaptability of alpine
plants to harsh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creased UV-B radiation caused by depletion
of stratospheric ozone layer over Qinghai-Tibet region. In natural field site of alpine
meadow, photosynthetic gas metabolism and th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method were
used on main alpine plants, together with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analysis in
the laboratory, a number of eco-physiological adaptation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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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ological effect of photosynthetic apparatus were
studied in some native alpine plants.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Base on the early researches in alpine plants, w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xplored measurements on Saussurea superba and
Anisodus tanguticus in these two years. The researches were focused on the response of different developed leaves to strong solar light. We try
to find the physiological differences of photosynthetic apparatus during the period of leaf expansion, and try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in
acclimation to strong light. We already finished one paper named “Changes in photosynthesis of alpine plant Saussurea superba during the
periods of leaf expansion”. These measurements were useful for detective evolutionary of alpine plants to harsh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Publications
[1] ZHU Peng-jin, SHANG Yan-Xia, YANG Li, SHI Sheng-bo, HAN Fa. Comparison of photosynthetic pigment contents and th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of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lant leaves in alpine meadow of Tibet plateau. Pratacultural Science, 30(6): 886-892
[2] YANG Li, SHI Sheng-bo, HE Jin-sheng. Analysis of Plant Community and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Adaptive Area in Maqin County of Qinghai Province. Acta Agrestia Sinica, 21(3):46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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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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 边疆晖，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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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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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边疆晖

项。

邮箱:bjh@nwipb.cas.cn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
本课题组以青藏高原小哺乳动物为研究对象，采用种群生态学、神经生物学
和免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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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哺乳动物种群的调节机理；有害啮齿动物的生物防治。

2013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母体密度应激与当前环境对根田鼠种群繁殖效应及其适应性研究
密度引起的母体对子代HPA轴的程序化可导致种群较低的补充率、繁殖状态比率及体重，并延迟了第二繁殖季节的繁殖
启动时间，其越冬存活率与其补充率呈负相关关系。对F2代而言，出生于母体应激（即早期经历高密度的F1代雌体）的子代
（F2代）有较高的FCM含量、较低的越冬存活率及体重。来自母体高密度F1代所组成的低密度子代种群，在整个实验期间一
直维持较低的种群数量。说明，密度引起的母体应激导致了对F1代HPA轴的程序化，继而导致了F1代的繁殖抑制。由于在成
体高密度环境中，F1代可通过抑制当前繁殖而增加来年存活（越冬存活），该繁殖抑制是对当前高密度环境的适应性繁殖对
策，反之，则是一种非适应性对策。认为，在成体子代处于不同环境条件下，母体程序化对其适合度的不同效应可能是影响
种群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内部调节因子。
论文
何慧，曹伊凡，陈黎林，堵守杨，聂绪恒，边疆晖* 根田鼠粪便皮质酮的检测效能。兽类学报，33 (2)，164 -17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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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Regulation for Small Mammal
Population and Biological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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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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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伊凡 (副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堵守杨
硕士研究生
聂绪恒 杨彦宾 张鑫

Research Interests
Population ecology,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self-regulation and rodent pest
managem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3
The hypothesis that maternal effects may act as an adaptive bridge in translating maternal environments into offspring
phenotypes and affect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is not well understood, largely due to lack of sufficient field studies. Most notably,
the process of maternal translations and the fitness of offspring phenotype alterations remain to be empirically explored in well
controlled fields.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population density on offspring stress axis function, reproduction traits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were studied in root voles (Microtus oeconomus). Maternal density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offspring were
obtained from predator prevented enclosures with high (initial density, 30 adults/sex/enclosure) and low (6/sex/enclosure) densities,
respectively and subsequently introduced into their assigned enclosures following complete trapping the parental populations. Four
offspring enclosures were established for each source origin, with 2 for each of 2 density treatments used for parental populations.
Fecal corticosterone metabolites (FCM) levels, offspring reproduction traits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were tested following
repeated live trapping. Significan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population fluctu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maternal density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offspring. Population size in maternally unstressed offspring enclosures changed significantly across
trapping sessions, and reached the similar levels in the two density treatment groups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trapping season. In
contrast, population size in maternally stressed groups was maintained relatively stable, and in the low density populations the level
was sustained until end of experiment. Maternal density stress was associated with persistent elevations of FCM levels in both
parents and offspring, and reproduction suppression, retarded growth and decreased body mass at sexual maturity in offspring. The
FCM elevations and reproduction suppression were independent of offspring environment contexts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decreased offspring quality.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trinsic state alterations induced by maternal stress impair offspring
capacity in response to immediate environment, and these alterations are likely mediated by maternal stress system.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maladaptive reproductive suppression seen in low density populations of maternally stressed offspring is one of
ecological factors generating delayed density-dependent effects.

Publications
HE Hui, CAO Yifan, CHEN Lilin , DU Shouyang , NIE Xuheng, BIAN Jianghui. 2013. The utility of detecting corticosterone levels
in feces of root vole (Microtus oeconomus),Acta Theriologica Sinica,33 (2):16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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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平台建设
1、科学观测研究站

国家需求：为保障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功能，解决
高寒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

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出提高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及草地资源利
用和管理的优化模式；受损高寒草地恢复技术及草地
畜牧业优化放牧模式的技术示范；三江源生态移民新

联系人：曹广民

电话：0971-6123010

村农－牧耦合型畜牧业发展新范式，为保障青藏高原

E-mail：caogm@nwipb.cas.cn

网址：http://haibei.nwipb.ac.cn

的生态安全，进行三江源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移民

海北站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隅的祁连山谷地

安置提供基础资料与技术支撑。

（ 37°29′-37°45′N， 101°12′-101°23′E） ， 站 区

2013年 工 作 进 展 ： 完 成 结 题 项 目6项 ， 在 运 行 项

山 地 海 拔 4000米 ， 谷 地 2900-3500米 。 1976年 建

目45项 ， 新 争 取 课 题3项 ， 分 别 为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立 ， 1988年 海 北 站 成 为 科 学 院 野 外 开 放 台 站 ，

面上、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和地方政府项

1999年被吸收为国际冻原组织成员，2001年成为国

目 。 总 到 位 经 费 ：1845.52万 元 ， 其 中 ， 地 方 政 府

家野外科学观测试点站，2006年晋升为国家野外科学

78.0万 元 ，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137.9万 元 ， 国 家 科 技 部

观测研究站，2013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高寒网成员。

266.67万 元 ， 所 属 研 究 所231.10万 元 ， 中 国 科 学 院
1111.85万 元 ， 其 它 20.0万 元 。 总 计 发 表 研 究 论 文
59篇 ， 其 中SCI16篇 ，SCIE9篇 ，CSCD30篇 ， 其 它
4篇。出版专著1部。
科 研 创 新 ： 1)进 行 了 凋 落 物 品 质 对 草 地 温 室 气 体
和氮矿化的影响究，发现凋落物氮素含量和碳/氮对高
寒草甸温室气体CO 2排放和系统氮素的矿化的影响作
用显著大于凋落物的物种丰富度对其的影响。2)进行
了青藏高原高寒嵩草草甸退化分异模式的研究，提出
了高寒草甸内外因耦合退化演替过程，发现草毡表层

水 热 及养 分 添 加 对 高 寒 草 地 影 响 观 测平台

厚度在2.8 ± 0.49 cm时，草地生产-生态功能最佳。

学科设置与研究方向： 围绕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

3)进行了中国草地的产草量和品质的研究，发现青藏

国家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科学问

高原的草地具有更高的产草量，同时表现出高粗蛋

题，为保障青藏高原生态安全，使青藏高原区域社

白、高无氮浸出物、低粗纤维、低粗脂肪的特点，具

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关键技术。

有更高的营养价值。4)进行了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非生

科学前沿： 针对青藏高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

长季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及其年度贡献研究，发现非生

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在高原主要生态系统对全球气

长 季 高 寒 草 甸 表 现 为CO 2 和N 2 O的 源 、CH 4的 汇 ， 非

候变化的响应；高原极端生境下生物的适应性与抗

生长季CH 4和N 2O 累积排放量却占全年累积排放量的

逆性；高寒草地退化分异过程及发生机理；典型区

1/2 以上，在温室气体累积通量评估中不容忽视。5）

域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与生物资源的保护问题

建立了1000hm 2的退化草地分类恢复示范区，完成了

等科学前沿研究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引种试验区的建设，涉及了16个多年生禾本科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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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 豆 科 牧 草 品 种 ，1个 多 汁 饲 用 牧 草 。 建 植 高 产
优 良 牧 草 生 产 基 地 11000亩 ， 其 中 一 年 生 牧 草 累 计
6780亩 ， 一 年 生 和 多 年 生 牧 草 混 播4440亩 ， 为 解 决
高寒牧区冷季牧草匮乏瓶颈提供技术支撑。
长期监测： 在CERN的安排和部署下，对监测人员
进行了合理的任务分工和有机统一组合，进一步强化
了分析力量，自行分析了绝大部分土壤、植物、水分
的监测指标，完满完成了本年度水分、土壤、生物和
气象的各方面的各项监测任务。进一步完善了实验设
备和相关数据的共享体系，为国内外科研人员提供了

高寒草地水热通量观测平 台

便利的科研设备和数据服务。
学术交流： 全年接待来站工作人员667人次，接待
国内外调研访问13批46人次。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包
括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日本环境研究所、美国

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科罗拉多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日
本神户大学。
2013年海北站先后有26人参加了中国生态学会、

联系人： 赵 亮
E-mail：lzhao@nwipb.cas.cn

土壤学会、青藏高原学会及动物学会的学术交流，并
有2人赴美国、欧洲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

电话：0971-6141063

中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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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科学院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监测研

主要设施：

究网络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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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该定位观测站依据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
监测研究网络监测和研究要求，依托科研项目，除了进行
增温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过程影响平台

土、气、生的常规监测，进行了退化草地恢复治理技术研
发与集成、高寒草地鼠害控制技术研究与集成、生态畜牧
业技术研发与集成和草地生态系统碳氮水地球化学循环等
4方面研究。
依照“高寒网”的安排和部署下，自行分析了土壤
和植物监测指标，基本完成了2013年度土壤、生物和气
象的各方面的各项监测任务。进一步完善了实验设备和相
关数据的共享体系，为国内外科研人员提供了便利的科研
设备和数据服务。

P e 2 4 0 0碳 氮 分 析 仪

在海南州贵南县、同德县和玉树州建植规模化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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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基地20.19万亩，其中青海省牧草良种繁殖场建植
饲草基地8.3万亩，青海省贵南草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
植规模化人工饲草生产基地11.3万亩，玉树州建植一年
生及多年生人工草地0.59万亩；为缓解冷季草畜矛盾和

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
联系人： 李春喜

E-mail:cxli@nwipb.cas.cn

冬季“抗灾保畜”提供保障；同时，开展饲草基地建
植、草产品产业化加工技术培训600多人次。以过马营

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是在“八五”期间由中国科学

为中心的牛羊育肥基地带动同德、贵南周边区域完成牛

院拨专项经费建立的。成立于1986年1月，位于平安县

羊育肥16.0万只羊单位以上，有效促进高寒牧区畜牧业

小峡乡下红庄村（36°38′N，102°18′E）。代表黄土高

可持续发展。

春小麦亲本选配、杂交

三江源站气象站

春小麦品种选种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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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可
比拟的特殊性。
依托试验站，农业科研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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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源站退化草地治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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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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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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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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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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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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3蓄水池及喷灌系统，12要素的

台支撑，2012年12月4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自动气象观测站，玻璃日光温室。现主要开展农作物种

究所与甘肃省武威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建立西北高原生

质资源鉴定、细胞工程育种、小麦品质分析、品质遗传

物研究所武威野外试验站合作协议”，武威市政府以无

与改良和抗旱、农作物品种选育、作物及牧草栽培技术

偿划拨的方式提供105亩土地给我所，建立“武威绿洲

机理研究。为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农业技术创新、集成平

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试验站”。2013年1月31日，研究所

台。

收到“中科院生物局关于建立武威绿洲现代农业科学研
为做好平安农业试验站的搬迁工作，2013年配合乐

都县国土局完成新站土地实测，完成新站土地GPS测
量，获得新站建设项目立项批复，整体搬迁工作在稳步
推进。

究试验站的复函”，“同意建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武
威绿洲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试验站”。
武威绿洲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试验站主要以生态农
业、生态保护与生物资源持续高效利用为主要目的，
开展绿洲高值生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濒危

武威绿洲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试验站
联系人：沈裕虎

动物保护和沙生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与应用开发工作。

E-mail: shenyuhu@nwipb.cas.cn

为了更好地落实研究所“创新2020”规划和“一二
三”发展目标，为“高原生物适应进化机制与分子育
种”和“特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两个培育方向提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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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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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
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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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陈世龙
电话：0971-6110067
E-mail：slchen@nwipb.cas.cn
网址：http://aepb.nwip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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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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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人，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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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7人，管理人员2人。在站博士后3名，博士研究生
37名，硕士研究生53名。

胞生物学开放实验室”基础上，以西北高原所40余年对

2013年度，院重点实验室共争取并获准国家、中科

青藏高原进行的长期考察、监测和取得的成批研究成果

院和地方等各类项目（课题）40余项，到位经费3550余

为基础，于2008年12月26日正式建立的，是目前以青

万元。其中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5项，青年科学基

藏高原生物及生态系统为专门研究对象的首家实验室，

金项目6项，财政部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项目

本实验室的建立为国际、国内科学家开展高原生物学研

3项，院先导性专项1项。结题33项，正在执行课题40余

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平台，也是我国高原生物科学研究

项 。 2013年 度 ， 院 重 点 实 验 室 人 员 共 发 表 研 究 论 文

走向国际的纽带。

134篇，其中SCI刊物论文61篇，其它期刊论文74篇。出

通过对高原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适应性与抗逆性

版专著3部，授权发明专利4项。

的遗传及繁殖、生理生态特征、化学成分特征，生物与

实验室

鲜卑花属的比较谱系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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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新疆裸重唇鱼亲缘地理学研究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DNA测序仪

小麦-黑麦杂交法创制人工合成六倍体小黑麦

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 陶燕铎
电话：0971-6143610
E-mail：taoyanduo@163.com

台为基础，拥有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制备等价
值在3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12台。
2013年 度 ， 院 重 点 实 验 室 人 员 共 发 表 研 究 论 文
74篇，其中SCI论文37篇，其它期刊论文37篇。出版
专 著7部 ， 申 请 发 明 专 利47项 ， 其 中 授 权 发 明 专 利5

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院

项，登记成果12项，完成并获得国家批准颁布的国家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是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标准1项，开发新产品1项，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

究所藏药资源与新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筹建，于

奖2项。

2013年4月，经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批准，成立的
院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代码2013DP173254。
实验室紧密结合国家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以青
藏高原藏药资源为研究对象，以藏药基源研究、藏药
资源物质基础研究、藏药现代化关键技术研究及藏药
新药发现与创制为主攻方向，解决藏药研究及可持续
利用共性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该实验室的建立，为国
际、国内科学家开展藏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平
台，对藏医药人才培养、技术交流、藏药整体理论的
提升及我国民族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为张玉奎院士，实验室主

分离实验室

任张怀刚研究员，副主任陶燕铎研究员、索有瑞研究
员。实验室现有人员53人，其中研究人员44人，技术
人 员6人 ， 管 理 人 员3人 ， 在 站 博 士 后4人， 在 读 博 士

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

研 究 生24人 ， 硕 士 研 究 生34人 ， 毕 业 博 士 研 究 生4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9人。

联系人： 周华坤
电话：0971-6133353
E-mail：qinghaink515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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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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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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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备液相和分析液相

球变化及其效应、可持续发展等寒区生态学前沿热点

实验室以“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

和青海省寒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治理方面的科技需

点实验室”、“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及“青

求，涵盖青海省寒区主要草地类型，服务国家宏观决

海省藏药药理学与安全性评价重点实验室”等研究平

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高区域农牧民科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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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理念。
主要研究内容:
1、特有动植物种群的保育及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
2、高寒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
3、高寒草地生态系统退化机理与恢复技术；
4、草地畜牧业生产模式及试验示范。
2013年 登 记 省 级 成 果3项 、 获 得 授 权 专 利2项 ，
发表SCI论文23篇、CSCD论文45篇，出版编著1部，

荷兰EK 08.53 土壤碳酸盐测定仪

LRH-250A生化培养箱

参编专著1部。与农牧企业合作建植规模化饲草生产
基地约5万亩，合计生产牧草2万吨，为高寒牧区“抗
灾保畜”、“减压增效”提供保障；同时，开展饲草
基地建植、草产品产业化加工技术培训220多人次。
以贵南县过马营为中心的牛羊育肥基地完成牛羊育肥

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
研究重点实验室

10.0万只羊单位以上，有效促进了高寒牧区生态畜牧
联系人： 彭敏
电话：0971-6143898
E-mail：pengm@nwipb.cas.cn

业可持续发展。

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成立于
2006年 。 结 合 区 域 特 色 生 物 资 源 保 护 与 产 业 发 展 的
实际需求，实验室以植物类资源为重点对象，开展青
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繁育、资源种类综合评
价、产业化共性技术研究，为相关企业提供多方位服
务等方面的工作，提高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产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高原生物资源的保护能力以及区域生
态产业的后续发展能力，为从事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
源产业的相关企业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实验室于
2009年 和 2013年 两 次 省 级 重 点 实 验 室 评 估 中 获 得
“省级优秀重点实验室”称号。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特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
主要围绕资源生态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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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支撑并促
进资源的高效、持续利用。重点探索构建资源储量速
查技术体系、资源品质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技术体系、
针对特殊资源种类的高效生物快繁技术体系、重点资
源种类的规范化栽培繁育技术体系、资源生态抚育技
实验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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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体系等。

●特色生物资源产业化关键技术及服务
重点提升资源活性成分分析新技术开发利用、现
代生产新工艺开发利用、优秀传统藏成药的现代化改
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型特色资源新产品的研发等
产业化关键技术，并逐步形成创新突破。同时，根据
青海省地方经济及特色生物资源产业化发展的战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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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化站

各级政府及相关企业提供科技咨询等方面的服务工
作，力争将实验室建设成为青海省特色生物资源产业
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力量、平台与基地。
●特色生物资源新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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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化等新技术，功能功效筛

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
研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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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杜玉枝
电话：0971-6132480
E-mail：yzdu@nwipb.cas.cn
网址：http://tibetmed.nwipb.cas.cn

食品、天然资源标准提取物、工业化中间产品等），
为企业提供新产品研发方面的科技储备。

研究方向：基于临床与生产实践，解决制约藏药

2013年 ，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38篇 ， 其 中 SCI收 录 9

发展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控制等瓶颈性重大科学

篇 ，SCI-E收 录4篇 ，CSCD收 录10篇 ，CSCD扩 展 库

问题。特色优势：突破藏药重金属与安全等行业共性

收 录4篇 ， 其 他 国 内 刊 物 收 录11篇 。 出 版 各 类 专 著5

关键技术难点。目标定位：将重点实验室建设成世界

部。登记成果共10项，其中有3项获奖成果。授权专

一流的藏药研究平台。

利2项，申请专利21项。审定并通过青海省地方标准
3项。

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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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海省财政厅批准组建。
现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格日立教授，实验室主
任为魏立新研究员。实验室固定科研人员34名，团队
学科带头人6人，其中2人为中科院“百人计划”，拥
有博士学位者18名，中青年研究人员24名。设有中药
学硕士点、生物学博士点和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实
验室建设三年以来，培养硕士24人，博士6人，引进
优秀科技人才与客座研究人员9人。每年设置开放基
金课题2-3项，每年开展市级科普活动1项。与美国纽
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药物所、各省区藏医院

新实验室

等国内外科研院所开展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30项。
实验室拥有固液相测汞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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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 执 行 和 本 年 度 结 题 项 目 共51项 ， 其 中 正 在 执 行
35项，结题16项。共发表研究论文52篇，其中SCI论
文27篇，CSCD论文14篇。

全自动固体液体直接测汞仪

多功能酶标仪

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药 理 毒 理 专 业 仪 器37台 套 ， 设 备 原 值1335.6万 元 ，

联系人： 沈裕虎
E-mail：shenyuhu@nwipb.cas.cn

具有世界顶级的汞含量测定设备。大型仪器和设备的
开放与共享程度较高，重点实验室根据相关企业和单

青 海 省 作 物 分 子 育 种 重 点 实 验 室 于2012年9月

位的实际需求，三年来对外提供重金属、有害物质等

12日由青海省科技厅批准新建。实验室针对区域经济

安全性检测方面的科技服务90项548次。

发展和生态安全的战略需求，建立以分子标记技术、

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国

基因与染色体的分离和操作技术为核心的农牧作物分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课题14项，省部级项目

子育种研究平台，开展同农作物和牧草作物产量、品

课 题 61项 ， 企 业 横 向 课 题 14项 ， 总 到 位 科 研 经 费

质和逆境胁迫相关的遗传机理研究和品种选育工作。

6129万 元 。 牵 头 民 族 医 药

实验室目前主要包括分子标记、基因工程和分子染色

领域“十一五”与“十二五”

体工程3大功能区块，致力于将分子生物学、基因组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

学、功能基因组学和分子细胞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技

目2项，总经费6293万元。

术应用到青海省主要农牧作物的分子改良，发掘育种

牵头制定《国家民族医药发

可用元件，创制育种新材料，实现作物育种的分子设

展 战 略2010—2020》 （ 科

计和聚合组装，提升青海省分子育种研究实力，为农

技部、国家民委）。主持

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良种储备。目前主要

国家传统医药立法中民族

开展以下研究工作：

医药部分立法条文的编写。
SPF洁净动物实验区

2013年 获 得 “ 一 种 具
有抗疲劳功效的牦牛皮胶

复方藏药及其制备工艺”等授权发明专利5项。登记
成果6项，其中国际领先1项。新承担科研项目1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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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分子标记技术的作物重要性状的遗传基础
与辅助选择
（1） 种 质 资 源 分 子 基 础 及 其 与 重 要 农 艺 性 状 的
关联分析
（2）重要农艺性状的分子标记发掘

（3）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培育作物新品种
2. 作物重要性状控制基因的发掘与基因工程
（1）重要基因的分离与鉴定
（2）利用转基因技术创制作物新种质、新品种

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邵赟
电话：0971-6143610
E-mail：shaoyun11@126.com

3. 作物分子染色体工程
（1）外源染色体片段转移与染色体倍性育种

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院西

（2）染色体片段缺失重组育种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于2013年5月由青海省科学技术

实 验 室 现 有 研 究 人 员 28人 ， 其 中 研 究 员 8人 ，

厅批准成立，实验室主任陶燕铎研究员。

“百人计划”入选者2人；副研究员10人，中级及以

实验室紧密结合国家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围绕

下人员10人。其中20人具有博士学位。实验室现任主

制约藏药发展的科学与技术问题，系统开展藏药基源

任为张怀刚研究员。

研究、藏药物质基础研究、藏药现代化关键技术研究

2013年实验室发表论文46篇，其中SCI收录期刊

及藏药新药发现与创制，提升我国藏药产业水平，为

论文16篇，发表在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藏药研究发展和相关产业技术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将

Crop science、Genome、Euphytica和PLoS ONE 等

实验室建设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藏药研究和创新性人才

杂志上。参编出版专著1部，获得专利授权2项。韩发

聚集基地。

研究员培育的微孔草“青微3号”新品种通过了青海

主要研究内容：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1）藏药材基源考证；

2013年8月实验室接受了青海省科技厅组织的现

（2）建立标准藏药材物种库；

场 和 会 议 评 估 ， 取 得 了 良 好 成 绩 。 2013年 12月 14

（3）构建青藏高原特有藏药资源化学库；

日，实验室召开了“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4）构建青藏高原特有藏药材化学对照品库；

第 一 届 学 术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暨2013年 度 学 术 研 讨

（5） 通 过 化 合 物 活 性 筛 选 和 结 构 修 饰 ， 构 建 功

会召开”，青海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华、青海省科技厅

能样品库；

政策法规与基础研究处处长段靖平、主任科员白海

（6）新药发现，天然药物的创制。

龙、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学研究所

2013年 度 实 验 室 人 员 承 担 国 家 及 省 部 级 科 研 项

王道文研究员、委员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党占海研究

目35项，国际合作项目1项，其它合作项目4项，共发

员、委员青海大学杜德志研究员、委员青海大学迟德

表研究论文30篇，其中SCI论文17篇，其它期刊论文

钊研究员、委员青海师范大学陈志教授、中科院西北

13篇。申请发明专利35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3项，

高原生物研究所所长、实验室主任张怀刚研究员、副

登记成果2项，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培养

所长陈世龙研究员、科技处处长王萍以及实验室其他

博士研究生15人，硕士研究生19人，博士后4。

研究人员共40余人参加会议。同时，邀请王道文研究
员和党占海研究员作了专题报告，5位实验室成员作
了学术报告。

酶标仪

倒置显微镜和二氧化碳培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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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技术中心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
工程研究中心
联系人： 陈晨
E-mail：chenchen1410@163.com
联系人： 陈涛
E-mail：taishanchentao@126.com

Agilent 1200高效液相色谱仪

“青藏高原特色生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研究中心”已经成

物资源工程研究中心”

为高原特色生物产业关键技术研究和集成创新的重要

是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平台、特色生物资源产品研发的主要基地、重要科技

原生物研究所牵头，青

成果产业化的孵化器和关键人才交流与人员培训基

海省科学技术厅和青海

地，为省内各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提供技术和仪器设

省生物产业园参加、共

备支撑服务以及科技成果的孵化和转化服务。

建的高原生物产业技术

一、科技支撑服务

创新平台。工程研究中

2013年 中 心 为 生 物 产 业 园 区 企 业 （ 青 海 清 华 博

心下设基础研发部、中

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试 试 验 部 、 分 析 测 试 部 和 咨 询 服 务 部 。 截 止2013年

司 、青海信成医药集团、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

2

底，目前面积约1200m ，现有工作人员39人，其中

司、青海诺蓝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居易生物科

研 究 人 员28人 ， 平 台 支 撑 人 员11人 ； 研 究 员10人 ，

技有限公司、青海紫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高健

副 研 究 员 及 高 级 工 程 师18人 ， 助 理 研 究 员 及 工 程 师

生物科技限公司等）和西北高原生物所、青海大学、

11人；博士20人，硕士6人。拥有较为先进的基础研

青海师范大学相关科研项目提供实验服务，仪器设备

发和中试试验等仪器设备100多台（套）。建立了较

累 计 提 供 超 过1900小 时 以 上 的 试 验 机 时 ， 支 撑 国 家

为完善的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和运行管理制度。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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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项目经费720万元。
2、对生物园区企业科技服务情况
工程中心和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合作，进
行“藏茵陈片的标准升级”和“藏茵陈二次开发”研
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
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联合实验室”，主要进行：
（1）藏茵陈制剂提取工艺改进和藏茵陈胶囊、片剂
质量标准的修订，现以申报到国家药监局进行审批；
（2）改进“润肺胶囊”生产工艺，稳定生产合格药

研发实验室

品；（3）协助企业报青海省科技项目建议1项。
工程中心和青海紫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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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柴达木枸杞资源产品研究开发及产业化”，成立了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紫阳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研发中心”，2013年为企业研发新产
品“黑果枸杞（糖果）片”和“黑果枸杞原浆”2个。
工程中心和青海高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进
行“青稞特色资源产品研究开发及产业化”，成立了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高健生物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联 合 研 发 中 心 ” ， 2013年 为 企 业 ：
（1）研发新产品“雪域六宝青稞饼和青稞羹”2个，
企业现以投产；（2）申请专利5个；（3）协助企业

小型多能提取浓缩机组

报青海省科技项目建议1项。
工程中心科研人员利用工程中心仪器设备为青海
诺蓝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居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昆仑1号”和“高原1号”新产品2个。
3、技术培训服务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大学生
30名实习培训。
二、年度科研进展与成果
（一）研发产品
2013年 工 程 中 心 科 研 人 员 为 青 海 诺 蓝 杞 生 物 科

超临界CO 2萃取装置

技有限公司、青海居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紫阳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高健生物科技限公司等研发

（三）申请获批建设项目和国家级服务平台称号

包括“高原1号”、“昆仑1号”，“青稞百岁饼、百

为 继 续 完 善 平 台 的 仪 器 设 备 等 条 件 ，2013年 工

岁羹”、“ 黑枸杞原浆饮品”、“ 黑枸杞（糖果）

程研究中心申请和获批中国科学院修够计划项目《青

片”等新产品6余个，绝大部分已投入生产销售，企

藏高原特色生物产品深加工平台》1个，购置超临界

业已取得明显经济效益。

流体半制备色谱仪、亚临界流体萃取设备、小型喷雾

（二）专利和科研成果

干燥设备、冷冻干燥设备、陶瓷膜分离系统、卧式螺

2013年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科 研 人 员 在 研 究 所 或 和 企

旋卸料沉降离心机和中试软胶囊机7台套，使工程中

业合作，取得科技成果1项，申请专利8项，授权专利
2项。

心的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
2013年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根 据 《 国 家 中 小 企 业 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的管理办法》和《关于推荐第二
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通知》，确定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程研究中心和分析
测试中心）为第二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

TBE-300A+ÄKTA prime高速逆流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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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湖州高原
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心

测，能够面向市场和企业承接天然产物中间体、保健产
品、营养补品、功能食品的研究开发任务，迅速将实验
室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开发，推出适合企业规模化生产
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

联系人：韩发
电话：0971-6143896
E-mail：hanfa@nwipb.cas.cn

3、研发内容
(1)高原特色植物资源—微孔草、迷果芹、高原人参
果、雪莲、蜂产品的研发与成果转化；

1、中心筹建概况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湖州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
创新中心（简称中科院湖州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
中心）。
中心成立于2011年5月，是由湖州市人民政府与中

(2)高原生态经济林浆果资源——沙棘、白刺、枸
杞、黑果枸杞的开发与成果转化；
(3)高原特有珍贵药物资源---冬虫夏草、红景天、
藏茵陈、大黄、秦艽等的研发与成果转化。
4、工作成就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共同组建的独立事业法人

2013年，中心在平台建设方面，已基本完成了四个

机构，致力于为特色生物资源利用与开发的发展提供技

研发和技术转化实验室的建设，完成了有关专业仪器的

术转化创新服务和成果转化平台，聚焦于生物医药、保

采购安装和调试运营；在项目建设方面，正在开展的项

健产品、营养补品、功能食品、特色生物资源有效成分

目主要包括微孔草、冬虫夏草人工替代品、蕨麻、迷果

产品的高值开发。

芹、红景天、黑果枸杞、沙棘、白刺产品的研发及成果

中心现有在职员工11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7名，
大学以上专业服务人员占总人数的81.8%。

的转化，承担了4个纵向项目和4个横向项目；在产业化
绩效方面，分别与湖州上体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湖州藏

中心拥有2008平方米的办公场所、研发和技术转化

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合同经费总

实验室及中试生产平台，配有200多万元的仪器设备，

额为540万元，同时与湖州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青

拥有4个研发和技术转化实验室（天然产物提取与前处

海省年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筹建联合实验室的协议，

理实验室、产品研发与功能评价实验室、质量保证与产

并牵线搭桥引进了青海久实虫草药业有限公司到湖州市

品检验实验室、生物工程实验室）和1个QS中试车间，

落户成立湖州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企业合作共建了4个联合实验室（青藏高原沙棘开发
联合工程实验室、高原蜂产品研发实验室、青藏高原冬
虫夏草培养开发联合工程实验室、高原生物资源应用技
术与新产品实验室）。
2、中心在省内外的地位及特色
中心组建以来，始终围绕平台、队伍、项目、绩效
四位一体的目标，以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几十年的科研
积累和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的科研成果为支撑，并以产业
化绩效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展了成果的转移
转化及产业化工作。
通过建设，中心已基本具备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对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进行提取、分离、纯化以及活性
分析检测，并完成小试到中试生产的工艺技术开发能
力，同时能进行各种特色生物资源产品的成分分析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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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撑部门

三、利用优势资源、积极为社会服务
积极发挥测试中心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第三方检
测机构的优势和无公害农产品检测机构以及全国农产品

分析测试中心

地理标志产品品质鉴定检测机构的资质优势，积极为社
会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联系人：胡风祖
电话：0971-6132750
E-mail: fzhu@nwipb.cas.cn
网址：http://ptsc.nwipb.cas.cn/

四、尽职尽责、做好所级公共技术中心的管理和维
护工作
作为所级公共技术中心的主体，同时承担着院大型

2013年度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检测样

仪器共享系统的仪器设备预约和维护、以及研究所修购

品5000多份，出具检测报告500多份，比2012年增长

项目和院仪器功能开发项目的申报等工作。2013年度所

30%。

级公共技术中心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中心对内外进行技术服务不仅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

1.2012年修购专项项目的验收

益，也收到了较高的社会效益，使测试中心逐步成为研

按照院计财局和国家财政部的对修购项目验收的相

究所科研创新的重要技术支撑和实力体现的窗口。主要

关规定，在2013年10月22日顺利通过了院计财局修购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办组织的对“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平台”和“青

一、团结协作，顺利通过了实验室认可、计量认证
资质认定和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的现场监督评审

藏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平台 II期”的验收。
2.2013年修够专项项目组项目执行

于2013年11月17日测试中心通过了国家实验室认

根据2013年我所四个平台项目的实施方案，协助项

可和、计量认证和食品检测机构资质认证专家组对药材

目组的人员进行了购置技术指标的编制和招标工作，并

和制品、食品、蔬菜水果、饲料、土壤和水质六大领域

在每月及时填报项目执行进度，确保了该项目的顺利实

中162个检测项目的现场监督评审。使测试中心的检测

施，为2013年修购项目的验收和2014年修购项目获中

能力范围和管理水平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奠定了基础。

二、充分发挥测试中心仪器资源优势、努力为研究
所科研服务

3.仪器共享系统管理
(1)刷卡系统安装和使用

本年度为了更好的发挥测试中心的职能，为所科研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

提供优质服务，为能更好的发挥中心仪器的作用，提高

台”的适应性，提升仪器设备共享效率，扩大共享范

其使用率和共享率，投资近50万元购置了原子荧光仪、

围。按照院“关于全面推进大型仪器智能卡管理系统应

荧光检测器和戴安四元钛泵等实验室检测设备，提高了

用的通知”自2012年6月为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的30台仪

样品检测速度，确保及时提交检测数据。

器安装了刷卡系统以来，管理人员和仪器操作员认真履

本年度测试中心分别完成了生态中心1500个土壤样

行职责，确保了本年度仪器的正常运行。

品和1000多份植物样中9个检测指标的检测分析；为农

(2)仪器共享情况

业中心200多个植物样品11个检测指标的分析，；对藏

2013年仪器共享系统中入网的48台仪器运行时间为

药中心450个土壤和200植物样品中11个检测指标的分

9.7万小时，平均共享率为92%，超过了院规定的每台仪

析 。共提供检测数据21150个，上述样品的分析结果为

器年共享率必须达到60%的要求。

各中心项目申报、成果鉴定、研究生论文发挥了显著的

4、2013年院大型仪器功能开发项目的验收

作用。

(1) 院大型仪器功能开发项目的验收
从2011年开始至今我所共获得院大型仪器功能开发
项 目 7项 ， 今 年 有 3项 进 行 了 验 收 。 2012年 的 “ 基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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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高分辨抗氧化活性物质系统建立” 和“FISH实验

部分珍惜、濒危的物种标本。为研究青藏高原地区的动

材料的预处理及相关设备的改造与应用研究”在区域中

植物分类、区系、生物的适应与进化、特色药用生物资

心进行了开题报告，并在8月份召开的兰州资源环境科学

源、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等提供技术支撑等服务，并开展

大型仪器区域中心技术交流会上由2010年度、2011年度

关于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科学传播工

以及2012年度仪器设备功能开发技术创新项目负责人分

作。是目前收藏和保存青藏高原地区动植物标本种类最

别作了各自承担项目的项目工作报告和初期成果展示.

多、数量最大的标本馆，也是标本采集覆盖青藏高原范

(2)2013年院大型仪器功能开发项目申报
为了进一步做好院大型仪器功能开发项目，2013年

围最广的标本馆。
2、标本保藏与共享

我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聘请所学术委员会5位专家对中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馆的动植物标本均保存于

心技术人员申报的6项仪器功能开发项目进行了初审，

标本柜中，专人负责标本保存药剂及防腐药品的添加。

通过筛选，推选出由肖远灿申报的“磺胺药物残留快速

由于所在地（西宁）的气候特点，标本不易受潮，保存

检测方法包得开发”和刘瑞娟申报的两项项目推荐到区

相对较好，现已无虫蛀和腐烂的情况发生。保存技术落

域中心和院里，并获得批准；获得2年院资助2013仪器

后，虽对标本无损害，但是药品对标本管理人员健康损

功能开发项目各30万元，共计60万元(后支持项目)。

害较大。馆藏标本已达44万多号，另有植物副份标本

5. 2013年修购项目争取

4万号。本年度采集植物标本7500份，脊椎动物标本

按院计财局的要求，按时申报了2013年修购专项平

700号，制作标本4400份，鉴定标本6000号。科研人员

台项目2个，将为我所科研平台建设和“创新2020”和

利用馆藏标本正进行《昆仑植物志》的编写工作。网上

“123规划”的实施发挥显著地作用。

可查询植物标本21万多号及11万张图片的信息，科研人
员可方便查询。标本管理人员协助科研人员在标本库中

全自动凯式定氮仪

查询所需要的标本，接待国内外科研人员进库查询标本
600余人次，查阅标本超10000号。

超高压液相色谱仪

3、特色工作
(1) 标本采集

仪器

陈世龙、张发起等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地采集标本
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光谱仪

80余天，共计采集龙胆科，虎耳草科，蔷薇科，景天科
等标本640号，每号1280份标本，DNA材料640份。陈

气相色谱
仪质谱联用仪

晓澄、G. Khan、王久利等祁连野牛沟等地采集植物标
本22天，采集植物标本2200号，4400余份，脊椎动物
标本（鱼类）500余号。吴玉虎采集植物标本10天，
460余号，900余份。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2) 标本制作、管理与收藏
馆藏标本的日常管理，保证馆藏各类标本的完好无

联系人：陈世龙
电话：0971-6110067
E-mail：slchen@nwipb.cas.cn
网址：http://qtpmb.cvh.org.cn

损 。 完 成 植 物 标 本 4200号 的 制 作 和 入 库 ， 动 物 标 本
400号的制作和入库。
(3) 标本鉴定

1、基本情况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馆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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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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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昌、卢生莲、吴珍兰、吴玉虎等退休老先生共
鉴定植物标本4000号。
(4) 标本共享

共接待曲阜师范大学、昆明植物所、上海中医药大

信息与学报编辑部

学等国内外各大学、研究机构查阅动植物标本140余人
次 。 本 所 科 研 人 员 500余 人 次 。 查 阅 标 本 10000号 以
上。借出标本200号。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 总
用户数2577，总访问人次 256758。
(5) 信息化建设与网络科普
植物标本信息系统新录入标本1万号。拍摄植物标本
照片1万多张，网上可查询标本信息22万多条，图片
13万张。动物标本信息系统新录入5000号。拍摄照片
5000张。
录入科普文章40篇。参与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网站
和栏目评选 ，荣获“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栏
目”提名奖
(6)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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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罗晓燕
电话：0971-6143617
E-mail: xyluo@nwipb.cas.cn
兽类学报网址：http://www.mammal.cn
图书馆网址：http://nwipb.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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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兽类学报》是有西北高原所主办的学术类期刊，
1981年创刊，至今已出版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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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类学报》办刊宗旨明确，专业性强，在国内外
野生哺乳动物研究中具有影响力。

放，本年度共接待大中小学生及社会各界参观2000人

《兽类学报》目前在国外主要被美国《生物学文摘

次。开展科普讲座5次，参加人次800多人次。4次接受

BA》、《化学文摘 CA》、《生态学文摘》、英国《动

《西海都市报》第一阅读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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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CN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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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期刊外文期刊53册。

(7) 专著及论文
吴玉虎研究员主编《昆仑植物志》第4卷 出版。吴
玉虎、王玉金主编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植物
名录》出版。发表标本制作方法探讨的论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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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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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了专题和专刊的组稿力度。今年第三期以灵长

Science，Nature，Jstor 等6个数据库，西北高原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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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为主题做了一期专刊。栏目包括研究论文，综述和研

构建了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机构知识库，可查阅西

究简报，涉及到长臂猿、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黄山短

北高原所自1994至2013年全部文的发表论文，学位论

尾猴和太行山猕猴等多个物种的行为学、生理生态等多

文和专利的信息。

个学科。目前有3个专题的组稿工作正在进行中。

根据我所“十二五”战略规划和“一二三”战略需

根据2013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求，2013年继续深化图书馆服务转型，探索为科研人员

《兽类学报》在生物学科影响因子0.421，排名第7，总

提供有效文献情报服务的方法。主动联系科研人员，了

被引频次538，排名第7；核心他引率0.77；学科综合评

解课题信息，根据课题组需求，提供文献服务。

价40.3，排名第6。
图书馆介绍
西北高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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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要 购 买 了 Elsevier， Blackwell， Spring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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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
1.院地合作
1、组织申报院地合作项目14项，经费504万元。
2、协助课题组审核、签署与院校、企业合作协议32份。
3、完成青海中科高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检、法人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申领工作。
4、起草《关于组建“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理事会的报告》，协助省科技厅组织召开“理事
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理事会”。
5、承担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工作，完成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和站点信息上报。

2．国际合作及其成效
1、国际合作项目
2013年获准国家自然基金委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2项，经费40万元；中科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 外
籍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3项，经费61万元；国家外专局项目5项，经费53万元；申报2014年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对外
合作重点项目2项；中科院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3项；国家外专局项目5项。
2、外事管理
短期出访项目7批7人；来访项目11批23人；完成了中科院国际化水平信息采集工作。
3、学术交流
与“高寒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学科组举办科技论文英文写作培训班；组织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学术报告10场20个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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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理工作
（2）中英文网站：根据院网站群管理办法以及

1、信息化建设与宣传

院关于加强院网站群工作的指导意见通知和所领导有
★

关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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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网络运维建设
全年网络运行正常，及时排除故障，保障了西北
高原所、青海盐湖所、鸟岛自然保护区等单位的网络

举办了“ARP系统V2.2版及新版网站管理平台系
统培训”。

畅通。
完成了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IPv6网络环境建设项
目验收工作，8月23日，邀请中国科技网客服部部长
赵海军、客户工程师高骞对所内用户进行了“IPv6基
本原理培训” 讲座。

为进一步提升西北高原所的国际知名度，更好地
展现研究所科研人员辛苦付出所换来的科研成果，并
促 进 国 内 外 同 领 域 的 科 研 工 作 者 交 流 探 讨 ，2013年
对网站英文版进行了改版，于2013年11月1日上线。

★

2、管理信息化建设
（1）ARP： 继 续 稳 步 推 进 ，ARP项 目 实 施 效 果
日益显著、ARP项目工作重心转向深入应用、ARP数
据质量提升成为关键。西北高原所在全院的ARP应用
中排名前列。
在公文批办过程中，使用人员根据研究所的实
际，建立了自定义来件处理人员流程。解决了长期困
扰办公室主任分发文件的繁琐事务。
另 外 ， 通 过ARP2.2版 的 上 线 ， 将 需 要 办 理 的 公
文，办理完成的情况（比如需要上报的材料等）添加
到公文中，然后再办结。这样，形成完整的公文处理
链条，有来文、处理意见、办理结果，便于存档。
为 使 会 议 室 使 用 规 范 、 有 序 ， 自2013年 起 会 议
室的申请使用通过ARP系统中的“会议室管理”来进
行预约、申请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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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新 建 两 个 子 站 ， 分 别 是 “ 青 海 省 藏 药 药
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2013年底，西北高原所网站移动版完成上线。

包括科研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等方面的内容。
在高性能计算方面，王海庆副研究员及林恭华副
研究员花费十万余元购置软件和内存，开展了模拟计
算等。
研究所2013年购置了网络存储设备，开通存储空间供
有备份重要数据需求的科研人员使用。
★

4、认真完成了2013年度的信息化建
设评估工作
通过四年的信息化评估工作，西高所的信息化建设
得到了强力推进，从排名倒数上升到了比较靠前的位
置，在进行2013年度信息化建设评估工作中，领导高度
重视，各部门积极配合，认真完成了评估工作。2013年
（3）视频会议系统：随着四风建设的要求，利
用视频召开会议日渐增多，而原有的视频会议系统由

度信息化评估综合得分为70.04分，列中国科学院全部
在评研究所的第48名。

于使用了十年左右，设备老化损坏，在研究所的支持
下 ， 更 新 了 高 清 视 频 会 议 系 统 Polycom HDX70001080P，满足了研究所各方面对视频会议的需求。

2. 安全保卫保密工作
针对2013年全国连续发生多起安全生产事故，以及
西北高原所职工、研究生在日常工作中缺乏应急措施，
防火意识薄弱的实际情况。所办公室于6月26日下午进
行了2013年消防演练。培训和演练一共历时2个半小
时，参加人员63人。演练紧张、有序进行，并取得圆满
成功。演练还安排了驻所保安及外籍研究生参加。

（ 4）邮 件 系 统 ： 由 院 网 络 中 心 进 行 维 护 和 建
设，使用良好。建立了各类邮件列表，方便群发邮
件。通过合理的使用权限设置，保障了邮件系统的安
全性。
（5）网络科普：没有专门的科普网站，作为科
普栏目挂在所网站。在信息化评估的有力促进下，做
到了每周几乎都有更新。
（6）所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2013年新增5台大
型仪器，目前所内运行良好，保证了设备共享。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
和《青海省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实施意
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建设，进一步督促单

★

位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2013年建立消防安全“户籍

3、科研信息化建设

化”管理档案。全面落实“三项申报”制度，及时记录

在所中文网站开通了信息化建设专题栏目，内容

消防安全管理日常动态、开展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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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全面规范自身消防安全管理。

2. 组织完成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站改扩建项

根据中国科学院下发的《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关于开

目专业组验收。8月15日，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站

展危险品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科发办函字

改扩建项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委托

[2013]21号），2013年5月10日至31日组织开展了危险

的兰州分院项目专业验收组的专业项目验收。

化学品专项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危险化学品采购、存
放、使用和处置情况。

3. 配合院调财局、北京中元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完成
了我所“十二五”基本建设高原生物与农业技术自主创

对保安管理严格要求，加之投入使用的视频监控、

新能力与综合研发保障条件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现

红外主动防御、被动防御系统，同时给全所职工、研究

场评估；完成了初步设计及概算的编制上报工作。该项

生及离退休人员发放了标识牌，加强工作区的人员出入

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于10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登记管理、小圆门定时开关规定和北大门的夜间关门制

发 改 高 技 [2013]2137号 文 的 批 复 ： 批 准 项 目 建 筑 面 积

度，从制度上保证了各项安全措施的到位。2013年工作

12662m2， 项 目 投 资 5066万 元 ， 其 中 国 家 安 排 投 资

区未发生一起盗窃、入室案件。有效的杜绝了闲散流动

3360万元。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和办理开工前的各

推销人员，办公区的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障。为了使大

项手续，计划2014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每逢重要的节假日，组织以安

4. 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的搬迁、海东生态农业试验

全保卫干部为主，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节日安全大检

站的新建。2013年主要完成了搬迁补偿谈判和补偿协议

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随时发现，随时纠正。

书的签订，新站建设所需土地的征地测量，勘测定界图的

广泛开展了爱国维稳宣传，教育引导职工学生不信

测绘，编制完成了新站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与海东工业

谣、不传谣、不在互联网发布、传播有害信息。密切关注

园区、乐都农业示范园区签订了征地协议书，办理了建设

持不同政见者、教经人员和非法组织参与者，耐心帮教，

项目立项批复，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等前期手续。

主动疏导，确保不发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事件。

5. 组织完成了果洛三江源站房屋修缮和基础设施改

严格控制接触、知悉范围。做好涉密载体统一清

造项目；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综合办公楼，建筑

理、清退、归档和销毁工作。加强密码电报、保密电话

面积1219.6m2，框架结构三层；以及室外上下水、化粪

管理，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保密措施。

池、供暖管沟、锅炉房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深入开展保密宣传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保密意
识，推进保密检查制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认真落实网络安全技术保护措施，及时发现封堵网
上有害信息的传播，保证网络安全和科研资料的保密。
杨勇刚同志获得了中国科学院2010-2013年安全保
卫保密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6. 武 威 绿 洲 现 代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试 验 站 建 设 。 自

3. 基建工作
1. 组织完成 “西北高原资源与生态综合研究平台
建设项目”专业组验收。6月5日，“西北高原资源与生
态综合研究平台建设项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条件保
障与财务局组织成都分院、昆明分院、兰州分院有关专
家组成的验收专家组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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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6日与武威市签订建站合作协议，12月18日成
立筹建工作小组以来，2013年主要完成了土地使用权证
的办理，站区规划的编制和上报，地质勘探，施工图设
计和审查，并办理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立项批复、
建设工程设计核定通知书等前期建设手续，同时完成了
施工和监理单位的公开招标。

七 、 人才队伍建设
★

1、人才引进：2012年“百人计划”(B类)入

申 报 ， 获 得 8个 项 目 资 助 ， 经 费 191万 元 。 完 成

选 者 尚 靖 研 究 员 获 得 院160万 元 择 优 支 持 ；2008年

2011年3个入选项目阶段检查和2009年2个入选项目

“ 百 人 计 划 ”B类 入 选 者 贺 金 生 研 究 员 通 过 终 期 评

终 期 评 估 ，2009年 度 “ 西 部 之 光 ” 人 才 培 养 计 划 入

估，取得良好成绩。

选者徐文华终期评估为优秀并获后续支持。组织实施
★

2、人才招聘： 根据年初公布的岗位需求计
划和招聘启事，进行了4次人才招聘工作。5位博士通

2011年西部博士阶段检查、2009年西部博士验收检查。

★

6、人才计划： 魏立新获得中科院王宽诚基金

过面试，2位博士来所工作。招聘的财务处副处长、

会国际会议项目支持；王小艳入选青年促进会。丁晨

基建与国有资产办公室辅助管理人员和武威站建站管

旭挂职生物园区副主任，张同作、陶燕铎作为科技副

理人员已上岗。

职到青海省科技厅挂职。索有瑞获中国科学院院地合
★

3、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完成《继续教育与
培训课程体系管理办法》、《全员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方
案（试行）》、《2011-2013年度继续教育培训总结报
告》、《全员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情况总结报告》、《人

作工作先进个人；沈裕虎、孙千宁获兰州分院优秀党
员；孙千宁获兰州分院财务先进工作者；王彦东 获兰
州分院优秀党务工作者。杨慧玲当选青海省第十一届
政协常务委员、王彦东 当选政协委员。
★

才工作经验与成效总结》、《单个项目的培训总结》，

7、研究生教育：

完善研究所继续教育与培训相关制度和自评估材料的准

招收硕士生 29 人，博士生 18人；

备，在分院地区继续教育与培训自评估交流会上得到院

毕业硕士23人，博士7人；

评审组的好评，获得了96分的好成绩。

在学硕士生80人，博士生63 人。

组织申报2013年国家公派计划、出国留学计划和境
外培训项目10项，获批4项。
举办2013年全院薪酬岗位管理骨干培训班，申请的
院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实验室仪器管理、维护与实验数
据统计分析培训班”获得3万元资助，并于8月17日实
施，有30人参加了培训。举办其他培训班（期）12次。

三好学生（ 19 人）：
李文聪 权文利 王瑛 喻凤 张琳 严红宇 张仁意
葛世栋

韩涛

李岑

刘晓琴曹静亚

韩丽娟 吕欢欢

刘淑丽 付鹏程 叶英 李春丽 刘增根
三好学生标兵（1人）：张世娟
优秀学生干部（ 2人）：杨莉 胡娜
优秀毕业生（ 1人）：王萍 王广帅
★

4、博士后：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2人，出站博

★院长优秀奖1人(赵晓辉)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2人（张世娟、王延谦）
★朱李月华优秀教师1人（陈世龙）

士后2人，现有在站博士后人员5人。
★

5、西部之光：
组 织2013年 度 “ 西 部 之 光 ” 人 才 培 养 计 划 立 项

★地奥二等奖学金2人（吴启华、权文利）
★保罗生物科技优秀学生奖1人（胡娜）
★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张世娟 刘增根 刘永玲 曹静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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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党建纪检监察审计
1、党建工作
（1） 学 习 贯 彻 中 央 和 院 党 组 会 议 精 神 ， 统 一 思
想，提高认识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以及教育实践活动
总体安排表。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
病”的总要求，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院党
组“12项要求”作为切入点，结合研究所工作实际，

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通过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

神。 采取中心组学习、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组织讨

实建章立制三个阶段的工作，稳步扎实推进教育实践

论等形式，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

活动。

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3月14日，邀请青海

（3）加强理论学习，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省委讲师团团长、青海经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郭云甫

①创建学习型领导班子。11月，按照党的群众路

同志作了题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夺

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安排，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报告，从六个方面详

领导班子成员依据对照检查材料从遵守党的政治纪

细解读了十八大报告，使全所职工对十八大报告的丰富

律，贯彻中央“八项”规定、院党组“十二项要求”

内涵、精神实质、新思想和新观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和转变作风，在“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方面

3月26日，邀请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邢小方

进行了对照检查，分析了自身在“四风”方面存在的

作“青海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报告，为研究所更好

问题及其具体表现，深入剖析了产生的根源，并从七

地为青海省地方经济服务提供了指导。7月，为纪念

个方面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

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举办了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

②发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带头作用。 以创建学习

和新党章知识竞赛。12月6日，召开中心组学习会，

型党支部为基础，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加强

传达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张怀刚作了《十八届

党性修养和保持党员先进性的思想理论。先后组织学

三中全会解读》的专题报告。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院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

② 深 入 学 习 中 科 院 党 组 会 议 精 神 。7月29日 ， 召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

开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重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通过会议、网站专题栏、党务

要讲话精神和中科院2013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

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方式，推动全所党员干部的学

（2）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按照党中央、院党组的统一部署，在中科院教育

习交流。
（4）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党建工作水平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五督导组和兰州分院教育实践活

①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 严格执行党委会、所长

动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于2013年7月至12月深入

办公会、所务会等制度，完善领导班子的议事和决策

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党委及时召开

机制，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

全 所 动 员 大 会 ， 中科院党组原副书记、中科院党的群

决定”原则，严格按程序办事，不随意简化、变通，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组长郭传杰应邀作了题为

特别是涉及研究所的重大问题以及人、财、物等重要

《关于群众路线教育的几点思考》的报告，阐释了深入

问题均坚持集体讨论决策。充分发挥职代会的作用，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保证职工代表的知情权、审议权、评议监督权，推进

成立由所长任组长、副所长任副组长的党的群众

研究所民主管理。在干部选拔任用和专业技术职务评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了《深入开展党的

审中，坚持标准，落实职工群众对干部选拔聘任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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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权、监督权，公示率达到100％。

深入的讲座。

②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妇委会和统战工作的领

②以内部审计为抓手，推进科研经费有效监管。 积

导。 坚持党建带群建，党群共建，支持工青妇等群众

极学习贯彻《审计法》和兰州分院财务审计工作会议精

组织根据各自的职能和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充

神，内部审计工作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在紧紧围绕

分发挥他们在服务大局、联系职工群众中的积极作用

“为科研服务”的中心任务下，坚持“依法审计，突出

和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召开2次民主党派和非党骨干

重点、审计与日常业务结合”的审计工作方针，在所长

会议，认真听取并采纳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研究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重点领域监督、项目课题验收等方面

所工作的意见建议，并与九三学社青海省委教育文化

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累计审计课题总金额达96万元，发

委员会进行交流、座谈，相互启发，共同提高。

现问题2条，提出整改意见2条，通过开展内部审计，强化
审计监督，较好地完成了本年度的内部审计工作。

2、监察审计

11月，兰州分院系统联合检查工作组深入我所，对
研究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中科院“12项要

（1）开展廉洁从业宣传教育，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

求”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制定实施细则和相关制度以
及实际执行“三公经费”管理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

①抓教育，重宣传，从思想上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③有效推进廉洁从业风险防控机制。 研究所正式启

组织学习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以及白春礼院长在中科

动了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通过多次会议讨论，针对

院2013年度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关于加强中科院反腐倡

查找出的领导干部作风风险、管理部门制度机制风险、

廉建设的有关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中纪委

重点岗位职责风险、科研骨干学术道德和科研经费管理

十八届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及院党组

风险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2013年的防控重点是科研经

“十二项要求”精神，制订并印发《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费管理、采购管理和基建管理。根据研究所制定的《廉

原生物研究所关于贯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洁从业风险防控实施方案》和《2013年纪检监察审计工

规定的实施细则》，研究制订《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作要点》，廉洁从业风险防控领导小组从研究所层面部

究所2013-2017惩防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署了基建项目管理和政府采购风险防控工作，相关管理

组织参观青海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展警示
教育活动。

部门认真查找了基建项目和政府采购管理中存在的风险
点，梳理和优化了管理流程图，制定了风险防控措施。
同时结合院对研究所“公共运行经费”的检查工作，修
订和完善了《所长办公会会议规则》、《关于加强车辆
交通安全管理的补充规定》、《关于科研及公务用车辆
购置审批及管理办法》、《业务招待费使用管理暂行规
定》及《会议费管理办法》等。

3、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
邀请中纪委驻院纪检组副组长、中科院监察审计局

1、在政治上，认真执行“两项建设”

局长李定作了题为“坚守廉洁保科研净土，防控风险促

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学习《沈跃跃与赵乐际在全国老

知识创新”的报告。陈世龙副所长为新入所职工和研究

干部局长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2日中科院党

生作了“树立学术理想，恪守学术道德”专题报告，就

组书记方新在中国科学院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以及预防科研腐败廉洁从业展开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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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物研究所举办了以“健康、快乐、友谊、和谐”为主题

定》等文件精神，根据研究所党委安排和部署，认真组

的2013年离退休人员春季运动会。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织离退休党员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此活动

趣味性强，运动项目的设置充分考虑了老同志的特点和

中，老同志积极为研究所谏言納策，使老同志们在政治

优势及参与的广泛性、安全性和趣味性，制定出才艺展

上与党中央、科学院党组保持一致。

示和趣味运动两个大项目；5月组织游园赏牡丹活动。

2、在生活上，认真落实“两费”的保障机制

通过集体活动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为构建和谐稳定的

研究所力保离退休老同志生活费的足额发放。1月

科研院区起到了积极作用。

份根据青青海省文件精神，规范了生活补贴；增加离退
休职工公积金住房补贴；提高了离退休职工艰苦边远地
区津贴；落实了遗属的生活补助费额增长工作；落实了
已故离退休人员抚恤金补发的工作。
在医疗方面，严格按青海省医保局的要求划拨离退
休医疗保险费。研究所自筹资金做了公务员医疗补充保
险，大幅度提高了离退休职工的医疗待遇。
对离退休老同志的特需费、公用经费，年初由所财
务部门从所事业费中专门将此项费用划拨，进行单独管

6、提高老干部工作政策业务知识能力

理、核算，并将各项经费开支情况及时向老同志们汇报。

为离退休活动室、离退休党支部订了《老干部工作

3、建立和完善帮扶机制

政策业务知识问答》、《党建研究》等杂志。5月28日

春节前夕，由研究所党政领导带队走访慰问，看望

根据离退休干部局要求组织研究所离退休老同志填写

慰问孤寡、生活困难的离退休老同志及他们的遗孀、残
疾子女，送去慰问金和困难补助进行帮扶，缓解他们的
实际困难。对居住外地老同志寄去新年的贺年卡。

《离退休干部调查问卷》；
6月21日，以知识竞赛的形式组织召开“学习十八
大精神汇报”座谈会，深受离退休老同志的好评；
2013年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离退休支部荣获中国科
学院兰州分院党组授予的“先进党支部”称号；7月1
日，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参加了“庆七一，十八大精神知
识问卷主题实践活动”；8月9日，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学
习《八项规定》、《12项要求》、《整顿四风》、《群

4、认真做好离退休员工信访工作

众路线教育》等相关文件精神。加强老干部工作部门自

研究所领导充分认识到做好离退休员工信访工作的

身建设，积极发挥离退休支部的作用，提高老干部工作

重要性，对老同志的来信、来访认真对待，件件有落实

人员队伍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帮助老同志们解疑释

与回复。

惑，准确理解党对老干部的各项政策。

5、丰富离退休老同志的文体活动
研究所离退休活动室，内设有阅览室、棋牌室、电

4、工青妇工作

脑、血压计、血糖仪等。活动室由专人管理，每天准时
开放。每年在青海的黄金季节7月及10月九九重阳节，

一、贯彻落实各级工会对各项工作的要求

组织全所离退休老同志踏青和登高活动，通过活动了解

2013年，落实了省教科文卫工会布置的各项任务。

老同志的思想、生活、身体等状况；今年3月，在研究

按照教科文卫工会要求，分别填写和报送了“基层单位

所党政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西北高原生

工会组织基本情况报表”、“女职工‘两癌’调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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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劳模基本状况调查”等，同时按照要求主要做

高原生物所于5月11日-13日进行专业技术岗位、职员岗位

了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青海工会十三大精神和“关于

聘用工作。本次专业技术岗位、职员岗位共有103人报

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作用促进企业安全生产

名，73人职称得到了晋升和晋级，6人职级得到了晋升。

的紧急通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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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随时向职工群众通报生活区改造情况
9月25日，生活区改造工作小组召开了生活区改造
项目情况通报会。在所的生活区改造工作小组成员、住

（一）参与落实和加强科研院所反腐倡廉工作

户代表、离退休同志及其他人员等55人参加了会议。基

参与研究所纪检监察审计室组织的各项反腐倡廉教

建办魏铄欢主任介绍了生活区改造进程，青海和信房地

育，特别参与了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廉洁从业风险防控

产有限公司多次上报的生活区改造规划方案、沙盘模型

工作的推进，新修订公务用车管理规定、业务招待费管

及生活区改造方案与“三馆”的关系图，同时介绍了生

理规定、会议及培训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开展廉洁从

活区改造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及研究所进行的协调工作

业风险防控工作，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另外根据中

等。与会人员对目前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若

国科学院《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所属单位经济活动内部

干意见和建议要求反馈给所领导和青海和信房地产有限

控制规范（试行）的通知》（科发计字[2013]143号）

公司。

精神，为了建立健全研究所内部控制制度，提高风险防

（五）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控能力和经济活动管理水平，协助起草了部分内控制度

根据中央和院党组的部署，按照“照镜子、正衣

和规范。

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西北高原所参加此次

（二）参与研究所第七届发展战略研讨会。

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对象为全所党员、干部，重点是所

2013年4月2-3日召开第七届研究所发展战略研讨

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党员干部。所工会全程参与了教育实

会。针对研究所“一二三”规划实施中面临的核心问

践活动。

题，围绕科技成果产出、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平台建

（六）参加领导班子换届考核大会

设、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团队建设、岗位管理制度、成果

10月15日，西北高原所举行领导班子换届考核大

转移转化、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讨论，推动重大成

会。考核组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人事局局长李

果产出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

和风、人事局领导干部处处长董伟锋、兰州分院党组书
记、副院长谢铭、副院长杨生荣和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
四处副调研员张爱爱等人组成。西高所领导班子成员、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层领导干部、副高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人员、党支部书记、职代会代表、民主党派人士
以及离退休人员代表等74人参加了考核大会。

（三）全程参与研究所专业技术岗位和职员岗位聘
用的监督审查工作。
根据《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岗位管理实
施细则》（科高生发[2013]15号），结合研究所“十二
五”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和“一二三”任务的需求，遵循
配置科学、总量控制、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的原则，西北

三、开展送温暖活动，千方百计地为职工办实事、
办好事，增强工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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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月20日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7.0级
地震。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会、研究生会在第一时间
组织共同发出了“关于向四川芦山地震灾区捐款的倡议

到研究所对他们的尊重和关心。
（五）积极响应国家和省上的号召，开展宣讲中央
和青海省1号文件活动和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

书”，截至到4月28日12时，西北高原所共接收捐款

2013年3月26-28日，按照中共青海省委农村牧区

18320元，捐款活动结束后，将善款全部转账至四川省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青海省委扶贫办的要求，由我所

慈善总会，将善款送往灾区。

党委书记王彦东带队，生态农业研究中心主任陈志国研
究员、王海庆博士和齐永昌参加的宣讲扶贫组赴达日县
建设乡开展“四推进四强化”工作和扶贫帮困活动。
开展“户帮户、一扶一”结对帮扶活动，为建设乡达
日龙村、沙日纳
村、长查村和测
日哇村等10户贫
困户进行慰问帮
扶，捐赠挂面、
茶叶等生活必需
品价值5000元，
捐款5000元，赠送《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现
代农牧业发展》、《法制宣传画册》等书籍40册。
（六）完善工会自身建设
4月22日至26日，研究所工会副主席、体协秘书长
杨勇刚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并通过

（二）探望病患：职工、离退休职工以及研究生患

考试成为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病住院者，工会领导都能陪同所领导或受所领导委托，

9月16日，西宁市政府对2010至2013年度在全市

前往医院或家中看望和安抚，帮助患病职工消除思想

群众体育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

顾虑。

彰。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荣获群众体育工作先进

（三）婚丧嫁娶必到：研究所职工去世，所工会和

集体称号。此次获得表彰是继2005年荣获2001-2005年

后勤全程帮助料理后事，并发动所在研究处室和工会小

度、2009年荣获2006-2009年度西宁市群众体育先进集

组主动给予关心，帮助解决善后事宜。同时补发去年未

体后第三次荣获此项殊荣。

参加生育保险女职工的生育医疗费，并从2013年开始参

10月31日，西宁市城西区人大常委会召开表彰大

加了生育保险。积极组织我所的单身职工参加教科文卫

会，对3个先进代表联络组、4个代表意见办理先进单

工会举办的“缘随心动、相约海东” 单身职工联谊活

位、25名优秀区人大代表进行了表彰。中国科学院西北

动，我单位有4名同志参加。

高原生物研究所杨勇刚继2012年获得表彰后再次被评为

（四）关心离退休工作：
对离退休老党员、孤寡遗属、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
理的困难职工、去世老职工的残疾子女、生病住院职工
进行了走访慰问，并发放了慰问金。对在异地居住的离
退休老同志，通过邮寄张怀刚所长新春致辞、新年贺卡
的形式进行了慰问，使居住在异地的老同志们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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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区优秀人大代表，接受表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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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创新文化
中科院西高所2013年度创新文化活动
※※※※※※※※※※※※※※※※※※※※※※※※※※※※※※※※※※※

※※※※※※※※※※※※※※※※※※※※※※※※※※※※※※※※※※※

3月 8日 ，

在意犹未

西高所在职及

尽 的 第 三 届

离 退 休 女 职

“格桑花”杯

工、女学生与

足球赛之后，

青海省九三学

5月 29日 ，

社女社员们欢

2013年中科院

聚一堂，开展

西北高原生物

“健康三八，魅力女人”联谊活动。

研究 所 毕 业 季 篮 球赛接踵而至，对阵的双方是西高所

※※※※※※※※※※※※※※※※※※※※※※※※※※※※※※※※※※※

队和西宁市安全局队。

3月26-28日，按照中共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

※※※※※※※※※※※※※※※※※※※※※※※※※※※※※※※※※※※

导小组办公室和青海省委扶贫办的要求，由我所党委书

6月至10月，组织参加了省教科文卫工会开展的

记王彦东带队，生态农业研究中心主任陈志国研究员、

“中国梦· 劳动美”主题征文、摄影比赛，西北高原所研

王海庆博士和齐永昌参加的宣讲扶贫组赴达日县建设乡

究生张明参加了比赛。

开展“四推进四强化”工作和扶贫帮困活动。

※※※※※※※※※※※※※※※※※※※※※※※※※※※※※※※※※※※

※※※※※※※※※※※※※※※※※※※※※※※※※※※※※※※※※※※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也是《全民健身条例》

从5月7日起，每天早上10点在工作区开始推广第九

颁布实施的第五年，也是我所工会连续五年举办“全民

套广播体操和健身气功八段锦，让群众体育在推动“创

健身日”健步走活动，所工会本着“简朴、务实、惠

新2020”跨越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民”的原则，组织了共有在职职工、离退休老同志、研

※※※※※※※※※※※※※※※※※※※※※※※※※※※※※※※※※※※

究生约140人参加。

5月23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与中国
科学院青海盐
湖研究所共同
举办的第三届
“格桑花”杯
足球赛在青海
西宁南门体育
场举行。西北
高原生物所足
球队以2:1险胜青海盐湖所足球队，这是西北高原所连续
两年获得格桑花杯冠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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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2
日，西北高原
所“六五”普
法工作迎来了

※※※※※※※※※※※※※※※※※※※※※※※※※※※※※※※※※※※

阶段性检查考
核。工会副主

12月27日

席、所办公室

西北高原所第

主任杨勇刚汇报了自2011年“六五”普法工作西高所普

八届迎新春棋

法工作的落实情况。考核组对西北高原所“六五”普法

牌 赛 成 功 举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西北高原所实现了“六五”普法

行 。 187名 职

阶段性目标。

工与研究生齐

※※※※※※※※※※※※※※※※※※※※※※※※※※※※※※※※※※※

聚一堂，在象

9月16日，西宁市政府对2010至2013年度在全市
群众体育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
彰。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荣获群众体育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此次获得表彰是继2005年荣获2001-2005年
度、2009年荣获2006-2009年度西宁市群众体育先进集
体后第三次荣获此项殊荣。
※※※※※※※※※※※※※※※※※※※※※※※※※※※※※※※※※※※

10月 13
日，所工会按
照创新文化安
排，组织了重
阳登高活动。
所工会组织离
退休职工、在职职工、研究生约17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

11月组织参加了青海省教科文卫系统第二届职工计
算机技能竞赛，并取得良好成绩。
※※※※※※※※※※※※※※※※※※※※※※※※※※※※※※※※※※※

12月19日，在青海省教科文卫工会的鼎力支持下，
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历经民意调查、图书选购、
漂流图书登记、建立图书借阅制度等环节，中国科学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流动书屋”正式投入漂流运
作。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西北高原所老、中、青三代
人的广泛关注，掀起了一股读书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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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麻将、挖坑、双扣四个比赛项目中展开竞赛。
※※※※※※※※※※※※※※※※※※※※※※※※※※※※※※※※※※※

12月31日西北高原所工会和研究生会举办2014新
年晚会。

十一、附录
附录1：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2013年大事记

一 月
1.06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藏药传统经典成方制剂临床安全性评
价研究”培训会在承担单位西北高原所召开。

1.5-6

中科院西部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中科院兰州分院、中科院寒旱
所、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和青海省种子管理站的专家对西北高原所主
持、近物所和电工所等单位参与的中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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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总结。

1.10

西高所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培训会，会议邀请兰州大学王锁民
教授、寒旱所赵文智研究员和张景光副处长做“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体会”的报告。

1.15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政策法规与基础研究处处长段靖平应邀到西高所指导项
目申报工作。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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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拿大西蒙菲
莎大学共同承担完成的“柴达木枸杞品质评价及品牌特点研究”国际合作
项目进行了验收。

1.17

西高所所级公共服务中心食品药品分析机组获得兰州资源环境科学大型仪
器区域中心2012年度“优秀机组”称号，罗彩云、林丽、刘瑞娟、陈晨、
谭亮等5名同志获得“优秀仪器管理人员”称号。

1.18

西高所进行财务处副处长岗位招聘，思文良通过招聘评审会。

1.25

西 高 所 所 主 办 的 《 兽 类 学 报 》 入 选 “2012中 国 国 际 影 响 力 优 秀 学 术 期
刊”，排名第3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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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西高所承担的“青稞若干重要性状的高通量关联分析与基因发掘”项目通
过青海省科学技术厅验收。

1.23

西高所承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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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青海省科学技术厅验收。

1.24

西北高原所开展关爱帮扶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1.25

西北高原所召开2013年离退休人员新春茶话会。

西北高原生物所召开全所职工大会暨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传达院工作会议
精神及总结2012年工作、部署2013年工作。

二 月
2.18

西 北 高 原 所 何 彦 峰 、 胡 娜 、 舍 莉 萍 、 王 萍4位 同 学 获 得2012年 国 家 奖 学
金。

2.28

西北高原所李天才、孙菁、李以康等三位同志获2013年度院公派出国留学
计划项目。

三 月
3.5

西宁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永军在市科技局局长强健海、副局长薛娟等同志
陪同下，到西北高原所进行科技工作调研。

3.6

西北高原所妇委会与青海省九三学社女社员开展“健康三八，魅力女人”
联谊活动，庆祝“三八”。

3.12

由西北高原所吴玉虎研究员主编、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的
《昆仑植物志》（第三卷）正式出版。

3.14

西北高原所党委邀请青海省委讲师团团长、青海经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郭
云甫同志做“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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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西北高原所举办2013年离退休人员春季运动会。

3.26

西北高原所在2010-2012年全省党内统计年报综合评审中获全优单位。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邀请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邢小方来所做了
“青海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辅导报告。

3.26-28 按 照 中 共 青 海 省 委 农 村 牧 区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和 青 海 省 委 扶 贫 办 的 要
求，由西北高原所党委书记王彦东带队，生态农业研究中心主任陈志国研
究员、王海庆博士和齐永昌参加的宣讲扶贫组赴达日县建设乡开展“四推
进四强化”工作和扶贫帮困活动。

3.29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西高所青年小组开展“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仪器功能
介绍”交流会活动。

3.31

西北高原所在西宁组织专家对“百人计划”入选者贺金生研究员进行终期
评估。同意贺金生通过项目“百人计划”终期评估初评。

四 月
4.2

西北高原所召开推进“一三五”规划实施研讨会。所长张怀刚、党委书
记、副所长王彦东、副所长陈世龙、所长助理王萍、钟海民、发展战略研
究组成员、学科团组首席科学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及在职
党支部书记43人参加了研讨会。

4.11

青海师范大学校长何波一行来西高所调研

4.15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杨其恩博士访问西高所，并进行了访问和学术交流。

4.22

《科技日报》在“特别关注”栏目以《赵新全：让生态保护与农牧民致富
“双赢”》为题，对赵新全研究员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30年来致力于青
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民致富的研究课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4.23

由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陈志国研究员培育的春小麦新品种“高原776”经第
三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定通过，并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877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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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西高所召开党支部书记会，传达中央和青海省委组织部党员发展工作会议
精神及讨论发展新党员计划。

4.26

果洛州班玛县委书记刘波、县长夏吾杰等县委县政府领导访问西高所，并
就西高所对口帮扶班玛县进行了工作对接。

4.28

西北高原所组织向四川芦山灾区捐款活动

五 月
5.2

西高所召开廉洁从业风险工作部署会，王彦东书记传达中科院关于廉洁从
业 风 险 防 控 工 作 要 求 ， 并 安 排 部 署 了 西 高 所2013年 廉 洁 从 业 风 险 防 控 工
作。

5.3

根 据 《 中 国 科 学 院 关 于 成 立 流 固 耦 合 系 统 力 学 等31个 院 重 点 实 验 室 的 通
知》（科发计字2013﹝48﹞号），经院长办公会议批准，成立31个中国科
学院重点实验室。我所“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实
验室代码：2013DP173254。

5.7

西高所召开人才招聘委员会，进行了2013年人才招聘，有5人通过面试。

5.11-13 西高所进行了2013年专业技术岗位和职员岗位聘用评审会，有72人专业技
术岗位得到晋升，有7人职员岗位得到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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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西高所召开博士后进站人员招聘会，李刚、赵强通过博士后招聘评审会

5.23

西北高原所召开2013年度创新文化建设专题会议。

5.26

西北高原所开展公众科学日及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

5.28

九三学社青海省委教育文化委员会到西北高原所交流访问。

5.29

西北高原所与西宁市国家安全局进行篮球友谊赛

六 月
6.3-5

在“高寒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学科组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西北高原
所举办了为期3天的科技论文写作培训班，培训班邀请我所外籍青年科
学家Dan Flynn博士授课。

6.5

由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组织成都分院、昆明分院、兰州分院有
关专家组成的验收专家组，对西北高原所“十一五”基本建设项目“西
北高原资源与生态综合研究平台建设项目”进行了验收。

西北高原所2013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6.8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在青海西宁分别对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和青海盐湖研究所进行调研，并与两所共40余名中青年科研骨干进行
了座谈。

白春礼在青海盐湖研究所召开兰州分院系统所级领导干部座谈会，通报
院机关科研管理改革工作，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就院机关改革和研究所
关心关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6.9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应邀为青海省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作
题为《把握新科技革命机遇，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主题报告，深入分
析了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态势以及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着
重阐述了中科院与青海省的科技合作成就和未来合作重点。

6.15

西北高原所举办课题经费预算编制培训讲座。

6.19

美国OncoMed制药公司魏捷博士访问西北高原所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三届人才发展主题日暨海外人才走进科学院
系列活动中，西北高原所陈晓澄获“中国科学院技术能手”称号。

6.20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党组在青举办加强科研院所反腐倡廉工作专题报告
会，中纪委驻院纪检组副组长、中科院监察审计局局长李定应邀到会作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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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西北高原所申报的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研究基金项目获得批
准，分别支持已受聘为我院外籍青年科学家的Dan Flynn博士（美籍，瑞
士 苏 黎 世 大 学 ） 和James Charles Russell博 士 （ 英 籍 ， 新 西 兰 奥 克 兰 大
学）在华工作一年（2013年7月-2014年6月）。

6.26

西北高原所举行2013年消防演练

七 月
7.1

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系统纪念建党92周年暨表彰大会上，西北高原所离
退休党支部获“先进党支部”，孙千宁、沈裕虎二位同志获“优秀共产党
员”，王彦东同志获“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西北高原所党委举办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新党章知识竞赛。

7.4

西北高原所与青海高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的青藏高原特色资源
青稞新产品—青稞百岁羹通过了青海省科技厅的成果鉴定。

兰州分院审计组进驻西高所，进行西高所领导班子届终经济责任审计和
2012年科研经费审计

7.6-8

应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邀请，中国科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所
长时玉舫，党委书记孔巍，副所长张雁云等一行8人访问西北高原所。

7.8

7.16

西北高原所荣获中科院“2012年度综合统计调查报表报送先进单位”。

赫格雷（大连）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喆到西高所访问并与相关专业的科
研人员进行了座谈。

7.18

西北高原所承担的“青海省特色生物资源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通过验
收。

7.23

由院人事局主办，西高所承办的“中国科学院2013年薪酬岗位管理骨干培
训班”在西宁举行，院属单位70余名薪酬岗位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7.26

由西北高原所吴玉虎研究员主编、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的
《昆仑植物志》（第四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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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西北高原所党委中心组学习习近平视察中科院重要讲话精神。

7.30

西高所2013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开营，有1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大学生
参加了夏令营活动。

八 月
8.1

西北高原所党委组织复转军人参观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

8.4-10 俄 罗 斯 科 学 院 专 家 、 布 鲁 亚 特 共 和 国 国 立 大 学 教 授Larisa Radnaeva和
Svetlana Zhigzhitzhapova，应西北高原所陈世龙研究员主持的青海省外
专局国际合作项目邀请，到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合作交流，并进行科学考
察。

8.4-8

由科技部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项目专员组对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草原站共同承
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一期）构建技术与示
范 ” 第 6课 题 “ 玉 树 地 震 灾 区 退 化 草 地 恢 复 及 生 态 畜 牧 业 技 术 与 示 范
（2011BAC09B06）”进行了现场检查。

8.6-9

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主办，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承办的第十五期
UCAS—BHPB科技英语写作培训班在西高所成功举办。

8.8

西北高原所举行第五个“全民健身日”健步走活动。

8.10-12 甘肃省科学院院长高世铭一行访问西北高原所，双方就现代农业技术、特
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治理、公共平台、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了
交流。

8.15

“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站改扩建项目”通过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
财务局委托兰州分院组成项目专业验收组验收。

8.16

2013年 度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评 审 结 果 于8月16日 揭 晓 ， 我 所 获 准11
项，总经费408万元，获准率为32%。其中青年基金6项，面上项目3项，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2项。

8.17

西北高原所举办“实验室仪器管理、维护与实验数据统计分析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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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应西北高原所高原生态学研究中心张同作研究员的邀请，英国卡迪夫大学
Mike Bruford教授来所进行了访问和学术交流。

8.23

中国科技网客服部赵海军等来西高所对用户技术支持。

8.26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
师范大学、青海益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青海红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共同
完成的“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高值开发关键技术示范”项目进行了成果评
价。认为“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高值开发关键技术示范”成果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8.28

西北高原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彦东同志因公出差途中突发脑溢血在兰州
去世，享年52岁。

8.31

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暨2013年学术研
讨会在西北高原所召开。该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2013年综合评估中获得
优秀。

九 月
9.6

西北高原所党委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部署大会，中国科学
院党组原副书记、中科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组长郭传杰，
为西北高原所、青海盐湖所作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辅导报告
会。

9.9

索有瑞同志荣获“2012年度院地合作奖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子站——“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
价研究重点实验室”上线运行。

9.11

由青海省科技厅科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项目资助，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科技处和分析测试中心主办的“青海省食品安全技术交流会”于
9月10日在西宁召开。

9.12

由青海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贾小煜为副组长的“六五”普法和“十二
五”时期依法治理工作阶段性考核第五考核组来到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对西北高原所“六五”普法工作进行阶段性检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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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西宁市人民政府对2010至2013年度在全市群众体育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西北高原所荣获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9.22

由青海省种子管理站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北高原所新选育的春小麦新品种
“青麦1号”在海南州共和县铁盖乡七台村进行了现场观摩和测产。经专家
现场测定，“青麦1号”平均亩产600.25公斤，创造了青海省黄河流域提灌
区小麦的大面积高产记录。

9.23

中国植物多样性与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Flora of China完成。
西北高原所何廷农，刘尚武，潘锦堂，吴珍兰，卢生莲，陈世龙参与了
Flora of China的编撰工作。

十 月
10.8

《兽类学报》荣获青海省新闻出版系统审读工作先进单位。

10.9

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副县长王爱民、戚如海、县农牧林业科技局技术员杜海
明一行3人来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访问，并进行结对帮扶工作对接。

10.10

西北高原所召开课题交流推进会，对周国英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课
题《西北区域大黄、青海冬虫夏草、荒漠肉苁蓉、新疆马鹿等大宗中药材
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及其SOP优化升级研究》进行了检查和推进。

10.12

西北高原生物所“藏茵陈新标准样品研制项目”获得全国标准样品技术委
员会天然产物标准样品专业工作组立项批准。

10.13

西北高原所组织重阳登高活动，离退休职工、在职职工、研究生约170人参
加。

10.15

西北高原所召开领导班子换届考核大会，考核组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
龙、人事局局长李和风、人事局领导干部处处长董伟锋、兰州分院党组书
记、副院长谢铭、副院长杨生荣和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副调研员张爱
爱等人组成。

10.17

根据《青海省重点实验室评估办法》，青海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全省63家
重点实验室进行了评估。西北高原所的“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
室”、“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和“青海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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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在评估中获得优秀。“青海省作物
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和“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在评估中合格。

10.22

中科院修购办公室组织的专家验收组对我所完成的2012年修购专项进行了
验收。

10.29

西北高原所和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联合举办举办了2013年度文献资源
利用培训。

10.31

西宁市城西区人大常委会召开表彰大会，对3个先进代表联络组、4个代表
意见办理先进单位、25名优秀区人大代表进行了表彰。西北高原所杨勇刚
继2012年获得表彰后再次被评为城西区优秀人大代表。

十一月
11.1

西北高原所网站英文版（http://english.nwipb.cas.cn/）改版上线。

11.5-11 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俄罗斯医学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俄罗
斯 新 西 伯 利 亚 大 学 、 俄 罗 斯 病 毒 与 生 物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VECTOR） 一 行4
人 ， 在 VECTOR流 感 与 人 畜 共 患 传 染 病 分 部 主 任 Alexander M.
SHESTOPALOV博士带队下访问西北高原所。

11.12

西北高原所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院督导组组
长将协助、兰州分院副院长杨生荣等参加了民主生活会

11.13

西北高原所组织领导干部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由西宁市人民政府、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西宁经济技
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主办，西宁市科技局承办的西宁市院（校）企
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会在西北高原所举行。

11.18

应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的邀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刘会涛博
士来西北高原所开展学术交流。

11.18-19 西北高原所举行2013年度新聘职工及研究生入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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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西北高原所分析测试中心顺利通过CNAS现场监督评审。

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3年度“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资助人选和2009年
度入选者评估优秀并获后续支持名单，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沈裕虎
获联合学者项目资助，毕宏涛、刘宝龙获一般项目资助，陈文杰、赵晓
辉、张存芳、刘德梅获西部博士专项资助，徐文华2009年度“西部之光”
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终期评估为优秀并获后续支持。

11.21

由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组成的现场考察专家组，对西北高原所承担的中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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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课题
“青海农副产品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实验示范”进行了现场考察。

11.22

西北高原所尚靖获得2013年度国内“百人计划”人才专项经费资助。

西北高原所孙千宁同志荣获中科院兰州分院先进财务工作者

十二月
12.5

青海省外国专家局杨磊局长一行到西北高原所调研引智工作。

西北高原所牵头完成的“藏药质量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进行了成果
评价。

12.6

12.10

西北高原所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部署会。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共同完成的“青藏高原高寒嵩草草甸退化分
异模式”项目进行了成果评价，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组织有关专家，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青
海琼泽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柴达木黑果枸杞人工驯化栽培
试验研究”项目进行了成果评价，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2.13

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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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西高所于11月14日至12月13日进行了全所职工年终考核。

西高所召开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会议，对管理部门叉
查找的基建项目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公务用车管理、公务接待管理和研
究生招生管理的风险点和梳理优化的流程以及控制文件的制定和修订进行
了审核。

12.14

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召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
2013年度学术研讨会。

12.17

由青海省动物学会主办，西北高原所承办的“第一届青海省动物生态与资
源保护学术研讨会”在西北高原所召开。

12.18

西北高原所党委通报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

12.19

在青海省教科文卫工会的鼎力支持下，西北高原所的“职工流动书屋”投
入漂流运作。

由西北高原所组织申请的“含重金属传统药物与安全”香山科学会议，经
同行专家评议、香山科学会议组委会讨论和理事会审定，获得批准，列入
2014年上半年度香山科学会议计划。

12.29

西北高原生物所工会举办第八届棋牌赛。

12.31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新一届领导班子宣布成立，张怀刚任西北高原所所
长，陈世龙、王萍任副所长。

青海省副省长马顺清会见中科院副院长詹文龙。

西北高原所工会和研究生会举办2014新年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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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专利

—110—

授权专利

—111—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2013 年报

成 果

—112—

专 著（部分）

—113—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2013 年报

附录4、2013年度荣誉奖项
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王小艳

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公派出国留学计划项目资助

李天才、孙菁、李以康

中国科学院2012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工作先进单位

生物所

兰州分院优秀党员

孙千宁、沈裕虎

兰州分院优秀党务工作者

王彦东

兰州分院先进基层党组织

离退休党支部

兰州分院财务先进工作者

孙千宁

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工作先进个人

索有瑞

青海省教科文卫系统第二届职工计算机技能竞赛三等奖 杨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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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2013年西北高原所夏季毕业生名单 （博士6人，硕士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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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go sativa L.

附录6、2013年西北高原所在站博士后、研究生目录
在站博士后：
赵云峰（合作导师:索有瑞）
杨黎彬（合作导师:索有瑞）
李 刚（合作导师:索有瑞）
赵 强（合作导师:索有瑞）
李新江（合作导师:印象初）

在读博士研究生（48人 ）
2009年：曹

慧 (导师:赵新全)

2010年：李春婷 (导师:索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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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霞 (导师:贺金生)
李印虎 (导师:陈世龙) 米兆荣 (导师:贺金生)

皮 立 (导师:韩 发)

王 蕾 (导师:刘登才)

谢久祥 (导师:苏建平)

谢 玲 (导师:赵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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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琰 (导师:贺金生)

邹婧汝 (导师:赵新全)

2011年：

陈向明
李

(导师:索有瑞)

岑 (导师:魏立新)

党

军 (导师:陶燕铎)

李

邦 (导师:苏建平)

李春丽

(导师:赵新全)

李国刚

(导师:赵 凯)

李以康

(导师:韩 发)

刘增根

(导师:陶燕铎)

任 飞

(导师:贺金生)

王延谦

(导师:张怀刚)

邢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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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娟

(导师:尤进茂)

赵德勇

(导师:刘登才)

赵晓辉 (导师:韩

赵 义

(导师:刘永军)

发)

GULZAR KHAN(巴基斯坦留学生) (导师:陈世龙)

2012年：

2013年：

陈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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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守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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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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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彦峰

(导师:索有瑞)

贺玉娇

(导师:苏建平)

胡 娜

(导师:索有瑞)

纪仲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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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磊

(导师:陶燕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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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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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丽

(导师:曹广民)

吕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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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彭 敏)

夏腾飞

(导师:刘登才)

徐金青

(导师:刘登才)

张

贺

(导师:张堰铭)

张金华

(导师:陈世龙)

文怀秀

(导师:陶燕铎)

杨 芳

(导师:索有瑞)

杨永晶

(导师:索有瑞)

喻 凤

(导师:窦全文)

张仁意

(导师:赵 凯)

王宏霞

(导师:张怀刚)

陈家瑞

(导师:苏建平)

汤永涛

(导师:赵 凯)

张 明

(导师:魏立新)

曹静亚

(导师:胡风祖)

褚 晖

(导师:赵

亮) 崔树娟

(导师:汪诗平)

崔雪峰

(导师:苏建平)

邓小弓

(导师:张同作) 付京晶

(导师:赵新全)

郭 洁

(导师:李天才)

郭新异

(导师:郭松长)

金艳霞

(导师:周华坤)

李 冰

(导师:徐世晓)

李林帅

(导师:魏立新)

刘 莉

(导师:陈志国)

刘永玲

(导师:李玉林)

马 超

(导师:王海庆)

聂绪恒

(导师:边疆晖)

舍莉萍

(导师:孙 菁)

汪 浩

(导师:贺金生)

王爱红

(导师:尤进茂)

王晓虹

(导师:韩 发)

吴启华

(导师:李英年)

于民丰

(导师:邵 赟)

于明杰

(导师:魏立新)

钟泽兵 (导师:周国英)

包

琦 (导师:赵

在读硕士研究生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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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丹丹

(导师:胡风祖)

雷淑芸

(导师:杨慧玲)

李继荣 (导师:李来兴)

李 妙

(导师:师生波)

李艳玲

(导师:徐文华)

李 媛

(导师:窦全文)

刘 迪

(导师:张怀刚)

刘何春

(导师:周国英)

刘志坤

(导师:刘 伟)

毛绍娟

(导师:李英年)

欧阳健

(导师:王洪伦)

欧阳经政(导师:曹广民)

孙嘉晨

(导师:赵 亮)

覃

雯

(导师:张同作)

童 超

王寒冬

(导师:刘登才)

王久利

(导师:陈世龙)

王煜伟 (导师:索有瑞)

吴宏亮

(导师:尤进茂)

武丹丹

(导师:贺金生)

徐田伟 (导师:徐世晓)

杨月娟

(导师:赵新全)

尹 佳

(导师:周党卫)

余欣超 (导师:周华坤)

张秋龙

(导师:丁晨旭)

张守栋

(导师:苏建平)

张宇霞 (导师:马世震)

赵庆帅

(导师:孙 菁)

郑植元

(导师:魏立新)

2013年： 刘海瑞 (导师:陈世龙)

吴小培

(导师:王海庆)

宋远方

(导师:沈裕虎)

赵闫闫 (导师:窦全文)

石

琳

(导师:李 毅)

赵贤贤

(导师:张同作)

冯晨光 (导师:赵 凯)

程

琪

(导师:张堰铭)

曹 建

(导师:李来兴)

陈 娟

(导师:郭松长)

杨彦宾

(导师:边疆晖)

孙亚男 (导师:师生波)

刘 哲

(导师:赵新全)

祝景彬

(导师:李英年)

邓

宁 祎

(导师:徐文华)

李长斌

(导师:周国英)

雷天翔 (导师:周党卫)

赵艳艳 (导师:周华坤)

李

颖

(导师:贺金生)

周文娜 (导师:王洪伦)

马 涛

(导师:丁晨旭)

孙亚男

(导师:尤进茂)

苑 祥

(导师:陶燕铎)

夏政华 (导师:李天才)

史强强

(导师:王启兰)

赵 静

(导师:魏立新)

邹登朗 (导师:李玉林)

许

(导师:胡风祖)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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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赵 凯)

腾 (导师:刘 伟)

编：张怀刚

副主编：陈世龙 王彦东
编委会成员（按拼音排序）：
车国冬 吉文鹤 姜文波 思文良 王萍 王文娟 杨勇刚 张兴琪 赵得萍 钟海民
设

计：王文娟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主

Editor in Chief: Zhang Huaigang
Associate Editor in Chief: Chen Shilong, Wang Yandong
Editorial Committee:
Che Guodong, Ji Wenhe, Jiang Wenbo, Si Wenliang, Wang Ping, Wang Wenjuan,

General Design Superintendent: Wang Wenjuan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新宁路23号
邮编:810008
电话:0971-6143530
传真:0971-6143282
Email: nwipb@nwipb.cas.cn
网址:http://www.nwipb.cas.cn

23# Xinning Lu, Xining, Qinghai 810008
Tel.: +86 971 6143530
Fax: +86 971 6143282
E-mail: nwipb@nwipb.cas.cn
http://www.nwipb.cas.cn

2013年报

Yang Yonggang, Zhang Xingqi, Zhao Deping, Zhong Hai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