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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牦牛精神
忍处恶劣的条件 , 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 , 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 ,
忍辱负重 , 不计报酬 , 但求贡献 , 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
— —夏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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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致辞
“ 科 技 报 国 七 十 载， 创 新 支 撑 强 国 梦 ”，

发 表 论 文 227 篇， 其 中 SCI 期 刊 收 录 161 篇，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科院建院

申请专利 49 件，授权专利 30 件 ; 地方标准 1 项；

70 周 年。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省 委 省 政 府、 兰

出版专著 4 部。科研平台建设不断完善，青海省

州分院和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领导下，在

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顺利通过了国家科技部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评估。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

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新晋成为 9 个中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

国科学院院级野外站之一。此外，在人才培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研究院建设工

信息化建设、创新文化建设、财务与资产管理、

作，探索体制机制改革新模式，举全所之力积极

后勤保障工作等各方面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提高。

参与第二次青藏科考，研究所的改革、创新和发
展取得了新成绩，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这一年，我们审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三江

坚 守 青 藏 高 原 数 十 载， 守 正 创 新 向 未 来。
2020 年 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和“ 十 三 五” 规 划
的收官之年，研究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仍然并存。

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发展规划（2018-2030）》；

在 新 的 一 年， 我 们 会 继 续 牢 记 国 家 战 略 科 技 力

积极参与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电视台和各大

量 的 使 命， 不 断 深 化“ 创 新 科 技， 服 务 国 家，

媒体多角度宣传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通过多

造 福 人 民 ” 科 技 价 值 观， 认 真 落 实 研 究 院 发 展

策并举，希望不断发挥共建和参建单位的“动车

规 划， 统 筹 谋 划 部 署 科 研 任 务， 强 化 举 措 推 动

组”联动作用，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响应，推进

规 划 落 地 见 效， 争 取 取 得 重 大 科 研 进 展， 发 展

研究院的稳步建设与发展。

和 完 善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推 进 管 理 体 系 和 管 理 能

这一年，我所承担科研项目与成果产出稳步

力的现代化，在三江源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

提升。我所新立项项目 86 项，获批总经费 9000

生 物 资 源 持 续 高 效 利 用、 生 态 农 牧 业 发 展 中 继

多 万 元， 共 鉴 定 和 登 记 青 海 省 科 技 成 果 32 项，

续做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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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概况
综述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高 原 生 物 研 究 所（ 简 称 西 北

效利用研究，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社

高 原 所） 成 立 于 1962 年， 是 以 从 事 青 藏 高 原 生

会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推动区域

物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和应用开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根据国家和地方中长期科技

发研究）为主的公益性综合研究所。

发展规划，围绕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和青藏高原生

西 北 高 原 所 的 战 略 定 位 是， 针 对 青 藏 高 原 生

物资源与生态环境重大战略需求，开展高原生态、

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

特色生物资源、高原生态农业三个重点领域方向

题 ,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生物资源持续高

基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以及应用研究。

科研机构设置
西北高原所现有 3 个研究中心，分别为高原生

实验室、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

态学研究中心、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中心、高原生态

验室、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

农业研究中心；4 个野外台站 , 分别为青海海北高

验室、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青海省藏

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三江源

药研究重点实验室、青海省动物生态基因组学重点

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海东生态农业实验站和

实验室；1 个创新中心，即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

武威绿洲现代生态农业试验站；2 个院重点实验室，

湖州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心；3 个支撑机构，

分别为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

分别为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

室、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6 个省级重

心、信息与学报编辑室。

点实验室，分别为青海省寒区区域恢复生态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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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和人员

所办公室

组织人事处

管理部门

青 海 海 北 高 寒 地 生 态 系 统 国 家 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
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院

科技处
青 海 省 寒 区 恢 复 生 态 学 重 点 实 验室
财务处

西

青 海 省 动 物 生 态 基 因 组 学 重 点 实验室
高原生态学研究中心

北
青 海 省 作 物 分 子 育 种 重 点 实 验室

中
高
高原 生 态 农 业 研 究 中 心

海东生态农业试验站

国
原

武 威 绿 洲 现 代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试 验站

科
生

特色 生 物 资 源 研 究 中 心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高 原 生 物 所 湖州

研究机构

学
物

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

院
研

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
研究重点实验室

究
所

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

青 海 省 藏 药 药 理 学 和 安 全 性 评价

重点实验室

研究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

信息与学报编辑部
分析测试中心
所及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青 藏 高 原 特 色 生 物 资 源 工 程 研 究中心

支撑系列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后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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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领导班子
所   长：陈世龙
党委书记：张怀刚
副 所 长：魏立新、杨其恩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勇刚

党委
党委书记：张怀刚
党委副书记：杨勇刚
党委委员：陈世龙、曹广民、徐世晓、钟海民

纪委
纪委书记：杨勇刚
纪委委员：沈裕虎、杨

云

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印象初、赵新全、张怀刚
主   任：陈世龙
委   员：王洪伦、边疆晖、张同作、杨其恩、沈裕虎、周国英、赵

凯、徐世晓、窦全文、魏立新

秘   书：吉文鹤

学位委员会
主   席：陈世龙
副 主 任：杨其恩
委   员：王洪伦、李玉林、张同作、陈志国、沈裕虎、周华坤、周国英、赵

凯

徐世晓、窦全文、魏立新
秘   书：钟海民

科研部门
高原生态学研究中心，主任：徐世晓，副主任：曲家鹏
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周国英，副主任：杨红霞
高原生态农业研究中心，主任：沈裕虎，副主任：陈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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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
所办公室，主

任：杨勇刚

组织人事处，处

长：钟海民

科技处，副处长：吉文鹤
财务处，处

长：朱

莉

支撑部门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馆长：陈世龙（兼）
信息与学报编辑部，主任：罗晓燕
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分析测试中心、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工程中心），主任：李玉林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湖州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心，主任：王洪伦，副主任：赵晓辉
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崔瑞贤

中科院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其恩，副主任：沈裕虎、张同作、周华坤
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魏立新，副主任：王洪伦、周国英、岳会兰

青海省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周华坤，副主任：姚步青
青海省动物生态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同作，副主任：蔡振媛
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孙

菁，副主任：赵晓辉、周玉碧

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魏立新，副主任：毕宏涛、杜玉枝
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岳会兰，副主任：于瑞涛、文怀秀、党

军

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张怀刚，副主任：沈裕虎

野外台站
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站），
站长：曹广民，副站长：杜岩功、张振华
海东生态农业试验站，站长：李春喜
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站长：赵新全，副站长：赵
武威绿洲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试验，站长：沈裕虎

所办公司
青海中科高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玉林
—8—
年/度/报/告

亮

年度报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2019

人才队伍

截至 2019 年底，西北高原所在编在职职工总数

西北高原所在 1991 年、1981 年国务院学位委

174 人。其中科技人员 111 人，科技支撑人员 38 人，

员会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现设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研究员及正高级工程技

有生态学、生物学专业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

术人员 31 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36 人。

养点，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中药学 4 个专业

2019 年“西部之光”立项初评工作，遴选推荐“西

硕士研究生培养点。设有生物学、生态学等 2 个专

部青年学者”项目 6 项，其中 A 类项目 3 项，B 项

业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共有在学研究生 159 人
（其

目 2 项，“一带一路”团队 1 个。

中硕士生 86 人，博士生 73 人）、在站博士后 5 人。

科研人员

111

（占 64%）

技术支撑人员

38

（占 22%）

管理人员

25

（占 14%）

院士

1

（占 1%）

研究员

31

（占 28%）

副高级

36

（占 32%）

中初级

43

（占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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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
西北高原所的战略定位是针对青藏高原生

开 展 高 原 生 态、 特 色 生 物 资 源、 高 原 生 态 农 业

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

三个重点领域方向基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

题， 开 展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与 建 设、 生 物 资 源 持 续

以及应用研究。

高 效 利 用 研 究， 为 青 藏 高 原 生 态 安 全 和 区 域 经

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

济 社 会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和 技 术 支 撑， 推

“一三五”规划中西北高原所突破为：青藏高原

动 区 域 经 济 社 会 持 续 发 展。 根 据 国 家 和 地 方 中

典型生态系统修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优化示范；

长 期 科 技 发 展 规 划， 围 绕 国 际 前 沿 科 学 问 题 和

培育方向为：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高值利用、

青 藏 高 原 生 物 资 源 与 生 态 环 境 重 大 战 略 需 求，

极端环境下物种适应机制及农作物分子育种。

—10—
年/度/报/告

◇◇◇◇◇◇◇◇◇◇◇◇◇◇◇◇◇◇◇◇◇◇◇◇◇

年度报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2019

科技概况
2019 年， 新 立 项 项 目 86 项， 获 批 总 经 费

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 “祁连长毛牦牛繁育技

9320.03 万元，其中，国家基金 4 项，总经费 164

术集成和示范”、“呼伦贝尔羊本品种选育和三河

万元；国家重点研发课题 1 项，总经费 205 万元；

牛改良”；先导专项 1 项“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 -

院 STS 项目 3 项，总经费 285 万元；先导 A 类课

社会 - 经济系统可持续管理模式与绿色发展路径”
；

题 1 项，总经费 1231 万元；西部之光 10 项，总

国家重点研发 1 项“藏医、蒙医、维医等少数民族

经费 440 万元；修购专项 3 项，总经费 947 万元；

医药防治重大疾病或优势病种研究”。

院其他任务 8 项，总经费 215 万元；省级科技计

2019 年共鉴定和登记青海省科技成果 32 项，其

划项目 35 项，总经费 4433 万元；其他省级项目、

中 3 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发表论文 227 篇，其

课题共 16 项，总经费 1260.03 万元。企业委托项

中 SCI 期刊收录 161 篇，CSCD 期刊收录 50 篇；申请

目 5 项，总经 140.5 万元。到位经费 16955.13 万元。

专利 49 件，授权专利 30 件；地方标准 1 项；出版专

争取到院 STS 项目 3 项“青藏高原‘种草制草养畜’

著 4 部。2019 年科技专利转让取得收益为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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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研究学科组…………………………………………………………25
高原鱼类进化与功能基因组学学科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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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地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学科组…………………………………………………………85
高寒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学科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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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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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草地恢复与生态畜牧业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开展青藏高原典型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碳碳收支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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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简介
赵新全，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地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生态功能维持。创立了“三区功能耦合

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学术院长，

理论”和高寒草地“取半留半”的草地放牧管理原理，丰富

三江源草地系统研究站站长。中国青藏研究会理事、国家新世

了“中度干扰理论”的内涵，建立了草地可持续管理的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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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 - 生活“三赢”模式，开创了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

1997 年获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动物学博士学位；1991-

合的可持续研发体系，有效支撑了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

1993 年及 1995-1996 年丹麦国立动物研究所进修。

程和退牧还草工程。

主要从事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演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

响应过程、高寒草地退化成因和恢复机理、以及草地畜牧业

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并系统开展了退化草地恢复

青藏高原二次科考等重要项目。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

技术的创新、生态草地畜牧业模式集成及示范推广等工作。

步二等奖 1 项、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获 2019 年青

发现野牦牛与家牦牛的分化时间大约在全新世的早期，填补

海省重大贡献奖，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 11）和

了大型有蹄家养动物驯化历史研究的空白。证实青藏高原未

二等奖（排名第 6）各 1 项。发表论文 326 篇，总引用次数

退化高寒草甸具有较强的碳汇能力，适度放牧有利于高寒草

4602 次，主编专著 4 部，授权专利 9 件，制定技术规程 19 项。

学科组成员
研 究 员： 周华坤、徐世晓、赵

亮

副 研 究 员： 罗彩云、姚步青、赵

娜

助理研究员： 胡林勇、李

真、徐田伟、黄小涛

工

程

奇、马

师： 陈懂懂

助理工程师： 贺福全
博士研究生： 马

丽、郭

硕士研究生： 张

骞、杨晓渊、康生萍、耿远月、佘延娣、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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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降水利用效率可以解释不同降水条件下全球草地生
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分配格局

2、光照梯度下种子大小对幼苗存活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该研究通过设置光照梯度实验，监测了采自青藏高原东

该研究在全世界不同的草地生态系统中收集了 217 个样

部高寒草甸的 303 种被子植物出苗后第一年的幼苗存活率。

本，其中包含地上和地下净初级生产力的平均值（ANPP 和

研究发现只有在中低光照下，种子大小与幼苗存活率呈正相

BNPP），并基于 BNPP 与 ANPP 比率和平均年降水量（MAP）

关。在低光条件下，较大的种子表现出较快的生长速度，从

之间的关系，将生境划分为有限降水和无限制降水条件，以

而提高了幼苗的存活率。种子大小与幼苗存活率之间的关系

评估不同降水条件下的生物量分配和权衡模式。研究强调了

既依赖于环境，也依赖于系统遗传。因此，在构建幼苗动态

全球草原生态系统中无限 / 有限降水背景下的生产分配和权

模型时，应考虑环境对幼苗性状的影响、幼苗性状之间的相

衡模式，并将降水利用效率（PUE）与生产力分布联系起来，

互作用以及系统发育。本研究对青藏高原草地退化背景下牧

有助于理解复杂的生态过程机制，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草

草新品种的选育和改良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的管理和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3、不同物候期牧草对放牧牦牛瘤胃内环境参数及瘤胃
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不同物候期牧草营养变化影响对放牧牦牛瘤胃内环境参
数及瘤胃微生物多样性。牧草中粗蛋白质含量在青草期显著
高于返青期和枯草期，中性洗涤纤维含量在枯草期高于青草
期和返青期。瘤胃液氨态氮、乙酸、异丁酸、丁酸、总挥发
性脂肪酸含量均在青草期最高 ; 瘤胃液总挥发性脂肪酸含在
枯草期显著低于青草期和返青期。不同物候期牧草对瘤胃微
生物多样性有影响，青草期瘤胃微生物多样性及丰富度最低。
拟杆菌门（ Bacteroidetes） 厚壁菌门（Firmicutes） 及普雷沃

图 1 数据集中 217 个样本的位置
图 1 通径分析模型显示了种子大小、幼苗出苗时间、比叶面积、
根冠生物量比、生物量生长和幼苗存活率在光照梯度上的因果
关系（a，100%NL；b，65%NL；c，32%NL；d，4.6%NL）。

氏菌属 1（Prevotella_1）的相对丰度在 3 个物候期均较高 ; 青
草期厚壁菌门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返青期和枯草 ; 在种水平
上，瘤胃微生物以纤维素降解菌为主。由此得出，不同物候
期牧草常规养成分含量存在差异，不同物候期牧草常规营养
成分含量的变化引起了牦牛瘤胃内环境参数和瘤胃微生物多
样性的变化 ; 青草期瘤胃液氨态氮及总挥发性脂肪酸含量最
高，在枯草期瘤胃液总挥发性性脂肪酸含量下降，能量源减少，
因此在枯草期应对放牧牦牛进行补饲才能保证牦牛生长。

图 2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气候和土壤因子变量对平
均年降水量（MAP），干旱指数（AI），风速（WS），土壤容
重（SBD）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有机碳（SOC）和降水利用效率
（PUE）在降水量有限的背景下对 ANPP 和 BNPP 进行权衡。标
准化的总系数列在每个重要路径上。实线箭头的厚度反映了标
准化 SEM 系数的大小

图 3 瘤胃微生物属水平上相似性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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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江源国家公园社会 - 经济系统发展现状

国家公园需要保护的自然区域面积最低比例，即自然比例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体制试点的国家公园，要

（Nature Proportion,N%）， 其 理 论 值、 现 实 值 和 预 期 值

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同时要处理好当地牧民生计与资

分别为 90%、30% 和 74%。通过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优化，

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模式。生

将外围支撑区发展草产业生产的饲草资源用于 “ 返青期休

态体验、环境教育、特许经营制度和环境衍生产业的发展现

牧 ” 和 “ 两段式饲养模式 ”（可供饲养 190 天所需饲草，即

状和潜力，关系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主要目标的实现。通

增加保护草地 4.47x10 4km 2）或用于满足当地牧民基本生活

过调研三江源国家公园相关的重要文件、主要规划和法律法

需 求 的 家 畜（ 可 饲 养 60.25x10 4 羊 单 位， 即 增 加 保 护 草 地

规，土地、草地、水、生物、矿产、文化旅游等自然资源禀

1.55x10 4km 2）。优化了该国家公园 N% 的现实值和预期值，

赋和生态畜牧业、畜产品加工业、文化旅游产业、中藏药产

分别为 67% 和 87%。不同的核算条件、方法和目的得到的

业等现状评价。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特色鲜明的自然资源，

N% 存在较大差异。多重目标下的三江源国家公园 N% 的核

最为严酷的自然环境、最为艰苦的生产条件，生态系统脆弱

算，应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识别、生态安全屏

性和敏感性强，生态环境整体退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障重点区域识别、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区域识别及

资源支撑和环境修复能力差，资源开发利用率低，经济社会

重要性区分、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如水资源）受益区域识别、

发展底子薄，制约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

当地牧民群众发展适宜区域识别及优先性区分、生态系统

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保护与利用矛盾日益突

服务评估和生态系统服务商品供给量核算，合理核算三江

出、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滞后、产业发展效益整体偏低、产业

源国家公园所在区域的 N%，从而实现自然 - 社会 - 经济系

化组织程度仍需加强、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内生动力和活力

统和社会 - 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6、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路径

明显不足。
5、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比例评价

通过对三江源区域植被遥感监测，各类生态治理整体

就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地区区域尺度上生物多样保护

成效显著，三江源区植被整体变绿，但变绿速度趋小，无人

最小面积与民生需求最大面积相协调的自然比例进行了探

区好于放牧重叠区，人类聚居区生态变差。生态保护与人民

索，寻求可持续管理的途径与模式。通过国家公园区域内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矛盾日益突出。经调查，家畜数量是有蹄

家 畜（ 家 牦 牛 Bos grunniens 和 藏 系 绵 羊 Ovis aries） 和

类野生动物的 4-5 倍。公园内可利用草地理论承载力为 0.58

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藏羚 Pantholops hodgsonii、

SHU/ha，牧食压力指数约 1.20。放牧管理仍然是三江源国

藏 原 羚 Procapra picticaudata、 野 牦 牛 B.mutus 和 西 藏

家公园的首要问题。通过国家公园核心保育区野生动物数量

野驴 Equus kiang）的营养生态位体积和重叠，现有家畜

分布及合理承载力调查，一般管控区合理利用草地、恢复退

和 主 要 野 生 有 蹄 类 草 食 动 物 的 数 量（ 分 别 为 116.70x10 4

化草地，外围支撑区开展饲草生产与加工、家畜营养均衡生

和 31.40x10 4 羊 单 位 ）， 保 障 当 地 牧 民（6.43x10 4） 基 本

产，实现生态资源的时空优化配置、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平衡、

4

生活需求的家畜存栏量（123.07x10 羊单位），核算出该

以及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

Degraded Grassland Restoration 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Research Interests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land ecosystem carbon fluxes and carbon cycle ;
Degradation mechanism and recovery technology of alpine grassland ;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nd optimization mod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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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leader
Doctor ZHAO Xinquan, the doctoral super visor, is

QTP had strong carbon sink capacity, and moderate grazing

the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Northwest Plateau Biology,

was conducive to the maintenance of ecosystem diversit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cademic director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of alpine grassland. The "three area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director of Sanjiangyuan

functional coupling theory" and the alpine grassland grazing

grassland system research station, CAS. He is a member of

management principle of "taking half and leaving half" were

the China Qinghai Tibet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one of the

established, which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ate

first batch of candidates for the National Millions Project in

disturbance theory", established the ecological production

the new century. He graduated from Northwest Agricultural

life "three win" mode of sustainable grassland management,

and Forestr y University in July 1982, and had received a

created a sustainabl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ystem

doctor's degree in zoology from Nor thwest Institute of

comb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Plateau Biology, CAS in 1997, and advanced studies in Danish

and effectively suppor te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zoology from 1991-1993 and 1995-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the Project of Returning Grazing

1996.

Land to Grassland of Sanjiangyuan.

Doctor Zhao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basic research

He presided over key projects of NSFC, National Sci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grassland ecosystem in Qinghai-Tibetan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lan, Western Action Plan of CAS,

Plateau (QTP) and its response process to global change,

Special Project of Strategic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uses and restoration mechanism of alpine grassland

of CAS, and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search on QTP. He

degrad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won one second priz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imal husbandr y. He also systematically carried out the

progress award, three first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e

innovation of restoration technology of degraded grass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and won the major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 y

contribution award of Qinghai Province in 2019, and won

model,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etc. It was found

the first priz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time of wild yak and domestic

Award (ranking No. 11) and the second prize (ranking No. 6)

yak was in the early Holocene, which filled the blank of

respectively. He has published 326 papers, which were cited

domestication histor y of large hoofed domestic animals.

by 4602 times, edited 4 monographs, authorized 9 patents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undeveloped alpine meadow in

and formulated 19 technical regulations.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Precipitation-use efficiency may explai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allocation under different precipitation
conditions across global grassland ecosystems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217 samples across different
grassland ecosystems worldwide that contained the mean
values of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net primar y
productivity (ANPP and BNPP).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NPP to ANPP ratio and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Fig. 1. Locations of the 217 samples in the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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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the change point was found to divide the habitats into

light, larger seeds exhibited greater biomass growth, which

precipitation-limited and precipitation-unlimited conditions.

in turn increased seedling sur vival. In sum, the seed size-

The study highlights production allocation and trade-off

survival relationship appears to be both environmentally and

patterns under unlimited/limited precipitation backgrounds

phylogenetically dependent.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on

across global grassland ecosystems and connects

seedling traits, the interaction among traits, and phylogeny

precipitation-use efficiency (PUE)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should b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modeling the

productivity, which should benefit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seedling recruitment. In addition, this field

complicated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processes. What

study has a reference for breeding of new herbage varieties

makes sense is that our results may have a vital positive role

and improving cultivation treasures on the background of

in the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grasslands in the

grassland degradat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context of ongoing worldwide climate change.

Fig. 2.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 to

Fig.3. Path analysis models show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analyz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among variables of

among seed size, seedling emergence time, specific leaf

climatic and soil factors about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area, root: shoot biomass ratio, biomass growth and seedling

(MAP), index of aridity (AI), wind speed (WS), soil bulk density

survival along a light availability gradient (a, 100% NL; b, 65%

(SBD), organic carbon (SOC) and precipitation-use efficiency

NL; c,32% NL; d, 4.6% NL).

(PUE) to trade-off of ANPP and BNPP under precipitation

>>>>>>>>>>>>>>>>>>>>>>>>>>>>>>>>>>>>>>>>>>>>>>>>>>>>>>>>>>>>>>

limited backgrounds. The standardized total coefficients are

3. Effects of Forage Grass in Different Phenological

listed on each significant path. The thickness of the solid arrows

Periods on Ruminal Environment Parameters and Rumen

reflects the magnitude of the standardized SEM coefficients.

Microbial Diversity of Free-Range Yak ( Bos grunniens)

>>>>>>>>>>>>>>>>>>>>>>>>>>>>>>>>>>>>>>>>>>>>>>>>>>>>>>>>>>>>>>

2.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seed size on seedling
survival along an experimental light availability gradien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forage grass in different
phenological periods on ruminal environment parameters
and rumen microbial diversity of free-range yak (Bos
grunniens)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nutritive value

Here, first-year seedling sur vival was monitored from

of forage grass in different phenological periods.The

emergence for 303 angiosperms species originated from

forage grass samples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regreen

alpine and sub-alpine meadows of the eastern Tibetan

stage, grassy stage and withering stage, and the common

Plateau grasslands, across an experimental light gradient

nutrient contents were determined.Ten healthy year-round

consisting of four treatments. We found seed size to be

free-range Qinghai and Tibetan plateau yak (5 males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edling survival only under low to

females) with the body weight of (108.06±2.86) kg and at the

medium light treatments only in LM (not in PGLM). Under low

age of 3 years were marked,and the rumen fluids of them

—18—
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2019

were collected via oral cavity before free-range with empty

in the three phenological periods.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stomach in regreen stage, grassy stage and withering stage

Firmicutes in grassy sta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to measure the ruminal environment parameters and rumen

in regreen stage and withering stage. The rumen microbe are

microbial diversity , 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ed as

mainly on cellulose degradation bacteria at the species level.

follows:the crude protein content of forage grass in grassy

The bacteria detected were mainly cellulose degradation

sta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that in regreen stage and

bacteria. Thus,the common nutrient contents of forage

withering stage, and the neutral detergent fiber content of

gras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henological periods,and the

forage grass in withering stag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assy

changes of common nutrient contents of forage grass in

stage and regreen stage. The contents of ammonia nitrogen,

different phenological periods are the factors that resulted in

acetic acid,isobutyric acid,butyric acid and total volatile

the changes in rumen environment parameters and rumen

acid reached the highest values in the grassy stage,and the

microbial diversity of yak,the contents of ammonia nitrogen

content of total volatile fatty acids in withering stage was

and total volatile fatty acids in rumen fluid are the highest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assy stage and regreen

in grassy stage,but the content of total volatile fatty acids in

stage. Different phenological periods had effects on rumen

rumen fluid has decreased in withering stage,therefore it is

microbial diversity. Rumen microbial richness and diversity

necessary for yak to have supplementary feeding in withering

were the lowest in grassy stage.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of

stage to maintain their growth cause of the reducing energy

Bacteroidetes,Firmicutes and Prevotella_1 were all higher

source.

Fig.4. Clustering analysis of rumen
microbial similarity at genus level.
Sample ID from reg-Y-1 to reg-Y-10,
g-Y-1 to g-Y-10 and wg-Y-1 to wgY-10 are sampled in regreen, grassy
and withering phenological periods,
respectively.

>>>>>>>>>>>>>>>>>>>>>>>>>>>>>>>>>>>>>>>>>>>>>>>>>>>>>>>>>>>>>>>>>>>>>>>>>>>>>>>>>>>>>>>>>>>>>>>>>>>>>>>>>>>>>>>>>>>>>>>>>>>>>>>>>>>

4.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socio-economic
system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experien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ranchise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derivative industr y are related to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is the first pilot national

realization of the main goal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park China, which requires the strictest ecological protection,

We investigated and evaluated important documents, major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elihood of

plans,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Sanjiangyuan National

local herdsmen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Park, the endowments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land,

environment should be handled well. So as to form a new

grassland, water, biology, mineral, cultural tourism, and

model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the status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animal product

natu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otential of ecological

processing industr y,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 y, and Sino—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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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an medicine industr y.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the livestock population (123.07×10 4 sheep unit) at local

have advantaged natural endowments and resources, with

(6.43×10 4) pastoralists’ basic living needs, by 90, 30 an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owever,

74%,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realized and predicted

it exists many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N% can be optimized to 67 and 83%, respectively, by spatial

to restrict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upling and optimizing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mong

of Sanjingyuan National Park, likes, the most difficult

regions, and utilizing forage resources produced by the

production conditions, strong vulnerability and sensitivity of

development of grass industr y in the peripheral support

ecosystems, the uncurbed overal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a for “Rest grazing during turning green period” and

deterioration trend, poor abilities of resources supporting

“Warm Grazing Cold Feeding Two-stage Feeding”(supplying

an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low levels of resources

forage of 190 day,i.e.,increase of 4.47×104 km2 grassland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oor development of economy

conservation) or for livestock population (feeding livestock

and society. Hen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tection and

of 60.25×10 4 sheep unit, i.e., increase of 1.55×10 4 km 2

utiliza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overall infrastructure

grassland for conservation) at local pastoralists’ basic living

construction lags behind and the overall industrial

needs. The N% obtained by different accounting conditions,

development benefits are relatively low. The degree of

methods, and purposes is quite different. The accounting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Human

a practical and reasonable N% under multiple targets should

resources are relative in shortage, and the internal impetus

consider identifying, prioritizing and zoning of biodiversity

and vitality are obvious lack. All these factors are vital to the

conservation areas, key area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the areas offsetting the impact of future climate change,

5.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is the first pilot of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a

the beneficiary areas of important ecosystem services (such
as water resources), suitable areas for local pastoralists’

It requires the strictest ecological protection. At the

development, and ecosystem ser vices assessment and

same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pastoralists’

quantifying of ecosystem services goods. By Identifying and

livelihood and the carr 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comprehensive considering of all the above factors affecting

environment should be properly handled to form a new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t is possible to quantify N% for

model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at scale of ecoregions, so as to

natu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nature propor tion (N%),

realiz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e., the minimum conser vation area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 vices and the maximum area for local

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way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pastoralists’ livelihood at the regional scale of Sanjiangyuan

Throug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of vegetation

N a t i o n a l Pa r k , a n d s e e k a p p ro a c h e s a n d m o d e l s of

in Sanjiangyuan area, the overall results of all kinds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ecological management are remarkable. The vegetation

The theoretical, realized and predicted N% are calculated

in Sanjiangyuan area turns green as a whole, but the rate

based on: the diet niche volume and overlap of dominated

of green change is getting smaller. The contradiction

livestock (Domestic Yak and Tibetan Sheep) and wild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people's yearning

ungulate herbivores (Tibetan Antelope, Tibetan Gazelle,

for a better life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ccording to

Wild Yak and Tibetan Wild As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previous studies, there are 4-5 times more domestic

4

land use of dominated livestock (116.70×10 sheep unit)
4

and wild ungulate herbivores (31.40×10 sheep unit), a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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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and the grazing pressure index is about 1.20. Grazing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nutrition balanced production

management is still the primar y issue in Sanjiangyuan

of livestock - forage grass in the peripheral support area.

National Park. The pop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ildlife

Through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optimized allocation of

in the core conser vation area and its carr ying capacity

ecological resources among the three areas of national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nd evaluated. Rational utilization

park, it is possible to realize the balance of domestic and

of grassland and restoring the degraded grassland in

wild animals,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eneral control are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age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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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哺乳动物适应性进化与管理学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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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方式对高寒草地的影响。

学科组长简介
张堰铭，
男，
博士，
研究员。
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会常务理事，

应，使幼体产生极高的低氧耐受性；雄性不育剂对种群繁殖

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理事，《兽类学报》副主编。

具有抑制作用，还可提高不育个体的领域性和攻击水平。主

发现高原鼠兔生活史特征依环境而存在显著的变异，并

持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

探讨其原因；该动物婚配制度具有多样性，个体交配存在非

科学基金等项目。与美国、英国、等国科学家建立广泛的合

随机性，种群迁移模式为偏雄性。天敌对青藏高原小哺乳动

作关系。发表研究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0 余篇，

物种群增长存在显著负效应，鼠类对雀形目鸟类生物多样性

参加专著编写 3 部。作为主要贡献者，获青海省及中国科学

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低氧可显著提高高原鼢鼠 EPO 在大

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二等奖，获 2009 年中国科学院王宽诚

脑和肾脏等组织的表达水平，通过母体对子代产生迟滞性效

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

学科组成员
研

究

员： 曲家鹏

副 研 究 员： 张良志、李文靖
博士研究生： 付海波、范

超、唐显江

硕士研究生： 余义博、钟

亮、朱红娟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动物个性特征是目前国际上行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论

al., 2018, Physiology & Behavior）， 受 到 美 国 科 普 网 站

题之一。小哺乳动物适应进化与管理学科组长期致力于青藏

Science Trends 的报道。 根据生活节奏综合征假说，

高原优势小哺乳动物研究。通过比较高原鼠兔个性特征、心

动 物 的 个 性 特 征 与 生 活 史 密 切 相 关。 前 期 研 究 已 经 证

率与血浆皮质醇浓度的关系，验证了双层模型假说（Qu et

明 不 同 海 拔 下 高 原 鼠 兔 的 生 活 史 对 策 差 异 明 显，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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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个 性 特 征 与 行 为 综 合 征 也 存 在 差 异， 目 前 尚 不 清

“Among-population divergence in personality

楚。 曲 家 副 研 究 员 与 加 拿 大 魁 北 克 大 学、 温 尼 伯 大 学

is linked to altitude in plateau pikas (Ochotona

合 作， 以 不 同 海 拔 的 高 原 鼠 兔 为 研 究 对 象， 探 讨 了 动

curzoniae)”于 2019 年 7 月 13 日在动物学领域 TOP

物 活 动 性 与 冒 失 性 的 差 异 及 关 联 性， 验 证 了 环 境 差 异

期 刊 Frontiers in Zoology 在 线 发 表 。

是 导 致 动 物 个 性 特 征 分 化 的 一 个 主 要 原 因。 相 关 论 文

Adaptive Evolu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Mammals Group
Group Leader

Research Interests

ZHANG Yanming

Population ecology, behavioural ecology.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Animals inhabiting high altitudes consistently show slow

of three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populations

life-histories. The pace-of-life syndrome (POLS) hypothesis

distributed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posits behavioural, physiological and/or morphological

We predicted that high-altitude pika would be more docile

traits that mediate the trade-off between current and future

and less active. The behaviour of 556 pikas, from which 120

reproduction or survival, which have coevolved along a slow-

individuals were measured at least twice, was quantified.

fast life history continuum.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We observed that plateau pikas at high altitudes were less

life histories of plateau pikas varied across altitude, high-altitude

active and more docile than pika at lower altitudes. Activity

individuals showed slow pace of life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and docility we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in

by few litters per year with small litter sizes. Thus, we

populations from high altitudes but not in populations from low

hypothesized that pikas populations at higher altitudes would

altitudes. Our results support the POLS hypothesis, highlight the

also express personalities characteristic associated with slow life

existence of personality variation among populations distributed

history, such as high sociability, low activity or aggressiveness.

along an altitudinal gradient and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We tested this hypothesis by comparing the activity and docility

environmental selection on personality divergence.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trend produc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for the time-period 1990–2018.

[1] Huan Li*, Yijie Wang, Qiaoling Yu, Tianshu Feng,

Scientific Data. 2019, 6:78.

Rui Zhou, Liye Shao, Jiapeng Qu*, Nan Li, Tingbei Bo, Huakun

[4]

Huan Li*, Rui Zhou, Jianxiao Zhu, Xiaodan Huang,

Zhou. Elev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human skin. Microbiomes.

Jiapeng Qu*. Environmental feltering increases with elevation

2019, 7(12), 611.

for the assembly of gut microbiota in wild pikas. Microbial

[2]

Jiapeng Qu*, Denis Réale, Quinn E. Fletcher, Yanming

Zhang. Among-population divergence in personality is linked

Biotechnology. 2019, 12:976-992.
[5]

Wang Yun, Jiayu Lan, Hongping Zhou, Lei Guan, Yudi

to altitude in plateau pikas (Ochotona curzoniae). Frontiers in

Wang, Yongshun Han, Jiapeng Qu, Syed Asifullah Shah, Yaping

Zoology. 2019, 16:26.（动物学排行：8 / 385）

Kong.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oad-related Mitigation

Fabian Ewald Fassnacht*, Christopher Schiller, Teja

Measures under Semi-controlled Conditions: A case study on Asian

Kattenborn, Xinquan Zhao, Jiapeng Qu*. A Landsat-based vegetation

Amphibians. Asian Herpetological Research. 2019, 10(1): 62-6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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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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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优选应用前景广阔、前期基础好的特色藏药资源，进行高值化产品（药品、保健食品、食品、护肤品等）研发，最终实现藏
药特色资源高值利用技术集成与产品创新。

学科组长简介
魏立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第

学科组成员
研

究

员 : 杜玉枝

九、十、十一届），美国毒理学会高级会员。现任中国科学

副 研 究 员： 李天才、毕宏涛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

助理研究员： 肖远灿、杨红霞、李

验室主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带一路标准与健康产业

邹小艳

联盟副理事长，青海省药学会副理事长，青海省科协常委，

工

青海省政协委员。从事藏医药及少数民族医药学研究 29 年，

博士研究生： 耿卢婧、夏政华

促进了藏药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项目负

硕士研究生： 乔亚俊、袁

责人主持民族医药“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

程

岑、张

明

师： 张国利

戎

璐、郜

靓、梁丹妮

林、张玉霞

划重点项目及“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作为第
一完成人获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青海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特等
奖，获中国科学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与中国科学院
“西部之光”优秀学者称号。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甲基汞结合蛋白对神经小胶质细胞作用的量效关系研究

小胶质细胞主要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功能细

一般认为，甲基汞（MeHg+）是一种剧毒的有机汞阳

胞，形成了抵御入侵病原体、损伤或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离子，可引起严重的神经损伤。一旦进入体内，甲基汞就会

因此，藏药药理学与安全性评价学科组以小胶质细胞 N9 为

与含有游离巯基的氨基酸或蛋白质结合。特别是，甲基汞已

靶细胞，初步评价了甲基汞 -HSA 结合物 (MeHg-HSA) 对中

知与人血清白蛋白（HSA）在人血浆中结合，然而，甲基

枢神经系统生理功能的影响。研究发现，低剂量的 MeHg-

汞 -HSA 结合物（MeHg-HSA）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尚

HSA 能够激活 N9 细胞，促进细胞增殖和提高总细胞数，增

不完全清楚。

加 NO 和 细 胞 内 钙 离 子 水 平， 抑 制 TNFα 和 IL1β 的 释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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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剂量 MeHg-HSA 表现出对 N9 细胞的细胞毒作用，包

给药大鼠后，大鼠 PRP 中的 CD62P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空白

括促进细胞死亡和增加 TNFα 和 IL1β 的分泌。这些结果表

对照组（P<0.01），同时，牦牛皮胶 0.1-0.22 μm 组分能增

明，在小神经胶质 N9 细胞中，MeHg-HSA 引起了毒物兴奋

加大鼠 PRP 中 Gp Ⅰ a/ Ⅱ a，Gp Ⅱ b/ Ⅲ a 和 Gp Ⅳ的表达

效应（hormesis）。而且，ERK/MAPKs 和 STAT3 信号通路与

（P<0.05），说明牦牛皮胶 0.1-0.22 μm 组分可在血小板活

MeHg-HAS 在 N9 细胞中的毒物兴奋效应有关。此外，低剂

化早期对其进行干预，使血小板处于较高的活化状态。本研

量的 MeHg-HSA 可能被看作是 N9 细胞观察到的最低可见有

究为理解牦牛皮胶促进血小板活化，促进血小板活化早期的

害作用水平（LOAEL）。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研究 MeHg+ 的

颗粒内容物释放，加速血小板粘附 - 变构 - 释放 - 聚集的过

毒物兴奋效应机制，探索 MeHg+- 巯基偶联物在中枢神经系

程来引起血小板聚集的过程提供了数据支撑。

统中的具体功能。
该 研 究 结 果 于 以 “Hormesis of methylmercury-human

相关论文 “Effects of Yak skin gelatin on platelet activation”
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在 TOP 期刊 Food&Function 在线发表。

serum albumin conjugate on N9 microglia via ERK/MAPKs

3. 草地矿物元素蓄积分异机制研究

and STAT3 signaling pathways” 为题发表在毒理学领域知名

矿物元素是草地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成分，草地

国际期刊 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 上。

矿物元素对于草地演替变化极为敏感，是草地演替变化的重

2. 牦牛皮胶活化血小板研究

要响应。退化草地植物中矿物元素具有蓄积性，盆栽高寒牧

牦牛皮作为明胶提取材料的可替代原料，牦牛皮胶也

草，通过光照、温度、水分和矿物元素供给量等生态因子影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藏药药理学与安全性评价学科组通

响试验，以及人工草地与天然草地植物中比较试验，探究盆

过制备分离不同分子量范围的牦牛皮胶，分别给药小鼠和

栽高寒牧草中矿物元素蓄积对光照、温度、水分和矿物元素

大鼠后，观察不同组分的牦牛皮胶给药后的小鼠出血和凝

供给量等生态影响因子的响应，以及草地植物中矿物元素蓄

血时间、血清中 P- 选择素的表达量及给药大鼠后大鼠 PRP

积分异的机制，说明矿物元素饥饿效应是草地矿物元素蓄积

中 Gp Ⅰ a/ Ⅱ a、Gp Ⅱ b/ Ⅲ a 和 Gp Ⅳ的含量以及 CD62P

分异行为发生的内动力之一，为退化草地恢复与修复，草业

的活化率。实验结果显示，不同组分的牦牛皮胶给药小鼠

生产，草地生态系统安全与保护，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等

后，血清中的 P- 选择素的表达显著升高（P<0.01），这一

提供科学依据。草地矿物元素蓄积分异机制研究完成了省级

结果与出血和凝血时间缩短的结果一致；不同组分牦牛皮胶

成果登记，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Pharmacology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Research Interests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scientific problems, such as safety,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control,
which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based on clinical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racteristic
Tibetan medicine resources with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and good found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are optimized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value products (pharmaceuticals, health food, food, skin care products, etc.),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high-valu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 innovation of characteristic Tibetan medicine resources.
>>>>>>>>>>>>>>>>>>>>>>>>>>>>>>>>>>>>>>>>>>>>>>>>>>>>>>>>>>>>>>>>>>>>>>>>>>>>>>>>>>>>>>>>>>>>>>>>>>>>>>>>>>>>>>>>>>>>>>>>>>>>>>>>>>>

Group Leader
WEI Lixin, researcher, doctoral supervisor, member of the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director of key

national pharmacopoeia committee (9th, 10th, 11th), senior

laboratory of Tibetan medicin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member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oxicology. Currently

sciences;Vice chairma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andard

he is deputy director of nor 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and health industry alliance of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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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societies, vice chairman of qinghai pharmaceutical

plan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ethnic medicine. As the

association, standing committee of qinghai association for

first accomplishor, he won the first prize of scienc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mber of qinghai CPPCC. He

techn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of ethnic medicine, the first

engaged in Tibetan medicine and ethnic medicine research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 29 years, and promote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gress, the special prize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ibetan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medicine industry. As the project leader, he presided over

region government, the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award

the key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wang kuancheng western schola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upport plan of the 11th and 12th five-year plan of ethnic

sciences, and the title of "light of the west" excellent scholar

medicine and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 Hormesis of methylmercury-human serum albumin

of MeHg-HSA might be viewed as something very close to

conjugate on N9 microglia via ERK/MAPKs and STAT3

a lowest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LOAEL) for N9 cells.

signaling pathways

These findings will be useful for investigating the hormesis

Methylmercur y (MeHg+) is an extremely toxic
organomercury cation that can induce severe neurological
damage. Once it enters the body, methylmercury binds to
amino acids or proteins containing free sulfhydryl groups.

mechanism of MeHg+ and exploring the specific functions of
MeHgsulfhydryl conjugates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is study was published on 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 at 1st January 2019.

In particular, methylmercury is known to bind with human

2. Effects of Yak skin gelatin on platelet activation

serum albumin (HSA) in human plasma; however, the

Yak skin gelatin as a new gelatin resource, it has been

effects of methylmercur y-HSA conjugate (MeHg-HSA) o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ur team examined the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pharmacodynam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molecular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used the microglial cell line N9

Yak skin gelatins on platelet activation. The hemostatic

as the target cell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eHg-HSA on

effects of Yak skin gelatins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CNS preliminarily. The various

distributions were evaluated for bleeding time (BT), clotting

factors in the cell culture were monitored by MTT assay,

time (CT), and platelet activity by measuring the contents

total lactate dehydrogenase assay, ELISA, qPCR, Western

of P-selectin, platelet membrane glycoprotein Ia/IIa (GP Ia/

blot and flow cytometr y techniques. The results showed

IIa), platelet membrane glycoprotein IIb/IIIa (GP IIb/IIIa),

that low-dose treatment with MeHg-HSA activated N9 cells,

and platelet membrane glycoprotein IV (GP IV). Intragastric

promot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otal cell number, enhancing

administration of Yak skin gelatin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NO and intracellular Ca2+ levels, and suppressing the

reduction in CT and BT, and an increase in the contents of

release of TNFα and IL1β without cytotoxic effects; while

P-selectin (P<0.01); Rats groups that after receiving Yak skin

high-dose MeHg-HSA exhibited cytotoxic effects on N9 cells,

gelati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D62P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cluding promoting cell death and increasing the secret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1).

of TNFα and IL1β.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eHg-

The strongest activation of platelets by Yak skin gelatin

HSA causes hormesis in microglia N9 cells. Furthermore,

was observed with size between 0.1 μm and 0.22 μm, and

ERK/MAPKs and STAT3 signaling pathways related to the

activation may have been in response to improving Gp Ia/IIa,

hormesis of MeHg-HSA on N9 cells. In addition, low dose

GP IIb/IIIa and GP IV levels (P<0.05). In brief, Yak skin gel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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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hemostatic effects, and Yak skin gelatin fractions between

plants. Through experiments on potted alpine pastures

0.1 μm and 0.22 μm are the primary effectors of hemostasis

that control ec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light, temperature,

via promoting platelet membrane glycoprotein activities and

moisture, and mineral element supply, as well as comparative

strengthening platelet function.

experiments on artificial grass and natural grass plants, to

The result has published with the name “Effects of Yak

investigate the response of mineral element accumulation

skin gelatin on platelet activation” on the top journal of Food

in potted alpine pastures to ec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light,

& Function at May 6, 2019.

temperature, moisture, and mineral element supply, find the

3. Study on the accumul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mineral elements in grassland

mechanism of mineral element accumulation in grassland
plants, and indicate that the Star vation Effect of mineral

Mineral elements are essential nutrients for grassland

elements is a difference one of the internal motivations for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grassland mineral

behavior to happen. This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lements is so extremely sensitive to grassland succession

resto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grasslands, grass

changes that it is an impor tant response to grassland

production, grassland ecosystem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and

succession changes. The mineral elements have 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accumulating differentiation behavior in degraded grassland

results have reached the domestic leading level.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1]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Zebrafish. 16(5): 434-442.

Qiaozhu Tan, Ming Zhang, Lujing Geng, Zhenghua Xia,

[6] Zhenhua Xia, Hongtao Bi, Cen Li, Lujing Geng,

Cen Li, Muhammad Usman, Yuzhi Du, Lixin Wei*, Hongtao Bi*.

Usman Muhammad, Yuzhi Du, Lixin Wei *.Neurotoxicity

Hormesis of methylmercury-human serum albumin conjugate

of β-HgS differs from environmental mercur y pollutants

on N9 microglia via ERK/MAPKs and STAT3 signaling pathways,

(MeHgCl and HgCl2) in Neuro-2a cell. International

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2019, 362: 59-66.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2019: 1–11.

[2] Qi Chen&, Hongxia Yang&, Yan Li, Xiaoxi Wang, Lixin

[7]

Jie Duo, Tingting Gao, Zhongshu Shan, Jiayin Song,

Wei, Yuzhi Du*. Effects of Yak skin gelatin on platelet activation.

Ming Zhang, OlgaKurskaya, Kirill Sharshov, Lixin Wei*, Hongtao Bi*.

Food & Function,2019,DOI: 10.1039/C8FO02513D.

Immunostimulating effect of polysaccharides isolated from Ma-Nuo-Xi

[3] Hongxia Yang, Yuancan Xiao, Cen Li, Tingting Gao,
Lixin Wei, Yuzhi Du*.Effects on Expression of Hepatic Phase 1
and Phase 2 Metabolism and Transporter Genes by Swertia

decoction in cyclophosphamide-immunosuppressed m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0, 146(1): 45-52.
[8]

Xu Yan, Han Jichun, Dong Jinjin, Jing Li, Wang Tao, Jia Zhou,

mussotii Extract A Hepatoprotective Herb from Tibetan

Jing Shang*. Metabolomics Characterizes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Traditional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e

of Quercetin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Development. The

& Biology. 2019, 21: 1036–104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19, 20: 1220.

[4] Liangliang Zhou, Haijuan Chen, Qiangqiang He,

[9] Yujun Wang, Gongxue Ji, Rongge Yan, Songchang

Cen Li, Lixin Wei, Jing Shang*. Evaluation of hepatotoxicity

Guo, Feitian, Jianbin Ma, Ruina Zhan, Cen Li, Liangzhi

potential of a potent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Zuotai,

Zhang, Yurong Du*, Qien Yang*. Testosterone-retinoic acid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019, 234: 112-118.

signaling directs spermatogon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easonal

[5]

Xiaoyan Zou, Qiuyan Liu, Songchang Guo, Junyi Zhu,

Jichun Han, Zhenjiang Xia, Yuzhi Du, Lixin Wei, Jing Shang*. A Novel
Zebrafish Larvae Hypoxia/Reoxygenation Model for Ass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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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iu, Jie*, Feng Zhang, Velagapudi Ravika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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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umayokun A Olajide, Cen Li, Lixin Wei*. Chemical

4. 专利

compositions of metals in Bhasmas and Tibetan Zuotai are

[1] 杨红霞、李岑、肖远灿、毕宏涛、张明、杜玉枝、

a major determinant of their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toxicity.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 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9. Article ID 1697804.
[11] Zhenjiang Xia&, Yifan Zhang&, Cen Li&, Yan Xu, Jinjin
Dong, Lulu Wang, Qiangqiang He, Xiaoyan Zou, Huali Wu, Jichun
Han, Minxuan Cai, Yuzhi Du, Lixin Wei*, Jing Shang*.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Anzhijinhua San attenuates ovalbumin-induced
diarrhea by regulating the serotonin signaling system in mice.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019, 236: 484–494.

魏立新，一种蕨麻食品及其制备方法（201910191550.9）
[2] 杨红霞、李岑、杜玉枝、肖远灿、毕宏涛、张明、
魏立新，一种具有祛除面部红血丝的牦牛皮胶护肤产品及其
制备方法（201910484460.9）
[3] 杜玉枝、杨红霞、张明、肖远灿、李岑、毕宏涛、魏立新，
一种促进血小板活化的动物胶制备方法（201910543408.6）
[4] 杜玉枝、杨红霞、毕宏涛、李岑、肖远灿、张明、魏立新，
一种促进血小板活化的牦牛皮胶制备方法（201910542718.6）
[5] 杜玉枝、杨红霞、肖远灿、李岑、张明、毕宏涛、

[12] Huali Wu&, Wenting Lv&, Qi Pan, Praveen Kumar

魏立新，一种改善脱发的动物胶制备方法（201910542699.7）

Kalavaguntaa, Qiongzhen Liu, Guohong Qin, Minxuan Cai,

[6] 杜玉枝、杨红霞、肖远灿、李岑、毕宏涛、张明、魏立新，

Liangliang Zhou, Tao Wang, Zhenjiang Xia, Jing Shang*. Simvastatin

一种增强成骨细胞能力的牦牛胶制备方法（201910543375.5）

therapy in adolescent mice attenuates HFD-induced depression-

[7] 杜玉枝、杨红霞、李岑、肖远灿、毕宏涛、张明、

like behavior by reducing hippocampal neuroinflammation.

魏立新，一种促进骨髓基质细胞增殖的动物皮小分子肽制备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9, 43: 83-95.

方法（201910542694.4）

2. 中文核心期刊文章
[1] 陈琦 , 杨红霞 , 李雁 , 王晓喜 , 魏立新 , 杜玉枝 . 牦
牛皮胶对环磷酰胺致贫血小鼠血象红系参数及脾脏结构的影
响 [J].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019,31(03):415-421.
[2] 耿 卢 婧 , 李 岑 , 夏 政 华 , 杜 玉 枝 , 魏 立 新 . 佐 太、
β-HgS、HgCl_2 对 PC12 细胞活性和凋亡相关基因表达影
响的比较 [J]. 中成药 ,2019,41(03):543-548.
[3] 杨红霞 , 张明 , 耿卢婧 , 李岑 , 斗周才让 , 智华 , 魏
立新 , 杜玉枝 . 藏药仁青常觉临床安全性评价 [J]. 中华中医
药杂志 ,2019,34(04):1692-1695.

[8] 杜玉枝、杨红霞、肖远灿、李岑、张明、毕宏涛、
魏立新，一种增强骨髓基质细胞能力的牦牛皮小分子肽制备
方法（201910542697.8）
[9] 魏立新、毕宏涛、肖远灿、杜玉枝、杨红霞，一种
鲜冬虫夏草的保鲜方法（201910175568.X）
[10] 魏立新、毕宏涛、肖远灿、杜玉枝、杨红霞，一种
液氮沉浸式速冻保鲜冬虫夏草的方法（201910175562.2）
[11]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杜玉枝、杨红霞，一种
辐照法保鲜冬虫夏草的方法（201910175966.1）
[12]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杜玉枝、杨红霞，一种

[4] 万丽娜 , 王劼 , 杜玉枝 , 孙菁 , 孟卫东 , 卢学峰 , 周

含氩气的气调包装保鲜冬虫夏草的方法（201910175956.8）

玉碧 . 锁阳乙醇提取物对运动小鼠抗疲劳能力的影响 [J]. 甘

[13]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杜玉枝、杨红霞，一种气

肃农业大学学报 ,2019,54(03):23-30.
[5] 王晓喜 , 李雁 , 李国强 , 陈琦 , 乔亚俊 , 杜玉枝 , 李
天才 , 毕宏涛 . 菊芋粕菊粉的酶法提取、组成及抗氧化活性
研究 [J].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019,31(08):1408-1417.
3. 授权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1] 杨 红 霞、 李 岑、 杜 玉 枝、 魏 立 新、 毕 宏 涛、 高
婷 婷， 一 种 实 验 动 物 皮 肤 损 伤 模 型 建 立 用 的 光 照 射 装 置
（ZL201510648355.6）
[2] 高婷婷、毕宏涛、陶燕铎、邵赟 , 一种黑果枸杞天
然复合抗氧化剂的制备方法（ZL201510433968.8）

调包装和紫外辐照复合保鲜冬虫夏草的方法（201910175607.6）
[14]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杜玉枝、杨红霞，一种液氮
联合液体二氧化碳的鲜冬虫夏草速冻保鲜方法（201910175601.9）
[15]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杜玉枝、杨红霞，一种
液氮喷淋式鲜冬虫夏草速冻方法（201910175957.2）
5. 成果
[1] 李天才、曹广民、杜岩功、师生波、沈建伟、李以康、
党敏灵、林丽、郭小伟、李茜、张吉余、王晓喜、李雁、柯浔、
梁丹妮，草地矿物元素蓄积分异机制研究（9632019J0219），
国内领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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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鱼类进化与功能基因组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通过对极端生境下生物物种的起源与进化过程、生物与极端环境耦合关系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阐明生物的起源模式、
种群遗传分化与分布式样、生物适应与进化机制、维持生态系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等，为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
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提供技术支撑。

学科组长简介
赵凯，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科学院 “ 百人计划 ”

学科组成员
副 研 究 员： 田
士

菲

入选者。西北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硕士，西

博

后： 刘思嘉

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博士，中科院西

博士研究生： 丁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动物学博士后。中科院特聘核心骨干研

硕士研究生： 李晓慧、张

宁、李

雪、周秉正、张志超
宇、李晓环

究员，西北高原所 “ 高原生物适应进化机制与分子育种 ” 首
席科学家，青海省学科带头人，青海省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承担国家 “ 十三五 ” 重大研发计划项目、中科院战略性先导
科技分子育种专项、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中科院科技服务 STS 计划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近
30 篇， 相 关 论 文 发 表 在 Molecular Ecology ,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 BMC Genomics ,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 Scientific Reports 等杂志上。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季节性繁殖现象在鱼类中普遍存在，受到温度、光周

鱼（RS）和非繁殖季节鱼 (NRS) 青海湖裸鲤脑和性腺组织，

期、和激素水平等内外因素的共同调节。每年 5-8 月，大

利用转录组分析和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相

量青海湖裸鲤洄游至相连河流中进行产卵繁殖活动，而青海

结合的方法，探讨青海湖裸鲤季节性繁殖的潜在调节机制。

湖裸鲤繁殖行为的调控机制尚不清楚。为进一步理解青海湖

转录组研究发现分别有 2034、760、1158 和 17856 个基因

裸鲤季节性繁殖洄游启动的分子机制，我们采集了繁殖季节

（DEGs）在 RS 和 NRS 的雌性大脑、雄性大脑、卵巢和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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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之间差异表达，其中 II 型碘腺苷脱碘酶（DIO2）在繁殖

GnRH 信号通路基因和性激素合成基因也在繁殖季节的个体

季节的雌性和雄性大脑和性腺中均有上调。由于 DIO2 表达

中普遍高表达。WGCNA 构建网络图发现，鱼类外激素受

受到光周期调控，长日照（LD）刺激 DIO2 表达，进而调控

体基因，即前列腺素受体基因与多种内分泌受体基因，包括

HPG 轴和性腺发育，因此我们推断，青海湖裸鲤繁殖启动

GnRHR2 基因表达相关联，暗示外激素可能与青海湖裸鲤繁

是长日照通过 DIO2 介导性激素和性腺发育的结果。同时，

殖洄游的群体行为有关。通过比较青海湖裸鲤繁殖期与非繁

研究发现视黄醇代谢相关基因在繁殖季节的雄性个体的脑部

殖期个体的转录表达，我们认为夏季长日照诱导神经活性配

和性腺中被激活，在脑部视黄醇代谢受光周期影响，而代谢

体 - 受体基因和视黄醇代谢分别在雌性和雄性大脑中表达，

生成的维甲酸可以促进精子发生。因此，我们认为长日照通

通过激活 GnRH 信号通路和性激素合成相关基因促进了青

过激活雄性个体的视黄醇代谢，促进维甲酸合成，进而影响

海湖裸鲤的性腺发育和繁殖洄游行为。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

青海湖裸鲤的季节性精子发生。除此以外，富集分析显示，

BMC Genomics.

Laboratory of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Genomics of Highland Fishes
Research Interests
Our long-term research objectives are to identify

Plateau. Particularly, we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genetic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underlying

variations, morp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aim

mechanisms that contribute to speci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o untangle the genetic basis of the speciation and evolution in

native animals to the harsh environment in the Qinghai Tibetan

the extreme environment.

>>>>>>>>>>>>>>>>>>>>>>>>>>>>>>>>>>>>>>>>>>>>>>>>>>>>>>>>>>>>>>>>>>>>>>>>>>>>>>>>>>>>>>>>>>>>>>>>>>>>>>>>>>>>>>>>>>>>>>>>>>>>>>>>>>>

Group Leader
Dr. ZHAO Kai, Principle Investigator.

research was supports by grants from National Key Development

Dr. Zhao earned his Master and PhD degree in Animal

and Research project, NSFC and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Genetics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from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Program of CAS and etc. Dr. Zhao has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and postdoc fellow in NWIPB, CAS. After the postdoc training, Dr.

30 peer reviewed papers in Molecular Ecology, Molecular

Zhao joined NWIPB, and was awarded “Hundred Talent Program”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BMC Genomics, BMC

and “CAS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Program”. Dr. Zhao’s

Evolutionary Biology,Scientific Reports and so on.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Seasonal reproduction is widely obser ved in fish

and non-reproductive season (NRS). Transcriptome and

species, which is tightly regulated by both intrinsic and

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 (WGCNA) were

extrinsic factors. Gymnocypris Przewalskii migrates to

combin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regulatory mechanisms

spawning grounds every summer (May to August), however,

for seasonal reproduction in Gymnocypris Przewalskii.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n controlling its reproductive

Transcriptomic analysis obtained 2034, 760, 1158

behavior remains unclear. To understand its reproductive

and 17,856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between the

regulation, we collected samples from both brain and

reproductively active and dormant female brain, male

gonad of males and females from reproductive season (RS)

brain, ovar y and testis. Among these genes, DIO2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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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regulated in the reproductively active brain and gonad

endocrine receptors, such as GnRHR2, therefore, we inferred

of both males and females, whose expression was probably

that sex pheromone presumably control the reproduction

induced by long-day (LD) exposure. Functional enrichment

behavior G.Przewalskii population.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dentified retinol metabolism was specifically activated in

profiled the transcriptomic alterations between reproductively

male brain and gonad, which produced retinoic acid for

dormant and active fish, suggesting that the LD condition

seasonal spermatogenesis in response to LD stimulus.

in the summer was the principal signal to induce genes

Meanwhile, genes involved in GnRH signaling and sex

in neuroactive ligand-receptors and retinol metabolism in

hormone synthesis exhibited higher expression levels

female and male brain. The synchronized upregulation of

in brain and gonad during the reproductive season.

genes in GnRH signaling and sex hormone synthesis may

Additionally, network analysis identified the transcription

promote gonad development and spawning migration in

of prostaglandin receptor was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G.przewalskii.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expression analysis of the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1] Chenguang Feng, Weiwei Zhou, Yongtao Tang, Yun

Family in Hu Sheep. Revista Científica, FVC-LUZ / Vol.

Gao, Jinmin Chen, Chao Tong, Sijia Liu, Kunyuan Wanghe,

XXIX, N°1, 11-20, 2019.

Kai Zhao. Molecular systematics of the Triplophysa robusta

[5] Chenguang Feng, Yongtao Tao, Sijia Liu, Fei Tian,

(Cobitoidea) complex：Extensive gene flow in a depauperate

Cunfang Zhang，Kai Zhao. Multiple convergent events

lineage.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created a nominal widerspread species: Triplophysa stoliczkae

132(2019):275-283.

(Steindachner, 1866) (Cobitoidea: Nemacheilidae). BMC

[2] Fei Tian, Sijia Liu, Jianquan Shi, Hongfang Qi, Kai

Evolutionary Biology, (2019)19:177.

Zhao, Baosheng Xie. Transcriptomic profiling reveals molecular

[6] 马德昭，田菲，吴其中，刘思嘉，赵凯。青海湖

regulation of seasonal reproduction in Tibetan highland fish,

裸鲤 IL-8 的原核表达及诱导条件优化。基因组学与应用生

Gymnocypris przewalskii. BMC Genomics, (2019)20:2. DOI:

物 学，2019-05-0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369.

https://doi.org/10.1186/s12864-018-5358-6.

Q.20190508.1427.005.html.

[3] Yongtao Tang, Chenhong Li, Kunyuan Wanghe,

[7] 田得红，刘思嘉，丁宁，李雪，赵凯。 SNaPshot

C h e n g g u a n g F e n g , C h a o To n g , F e i T i a n , K a i Z h a o .

技术检测滩羊双羔群体中与多胎性状相关 SNP 研究。 生物

Convergent evolution misled taxonomy in schizothoracine

技术通报，2019，35（10），9-18.

ﬁshes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134(2019):323-337.
[4] Dehong Tian, Sijia Liu, Guo Yang, Ning Ding,
Xue Li, Fei Tian, Kai Zhao. 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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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德昭，田菲，刘思嘉，汤永涛，宋文珠，王虹蕾，
史建全，祁洪芳，赵凯。青海湖裸鲤和黄河裸裂尻鱼感染
多子小瓜虫的病理学比较研究。水生生物学报，2019，45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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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进化适应与濒危物种保护学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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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动物生态和保护生物学发展的学科前沿，开展动物生态学、动物地理学、
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等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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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揭示物种濒危和灭绝的
机制，为动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演化趋势预测提供科学依据，服务于国家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

学科组长简介
张同作，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青海省优秀专
业技术人才、青海省首席科普传播专家、青海省自然科学与
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林学会
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动物学会兽类
学分会理事，青海省动物学会理事长，《兽类学报》编委。

学科组成员
副 研 究 员： 连新明、蔡振媛
博士研究生： 蔡振媛、覃
江

雯、吴

彤、高红梅

峰、汪海静、刘道鑫

硕士研究生： 苗紫燕、迟翔文、安晓宇、张婧捷
宋鹏飞、陈佳萍

长期从事青藏高原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及进化生态学研究，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动物资源调查监测、濒危动物保护技术及
栖息地评价与恢复技术领域已取得重要成果。先后主持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海省重大科技攻关等项目 30 多项，
在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Molecular Ecology,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等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
表论文 120 多篇（SCI 50 多篇），参编专著 2 部，取得科技
成果 2 项，授权专利 4 项。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全球变化导致中国麝属物种向高海拔、高纬度地区
迁移分布

生存及空间分布。随着未来气候变化，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全球麝属共 7 个种，在中国分布的麝属有 6 个种，原麝列为

物种的空间分布、相互作用与气候密切相关，而全球

IUCN 易危（VU），其他五种麝均列为濒危（EN）等级。在

气候变化是人类和生物群落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影响物种的

未来情景中，了解和准确预测我国麝的适宜生境在时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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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具体变化趋势、适宜生境波动幅度及适宜生境迁移方向，

麝的适宜生境面积将逐渐减少，其中原麝适宜生境减少的幅

对保护我国麝资源至关重要。

度最大（4.98%）。在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RCP2.6），

利用最大熵生态位（MaxEnt）模型，结合重心迁移分

麝适宜气候生境面积减少幅度低于高排放情景下（RCP4.5、

析，采用五种全球气候模型和四种典型浓度路径下的气候数

RCP6.0 和 RCP8.5）。重心迁移分析表明，为应对全球变暖，

据，模拟分析 2050 年和 2070 年中国六种麝的空间分布情

原麝和林麝未来气候适宜区将向高海拔地区迁移，马麝、黑

况。结果表明，林麝、原麝和马麝的适宜分布区域在纬度上

麝、安徽麝、喜马拉雅麝则将向高纬度地区迁移。本研究结

比其他三种麝的分布更广；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麝属

果可为我国麝属物种资源应对全球变暖的就地保护、迁地保

六个种的气候适宜生境将面临重分布，在未来 30~50 年内，

护、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生物廊道建设提供数据支持。

图 1 中国麝属物种气候适宜生境分布图

研 究 论 文 “Musk deer (Moschus spp.) face redistribution to
higher elevations and latitudes under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图 2 中国麝属物种气候适宜生境变化波动图

护，因此适宜生境的空间分布分析对藏原羚栖息地保护和优
先保育区规划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在 环 境 科 学 与 生 态 学 领 域 TOP 期 刊 Science of The Total

通过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分布的藏原羚多年广泛深入

Environment 在线发表。博士研究生江峰为第一作者，张

的调查监测，获得了该物种种群组成与结构，分布和栖息地

同作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环境变量等多组信息，利用最大熵生态位模型（MaxEnt）

二、三江源国家公园关键种藏原羚栖息地保护和优先保
育区规划

和栖息地适宜性指数模型（Habitat Suitable Index, HSI），
评价三江源国家公园藏原羚的生境适宜性，探讨生境与主要

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

环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海拔、平均日较差、

关键的大型食草野生动物，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有蹄类动物，

12 月最高气温和等温性是影响藏原羚空间分布的关键环境

分布广且数量较多，对维持该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保护物

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89.7%。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藏原羚优

种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国家所有的重

先保育区面积约为 86308~90267km2，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要自然资源资产，园区内现有野生动物的数量及生境分布状

70.11~73.33%；藏原羚优先保育区位于黄河源园区大部，长

况仍缺乏准确完整的数据资料，难以有针对性的开展科学保

江源园区中部、东部、南部，澜沧江源园区中部、北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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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园区优先保育区面积最大，黄河源园区优先保育区比例

对其新鲜粪便样品的 16S rRNA 基因序列进行了测定及生物

最高。本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制定三江源国家公园藏原羚保护

信息学分析，分析了野生与圈羊岩羊肠道菌群的组成和结构，

管理措施和优先保育区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比较其差异，进而对圈羊岩羊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
明：岩羊肠道菌群多样性丰富，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
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为其核心菌门，二者丰度占比之
和在 90% 以上，但不同环境中群体间有明显差异，野生岩
羊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的丰度要显著高于圈养岩羊，而圈养
岩羊肠道菌群中拟杆菌门的丰度却显著地高于野生岩羊。食
物是影响野生和圈养岩羊肠道菌群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菌
群的差异与纤维素、半纤维素等粗纤维以及蛋白质和脂肪等
营养物质的消化代谢密切相关。另外，相较于野生群体，圈
养群体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已有所下降，圈养组的某些致病性
菌门，如螺旋体门（Spirochaetes）、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
和芽单胞菌门（Gemmatimonadetes）的相对丰度均显著高
于野生组，从而预测圈养岩羊的健康状况亚于野生群体。
研究论文 “Comparison of gut microbiota diversity between
wild and captive bharals（Pseudois nayaur）” 发 表 在 BMC
Veterinary Research。硕士研究生迟翔文为第一作者，张
同作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图 3 MaxEnt 模型 (a) 和 HSI 模型 (b) 预
测三江源国家公园藏原羚适宜生境

研究论文 “Setting priority conservation areas of wild Tibetan
gazelle（Procapra picticaudata）in China's first national
park” 发表在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博士研
究生江峰为第一作者，张同作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三、三江源国家公园关键有蹄类动物岩羊肠道微生物多样
性研究
在动物的消化道中存在着数量极其庞大的微生物群落，
并构建成动物体内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菌群与宿主之间相

图 4 野生和圈养岩羊肠道菌群的主成分分析图

互作用，协同进化。动物体内微生物对生物体物质代谢、能
量传递、信号转导以及动物的免疫系统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有蹄类动物肠道微生态的研究已经在部分家养动物中开展，

四、三江源国家公园关键有蹄类动物藏野驴肠道微生物多
样性

但对于野生物种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野生动物肠道菌群

在健康状态下，动物胃肠道内的微生物在种类、数量和

的研究，进而可通过饮食干预、准确提供个性化饮食等来优

位置等方面保持相对稳定，形成了胃肠道的微生态平衡，微

化其肠道菌群的结构和功能网络，从而调控其与宿主的相互

生物是动物机体内环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肠道微生物

作用，有利于野生动物的迁地保护。

与宿主之间进行能量物质交换、信息传递，与宿主的营养、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分布的关键有蹄类动物岩羊

免疫、健康和疾病等息息相关，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可

（Pseudois nayaur）为研究对象，利用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

以用来评估宿主的健康状况，为珍稀野生动物的迁地保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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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结果表明：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是藏野驴肠道中最主要

本研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分布的关键有蹄类动物藏野

的两类菌群，但是其丰度在野生组和圈养组之间存在极显著

驴（Equus kiang） 为 对 象， 对 其 粪 便 样 品 进 行 16S rRNA

差异。拟杆菌门（42.59%）是野生藏野驴的优势菌门，厚壁

V4-V5 区进行高通量测序，比较研究野生和圈养藏野驴肠道

菌门（49.74%）是圈养藏野驴的优势菌门。圈养藏野驴肠道

菌群组成和结构，分析野生和圈养种群肠道微生物之间的差

微生物多样性显著低于野生藏野驴，具有致病性的菌群含量
均显著升高。研究认为，圈养环境降低了藏野驴肠道微生物
多样性，增加了动物患病风险，其健康状况亚于野生种群，
食物是造成野外和圈养藏野驴肠道微生物存在显著差异的主
要原因。
研究论文 “Comparison of the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between the wild and captive Tibetan wild ass（Equus kiang）”
发表在 Journal of Applied microbiology。博士研究生高

图 5 野生和圈养西藏野驴肠道菌群在门水平上的相对丰度柱形图

红梅为第一作者，张同作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五、三江源国家公园猛禽空间分布与栖息地保护

的若干环境因子进行了物种空间分布的模拟。研究结果显示，

猛禽在生态系统中通常扮演顶级捕食者或食腐者的角

在最优模型参数下，地形因子海拔对三物种栖息地分布均有

色。大鵟、猎隼和高山兀鹫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三种常见的

显著影响；大鵟和高山兀鹫的最适宜栖息地面积均超过三江

大型猛禽，大鵟和猎隼能够控制高原啮齿类动物数量及减少

源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50%；三物种的适宜栖息地主要集中分

啮齿动物携带的病原体传播，高山兀鹫作为大型的食腐性动

布在黄河源、澜沧江源区及长江源的东南部。研究建议三物

物，在生态系统的营养再分配与再循环中起到重要作用，因

种的适宜分布区域应重点保护，适宜重叠区域应建立保护小

此这三种猛禽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探

区优先保护。

究三种猛禽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栖息地适宜程度能够为关键
物种保护及区域适应性管理提供有效支撑。
运用最大熵模型，结合学科组多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野
生动物本底调查中获取的三种猛禽分布信息及影响猛禽分布

研 究 论 文 “Maxent modeling for predi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ree raptors in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China” 近期发表于 Ecology and Evolution。博士研究
生张婧捷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张同作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图 6 三江源国家公园大鵟、猎隼和高山兀鹫的适宜性栖息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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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Studies of the ecology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dynamics, etc.) of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is region.

e n d e m i c v e r t e b r a t e s . R e s e a rc h o n t h e e v o l u t i o n a r 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exploitation, utilization,

a d a p t a t i o n m e c h a n i s m s of t h e s e a n i m a l s t o s e v e re

organization and conser vation of animal resources in the

environments on the plateau, and the effects of

plateau and surrounding areas.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

Group Leader
ZHANG Tongzuo is a Professor of Northwes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Qinghai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r. Zhang got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etc. He has

his bachelor ’s degree from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in

co-compiled two monographs and published more than

1998 and worked i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120 papers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s, of which over 50

CAS, where he earned his master ’s degree in zoology in 2004

papers were published in the SCI journals, such as Molecular

and doctor ’s degree in animal ecology in 2008. He is director

Ecology, Ecology and Evolution, BMC Genomics, BMC

of China Zoological Society, member of Mamaalogical

Evolution and Biology, Zoological Research, Proceedings of

Society of China, director general of Qinghai Provincial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Zoological Society, review editor of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Integrative Zoology, Scientific Repor ts, Zoologischer

He was appointed the director of Qinghai Provincial Key

Anzeiger, Mammalian Biology, etc. He received several

Laborator y of Animal Ecological Genomics in 2015. He is

important awards and honors including Academic Leader

known for his work in animal ecology, animal evolutionary

of Natu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Qinghai

ecology, conser vation biology and pest control in the

Province, the outstanding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nd surrounding area. Dr. Zhang has

of Lanzhou Branch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aken charge of or attended of more than 30 research grants

Zhuli Yuehua excellent doctoral candidate, Chinese academy

from Nation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of sciences.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Musk deer (Moschus spp.) face redistribution to higher
elevations and latitudes under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classified as vulnerable (VU), the red list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lists the other five

The distribu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pecies are closely

species as endangered (EN). In the future scenario, it is very

lindked to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 y climat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predict the specific

However,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change trend, fluctuation range and migration direction of

humanity and biological communities and impacts the

the suitable habitat of musk deer in China.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survival of species. There are 7

Both the maximum entropy model and bar ycenter

species of musk deer in the world.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migration analysis were utilized. Five global climate models

the Siberian musk deer (Moschus moschiferus) is currently

and four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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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considered to sim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six species

by the state.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ccurate and complete

for the years 2050 and 2070.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ata on the number of existing wildlife and the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ranges of the Siberian musk deer, the forest

of habitats in the park,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carr y

musk deer (M. berezovskii), and the Alpine musk deer (M.

out targeted scientific protection. Therefore, the spatial

chrysogaster) were more across the latitude than those of

distribution analysis of suitable habitats plays an important

the other three species. The suitable habitat area would

role in the habitat protection and the planning of priority

decrease over the next 30 to 50 years. These decreases of

conservation areas.

suitable habitat were more significant for the Siberian musk

Through years of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deer (4.98%), the forest musk deer, the black musk (M.

of the Tibetan gazelle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a

fuscus) deer, and the Himalayan musk deer (M. leucogaster)

number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species' population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musk deer species. Under

c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s t r u c t u re ,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n d h a b i t a t

a low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scenario (RCP2.6),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obtained. The maximum entropy

decrease of suitable musk deer habitat was lower than under

niche model (MaxEnt) and the Habitat Suitable Index (HSI)

higher emissions (RCP4.5, RCP6.0, and RCP8.5). The area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of the Tibetan

with suitable climate for the Siberian musk deer and the

gazelle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The correlation

forest musk deer will migrate higher elevations while areas

between habitat and major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was

suitable for the Alpine musk deer, the Himalayan musk deer,

discuss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ltitude, mean diurnal

the Anhui musk deer (M. anhuiensis) and black musk deer

temperature range, mean temperature of the coldest quarter,

would all migrate to higher latitud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nd isothermality were the four most important variables

can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in situ conser vation, ex situ

associa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ibetan gazelle

conser vation, nature reser ve management and biological

(contributing a total of 86.2%). Both models indicated that

corridor construction of musk deer species resources in

the priority conservation areas of the Tibetan gazelle in the

China under global warming.

SNP were about 86,308.25–90,267.34 km 2, which accounts

The paper titled Musk deer (Moschus spp.) face

for 70.11–73.33% of the SNP. This mainly included most of

redistribution to higher elevations and latitudes under

the Yellow River Park, the central and southwestern part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Science

the Mekong River Park, and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Yangtz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a TOP journal in the field of

River Park. The Yangtze River Park had the largest total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logy. Dr. Jiang Feng was the

priority conservation area, while the Yellow River Park had the

first author. Professor Zhang Tongzuo is the corresponding

highest proportion of priority conservation areas. The results

author.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2.Setting priority conser vation areas of wild Tibetan
gazelle (Procapra picticaudata) in China's first national park
Tibetan gazelle (Procapra picticaudata) is a threatened

planning of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priority
conservation areas for the Tibetan gazelle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ungulat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of China, which is a

The paper titled Setting priority conservation areas

key herbivorous wildlife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The

of wild Tibetan gazelle (Procapra picticaudata) in China's

species is widely distributed and abundant, which plays an

first national park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Global Ecology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ecosystem and

and Conser vation. Dr. Jiang Feng was the first author.

protecting species diversity in this region. Sanjiangyuan

Professor Zhang Tongzuo i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national park is an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 asset ow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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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yaur), a key ungulate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Vertebrates harbor highly diverse microbial communities

2019

predicting the health status of captive bharals seem less
desirable than wild populations.

in their guts, forming the most complex internal ecosystem

This paper, "Comparison of gut microbiota diversity

where flora and hosts interact and coevolve. Microorganisms

between wild and black bharals (Pseudois nayaur)," was

in animals play impor tant roles in material metabolism,

published in BMC Veterinary Research. Master Chi Xiangwen

energy transmission,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immune system.

was the first author and Professor Zhang Tongzuo was the

The research on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has been carried

corresponding author.

out in some domestic ungulate animals, however, studies
of wild species are relatively rar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4.The gut microbiota diversity of the Tibetan wild ass, a
key ungulate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gut microbiota of wild animal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In a healthy state, the species, quantity and location of

network can be optimized through dietary intervention and

microorganisms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of animals remain

the accurate provision of personalized diet, so as to regulate

relatively stable, forming a microecological balance of th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ut microbiota and the host,

gastrointestinal tract. Microorganisms are an indispensabl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off-site protection of wild animals.

part of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animals. The exchange

Bharals (Pseudois nayaur), a key ungulate distributed in

of energy and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intestinal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microorganisms and the hos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 16S rRNA gene sequences of bharals’ gut microbiota

nutrition, immunity, health and disease of the host. The study

was determined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by second-

of gut microbiota diversity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health

generation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technique, and

status of the host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x-situ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gut microbiota in wild and

protection and rewilding of rare wild animals.

captive bharals were analyzed, compared their differences,

Tibetan wild ass (Equus kiang), a key ungulate

furthermore, evaluated the health status of captive bharals.

distributed in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was taken as th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haral’s diversity of gut microbiota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of

is rich, Firmicutes and Bacteroidetes dominate the gut

the 16S rRNA V4-V5 region, we studied the gut microbiota

microbiota, with the sum of abundance ratio over 90%, but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ibetan wild asses in wint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groups in different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ild and captive

environments. The abundance of Firmicutes in wild bharals

group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st common bacterial

gut microbiot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aptive

phylum in Tibetan wild ass feces samples was Bacteroidetes

groups, whereas Bacteroidetes has a significant higher

and Firmicutes, however, the abundance was significantly

abundance in captive bharals than wild groups. Food is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e wild and captive groups. Bacteroidetes

main reason that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of gut microbiota in

(42.59%) was the dominant phylum of wild Tibetan wild ass,

wild and captive bharals, and the difference of flora is closely

and Firmicutes (49.74%) was the dominant phylum of captive

related to the digestion and metabolism of crude fibers such

Tibetan wild ass. The gut microbiota diversity of captive

as cellulose and hemicellulose, as well as nutrients such as

wild as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wild, and the

protein and fat. In addition, the diversity of gut microbiota

content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aptive populations had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captive environment reduced the

of wild populations.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pathogenic

intestinal microbial diversity of Tibetan wild ass, increased the

phylums (Spirochaetes, Acidobacteria, Gemmatimonadetes)

risk of disease in animals, their health status was less than

were much higher in captive group rather than wild group,

that of wild populations, and food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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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ximum entropy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wild and captive Tibetan
wild as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distribution

T h e s t u d y, " C o m p a r i s o n of t h e g u t m i c ro b i o t a

information of three raptors obtained from the background

composition between the wild and captive Tibetan wild

investigation of wild animals in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ass (Equus kiang)"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ark and seve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microbiology. Ph D. Gao Hongmei was the first author, and

that under the optimal model parameters, the altitude of

Professor Zhang Tongzuo wa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the topographical factor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5.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habitat protection of three
raptors in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species. The optimal habitat areas
of Upland buzzard and Himalayan vulture were more

Raptor usually plays the role of top predator or

than 50% of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The Suitable

scavenger in the ecosystem. Upland buzzard (Buteo

habitats of the three raptor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hemilasius), Saker falcon (Falco cherrug), and Himalayan

in the Yellow River source, the Lancang River source,

vulture (Gyps himalayensis) are three common large raptors

and the southeast of the Yangtze River source. The study

in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Upland buzzard and Saker

suggested that the suitable distribution area of the three

falcon can control plateau rodent populations and reduce

speci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key protection area

the transmission of pathogens carried by rodents. The

and the suitable overlapping area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Himalayan vulture can provide services for the redistribution

protection.

and recycling of nutrients in the ecosystem. So these three

The research paper "Maxent modeling for predicting

raptor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lateau ecosystem.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ree raptors in the Sanjiangyuan

Exploring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of the three raptors in the

National Park, China" was recently published in "Ecology and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can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Evolution". Dr. Zhang Jingjie is the first author of the paper,

the protection of key species and regional management.

and Professor Zhang tongzuo i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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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3] Xiangwen Chi, Hongmei Gao, Guosheng Wu,

[1] Feng Jiang, Jingjie Zhang, Hongmei Gao, Zhenyuan

Wen Qin, Pengfei Song, Lei Wang, Jiarui Chen, Zhenyuan

Cai, Xiaowen Zhou, Shengqing Li, Tongzuo Zhang*. 2019.

Cai, Tongzuo Zhang*. 2019. Comparison of gut microbiota

Musk deer (Moschus spp.) face redistribution to higher

diversity between wild and captive bharals (Pseudois

elevations and latitudes under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nayaur), BMC Veterinary Research, 15: 243, DOI: 10.1186/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https://doi.org/10.1016/

s12917-019-1993-7.

j.scitotenv.2019.135335.

[4] Hongmei Gao, Xiangwen Chi, Wen Qin, Lei Wang,

[2] Feng Jiang, Guangying Li, Wen Qin, Jingjie Zhang,

Pengfei Song, Zhenyuan Cai, Jingjie Zhang, Tongzuo Zhang*.

Gonghua Lin, Zhenyuan Cai, Hongmei Gao, Tongzuo Zhang.

2019. Comparison of the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2019. Setting priority conser vation areas of wild Tibetan

between the wild and captive Tibetan wild ass (Equus

gazelle (Procapra picticaudata) in China's first national park.

kiang). Journal of Applied Microbiology, 126:1869-1878,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 vation, 20: e00725, DOI:

DOI:10.1111/jam.14240.

10.1016/j.gecco.2019.e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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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qing Li, Hongmei Gao, Zhenyuan Cai, Gonghua Lin,

紫燕 , 张婧捷 , 宋鹏飞 , 连新明 , 苏建平 , 张同作 *. 2019. 三

Tongzuo Zhang*. 2019. Maxent modeling for predicting

江源国家公园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 兽类学报，39(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ree raptors in the Sanjiangyuan

410-420.

National Park, China.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19; 00:
1–12. DOI: 10.1002/ece3.5243.
[6] Zhenyuan Cai, Yu Zhang, Hongmei Gao, Pengfei

[13] 闫京艳 , 张毓 , 蔡振媛 , 陈家瑞 , 覃雯 , 张婧捷 , 连
新明 , 张同作 *.2019. 三江源区人兽冲突现状分析 . 兽类学报，
39(4): 476-484.

Song, Jingjie Zhang, Tongzuo Zhang*. 2019. The complete

[14] 迟翔文 , 江峰 , 高红梅 , 覃雯 , 吴彤 , 张婧捷 , 蔡振媛 ,

m i t o c h o n d r i a l g e n o m e of C h i n e s e z o k o r ( E o s p a l a x

张同作 *.2019. 三江源国家公园雪豹和岩羊生境适宜性分析 .

fontanierii).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4(1): 153-154.

兽类学报，39(4): 397-409.

[7] Qiao Penghai, Ma Huiqin, Pei Sujian, Zhang

[15] 高红梅，蔡振媛，覃雯，黄岩淦，吴彤，迟翔文，

To n g z u o , S u J i a n p i n g * . 2 0 1 9 . L i t h o b i u s ( E z e m b i u s )

张婧捷，苗紫燕，宋鹏飞，连新明，张同作 *．2019. 三江

polyommatus sp. n. and Lithobius (Ezembius) dulanensis

源国家公园鸟类物种多样性研究．生态学报，39(22)：8254-

sp. n. (Lithobiomorpha: Lithobiidae), two new species from

8270.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 Biologia, 74(5): 455-462
https://doi.org/10.2478/s11756-018-00173-z.
[8] Gonghua Lin, Zuhao Huang, Lei Wang, Zhenhua
Chen, Tongzuo Zhang, Lennard N. Gillman*, Fang Zhao*. 2019.

[16] 苏梦雨 , 张同作 , 连新明 , 苏建平 , 都玉蓉 *.2019.
利用角形几何特征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确定岩羊年龄的新方
法 , 兽类学报，39(3):234-241.
[17] 李小雨，肖凌云，梁旭昶，程琛，冯琛，赵翔，刘炎林，

Evolutionary Rates of Bumblebee Genomes Are Faster at Lower

卞晓星，何兵，张常智，Justine Shanti Alexander， 邢睿，

Elevations. Mol. Biol . Evol.: doi:10.1093/molbev/msz057.

黄亚慧，阿旺久美，谢然尼玛，宋大昭，黄巧雯，扎西桑俄，

[9] Penghai Qiao, Wen Qin, Huiqin Ma, Tongzuo
Zhang*. 2019. Two new species of lithobiid centipedes and

彭奎，尹杭，连新明，杨欣，李晟，施小刚，杨创明，吕植 .2019.
中国雪豹的威胁与保护现状 . 生物多样性 , 27(9):932-942.

the first record of Lamyctes africanus Porath (Chilopoda:

[18] 刘沿江 , 李雪阳，梁旭昶，刘炎林，程琛，李娟，

Lithobiomorpha)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

汤飘飘，齐惠元，卞晓星，何兵，邢睿，李晟，施小刚，杨

53:15-16, 897-921, DOI: 10.1080/00222933.2019.1606355.

创明，薛亚东，连新明，阿旺久美，谢然尼玛，宋大昭，肖

[10] Penghai Qiao, Wen Qin, Huiqin Ma, Gonghua Lin,
Tongzuo Zhang*. 2019. Lithobius (Ezembius) hualongensis sp.

凌云，吕植 .2019.“ 在哪里 ” 和 “ 有多少 ” ？中国雪豹调查与
空缺 . 生物多样性 , 27(9): 919-931.

nov. and Lithobius (Ezembius) sui sp. nov. (Lithobiomorpha,

2. 专利

Lithobiidae), two new species of centipede from northwest

[1] 蔡振媛，张同作，张毓，杨启青，车红艳，杜海

China. ZooKeys, 892: 77-92. doi: 10.3897/zookeys.892.39033

峰，高红梅，宋鹏飞 . 一种防逃逸鼢鼠活捕装置，专利号

[11] Gang He, Haitao Yang, Ruliang Pan, Yewen Sun,

201820953792.8.

Pengbin Zheng, Jinghua Wang, Xuelin Jin, Jingjie Zhang,

[2] 蔡 振 媛， 张 毓， 张 同 作， 曹 荣 军， 陈 金 良，

Baoguo Li, Songtao Guo. 2019. Using Unmanned Aerial

宋 鹏 飞， 高 红 梅， 张 婧 捷， 高 新 章， 陈 显， 谭 艳， 彭 洪

Vehicle with Thermal-image Acquisition Camera for Animal

林 . 一种适合山区林地使用的罗氏鼢鼠钓捕工具，申请号

Survey -A Case Study on the Sichuan Snub-nosed monkeys

201920732453.1.

in Mt. Qinling. Integrative Zoology, doi:10.1111/17494877.12410. https://doi.org/10.1111/1749-4877.12410.
[12] 蔡振媛 , 覃雯 , 高红梅 , 吴彤 , 迟翔文 , 杨俊东 , 苗

[3] 蔡振媛，张同作，张毓，王贤山，吴远波，高红梅，
宋鹏飞，张婧捷，江峰，汪海静，覃雯，刘道鑫 . 一种罗氏
鼢鼠捕捉工具，申请号 201920732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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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植物适应与进化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组立足世界第三极 - 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山区，广泛开展植物区系调查，选取重要和关键类群开展系统发育学及生物
地理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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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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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集成的药物计算模型研究。

学科组长简介
陈 世 龙， 博 士， 研 究 员， 所 长， 博 士 生 导 师。199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藏二次科考子课题、科技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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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子课题、中科院先导 A 子课题，“ 西部之光 ” 项目、中国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1999 年 9 月至 2000

科学院院长基金及青年创新基金等科研项目十余项。多次组

年 3 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BRIM 计划 ” 的资助

织和参加美国地理学会及英国和荷兰资助的青藏高原地区植

下，到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和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访问学习。

物科学考察，在青藏高原野外考察时间累积达近 5 年。获国

现 为 Flora of Pan-Himalayas 编 委 会 委 员，Journal of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甘肃省自然科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编委，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

学奖二等奖和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等奖项。代表论文：Mol.

会第六届国家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十四届、十五届中国植

Phylogenet. Evol. 123: 137–148; Taxon 64: 703-713; Plant Syst.

物学会理事。主要从事青藏高原植物适应与进化研究。主持

Evol. 302: 11–21; Bot. J. Linn. Soc. 157: 125, 168: 204。

学科组成员
研

究

员： 高庆波

副 研 究 员： 周党卫、王永翠、张发起、邢
工

程

睿

师： 迟晓峰

博士研究生： 马晓东、李
硕士研究生： 张

彦、曹

倩、夏铭泽

雨、王智华、余静雅、袁

锐、程庭峰、李

强、马小磊、刘

菲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青藏高原的隆升和形成一直决定着和影响着全球的生

极端环境生物遗传资源最丰富和密集的地区，因而是研究

态格局和生态安全。同时，青藏高原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

适应性进化、物种多样化、地质气候变迁对生物进化的影

热点地区之一，分布有大量的特有种、特有属，是全世界

响与反馈等重大科学问题最为理想的地区。对青藏高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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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藏药植物肉果草 Lancea tibetica 的群体遗传学研究表

为两组：南部分支和北部分支；这一结果也得到了 NJ 树、

明，31 个居群共获得 747 个基因型；观察杂合度（H o）介

主坐标分析（PCoA）以及 BARRIER 检测结果的印证。两

于 0.3356 到 0.5250 之间，平均值为 0.4451；期望杂合度

个分支大体上是以念青唐古拉山为界，这可能是地理隔离

（H e）介于 0.2049 到 0.4317 之间，平均值为 0.3435。遗

与环境气候的双重作用的结果。肉果草中有 10 个居群经历

传分化系数（F st）介于 0.0034 到 0.4180 之间，平均值为

过瓶颈效应，种群分化历史大约在 47.6 万年前（第二次青

0.2206；基因流（N m）介于 0.3481 到 72.932 之间，平均

藏高原隆升之后同时也是倒数第二次冰期和倒数第三次冰

值为 0.8832。肉果草居群内部遗传变异为 81.6839%，居

期的间冰期）和 28 万年前（末次间冰期），说明其种群分

群间为 18.3161%，而其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之间存在显

化历史与青藏高原的隆升和冰期间冰期回旋过程相吻合。

著的相关性。STRUCTURE 遗传分组结果支持将肉果草分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QTP Plants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e world's third pole –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io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construct evolutionary history

(QTP) and adjacent highlands, our research group performs

of these taxon under Quaternar y climate oscillation. The

widely investigation to the floristic of QTP and biological

research group also focuses on pollination biology of alpine

diversity. Phylogenetic and phylogeographic analysis

plants distributed on the QTP, evolutionar y characteristics

on important and key taxa are carried out to reveal the

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duplicate gene, and drug

glaciation refugia and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Discovery via computational integrating multi- omit data.

>>>>>>>>>>>>>>>>>>>>>>>>>>>>>>>>>>>>>>>>>>>>>>>>>>>>>>>>>>>>>>>>>>>>>>>>>>>>>>>>>>>>>>>>>>>>>>>>>>>>>>>>>>>>>>>>>>>>>>>>>>>>>>>>>>>

Group Leader
Prof. Dr. CHEN Shilong, Director of Northwest Plateau

September, 1999 and March, 2000. Now, he is the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Biology,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 visor of

Key Laboratory of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teau Biota, CA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CAS). He got Doctor's

curator of Qinghai-Tibetan Plateau Museum of Biology, member

degree of Philosophy in Botany from Institute of Botany,

of Flora of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CAS. In the Field of Plant Systems and Evolution, for the first

of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member of the 13th,

time, the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the Gentianaceae plants –

14th and 15th Council of the Botan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Crawfurdia, Tripterospermum, Gentiana and Pterygocalyx

member of the 6th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man

was studied in high mountain areas, an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 UNESCO. He and co-workers

the embryologic properties possessed important references

mainly engaged in adaption and evolution of QTP plants.

for establishing the phylogeny of Gentianceae. The gross-

He got Second-prize winner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morphology, floral anatomy, chromosomal, pollen construct,

Awards in 2004, You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ward of

and embr yologic properties were studied. Summaries of

the China Society on Tibetan Plateau in 2005, and Second-

tho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atic positions and relationships of

prize winner of the Gansu natural Science Awards in 2014.

the genera in Genianaceae were revised. In corporation with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0 papers. Representative

Tingnong He, they established a new genus-Metagentiana.

papers: Mol. Phylogenet. Evol. 123: 137–148; Taxon 64: 703-

As a visiting scholar, Professor Chen went to Missouri Botanical

713; Plant Syst. Evol. 302: 11–21; Bot. J. Linn. Soc. 157: 125,

Garden and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between

168: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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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The uplif t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QTP)

heterozygosity (H e ), and the Shannon information index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lant speciation rate and

(I) were 0.5277, 0.4949, and 0.9394, respectively, which

genetic diversity. High genetic diversity ensures that species

indicated a high level of genetic diversity. We detected

can sur vive and adapt in the face of geographical and

high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mong all sampling sit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Tanggula Mountains, located in

restricted gene flow among populations. Bayesian-based

the central of the QTP, have unique geographical significance.

cluster analysis (STRUCTURE), 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PCoA), and Neighbor-Joining (NJ) cluster analysis based

Tanggula Mountains as a geographical barrier on plant

on microsatellite markers grouped the populations into two

genetic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by using Lancea tibetica. A

clusters: the southern branch and the northern branch. The

total of 456 individuals from 31 populations were analyzed

analysis also detected genetic barriers and restricted gene

using eight pairs of microsatellite makers. The total number

flow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eparated by the Tanggula

of alleles was 55 and the number per locus ranged from 3 to

Mountain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geographical

11 with an average of 6.875. The 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isolation of the Tanggula Mountains restricted the genetic

content (PIC) values ranged from 0.2693 to 0.7761 with an

connection and the distinct niches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average of 0.4378 indicating that the eight microsatellite

mountains increased the intraspecific divergence of the

m a k e r s w e re e f f i c i e n t f o r d i s t i n g u i s h i n g g e n o t y p e s .

plants.

Furthermore, the observed heterozygosity (Ho), the expected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genome of Saxifraga sinomontana (Saxifragaceae) and

[1] Rui Xing, Gao Qingbo, Zhang Faqi, et al. Bacterial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other Saxifragaceae species.

community in cold and alkaline environments of Hoh Xil

Brazilian Journal of Botany, 2019, doi: 10.1007/s40415-

basi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isolation of potential

019-00561-y.

sources of microbiota. Annals of Microbiology 2019,69(5):
567–576.
[2] Chi, Xiaofeng, Zhang, Faqi, Gao, Qingbo, Xing, Rui,
& Chen, Shilong. Genetic Structure and Eco-Geographical

[5] Rui Xing, Gao Q B, Zhang F Q, et al. Large-scale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the Qaidam Basi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MicrobiologyOpen DOI: 10.1002/
mbo3.909.

Differentiation of Lancea tibetica in the Qinghai-Tibetan

2. 本学科组 2019 年获奖情况

Plateau. Genes, 2019,10(2): 97.

[1] 李 彦，2019 年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博士奖

[3] Yan Li, Liukun Jia, Faqi Zhang, Zhihua Wang,

学金”

Shilong Chen, Qingbo Gao*. Development of EST-SSR

[2] 李 彦，2019 年中国科学院“地奥奖学金”

markers in Saxifraga sinomontana (Saxifragaceae) and cross-

[3] 李 彦，2018-2019 学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三好学生”

amplification in three related species. Applications in Plant

[4] 夏铭泽，2018-2019 学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优秀毕

Sciences, 2019, 7: e11269.
[4] Yan Li, Liukun Jia, Zhihua Wang, Rui Xing, Xiaofeng
Chi, Shilong Chen, Qingbo Gao*. The complete chlorop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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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类作物分子育种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目前主要开展远缘杂交和异源多倍化过程及其在小麦遗传改良中的应用研究；小麦、青稞高产、优质与抗病等种质评价
与育种利用。

学科组长简介
张怀刚，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党委书记，

学科组成员
研

究

员： 刘登才、沈裕虎、刘宝龙、张

青海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副 研 究 员： 陈文杰、刘瑞娟

者，兼青海省农学会副会长、《植物学报》编委、国家科技

助理研究员 : 王

蕾、曹

智库专家等。1982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95 年获得中科

博

渊

院遗传研究所遗传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小麦遗传育种工作，

博士研究生： 孙雪梅、李

发表学术论文 120 多篇，作为副主编或主要编写人出版著作

硕士研究生： 李

7 部。主持育成高产优质小麦新品种 1 个，参与育成 12 个。

士

后： 宗

波

东、徐金青

云、刘

韬、甘晓龙

响、孔豆豆、赵

硕、叶发慧

周让让、李晓兰、陈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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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 小黑麦蓝色籽粒性状关键候选基因 TsMYC2 的鉴定与
功能分析

成相关的结构基因同源， HM13 中这些结构基因的平均转
录水平显著高于 HM5 中的转录水平。因此两个材料间转

小黑麦蓝色籽粒表型的形成主要是由糊粉层中花青素

录速率的不同可能是形成蓝色糊粉层的原因。在 HM13 中

的大量积累导致，但小黑麦糊粉层中花青素生物合成相关

与花青素合成相关的 MYB 与 bHLH 转录因子也有较高的表

基 因 的 鉴 定 尚 未 见 报 道。 本 研 究 利 用 RNA-seq 技 术 对 小

达，其中 MYC 转录因子尤为特别。HM13 中 bHLH 转录因

黑麦蓝粒材料 HM13 和白粒材料 HM5 籽粒糊粉层进行测

子 Unigene5672_All（TsMYC2） 的 相 对 转 录 水 平 是 HM5

序分析，通过比较两个材料糊粉层转录水平差异，确定调

中 的 42.71 倍，MYB 转 录 因 子 Unigene12228_All 的 相

控小黑麦糊粉层花青素合成的关键基因。基于测序数据进

对 转 录 水 平 是 HM5 中 的 2.20 倍， 因 此 将 Unigene5672_

行差异表达分析及差异基因的功能注释，两个材料间共检

All（TsMYC2） 作 为 关 键 候 选 基 因。 采 用 qPCR 比 较 在 不

测到 32,406 个差异表达基因。73 条基因序列与花青素合

同 器 官（ 籽 粒、 根、 茎、 叶 ） 中 TsMYC2 的 表 达， 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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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硒累积能力不同基因型节节麦对硒响应的转录

在蓝色籽粒该基因表达量最高。TsMYC2 与调节花青素生
物 合 成 的 bHLH 转 录 因 子 同 源， 包 含 bHLH-MYC_N、HLH

组分析

和 ACT-like 三 个 功 能 域， 它 们 作 为 bHLH 转 录 因 子 对 花

硒是人和动物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具有多种生物功

青素生物合成的调控具有重要意义。ZmC1 和 TsMYC2 的

能，缺硒会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最常见的补硒策略是

瞬时表达可诱导白粒小麦胚芽鞘细胞花青素的合成，证明

植物膳食补硒，它们可以将无机硒转化为有机硒。小麦是人

TsMYC2 是一个功能性 bHLH 转录因子。本研究结果表明，

们日常膳食，而小麦的二倍体祖先之一的节节麦的含硒量要

TsMYC2 与小黑麦蓝色糊粉性状有关，可作为培育蓝粒小

普遍高于小麦。在本研究中，对硒处理下的两个硒累积能力

黑麦新品种的关键基因。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Plant Cell

不同的节节麦基因型进行高通量转录组测序。共测序 12 个

Reports，2019, 38:1291–1298。

节节麦转录本文库，产生约 47.72 GB 的 clean reads。过滤
rRNA 序列后，与参考基因组比对产生约 1930 万个高质量
的 clean reads。四个处理中，共检测到 32,920 个比对基因，
其中 26,407 个为已知基因。这些基因的功能注释揭示一些
可能参与硒代谢的关键途径和候选基因。并通过实时荧光定
量 PCR 检测验证了几个可能参与硒代谢的基因的表达。本研
究是首次对节节麦的硒代谢进行研究，为进一步阐明该物种
硒代谢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本研究相关结果发表在 BMC
Genetics，2019，20:9。

图 1. TsMYC2 在 HM13 和 HM15 不同器官中的相对表达量

图 2. 不同组间基因表达谱的变化

Molecular Breeding of Triticeae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1.Wide hybridization and allopolyplodization between wheat and other speci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wheat improvement.
2.Exploiting resources with stripe rust resistance from Triticeae.
3.Wheat quality evaluation and resource innovation.
4.Genetic diversity of barley resource.
5.Developing new wheat and barley cultiva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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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Leader
Professor ZHANG Huaigang received his bachelor degree

Province Society of Agronomy and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from Southwest College of Agriculture in 1982 and Ph. D degree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Botany". Since 1982, he has been focusing

from Genetics Institution, CAS in1995. He is the director of

on wheat genetics and breeding, published 120 academic papers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AS, Vice-Chairman of

and 7 books, and released 12 new wheat cultivars.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A bHLH transcription factor TsMYC2 is associated with
the blue grain character in triticale (Triticum × Secale)

biosynthesis in white wheat coleoptile cells, demonstrating
that TsMYC2 was a functional bHLH transcription factor.

The accumulation of anthocyanins in the aleurone of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sMYC2 was associated with

triticale result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blue-grained trait,

the blue aleurone trait and could prove to be a valuable

but the identity of the genes associated with anthocyanin

gene with which to breed new triticale cultivars with the

biosynthesis in the aleurone has not yet been reported. In

blue aleurone trait. The results were published in Plant Cell

this manuscript, RNA-Seq was employed to compare the

Reports,2019, 38:1291–1298.

transcript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iticale lines HM13

2.Comparative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two selenium-

(blue aleurone) and HM5 (white aleurone), and to identify

accumulating genotypes of Aegilops tauschii Coss. in

the key genes responsible for the blue aleurone trait. There

response to selenium

were 32,406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between HM13

Selenium (Se), an essential micronutrient in both animals

and HM5. Seventy-three unigenes were homologous to the

and humans, has various biological functions, and its deficiency

structural genes related to anthocyanin biosynthesis, and the

can lead to various diseases. The most common method for

average transcript level of the structural genes was higher in

increasing Se uptake is the consumption of Se-rich plants, which

HM13 than in HM5, so that quantit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form inorganic Se into organic forms. Wheat is eaten daily

the two lines in transcription rates could be the cause of

by many people. The Se content of Aegilops tauschii (Ae.

the blue aleurone. The MYB and bHLH transcription factors

tauschii), one of the ancestors of hexaploid common wheat,

had two homologous unigenes, but contained only one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wheat. In this study, two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unigene each. The relative transcript

genotypes of Ae. tauschii with contrasting Se-accumulating

level of bHLH Unigene5672_All (TsMYC2) in HM13 was

a b i l i t i e s w e re s u b j e c t e d t o d i f f e re n t S e t re a t m e n t s

42.71 times that in HM5, while the relative transcript level

followed by high-throughput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of the MYB transcription factor Unigene12228_All in HM13

Sequencing of 12 transcriptome libraries of Ae. tauschii

was 2.20 times that in HM5. qPCR experiments determined

grown under different Se treatments produced about a

the relative transcript level of TsMYC2 in developing grain,

total of 47.72 GB of clean reads. After filtering out rRNA

with the expression of TsMYC2 in grain being the highest

sequences, approximately 19.3 million highquality clean

compared with that in root, stem or leaf tissue. TsMYC2 was

reads were mapped to the reference genome (ta IWGSC_

homologous to the bHLH transcription factor regulating

MIPSv2.1 genome DA). The total number of reference

anthocyanin biosynthesis and contained three entire

genome gene is 32,920 and about 26,407 known genes

functional domains: bHLH-MYC_N, HLH and ACT-like, which

were detected in four groups. Functional annotation of

were important for exercising regulation of anthocyanin

these mapped genes revealed a large number of genes

biosynthesis as a bHLH transcription factor. Transient

and some pivotal pathways that may par ticipate in Se

expression of ZmC1 and TsMYC2 could induce anthocyanin

metabolism. The expressions of several genes potentially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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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d in Se metabolism were confirmed by quantitative

foundation for future elucid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Se

re a l - t i m e P C R . : O u r s t u d y, t h e f i r s t t o e x a m i n e S e

metabolism in this species. The results were published in

metabolism in Ae. tauschii, has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MC Genetics,2019,20:9.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high anthocyanin content in the fruits of Lycium ruthenicum

[1] Yuan Zong, Xue-Bing Zhu, Zeng-Gen Liu, Xin-Yuan

Murray. Current Science. 2019, 116(2): 256-263.

Xi, Guo-Min Li, Dong Cao, Le Wei, Jian-Ming Li*, Bao-Long

[8] 甘晓龙 , 刘韬 , 刘宝龙 , 陈文杰 , 张连全 , 刘登才 ,

Liu*. Functional MYB transcription factor encoding gene

张波 *, 张怀刚 *. 节节麦 HKT 基因的克隆及生物信息学分

AN2 is associated with anthocyanin biosynthesis in Lycium

析 . 分子植物育种 . 2019,17(17): 5644-5651.

ruthenicum Murray. BMC plant biology. 2019, 19(1): 169.
[2] Yuan Zong, Shi-Ming Li, Xin-Yuan Xi, Dong Cao,
Zhong Wang, Ran Wang*, Bao-Long Liu*. Comprehensive

[9] 席杏媛 , 闫慧颖 , 李春喜 *. 青海水、旱地甜高粱与豆
科混播及其刈割对草产量的影响 . 草地学报 .2019, 27(05):
1400-1409。

infuences of overexpression of a MYB transcriptor regulating

[10] 孔豆豆 , 毛成志 , 王蕾 , 王寒冬 , 张怀刚 , 徐金青 *,

anthocyanin biosynthesis on transcriptome and metabolome

沈 裕 虎 *. 大 麦 基 因 组 GRAS 基 因 家 族 的 全 基 因 组 鉴 定 与

of tobacco lea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表 达 分 析 . 分 子 植 物 育 种 . 2019, http://kns.cnki.net/kcms/

Sciences. 2019, 20(20):5123.

detail/46.1068.S.20191128.0957.002.html.

[3] Yuan Zong, Guo-Min Li, Xing-Yuan Xi, Xue-Mei Sun,

[11] 宗 渊 , 朱 雪 冰 , 曹 东 , 刘 宝 龙 *, 张 怀 刚 *.RNA-

Shi-Ming Li, Dong Cao, Huai-Gang Zhang*, Bao-Long Liu*. A

seq 挖 掘 四 倍 体 小 麦 紫 籽 主 效 基 因 . 分 子 植 物 育 种 .2019,

bHLH transcription factor TsMYC2 is associated with the blue

17(13):4161-4170.

grain character in triticale (Triticum × Secale). Plant Cell
Reports. 2019, 38:1291–1298.
[4] Dong Cao, Jie-Qun Fan, Xing-Yuan Xi, Yuan Zong, Dong-

[12] 朱雪冰 , 刘宝龙 , 曹东 , 宗渊 *. 黑果枸杞中调控花
青素合成代谢的 MYB 基因克隆与序列分析 . 分子植物育种 .
2019, 17(10): 3208-3213.

Xia Wang, Huai-Gang Zhang*, Bao-Long Liu*. Transcriptome

[13] 毛成志 , 王蕾 , 孔豆豆 , 王寒冬 , 张怀刚 , 沈裕虎 ,

analysis identifies key genes responsible for red coleoptiles in

徐金青 *. 大麦全基因组 WRKY 基因家族生物信息学分析 [J].

Triticum Monococcum. Molecules. 2019, 24(5): 932.

分子植物育种 . 2019, 17(23): 7623-7633.

[5] Li-Jun Wu, Tao Liu, Yong-Sheng Xu, Wen-Jie Chen,
Bao-Long Liu, Lian-Quan Zhang, Deng-Cai Liu, Huai-Gang
Zhang*, Bo Zhang*. Comparative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2. 专利
[1]

刘宝龙 , 李娜 , 张怀刚 , 魏乐 , 张波 , 陈文杰 , 刘登才 , 调

控花青素合成与代谢的小麦新基因 ThMYC4E(ZL201611183064.5)

two selenium-accumulating genotypes of Aegilops tauschii

[2] 黄志伟 , 房志家 , 沈裕虎 , 孟晓卿，魏红岩 . 一种酿酒

Coss. in response to selenium. BMC Genetics. 2019, 20(1): 9.

酵母等位基因高效整合质粒系统及其应用 (ZL201610052533.3)

[6] Hong-Xia Wang, Xiang Li, Fa-Hui Ye, Li-Rong

[3] 刘宝龙 , 张怀刚 , 宗渊 , 王李成 , 曹东 , 席杏媛 . 一

Wang, Jiu-Li Wang*, Wen-Jie Chen*. Characterization of

种基因枪的微载体发射装置 (ZL201821728023.4)

the complete chloroplast genome of Allium tuberosum.

3. 成果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2019, 4(2): 2863-2864.

[1] 张波 , 张怀刚 , 刘韬 , 冯承彬 . 青海春小麦抗 Ug99

[7] Xue-Bin Zhu, Jian-Min Li, Yuan Zong, Xue-Mei Sun, ShiMing Li, Dong Cao, Bo Zhang, Wen-Jie Chen, Bao-Long Liu*.
Transcriptome analysis identifies the key genes responsi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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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分子聚合育种 (9632019J0273)
[2] 王蕾 , 沈裕虎 , 徐金青 , 王寒冬 , 孔豆豆 , 白生贵 .
青藏高原青稞 7 个品质性状遗传基础研究 (9632019J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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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与牧草种质创新与育种学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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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简介
陈志国，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文 74 篇，获得科技成果 15 项，参编专著 6 部，主持和参与

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理事，中国作物学会耕作栽

培育农作物新品种 16 个（其中国家审定春小麦 3 个），培

培分会理事，青海省规划咨询委员会专家，青海省农作物品

养硕士研究生 10 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1 名。

种审定委员会委员，青海省麦类产业技术转化研发平台小麦

近期主持中科院先导专项（A 类）“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
创 新 体 系 项 目 任 务 XDA08030106-2（2013-2018 年）——

功能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 春小麦新品种高原 602 的选育、研究和推广 ” 获 1992

西北春小麦高产抗病分子设计育种 ”、青海省 2014 年科技促

年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第四）、1994 年甘肃省科

进新农村建设计划项目 “ 春小麦青麦 1 号等品种示范推广 ”。

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七）、1996 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排

发表研究论文 74 篇，获得科技成果 15 项，参编专著 6 部，

名第四）。

主持和参与培育农作物新品种 16 个（其中国家审定春小麦

获得 1996 年青海省第二届青年科技奖；1997 年国家科

3 个），培养硕士研究生 10 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1 名。

委科技扶贫先进工作者；1997 年度中国科学院方树泉青年

近几年开展了藜麦资源引进、评价（农艺性状、品质、

科学家奖；2006 年度青海省优秀科技人才。近期完成中科

抗病性等）、新品种选育和《柴达木藜麦米标准》、《藜麦

院先导专项（A 类）“ 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项目任务

品种观察记载标准》等标准的制定，在藜麦形态学、繁育学、

XDA08030106-2（2013-2018 年）—— 西北春小麦高产抗病

系统发育学等方面开展相关研究。通过青海省认定 1 个藜麦

分子设计育种 ” 项目、青海省 2014 年科技促进新农村建设

新品种 “ 青藜 4 号 ”，发表多篇藜麦相关文章，培育藜麦方

计划项目 “ 春小麦青麦 1 号等品种示范推广 ”。发表研究论

面研究生 2 人。

学科组成员
研

究

员： 窦全文、王海庆

助理研究员： 刘德梅
硕士研究生： 王英芳、权有娟、刘

博、李

想、雷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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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NaCl 胁迫对藜麦幼苗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自青海高原披碱草属种间天然杂种进行细胞学鉴定，同时

为探讨盐胁迫下两类不同地区藜麦品种幼苗的耐盐机

结合物种分布及形态学特征，共揭示 6 种不同天然杂种的

制，利用不同浓度的 NaCL 溶液，对来自青海省海东市乐

类型。第一类为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 Griseb.）和鹅

都区的 “LD-13”（低盐地区）和来自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的

观草属（Roegneria C. Koch）物种间的天然杂种，染色体

“WL-192”（高盐地区）的 2 个藜麦品种种子和幼苗进行盐胁

数为 35，染色体组成为 StStYYH；第二类为垂穗披碱草和达

迫处理，研究种子萌发指标（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

乌 力 披 碱 草 种（Elymus dahuricus Turcz. ex Griseb.） 间 杂

生长指标（鲜重、根长、茎长）及生理指标（MDA 含量及

种，染色体数为 42，染色体组成为 StStHHYY；第三类为达

SOD、POD、CAT 活性）等的变化。结果表明：低盐浓度（NaCl

乌力披碱草和老芒麦（Elymus sibiricus L.）种间杂种，染色

浓度小于 250mmol·L-1）胁迫下，2 个藜麦品种种子的萌发、

体数为 35，染色体组成为 StStHHY；第四类为垂穗披碱草和

幼苗生长及生理活性表现均较适宜；但中、高盐浓度（NaCl

糙毛以礼草（Kengilia hirsuta Keng）种间杂种，染色体数

浓度大于 250 mmol·L-1）胁迫下，其种子萌发、生长及幼

为 42，染色体组成为 StStYYHP；第五类为垂穗披碱草和大

苗生理活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从耐盐性综合评价值 D

颖草（Kengilia grandiglumis Keng）种间杂种，染色体数为

值看，虽然同为山谷型的藜麦品种，适应盐碱地栽培的 WL-

42，染色体组成为 StStYYHP；第六类为糙毛以礼草和赖草

192 品种比低盐土壤中生长的 LD-13 品种更耐盐。推测 WL-

（Leymus secalinus （Georgi） Tzvel.）种间杂种，染色体

192 比 LD-13 耐盐性除了受选育地区土壤盐度的影响外，还

数位 35，染色体组成为 StYPNsXm。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研究

可能与品种自身及光周期、温度、海拔、纬度等外部生长环

披碱草属种间杂交渐渗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鉴定出的

境等因素有关。结合青海西部地区气候环境和盐碱土地资源

天然杂种可以作为潜在的种质资源在牧草或生态草育种中加

开发利用，WL-192 品种更适合在青海地区推广种植。

以利用。

二、青藏扁蓿豆 EST-SSR 标记开发与验证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植物研究》杂志中。

青 藏 扁 蓿 豆（Medicago archiducis-nicolai） 广 泛 分 布
于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对高海拔极端环境具有极强的适
应性。本研究利用高通量转录组测序数据，对青藏扁蓿豆的
EST-SSR 标记进行了开发。结果发现，随机选取的 477 对引
物中，350 对可在青藏扁蓿豆中有效扩增，其中 346 对引物
在扁蓿豆（M. ruthenica）中可实现跨物种扩增。利用其中
64 对独立遗传且符合哈迪 - 温伯格平衡的标记引物对青藏扁
蓿豆和扁蓿豆野生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和群体遗传结构分析发
现，两个物种存在明显的种间和种内的遗传分化，且提示种
内群体间的遗传分化与地理隔离或环境选择有关。本研究开
发的 EST-SSR 标记为今后进一步评价青藏扁蓿豆和扁蓿豆的
遗传多样性以及解释其适应极端环境的遗传机制提供了重要
的研究工具。
三、青海高原披碱草属种间天然杂种的细胞学鉴定

图 2 部分披碱草属物种不同种间杂种根尖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的
FISH 和 GISH 鉴定。

青海高原地区为小麦族披碱草属物种多样性分布地区，

其中 a 为垂穗披碱草和鹅观草间杂种（染色体数为 35）；b 为垂穗

种间杂交基因渗透被认为在披碱草物种多样性形成普遍存

披碱草和达乌力披碱草间杂种（染色体数为 42）；c 为老芒麦和达乌力

在，不同物种间通过天然杂交形成 F1 代杂种，是种间发生

披碱草间杂种（染色体数为 35）；d 为垂穗披碱草和糙毛以礼草间杂种（染

基因渗透的关键初始步骤。利用重复序列探针染色体荧光
原位杂交（FISH）和基因组原位杂交（GISH）技术，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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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寒优质牧草老芒麦（E.sibiricus）寡核苷酸 FISH
探针分子核型特征
老芒麦为高原地区人工种植优质牧草，是一个异源四倍

2019

型区别显著的变异型。该分子核型可以为将来进一步解析老
芒麦基因组结构提供帮助。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Plos One》杂志中。

体物种。利用寡核苷酸探针标记技术，将 6 个不同的微卫星
DNA、2 个卫星 DNA 及 2 个核糖体 DNA 共 10 个重复序列
对老芒麦核型特征进行了鉴定。结果表明，微卫星序列（AAG）
10 或（AGG）10, 卫 星 序 列 pAs1 和 pSc119.2, 以 及 核 糖 体
5S rDNA 、5S rDNA 是对老芒麦染色体进行识别的理想染色
体标记，利用上述染色体标记我们获得了老芒麦参考分子核
型 图。 进 一 步 利 用 混 合（AAG）10，Oligo-pAs1, 和 OligopSc119.2 探针对不同老芒麦品种进行了多态性检测，揭示不
同品种间有多态性存在，同时不同染色体多态性高低表现不
尽一致，特别是在同一群体中鉴定出染色体 E 有两种分子核

图 3 老芒麦（E.sibiricu）分子核型模式图

Food/Forage Breeding and Germplasm Enhancement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es on food and forage crops germplasm enhancement and new variety breeding. Two areas are of par ticular
interests. 1. Spring wheat germplasm enhancement and variety breeding. 2. Forage crops germplasm exploitation and
variety breeding.
>>>>>>>>>>>>>>>>>>>>>>>>>>>>>>>>>>>>>>>>>>>>>>>>>>>>>>>>>>>>>>>>>>>>>>>>>>>>>>>>>>>>>>>>>>>>>>>>>>>>>>>>>>>>>>>>>>>>>>>>>>>>>>>>>>>

Group Leader
CHEN Zhiguo, man, senior researcher and member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t Suquan Fang Award

of academic committee i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for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in 1997, and outstanding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ember of Cro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of Qinghai province in

Variety Certification Committee, member of Chinese Society

2006. So far he has taken charge in many research grants

of Agriculture and Tillage Cultivation Branch of Chinese

including the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A) of the

Society of Crop Sciences. Specialist of Advisory Committe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for Programme, member of Qinghai Crops Variety Approval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on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Wheat Function Lab of Technology

Plan of Qinghai etc.

Trans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Platform on
Grains Industry in Qinghai Province, PhD director.

In recent years, he finished several project, such
a s “ M o l e c u l a r M o d u l e D e s i g n B re e d i n g I n n o v a t i o n

He got award for scientific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ystem(XDA08030106-2)——Molecular Design Breeding for

in Qinghai province in 1992 and in Gansu province in 1994.

High Yield and Resistant Disease on Northwest Spring Wheat

Third-prize winner of nation natural science awards in

” fund by Pilot Projec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A

1996; Second Youth scientific technology award of Qinghai

type) and “Demonstration and Popularize of Spring Wheat

province; Poverty Alleviation Advanced Worker reward for

Qingmai NO 1” fund by Qinghai Provincial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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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Depar tment. As so far, he has published 74

of Chenopodium quinoa, and set some standards such

research articles, released 15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s“The Standrad of Qiadam Quinoa Rice ”, “ The Standrad

achievements, 6 books as Editor, and sixteen new crop

of observation and record on Chenopodium quinoa variety

varieties (three spring wheat varieties approved by the

”. The major studies focus on morphology, thremmatology,

National Crop Variety Approval Committee), and has advised

phylogenetics and so on in quinoa. Affirmed one new variety

1 Ph.D. and 10 master students.

“Qingli NO 4” by Qinghai province, and published several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he conducted some
researches on introduce, evaluate and new variety breeding

paper about quinoa. Moreover, he fostered two master
students in the quinoa respect.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Response of seedling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climatic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Chenopodium quinoa Willd. under NaCl

saline-alkali land resour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Qinghai,

stress

WL-192 varieties are more suitable for popularization an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salt tolerance in
seedlings of quinoa varieties in two different regions, the
seeds of two quinoa varieties “LD-13” (low salt area) from

cultivation in Qinghai.
2.Development of EST-SSR markers in Medicago
rchiducis-nicoia

Ledu District, Haidong City, Qinghai Province and “WL-192”

Medicago archiducis-nicolai, which is endemic to the

(high salt area) from Wulan County, Haixi Prefecture, Qinghai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its adjacent regions, is a species

Province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Cl

of Platycarpae in the genus Medicago. This species is

solution, studying the changes of seed germination indexes

characterized by its superior adaptability to extremely harsh

(germination rate, germination energy, germination index),

environments.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EST-SSR markers

growth indexes (fresh weight, root length, stem length)

of M. archiducis-nicolai using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and physiological indexes (MDA content, SOD, POD, CAT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 verified 350 of 477 randomly

activ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stress of low salt

chosen EST-SSR primer sets in M. archiducis-nicolai. Of

concentration (NaCl concentration less than 250 mmol·L-1),

the verified primer sets, 346 were successfully amplified in

the seed germination, seedling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M. ruthenica, indicating high transferability of the EST-SSR

activity of the two quinoa varieties were suitable. However,

primers to M. ruthenica. The genetic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under the high salt concentrations (NaCl concentration > 250

of M. archiducis-nicolai and M. ruthenica populations were

mmol·L-1) stress, the seed germination, growth and seedling

characterized using 64 non-genetically linked EST-SSR loci

physiological activity were inhibited to var ying degrees.

that did not deviate from 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salt

Results show significant inter- and intra-species genetic

tolerance, although the same valley type of quinoa varieties,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wo species, implying geographic

WL-192 varieties adapted to saline-alkali soil were more salt-

distance and environmental selection influenced intra-species

tolerant than LD-13 varieties which grown in low-salt soil. It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The EST-SSR markers developed in

is speculated that the salt tolerance of WL-192 than LD-13

this study provide useful tools for detailed characterization

may be affected not only by soil salinity, but also by variety

of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M. archiducis-nicolai and M.

itself, photoperiod, temperature , altitude, latitude and other

ruthenica and reveal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ir

external growth environment factors. Combined with the

adaptation to harsh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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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4.Molecular kar yotyping of Siberian wild r ye (Elymus

3.Cytogenetic Identification on Interspecific Hybrids in

sibiricus L.) with oligonucleotide fluorescence in situ

Genus Elymus L. of Qinghai Plateau
Cytogenetic identification was conducted on interspecific

hybridization (FISH) probes

hybrids in genus Elymus L. spontaneously occurred in

Siberian wild rye (Elymus sibiricus L.), an allotetraploid

Qinghai plateau by using a technique of Fluorescence in

species, is a potentially high-quality perennial forage

situhybridization(FISH) and Genomic hybridization(GISH).

crop native to temperate regions. We used fluorescently

Combined with information of the morphology and ecology

conjugated oligo-nucleotides, representing ten repetitive

distribution of the sympatric species, the hybrids were

sequences, including 6 microsatellite repeats, two satellite

is a hybrid between Elymus nutans

repeats, and two ribosomal DNAs, to characterize E.

Griseb. and a Roegneria C. Koch species with a chromosome

sibiricus chromosomes, using sequential fluorescence in

number of 35 and genome constitution of StStYYH;

is a

situ hybridization and genomic in situ hybridization assays.

hybrid between Enutans and E. dahuricus Turcz. ex Griseb.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microsatellite repeats (AAG)10

with a chromosome number of 42 and genome constitution

or (AGG)10, satellite repeats pAs1 and pSc119.2, and

is a hybrid between E. sibiricus L. and E.

ribosomal 5S rDNA and 45S rDNA are specific markers for

dahuricus with a chromosome number of 35 and genome

unique chromo-somes. A referable kar yotype ideogram

is a hybrid between E. nutans and

was suggested, by further polymorphism screening, across

Kengilia hirsuta Keng with a chromosome number of 42 and

different E. sibiricus cultivars with a probe mixture of

is a hybrid between E.

(AAG)10, Oligo-pAs1, and Oligo-pSc119.2. Chromosomal

nutans and K. grandiglumis Keng with a chromosome number

polymorphisms var y between different genomes and

of 42 and genome constitution of StStYYHP;

is a hybrid

between different individual chromosomes. In particular, two

between K. hirsuta and Leymus secalinus ( Georgi ) Tzvel. with

distinct forms of chromosome E in H genome were identified

a chromosome number of 35 and genome constitution of

in intra- and inter-populations. 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StYPNsXm. The results provide the basic evidence for further

these results, for E. sibiricus genome research and breeding,

studying the introgression hybridizations in Elymus species. The

and novel approaches to improve fluorescence in situ

identified hybrids are also valuable germplasms for grass forage

hybridization-based karyotyping are discussed.

identified as six types:

of StStYYHH.

Ⅲ

Ⅰ

constitution of StStHHY;

Ⅳ

genome constitution of StStYYHP;

Ⅴ

Ⅵ

Ⅱ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published in PLOS ONE.

improvement in thi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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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1] 路兴旺 , 刘博 , 刘瑞娟 , 窦全文 . 青海高原披碱草属种
间天然杂种的细胞学鉴定 [J]. 植物研究 ,2019,39(06):846-852.
[2] 袁飞敏 , 权有娟 , 刘德梅 , 陈志国 . 青海高原 197
份小麦品种（系）及种质资源抗条锈分子鉴定 [J]. 西南农业
学报 ,2019,32(01):1-13.

[4] 赵春杰，李慧慧，刘德梅，兰彩霞 . 基于 GBS、
DArT-array 和 SSR 标记构建普通小麦高密度遗传图谱 . 华
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8（6）:56-61.
2. 专利
[1] 王海庆，沈迎芳，窦全文，陈志国 . 扁蓿豆脱水蛋
白及其应用（ZL201510697514.1）.（已授权）

[3] 权 有 娟 , 袁 飞 敏 , 李 想 , 刘 德 梅 , 陈 志 国 . 利 用

[2] 王 海 庆， 王 英 芳， 窦 全 文， 陈 志 国 . 青 藏 扁 蓿

KASP 标记检测青海和西藏小麦品种中光周期基因分布 [J].

豆 EST-SSR 遗传标记位点和相应标记引物序列及其应用

麦类作物学报 ,2019,39(10):1165-1172.

（2019.10274754.9）.（已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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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与环境生态研究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药用植物资源质量评价与控制。

学科组长简介
孙菁，女，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资源化学与资源

学科组成员
副 研究员 : 刘

伟、周玉碧

生态学方面研究工作，重点围绕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特色

六 级 职 员 : 彭立新

生物资源生态学与资源繁育等开展工作。分别于 2007 年和

硕士研究生： 李佩佩、万丽娜、栾真杰、陈保政

2010 年两次入选“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

侯建华、李

朵

2014 年被认定为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
2017 年入选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2018 年担任青
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累计主
持项目 / 课题 19 项，发表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 SCI 14 篇、
CSCD 28 篇。副主编专著 1 部，参编专著 12 部，登记省级
科技成果 9 项（第一完成人 4 项），授权国际发明专利 1 件
（第一完成人），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6 件，申请国内发明专
利 16 件（第一完成人 10 件），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2 件（第
一完成人），授权软件著作权 1 件（第一完成人），制定 2
项国家标准物质样品。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藏药五脉绿绒蒿红外指纹图谱研究”

进行分析，确定了中红外一维图谱及近红外光谱采集条件，

该成果以青藏高原特产藏药材五脉绿绒蒿为研究对象，

并建立了五脉绿绒蒿原药材红外光谱分析方法。本研究所建

在青海高原范围内开展不同居群样品调查取样，利用傅立叶

立的检测方法具有简易快速的特点，为五脉绿绒蒿原药材质

变换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借助光谱数据库、模式识别等多种

量控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可进一步完善藏药材

化学计量学方法，建立不同产地五脉绿绒蒿药材红外指纹图

资源质量评价体系，有助于保护五脉绿绒蒿原始生态环境和

谱，阐明其主要红外光谱特征。对影响红外光谱采集的因素

种质资源，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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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所建立的产地判别模型，以目标资源植物叶部
位作为判别对象，取得了较好的判别效果。既不会对资源所
在原生生境造成破坏，又可有效保护资源后续繁育工作，保

2019

生 4 名。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三、“青海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工程 2018
年度生态监测项目 -- 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调查”

护当地生态环境，符合当前青海省“一优两高”战略定位。

监测项目主要目标为调查青海祁连山地区生态系统多样

通过该工作的开展，可从整体性和系统性角度更好地诠释药

性和物种多样性。其中，野生植物调查点位共计 40 个，野

材资源的全貌指纹信息，建立藏药五脉绿绒蒿的整体质量评

生动物设置 50 条调查样线。根据调查结果和文献资料编制

价方法，是对藏药材质量评价体系的有益完善与补充，可为

了青海祁连山野生植物名录、陆栖野生动物名录、植被类型

更多藏药材资源质量控制提供应用范例，有助于在更大范围

图等等，统计了植被类型分布和面积，野生动物县域分布、

内保持并改善其优质种质资源，保护高原珍稀中藏药资源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分布种类。其中，青海祁连山 4 大

物种多样性，促进高原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生态系统分布植被类型共计 42 种群系组型，包含 93 科 425

该项技术成果获得国际授权发明专利 1 项，申请国内发明专

属 1174 种 60 亚种或变种野生植物种类、72 科 184 属 300

利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7 篇（其中 SCI5 篇，CSCD2 篇），

种陆栖野生动物。调查共计发现县域鸟类新纪录种 6 种，县

培养研究生 4 名。经鉴定专家委员会评价，该成果达到国内

域哺乳类新纪录 1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1 种，国家重

领先水平。

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 2 种，青海省重点保护植物 2 种；国家

二、“川西獐牙菜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4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0 种，

该成果调查了不同产地川西獐牙菜资源，对其基源、性

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7 种。

状及显微特征等进行了鉴别，测定了不同产地川西獐牙菜的
水分、灰分等理化指标，确定了其薄层色谱特征性成分，同

四、“青海省祁连山区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
目—哺乳类动物物种多样性本底调查”

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进行了指纹图谱研究，测定了四种

2019 年 4 月 22 日～ 5 月 22 日和 2019 年 9 月 2 日～ 9

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和酮类特征成分獐牙菜醇苷的化学含量；

月 23 日在青海祁连山进行了野生哺乳类动物调查。共计调

利用红外光谱技术获得了不同产地川西獐牙菜的中红外指纹

查点位 65 个公里网格，调查样线 100 条，在样线附近调查

图谱、ATR 指纹图谱和近红外指纹图谱，明确了各种红外分

样方 26 个，在 44 条样线上进行了访问调查。共计观测到

析方法所对应主成分所代表的化合物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

哺乳类动物种类 24 种，遇见哺乳动物频次 748 次，遇见哺

化学计量学分析方法，建立了多种活性成分的近红外定量检

乳动物数量 7055 个（只、头、匹），访问调查记录哺乳动

测模型。此外，还利用多元数量分析方法，开展了环境因子

物种类 12 种。

与样品化学成分的相关性分析。该成果的完成与实施，有助

本次实地和访问调查共计收录野生哺乳动物 39 种，隶

于保持并改善其优良种质资源，为确定其产地适宜性等工作

属于 5 目 15 科 30 属。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7

提供理论依据，为后续药用植物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8 种，青海省级重点保护野

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生动物 7 种，中国特有种 6 种。藏野驴在刚察县江仓乡首次

该成果以藏药材川西獐牙菜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野

发现，为刚察县新纪录种；中华鬣羚在乐都区为首次发现，

外资源调查，对其质量的内外在指标及综合指标分别进行了

为乐都区新分布种。同时，根据历史资料和文献，编制了青

分析与评价，建立了适宜的川西獐牙菜质量评价方法，同时

海祁连山哺乳类动物名录。

阐明了生态环境对其品质的影响作用，旨在对川西獐牙菜质

五、“青海省祁连山区植物物种多样性本底调查”

量进行科学评价，为发掘重要优良獐牙菜种质资源、确定其

本项目调查样点 75 个，位点涵盖了所需调查的所有 10

产地适宜性等工作提供理论依据。该成果的实施和完成，可

个市、县（区），以及区域内分布的主要的植被类型，调查

科学合理地评价川西獐牙菜质量，确定其地道性特征及适宜

采集标本近 1000 份，涉及物种近 500 种，拍摄图片等影像

产地，有助于保持并改善其优良种质资源；可为典型中藏药

资料约 1500G。9 月至 10 月中旬主要为内业工作，包括标

材资源的品质评价及产地适宜性确定提供有价值的参照和借

本翻制和鉴定、调查数据的汇总和上传、相关报告的撰写等。

鉴。发表 SCI 论文 2 篇，申请国内发明专利 3 件，培养研究

经过野外实地调查，结合历史资料及经过数据分析，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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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以下主要结果：
（1）结合历史资料和实地调查，青海祁连山地区蕨类

中青海祁连山地区涉及兰科植物 18 属 27 种。“中国珍稀

植物 11 科，14 属，27 种。种子植物共计 93 科，465 属，

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册）”中涉及本区域范围内分布的

1551 种（含 101 变种和亚种）。编制了青海省祁连山地区

物种国家二级濒危保护植物 2 种，国家三级濒危保护植物 3

10 个市、县（区）的植物名录，以及青海省祁连山地区植

种。根据“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统计，

物名录。

青海祁连山地区分布的青海省重点保护植物种类共 16 种；

（2）青海省祁连山地区的自然植被划分为 7 个植被型

又据“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二批）”记载，青

组、13 个植被型和 66 个群系。植被型组包括森林、灌丛、

海祁连山地区收录的重点保护植物计有 16 科 19 属 22 种，

草原、荒漠、草甸、高寒垫状植被和高寒流石坡稀疏植被。

其中含蕨类植物 1 科 1 属 1 种。

（3）植物区系分析表明，青海祁连山地区分布野生种子

（5）本项目调查发现了白蓝翠雀花分布的新形式—白

植物中包含种数较多的科为菊科和禾本科。在青海祁连山地区

蓝翠雀花群落。在调查过程中新发现的白蓝翠雀花群落，其

分布有中国特有属 15 属 19 种，归属 12 科。青海祁连山地区的

以带状分布于海西州德令哈市辖高寒荒漠区，分布平均海拔

植物区系具有的主要特点是北温带成分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4300 米，分布面积约 5000 公顷。白蓝翠雀花为耐寒植物，

该地区具有明显的高山高原特色，在种类组成上缺乏特有属及

喜冷爽湿润的气候，常零星分布于海拔 3600-4700 m 的山

古老原始的属，大多数单型属和少型属均是它们广布的近缘属

地草坡或林下。故而以白蓝翠雀花为建群种的群落的发现，

的衍生物。这些均说明这个区系是一个年轻的、衍生的区系。

打破了以往对该物种分布形式的认识。

Research Group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Quality evaluation and control of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

Group Leader
SUN Jing, female, doctor and researcher, engages in

years, she has presided over 19 projects and published 14

the research on chemical resources and resource ecology

SCI papers and 28 CSCD papers as the first or corresponding

and focuses on the ecology and resources breeding of

author. In addition, Sun has published one deputy editor-in-

characteristic biological resourc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chief monograph, 12 co-edited monographs and registered

and its adjacent areas. She had been twice selected into the

9 provinci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4

"Western Light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projects as the first accomplisher), authorized 1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07 and 2010 respectively. In 2014,

invention patent (the first accomplisher) and 6 domestic

she was recognized as the leader of the natural science

invention patents, applied for domestic 16 invention patents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had

(10 patents as the first accomplisher) and 2 utility model

been selected into the Qinghai Provincial High Innovative

patents (first accomplisher), authorized software copyright

Talents Program in 2017. Meanwhile, she was appointed as

1 (first accomplisher), and formulated 2 national standard

the leader of the Key Laboratory of Qinghai Tibet Plateau

substance samples.

Special Biological Resources Research in 2018. Over the pa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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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Study on infrared fingerprint of Tibetan medicine

improve its high-quality germplasm resources in a larger

Meconopsis quintuplinervia Regel": In this study, the specialty

area, protect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rare Chinese Tibetan

of Tibetan medicinal material M. quintuplinervia in Qinghai-

medicine resources on the plateau,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Tibet Plateau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

has been investigated. Thus, FT-IR analysis with the help

the plateau ethnic areas. This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of a variety of chemometric methods, such as spectral

has obtained 1 internationally authorized invention patent,

database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infrared fingerprints of

applied for 1 domestic invention patent, published 7

Artemisia halodendron medicinal materials from different

academic papers (including 5 SCI and 2 CSCD), and trained 4

origins were established to clarify their main infrared spectral

graduate students. After evaluation by the exper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The effects of the infrared spectroscopy

of appraisal, this achievement reached the domestic leading

collection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mid-infrared one-

level.

dimensional atlas and near-infrared spectrum collection

2."Study o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conditions and established the infrared spectroscopy

factors of Swertia mussotii Franch":The results investigated

analysis method of the raw materials of M. quintuplinervia.

the resources of Swertia mussotii in different places of

The detection method in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d by the

origin. The basic source, traits and trace characteristics have

institute is simple and rapid and provides a new insight of

been identified, and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icators of

research method and measures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oisture, ash and other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icators of

the raw material of M. quintupliner via. Furthermore, the

Swertia mussotii in different places have been determined

new method here improves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LC. At the same time,

Tibetan medicinal resources and helps to protect the original

the use of high-per 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ermplasm resources of M.

technology for fingerprint studies, the determination of

quintuplinervia, making it a good value for popularization

various naphthene dicarboxylates and ketones characteristic

and application.

molecular caffein glycosides; the use of infrared spectroscopy

The discriminant model of origin established by the

technology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places of Swer tia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which took the leaf part of

The mid-infrared fingerprints, ATR fingerprints and near-

the target resource plant as the discriminant object, has

infrared fingerprints clarify the corresponding representative

achieved a good discriminant effect. This model will not

compound types corresponding to various infrared analysis

damage the original habitat of the resource, but effectively

methods.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chemometric analysis

protect the subsequent breeding of resources and the local

methods, a near-infrared quantitative detection mode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stea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active ingredients was established. Overall, a

of this work, the overall fingerprint information of the

multivariat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was also used

medicinal materials can be better interpreted from a holistic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ystematic perspect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d sample chemical composition. The completion and

overall quality evaluation method of M. quintupliner via is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chievement will help to maintain

a beneficial improvement and supplement to the quality

and improve its excellent germplasm resources, provide a

evaluation system of Tibetan medicinal materials, which can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suitability of its origin,

provide application examples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ore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ubsequent rational

Tibetan medicinal materials. It will help to maintain and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t use of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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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of 6 species of bird species and 1 species of mammals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were first found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he survey. 1 national

Tibetan medicinal herbs Swertia mussotii. Through the

key protected plant, 2 national protected wild medicinal

investigation of field resourc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lant species, 2 key protected plants in Qinghai Province;

indexes and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of transformation

4 national key protected animals, 4 national key protected

quality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respectively. An

wild animals, 10 key protected wild in Qinghai Province, 17

appropriate quality assessment method for Swertia mussotii

species of animals were found.

was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time, it clarified the effect of the

4."Pilot Projec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its quality,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and Lakes in Qilian

evaluate his quality,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digging

Mountains of Qinghai Province -Background sur vey of

impor tant high-quality Swer tia mussotii’s germplasm

mammalian diversity ":A sur vey of wild mammals was

resources and determining the suitability of their origin.The

conducted in Qilian Mountains of Qinghai from April 22 to

implementa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is achievement can

May 22, 2019 and From September 2 to September 23, 2019.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Swertia

A total of 65 km grids were surveyed, including 100 sample

mussotii, determining its authentic characteristics and

lines, 26 sample lines near the sample lines and 44 sample

suitable origin, and help maintain and improve its excellent

lines. A total of 24 mammal species were obser ved, 748

germplasm resources; it will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mammal encounters were observed, 7,055 mammals wer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suitability of

encountered, and 12 mammal species were interviewed and

the place of origin of the typical Chinese-Tibetan medicinal

recorded.

resources. Published two papers, applied for 3 domestic

A total of 39 species of wild mammals belonging to

invention patents, and cultivated 4 graduate students. The

5 orders, 15 families and 30 genera were collected in this

achievements have reached the domestic leading level.

field and inter view. Among them, there are 7 species of

3. "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wildlife under special state protection at the first level, 8

management project of Qinghai Qilian Mountain, 2018

species of wildlife under special state protection at the

Ecological Monitoring Project-Biodiversity Monitoring and

second level, 7 provincial-level key protected wildlife in

Investigation":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monitoring project is

Qinghai, and 6 Chinese endemic species. Equus kiang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cosystem diversity and species diversity in

fou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Jiangcang township of Gangcha

the Qilian Mountain region of Qinghai. Among them, there

County, which is a new species recorded in Gangcha County.

are 40 survey sites for wild plants, and 50 survey lines for

Capricornismilneedwardsii is a new species found in Ledu

wild animal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and literature, a list

district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same time, a list of mammals

of wild plants, a list of terrestrial wildlife, a map of vegetation

in Qilian Mountains of Qinghai was compiled based on

types in Qinghai Qilian Mountains were compiled, etc.The

historical data and documents.

distribution and area of vegetation types, county distribution

5."Background Sur vey of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in

of wild animals, and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key protected

Qilian Mountains, Qinghai Province":This project has 75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were counted. Among them, there

sample sites, covering all 10 cities, counties (districts) to be

are 42 types of vegetation types in the four major ecosystems

investigated, as well as the main vegetation types distributed

of Qilian Mountains in Qinghai, including 93 families, 425

in the region. Nearly 1,000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volving

genera, 1174 species, 60 subspecies or varieties of wild plant

nearly 500 species, and about 1500G of image data were

, and 72 families, 184 genera, and 300 terrestrial wildlife. A

taken. From September to mid-October, I wa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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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d in internal work, including specimen retrieval an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there are 18

identification, collection and uploading of sur vey data,

genera and 27 species of orchids are involved in the

writing of relevant reports, etc.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Qilian Mountain area of Qinghai. The list of China's Rare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data and data analysis, the following

and Endangered Plants (Volume I) refers to two species of

main results are obtained:

national second-class endangered plants and three species

1.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dat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third-class endangered plants distributed in the

there are 27 species of pteridophytes in 14 genera, 11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List of Key protected wild Plants

families in Qilian Mountains, Qinghai. There are 93 families,

of Qinghai Province (the first batch)", there are 16 species

465 genera and 1551 species of seed plants (including

of key protected wild plants in Qilian Mountains of Qinghai

101 varieties and subspecies). The plant list of 10 cities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List of Wild Plants under

and counties (districts) in Qilian Mountain area of Qinghai

Special Protection in Qinghai Province (second batch)",

province and the plant list of Qilian Mountain area of Qinghai

22 species of wild plants under special protection in 16

Province were compiled.

families, 19 genera were recorded in The Qilian Mountain

2.The natural vegetation of Qilian Mountain in Qinghai
province is divided into 7 vegetation types, 13 vegetation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including 1 family, 1 genus and
1 species of Pteridophyta.

types and 66 groups. The vegetation type group includes

5.The project sur vey found a new distribution form

forest, shrub, grassland, desert, meadow, alpine cushion

of Delphinium albocoeruleum Maxim-the Community of

vegetation and sparse vegetation on high cold rock slope.

Delphinium albocoeruleum.

3.Flor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any families

D u r i n g t h e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 t h e n e w l y d i s c o v e re d

of wild seed plants in Qilian Mountains, Qinghai, including

Delphinium albocoeruleum community was distributed in

compositae and gramineae. There are 15 genera and 19

bands in the alpine desert area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species endemic to China, belonging to 12 families in Qilian

Delingha City, Haixi Prefecture, with an average altitude of

Mountain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flora in Qilian

4,300 meters and a distribution area of about 5,000 hectares.

Mountains is that the north temperate zone still occupies

Delphinium albocoeruleum are cold-tolerant plants and

the dominant position. The region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like a cold and humid climate. They are often scattered

mountains and high plateaus, and lacks endemic and ancient

sporadically in mountain grass slopes or under forests at

primitive genera in species composition. All these indicate

an altitude of 3600-4700 m. Ther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that the flora is a young and derived one.

Delphinium albocoeruleum community broke the previous

4.I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pecies.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Sun* and Heng-Shan Wang*. Synthesis and discover y of

[1] Jian Wang,Xiaoguang Lv,Jing Sun*,Min Peng

asiatic acid based 1,2,3-triazole derivatives as antitumor

and Ping Shi*. Proteomic changes in response to lipin1

agents blocking NF-kappa B activation and cell migration.

overexpression in 293T human renal epithelial cells. Indian

Medchemcomm. 2019, 10: 584-597.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 Biophysics. 2019, 56: 1-10.

[3] Xiaoguang Lv,Qiaoqiao Zheng,Ming Li,Zhiwei

[2] Ri-Zhen Huang,Gui-Bin Liang,Mei-Shan Li,Yi-

Huang,Min Peng,Jing Sun* and Ping Shi*. Clioquinol induces

Lin Fang,Shi-Feng Zhao,Mei-Mei Zhou,Zhi-Xin Liao*,Jing

cell cycle s-phase arrest through the elevation of calc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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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in human neurotypic SH-SY5Y cells. Metallomics.

晓萍、陈保政 . 烈香杜鹃提取物及其提取方法和用途（申请号：

2019, online.

201910372308.1）

[4] Shuyun Zhu*,Han Cao,Xiaolu Yan,Jing Sun,Jiayi

[2] 孙 菁、 李 佩 佩、 李 朵、 栾 真 杰、 孟 晓 萍、 周

Qiu,Xiaoqing Qu,Yn-Nan Zuo,Xiao Wang* and Xian-En

玉 碧、 陈 保 政 . 一 种 黄 管 秦 艽 的 判 别 方 法（ 申 请 号：

Zhao*,A convenient fluorescent assay for quinolones based

201910371095.0）

on their inhibition towards the oxidase-like activity of Cu2+.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2019,43: 3707-3712.
[5] S h u y u n Z h u * , C u i h u a L e i , J i n g S u n , X i a n - E n

[3] 孙菁、李佩佩、栾真杰、李朵、孟晓萍、周玉碧、
陈保政 . 一种基于近红外光谱判别模型的秦艽类别识别方法
（申请号：201910370890.8）

Zhao*,Xiao Wang,Xiaolu Yan,Wei Liu,Hua Wang*.Probing

[4] 孙 菁、 李 佩 佩、 栾 真 杰、 李 朵、 孟 晓 萍 . 一 种

NAD+/NADH-dependent biocatalytic transformations based

麻 花 艽 药 材 品 质 评 价 的 近 红 外 光 谱 检 测 方 法（ 申 请 号：

on oxidase mimics of MnO2.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201911174391.8）

Chemical. 2019, 282: 896-903.
[6] Shuyun Zhu*,Xiaolu Yan,Jing Sun,Xian-En Zhao,Xiao

[5] 孙菁、栾真杰、李佩佩、李朵、孟晓萍 . 一种固相
萃取装置（申请号：201921840131.5）

Wang. A novel and sensitive fluorescent assay for artemisinin

4. 成果

with graphene quantum dots based on inner filter effect.

[1] 孙菁、卢学峰、李佩佩、栾真杰、周玉碧、刘伟、

Talanta. 2019, 200: 163-168.
[7] Shuyun Zhu*,Xiaolu Yan,Jiayi Qiu,Jing Sun,Xian-

李朵、孟晓萍、王劼、陈保政、万丽娜 . 藏药五脉绿绒蒿红
外指纹图谱研究（登记号：9632019J0091）

En Zhao. Turn-on fluorescent assay for antioxidants based

[2] 卢学峰、张胜邦、马天龙、殷光晶、马明呈、魏智海、

on their inhibiting polymerization of dopamine on graphene

康国生、韩启虎、时保国、王新香、杜海玉、张得宁、李延德、

quantum dots.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柳智勇、朱军虎、胡建强、王成、韩学武、马成龙、杨增辉、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2020, 225:1-6.

马英花、石勇、吕玉青、马伟、李海祥、赵春香、康海林、

2. 发表 CSCD 及其他论文 4 篇

杨文智、胡桂英、马凯丽、马丽娅、韩明德、马吉德、彭瑜、

[1] 李佩佩，李朵，栾真杰，孟晓萍，周玉碧，孙菁

韩小军、李旭峣、辛文媛 . 青海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

*.5 种秦艽组植物近红外判别模型的建立 .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
发 .2019, 31: 40-46.
[2] 万丽娜，王劼，杜玉枝，孙菁，孟卫东，卢学峰，
周玉碧 *. 锁阳乙醇提取物对运动小鼠抗疲劳能力的影响 . 甘
肃农业大学学报 . 2019, 3: 23-30.
[3] 陈保政，栾真杰，李佩佩，万丽娜，孙菁，周玉

种子植物及其区系成分研究（登记号：9632019J0002）
[3] 孙菁、陈涛、李玉林、陈娟、栾真杰、李洪梅、李
佩佩、于红妍、刘学琴、李朵、孟晓萍、严慧琴 . 川西獐牙
菜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登记号：9632019J0501）
5. 制定国家标准 2 项
[1] 陈涛、李玉林、王岱杰、王晓、孙菁、杨雪、宋祥云、

碧，卢学峰 *.ICP-OES 法测定青海四裂红景天中 21 种矿物

闫慧娇、赵景阳 . 胡麻苷标准样品（已于 2019 年 6 月 16 日

元素 .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 2019,31:23-29.

通过验收，将于 2020 年下达标准号）

[4] 孙菁，周玉碧，彭敏 *. 特色生物资源生态抚育技
术探究 . 青海科技 . 2019, 3: 8-15.
3. 专利
[1] 孙菁、栾真杰、李佩佩、皮立、李朵、周玉碧、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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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涛、李玉林、王岱杰、王晓、孙菁、闫慧娇、朱
姮、赵景阳、申诚 . 雏菊叶龙胆酮标准样品（已于 2019 年 6
月 16 日通过验收，将于 2020 年下达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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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生态经济植物资源研究与开发学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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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等方面的研究。

学科组长简介
王洪伦，博士生导师，研究员，青海省政协委员，国家

学科组成员
副 研 究 员： 丁晨旭、董

琦

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全国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青海省

项目副研究员： 胡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青海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博 士 研 究 生： 邹林有、靳有才、孟

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2001 年本科毕业于烟
台大学，2006 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娜

栾广祥、铁芳芳、邓

晶、陈莎莎
楷

硕 士 研 究 生： 周浩楠、苏晨玉、付洋洋、王继飞

2009 年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 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 和 2012 年获得青海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在 Anal. Chem., J. Agric. Food Chem., Sep.
Purif. Technol. 等食品及天然药物化学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80 余件，其中授权专利 24 件；
完成科技成果 17 项，其中主持完成 3 项。先后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3 项，科技部星火计划项目 2 项，以及中科院先
导专项、中科院西部之光联合学者项目、青海省科技攻关计
划、青海省科技厅国际合作项目等 20 余项科研项目，获得
总经费 1000 多万元。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黑果枸杞花青素改善 D- 半乳糖诱导大鼠的记忆损
伤、氧化应激以及神经炎症的作用机制研究新进展》

D- 半乳糖诱导的大鼠 AD 模型中对黑果枸杞花青素的神经保
护作用及机制进行了研究。行为学实验结果表明，黑果枸杞

黑果枸杞是青海省青藏高原上广泛分布的一种多年生

花青素可缓解 D- 半乳糖诱导的大鼠记忆障碍。此外，花青

灌木，千百年来，它被普遍用作营养食品和药物。本研究在

素降低了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AGE）和 β- 淀粉样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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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β42）的表达，同时抑制了海马体中胶质细胞增生。花青

白 Bcl-2 的表达。因此，黑果枸杞花青素减轻 D- 半乳糖诱

素还抑制了 D- 半乳糖诱导引起的氧化应激水平。在神经炎

导引起的记忆功能紊乱、氧化应激、神经炎症和神经退行性

症方面，花青素减少了海马体中核转录因子（NF-κB）、炎

变，可能是通过抑制 RAGE/NF-κB/JNK 信号通路实现的。本

症 因 子（IL-1β 和 COX-2） 和 肿 瘤 坏 死 因 子（TNF-α） 的 过

研究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一个有前途的、

度表达。在凋亡方面，花青素还下调了海马体中促凋亡因子

安全的候选途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食品化学权威杂志

（p-JNK、caspase-3、Bax) 的表达水平，并上调了抗凋亡蛋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Food Chemistry 上。

图 1 黑果枸杞花青素对 D- 半乳糖诱导的大鼠的神经保护作

图 2 黑果枸杞花青素减轻 D- 半乳糖诱导的大鼠的记忆损伤

用机制图

Figure 2 Anthocyanins from LR improved memory impairment

Figure 1 Proposed schematic illustrating the mechanism that

in D-gal-treated rats

anthocyanins from LR provid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in D-galtreated rats.

图 3 黑果枸杞花青素减少 D- 半乳糖诱导的 RAGE 和 Aβ42 表达，并抑制胶质细胞增生
Figure 3 Anthocyanins from LR reduced RAGE and Aβ42 expression, as well as inhibited gliosis in D-gal-treated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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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黑果枸杞花青素抑制 D- 半乳糖诱导的氧化应激
Figure 4 Anthocyanins from LR re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 D-gal-treated rats

图 6 黑果枸杞花青素减轻 D- 半乳糖诱导的神
经元凋亡
图 5 黑果枸杞花青素抑制 D- 半乳糖诱导的神经炎症

Figure 6 Anthocyanins from LR reduced D-gal-

Figure 5 Anthocyanins from LR reversed neuroinflammation in D-gal-treated rats

induced neuronal apoptosis in rats
—63—
年/度/报/告

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Plant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The natural medicinal chemistr y, bio-analytical chemistr y, the sustainable use of characteristic biotic resourc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modernization reform of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and characteristic exploitation of health
food.
>>>>>>>>>>>>>>>>>>>>>>>>>>>>>>>>>>>>>>>>>>>>>>>>>>>>>>>>>>>>>>>>>>>>>>>>>>>>>>>>>>>>>>>>>>>>>>>>>>>>>>>>>>>>>>>>>>>>>>>>>>>>>>>>>>>

Group Leader
WANG Honglun , PhD super visor and professor, is

more than 30 papers in authoritative journals related to food

the member of the CPPCC of Qinghai Province, expert of

and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 y such as Anal. Chem., J.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expert of

Agric. Food Chem., Sep. Purif. Technol., et al., applied

National Postdoctoral Fund, leader of natural science and

for more than 80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s, including 34

technology discipline of Qinghai Province, vice chairman of

authorized patents; achieved 17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Qinghai Qinglian Federation,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na

achievements, including 3 of which he presided over. He has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Association director.

presided more than 20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He graduated from Yantai University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3 projec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in 2001, received a Ph.D. from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China, 2 projects from the Spark Program of the Ministr y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06, and receive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Strategic Priority

a Postdoctoral degree from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in 2009.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AS, “Light of West China” Program

In 2007, he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of CAS, the Qinghai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 and in 2006 and 2012 he

Project, and the Qinghai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n the first priz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 and received

Award of Qinghai Province, respectively. He has published

a total research funding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yuan.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New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Anthocyanins from Lycium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RAGE) and suppressed

ruthenicum Murr. ameliorated D-galactose-induced memory

oxidative stress caused by D-gal. Anthocyanins suppressed

impairment, oxidative stress, and neuroinflammation in adult rats.

microgliosis and astrocytosis, reduced the overexpression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LR) is a perennial shrub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 interleukin-1-beta (IL-1β),

widely grow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of Qinghai province.

cyclooxygenase-2 (COX-2),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It was commonly used as a nutritional food and medicine

(TNF-α). Moreover, anthocyanins lowered C-jun N-terminal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erein,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kinase (p-JNK), caspase-3 levels, and the B-cell lymphoma

and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anthocyanins in D-galactose

2-associated X protein/ B-cell lymphoma 2 (Bax/Bcl-2) ratio.

(D-gal)-treated rats was explored. Behavioral results

Thus, anthocyanins from LR attenuated memory disfunction,

showed that anthocyanins relieved D-gal-induced memory

neuroinflammation, and neurodegeneration caused by D-gal,

disorder. Additionally, anthocyanins reduced receptor for

possibly through the RAGE/NF-κB/JNK pathway, repres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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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mising, safe candidate fo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of

a promising, safe candidate approach. Related research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This research for the prevention

result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and treatmen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provides

Chemistry.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activation. Rsc Advances. 2019, (9): 1151-1164.

[1] Shasha Chen, Haonan Zhou, Gong Zhang, Jing

[7] Bai Bo, Xu Xiaohui, Hai Jingjie, Hu Na, Wang Honglun,

Meng, Kai Deng, Wu Zhou, Honglun Wang, Zhenhua Wang,

Suo Yourui. Lauric Acid-Modified Nitraria Seed Meal Composite

Na Hu, Yourui Suo. Anthocyanins from Lycium ruthenicum

as Green Carrier Material for Pesticide Controlled Release.

M u r r.

Journal of Chemistry. 2019,10(1155):1-12.

Ameliorated D-Galactose-Induced Memor y

Impairment, Oxidative Stress, and Neuroinflammation in

[8] Chen Si, Bai Bo, Xu Xiaohui, Hu Na, Wang Honglun,

Adult Rat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Suo Yourui. Microbial synthesis of hollow porous Prussian

2019, (67): 3140-3149.

blue@yeast microspheres and their synergistic enhancement

[2] Guangxiang Luan，Gang Li，Xiao Ma，Youcai
Jin，Na Hu，Ji Li，Honglun Wang. Dexamethasone-Induced

of organic pollutant removal performance. Rsc Advances.
2019, (9):16258-16270.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Insulin Resistance-Study in

[9] Zeng Zhi, Wu Zhou, Hu Na, Zou Linyou, Bai Bo,

3T3-L1 Adipocytes and Mitochondria Isolated from Mouse

Wang Honglun. Comparison of using two different labeling

Liver. Molecules.2019,24(1982): 1982.

reagents for rapid analysis of triterpenic acids by pre-column

[3] Na Hu, Jian Ouyang, Qi Dong, Honglun Wang.
Analysis of Nitraria Tangutourum Bobr-Derived FattyAcids
w i t h H P LC - F L D - C o u p l e d O n l i n e M a s s S p e c t ro m e t r y.
Molecules. 2019, 24(3836):1-12.

derivatization with RP-HPLC-FLD and application to plant
samples. Analytical Methods. 2019, 10(1039):4354-4361.
[10] Zheng Dan, Bai Bo, Xu Xiaohui, He Yunhua, Li
Shan, Hu Na, Wang Honglun. Fabrication of detonation

[4] Gong Zhang, Shasha Chen, Wu Zhou, Jing Meng,

nanodiamond@sodium alginate hydrogel beads and

Haonan Zhou, Kai Deng, Na Hu, Yourui Suo. Anthocyanin

their performance in sunlight-triggered water release. Rsc

composition of fruit extracts from Lycium ruthenicum and

Advances. 2019, (9):27961-27972.

their protective effect for gouty arthritis. Industrial Crops &
Products. 2019, (129):414-423.
[5] Kai Deng, Na Hu, Yourui Suo, Chenxu Ding.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Powder

[11] Qi Dong, Na Hu, Yourui Suo, Xiaofeng Chi, Honglun
Wang. The complete chloroplast genome sequences of
two species from Nitraria.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Resources. 2019 ,4(1): 1229–1230.

Preparation by Air flow Ultrafine Pulverization at Low

2. 专利

Temperature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its Antioxidant

2019 年授权 7 件，其中发明专利 6 件，实用新型专利

Activity. Journal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of Pakistan.
2019, 41(05):741-749.
[6] Chen Si, Bai Bo, He Yunhua, Hu Na, Wang Honglun,
Suo Yourui. Controllable conversion of Prussian blue@yeast
bio-template into 3D cage-like magnetic Fe3O4@N-doped
carbon absorbent and its cohesive regeneration by persulfate

1 件；申请发明专利 9 件 .
[1] 索有瑞、韩丽娟、杨永晶、杨芳，黄刺果实多糖改
善脂代谢紊乱的用途（ZL201510323285.7）
[2] 索有瑞、韩丽娟、叶英、胡娜，黄刺果实改善脂代
谢紊乱的用途（ZL201510323282.3）
[3] 索有瑞、韩丽娟、胡娜、叶英，黄刺籽油及其抗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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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用途（ZL201510323316.9）
[4] 索有瑞、张弓、胡娜，黑果枸在制备降尿酸产品中
的用途（ZL201710687783.9）
[5] 索 有 瑞， 叶 英， 韩 丽 娟， 杨 永 晶， 杨 芳，

◇◇◇◇◇◇◇◇◇◇◇◇◇◇◇◇◇◇◇◇◇◇◇◇

[15] 胡娜、周浩楠、王洪伦、董琦，沙棘提取物中化合
物的色谱分析检测方法（2019105436522）
[16] 胡娜、付洋洋、周浩楠、王洪伦、董琦，从沙棘提
取物中分离和制备三帖化合物的方法（2019105446577）

一 种 含 有 枸 杞 子 的 降 血 糖 食 品、 保 健 品 或 药 物 组 合 物

3. 成果

（ZL201510445858.3）

[1] “ 柴达木白刺国家新食品原料准入研究及产品研

[6] 丁晨旭、张秋龙、刘斌、马涛、胡娜、索有瑞 , 一
种嗜酸乳酸杆菌连续多批次转化红花籽油合成共轭亚油酸的
方法（ZL 2015105756842）
[7] 董琦、赵静、迟晓峰、冀恬 , 一种用于快速检测植
物中钾、钠、钙等离子的提取装置（ZL 201821271308X）
[8] 王洪伦、栾广祥，大黄酚在制备预防和或治疗胰岛
素抵抗的产品中的应用（2019106949770）
[9] 王 洪 伦、 铁 芳 芳、 王 继 飞、 付 洋 洋， 一 种 从 马

发 ”, 王洪伦、胡娜、周文娜、欧阳健、栾广祥、孟晶、王艺
霖、王鹏珍 , 国内领先 .
[2] “ 黑果枸杞花青素特性与加工稳定性研究 ”，胡娜、
索有瑞、周武、陈莎莎 、王煜伟、栾广祥、张弓、孟晶、董琦，
国内先进 .
[3] “ 食用玫瑰栽培技术规范 ”, 王艳莉、胡风祖、李元、
董琦、胡小青、魏嘉龙、张军 , 国内先进 .
[4] “ 抗氧化防粘结高标准枸杞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

蔺 子 中 分 离 Hopeaphenol 或 / 和 Isohopeaphenol 的 方 法

索有瑞、胡娜、王洪伦、 孟晶、王东、孙朝晖、孟哲、张东立、

（2019109001089）

陈莎莎、张弓、周浩楠、邓楷、王继飞，国内领先 .

[10] 王洪伦、铁芳芳，马蔺子种仁中的低聚茋类化合物
及其提取方法和用途（2019109001093）
[11] 董琦、王洪伦、胡娜，藜麦麸皮提取物及其提取方
法和用途（2019110958700）
[12] 董琦、王洪伦、胡娜，金丝桃素在制备抑制葡萄糖
苷酶活性的相关产品中的用途（2019110958700）
[13] 胡娜、王洪伦、董琦，一种沙棘三萜酸提取物及其
制备方法（2019105436560）
[14] 胡娜、董琦、周浩楠、王洪伦，三帖化合物在制备
降血糖相关产品中的用途（201910543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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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基于几种青藏高原特色植物资源功效性化学成分
的天然脂肪酸合酶抑制剂的研制 ”, 王小燕、马晓丰、胡娜、
吕欢欢、栾广祥、周文娜、蒋冰 , 国内领先 .
[6] “ 柴达木黑果枸杞资源抚育与栽培技术研究 ”, 樊光
辉、王艺霖、王占林、索有瑞、王鹏珍、张得芳、胡娜、陈
进福、张青龙、刘玉伟、孟晶、杨文秀、马梦茹、李晨、虞杭 ,
国内领先 .
[7] “ 枸杞高值开发利用及精深加工产业化技术 ”，胡娜、
王洪伦、樊光辉、孟晶、陈莎莎、苏晨玉、付洋洋、董琦、
杨艳杰、韩英杰、蒲青，国内领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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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新药研究与开发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1.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有效化学成分提取分离分析及结构修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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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简介
陶燕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 毕业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2011

学科组成员
研

究

员： 邵

赟、梅丽娟、王启兰

副 研 究 员： 于瑞涛、岳会兰、文怀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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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增根、江

磊

师： 周志军、孙

策

源高值开发、藏药新药创制及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工作。

工

作为主要完成人开发了国家动物类中药一类新药材“塞隆

博士研究生： 崔玉磊、吴

骨”，主持完成了国家级新药的研制，取得国药准字批号 3

博

个，卫生部保健食品批号 2 个。主持完成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硕士研究生： 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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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程

士

军

楠、王卫东

后： 裴金金
兰、蒋思绒、张玉佩、刘
晶、朱云贺、王

闯

秀

示范工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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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科技厅重大专
项“高原特色生物资源产品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等国家、
院、省各级科研项目 21 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8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56 项，制定地方标准 1 项，取得
省级科技成果 23 项。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24 名。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有效化学成分提取分离分析

方 法 （ XI O N × XA q ua C1 8 和 XI O N × M eg res C1 8 ） ，

①在确定唐古特虎耳草提取物具有显著的抗肝炎活

2 0 1 9 年 分 离 鉴 定 出 2 1 个 二 芳 基 庚 烷 类 化 合 物 ，1 8 个 黄

性 的 基 础 上， 建 立 了 唐 古 特 虎 耳 草 中 二 芳 基 庚 烷 类 化 合

酮 类 化 合 物； ② 对 有 降 糖 活 性 的 唐 古 特 白 刺 提 取 物 进 行

物和黄酮类化合物的二维液相色谱目标定向纯化分离

活 性 物 质 基 础 研 究， 目 前 分 离 鉴 定 22 个 化 合 物，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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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2 个新化合物。③对黑果枸杞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糖活性研究，发现白藜芦醇苷体外糖苷酶抑制活性是

分 离 鉴 定 出 2 7 个 化 合 物， 主 要 为 花 色 苷、 酚 酸 和 黄 酮

阳性药阿卡波糖的几十倍，体内活性研究发现在给药

类化合物。建 立了黑果枸杞化学指纹图谱与有效成 分 ( 花

量 30mg/kg 下 与 阳 性 药 阿 卡 波 糖（4mg/kg） 效 果

色苷、花青素 ) 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化学多样性评价 体 系 ，

相当。③首次研究证明甘肃蚤缀具有抗肺纤维化的活

实 现 其 质 量 的 控 制 与 评 价。 同 时 对 黑 果 枸 杞 资 源 进 行 了

性，通过百草枯诱导小鼠肺纤维化模型证明甘肃蚤缀

系 统 调 查 研 究 , 新 疆 和 青 海 的 野 生 资 源 分 布 面 积 最 大，

醇提物具有预防肺纤维化活性，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抑

约 3 万 公 顷 和 2 .5 万 公 顷， 目 前 黑 果 枸 杞 人 工 种 植 面 积

制 p65 蛋白磷酸化作用而产生抑制肺纤维化的作用。

已超过 3 万公顷。

进一步从甘肃蚤缀醇提物的乙酸乙酯部位中筛选出一

二、天然产物及其衍生物的活性筛选及新药研发

个 精 细 AS1 组 分， 通 过 博 来 霉 素 诱 导 小 鼠 肺 纤 维 化

①以 α- 葡萄糖苷酶，α- 淀粉酶，蔗糖酶和麦芽

模型证明该组分具有抗肺纤维化活性，其作用机制是

糖酶为靶点，完成了 31 种中藏药材体外糖苷酶抑制

通 过 抑 制 p65 蛋 白 磷 酸 化 作 用 抑 制 炎 症 从 而 间 接 抑

活性筛选。并对体外活性较好的中藏药材提取物进行

制肺纤维化的产生，此外，体外实验证明该组分还可

了正常小鼠和糖尿病小鼠体内降血糖活性研究。②完

通过抑制上皮细胞向间质细胞转化，从而发挥抗肺纤

成了唐古特大黄中二苯乙烯苷白藜芦醇苷体内外降血

维化活性。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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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roup Leader
TAO Yanduo, Professor, Doctoral tutor, was graduated

academic and provincial projects. More than 180 papers

from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with bachelor degree in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56 patents have been granted,

1985, leader of natu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ne local standard has been formulated, and 23 provincial-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received special government

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llowances of State Council from 2011. He mainly engaged

achieved. We have cultivated 24 graduate students.

in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of Plateau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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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rojects, including na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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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Extraction, 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that inhibitory activity of the resveratrol glycoside in vitro was

effective constituents of the unique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several dozen times that of the positive drug acarbose.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hypoglycemic activity in vivo of the resveratrol glycoside at a

On the basis of significant anti-hepatitis activity of

dose of 30mg/kg was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e positive drug

Saxifraga tangutica methanol extract, the targeted separation

acarbose (4mg/kg). This study firstly reported the inhibited

and purification method of diarylheptanoids and flavonoids

effect of A. kansuensis on pulmonary fibrosis, alcohol extract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e established method (XION×XAqua

of A. kansuensis presented protective effect on pulmonary

C18 and XION×Megres C18), 21 diar ylheptanoids and 18

fibrosis mice induced by paraquat and its mechanism of

flavonoids was separated and identified from Saxifraga

action is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r ylated

tangutica methanol extract.the active substance of Nitraria

p65 protein and then inhibit the initiation of the pulmonary

tangutorun Bobr on hypoglycemic activity was conducted,

fibrosis. Further, a fine AS1 component which was isolated

and 22 compounds were currently identified, including

from the ethyl acetate part in alcohol extract of A. kansuensis

2 new compounds.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Lycium

was proved for anti-pulmonary fibrosis by bleomycin induced

ruthenicum (LR) were studied and 27 compounds were

pulmonary fibrosis in mice model,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is

separated and identified. These compounds mainly belonged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rylated p65 protein

to anthocyanins, phenolics and flavonoids.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n inhibit the initiation of the pulmonary fibrosis, in

of LR chemical d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combining

addition, in vitro experiments proved that the component

LR chemical fingerprint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ffective

can also inhibit the process of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components, which could be helpful for assessment and

transition, so as to play an active resistance to pulmonary

control of LR quality. The distribution and reserves of Lycium

fibrosis.

ruthenicum (LR) resources we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re were more than 30
thousand hectares cultivated LR resources distributed these
regions. And the wild LR resources were very rich in Xinjiang
and Qinghai, which approximately have 30 thousand and 26
thousand hectares, respectively.
2 . A c t i v i t y s c re e n i n g of n a t u r a l p ro d u c t a n d i t s
derivatives,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The α-amylase, α-glucosidase (yeast), sucrase and
maltase inhibitor y activities of 31 kind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herbal medicines were screened by using acarbose
as a positive control. The activity of hypoglycemic activity of
normal and diabetic mice of Chinese and Tibetan medicinal
extracts was studied with good in vitro activity. Completed
the antihyperglycemic activity of stilbene glycoside in R.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fo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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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1] 桂兰 , 于瑞涛 , 吴楠，王卫东，梅丽娟 *. HPLC 法
同时测定乳白香青中 3 种黄酮醇苷 [J]. 中成药 , 2019, 41(01):
214-216.
2. 专利
[1] 党 军、 王 启 兰、 陶 燕 铎、 张 莉、 邵 赟 等， 抗
结肠癌黄绿蜜环菌次生代谢产物浸膏粉的制备方法
（ZL201510587570.X）
[2] 党 军、 邵 赟、 张 莉、 王 启 兰、 陶 燕 铎 等，
三种高山鼠尾草属植物中酚酸类组分的前处理方法
（ZL201510274806.4.）
[3] 党 军、 王 启 兰、 陶 燕 铎、 邵 赟、 梅 丽 娟 等， 一
种黄绿蜜环菌子实体抗肝癌活性甾醇类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ZL201510588993.3）
[4] 党 军、 王 启 兰、 张 莉、 邵 赟、 梅 丽 娟 等， 一

中分离制备迷迭香酸的方法及其应用（ZL201610834763.5）
[7] 王启兰、史强强、党军、张莉、陶燕铎等，一种异
叶青兰总多酚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ZL201510587566.3）
[8] 王启兰、张莉、党军、陶燕铎、王蒲等，一种异叶
青兰黄酮类组分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ZL201510412395.0）
[9] 陶燕铎 赵建强 邵赟 梅丽娟 王启兰，一类含有山
梨醇酯基团的酚类化合物及其用途（ZL201611012830.1）
[10] 文怀秀、邵赟、梅丽娟、陶燕铎、党军，一种细果
角茴香总生物碱的提取富集方法（ZL201510587572.9）
[11] 文怀秀、邵赟、梅丽娟、陶燕铎、苑祥，细果角茴
香提取物在制备抗菌药物中的应用（ZL201510584060.7）
[12] 文怀秀、邵赟、梅丽娟、陶燕铎、王启兰，细果角
茴香提取物在制备抗病毒药物中的应用（ZL201510583834.4）
3. 成果
[1] 青海省科技成果，基于抗肝炎病毒活性的唐古特虎

种黄绿蜜环菌子实体抗肝癌活性甾醇类组分的制备方法

耳草物质基础研究，完成人：党军、王启兰、陶燕铎、邵贇、

（ZL2015105892955.）

梅丽娟等，成果登记号 9632019Y0116.

[5] 岳会兰、赵晓辉、于瑞涛、党军、邵赟等，独一

[2] 青海省科技成果，藏药雪灵芝中抗肺纤维化活性成

味 中 Phlorigidoside C 天 然 产 物 标 准 品 制 备 方 法 及 其 应 用

分筛选与评价 , 完成人：刘增根、崔玉磊、刘闯、马文军、

（ZL201611122116.8）

班玛才郎等，成果登记号：9632019Y0048.

[6] 王启兰、党军、陶燕铎、王蒲、郑威，从异叶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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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植物遗传与繁育技术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利用生物技术手段开展青藏高原特色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研究，近期主要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青藏高原特色植物快速繁育与定向分化；
2. 水母雪兔子细胞大规模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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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简介

学科组成员

李毅，博士生导师，研究员。1987 年获武汉大学遗传学

副 研 究 员： 王

莉、胡延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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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研究生： 王

钧、冯承彬、钟启文

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青海省农作物品种

硕士研究生： 钱

前、贺

溪

睿、张会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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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省部级以上成果 8 项，授权专利 3 项，申请专
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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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1. 植物耐盐极限和机理研究：测定耐盐植物苜蓿和小花

2. 柴达木盆地本地枸杞品质快速繁育与野生枸杞种质资

碱茅对盐胁迫的响应阈值和相应的形态与生理指标，找到其

源研究：开展了柴达木地区优质枸杞品种的不定苗诱导、种

耐盐极限，同时对不同植物不同盐浓度下耐盐基因 SOS 的

苗快速繁育以及快繁苗的移栽种植试验，并对野生枸杞种质

差异表达进行了研究。

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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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 and breeding technology of Resource Plant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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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roup Leader
LI Yi received his Bachelor ’s degree in Genetics from

scientific papers including 8 cited by SCI were published,

Wuhan University in 1987. From then on, he has worked

5 achievements were accomplished and 3 patents were

in Nor 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AS. He is an

authorized to him. He has taken par t in many research

academic leader in Biology of Qinghai Province, one of the

projects as a Principle Investigator such as National Key

members of Qinghai Crop Variety Approval committee,

Technology R&D Program, Agricultur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ssistant review expert of endangered species scientific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Fund, West Light Foundation

commission of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issu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Function and

cultur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active constituents,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s of Instrument Equipment of

conser 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reatene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other programs of

plants endemic to Qinghai-Tibetan Plateau. More than 40

Qinghai Province.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The limitation and mechanism of plant salt tolerance:

2.The rapid breeding of high quality Goji and the

The response threshold value and the morphological and

germplasm of wild Goji in Chaidamu area were studied.

physiological index of Medicago sativa and Puccinellia

Lots of experiments, such as the induction of adventitious

tenuiflora were measur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salt

seedlings of high quality Goji, rapid breeding of seedlings

tolerance were found. Also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s of

and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transplantation, were done.

SOS genes were studied in different plants with different salt

Besides, the investigations of wild Goji germplasms were

concentration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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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药用植物资源繁育与植被恢复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1. 药用植物资源繁育研究：以青藏高原道地中藏药材资源为研究对象，重点开展药用植物资源引种驯化、种苗繁育、栽
培技术及 SOP 规程制定，以及道地药材形成的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 植被恢复研究：主要从物种筛选和搭配、土壤改良、栽培措施、管护技术等方面探讨青藏高原典型退化高寒草原生态
系统的恢复技术、演替过程及其机理等。
3. 植物化学与药理学研究：针对青藏高原特色药用植物开展化学成份分离及活性物质筛选；结合纳米药物载体开展传统
中藏药才小分子化合物的活性筛选及机理研究。

学科组长简介
周国英，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特色生物资源

学科组成员
副 研 究 员： 赵晓辉、陈

晨

研究中心主任，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科技部中

助理研究员： 杨路存

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核心骨

博士研究生： 李长斌、熊

丰、肖元明、陈

干，第二批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培养杰出人才，

硕士研究生： 王玲玲、杨

阳、张

晨

婷、贾静雯

第四批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培养团队负责人，
青海省第六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青海省“优
秀专家”。
1998 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专业，获学士学
位，2005 年和 2010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生态学专业，
获 硕 士 和 博 士 学 位；2010 年 2 月 -8 月 美 国 University of
Oklahoma 高级访问学者；2011 年任青藏高原药用植物资源
与植被恢复学科组组长，2013 年晋升研究员。现为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
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国家濒危物种保护委员会协审专家。
目前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国
家基础性工作专项课题、青海省科技计划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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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α- 葡 萄 糖 苷 酶 抑 制 剂 白 藜 芦 醇 苷 降 低 餐 后

密 度 为 2 6 . 7 万 株 / ha ， 该 密 度 下 的 产 量 可 达 1 6 970k g /

高 血 糖： 通 过 对 唐 古 特 大 黄 中 化 学 成 份 的 系 统 分 离 和

ha， 毛 蕊 异 黄 酮 葡 萄 糖 苷 含 量 达 0 . 0 3 7 3 7 % ； 监 测 表 明

筛 选， 发 现 白 藜 芦 醇 苷 具 有 显 著 的 α- 葡 萄 糖 苷 酶 抑

芒柄花苷和毛蕊异黄酮的含量呈随生长时间增加而增

制 活 性。 其 IC50 值 为 22.9±0.17μM， 抑 制 活 性 明 显

加 ； 种 苗 根 径 为 3 mm- 6 mm 时 ， 具 有 种 苗 数 量 最 优 ，

强 于 阳 性 药 物 阿 卡 波 糖 和 白 藜 芦 醇 (264±3.27μM 和

药材产量可达最高。

108±2.13μM)。体内研究结果显示，口服白藜芦醇苷

四、 灌 丛 生 态 系 统 凋 落 物 现 存 量 碳 与 区 域 尺 度 土 壤

可显著抑制正常小鼠和糖尿病小鼠的 PBG 增加，并呈

碳 储 量 评 估： 凋 落 物 与 土 壤 是 陆 地 生 态 系 统 的 重 要 组

剂量依赖性。此外，通过酶动力学分析和分子对接实

成部分，在碳循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区域尺度

验， 确 定 了 白 藜 芦 醇 苷 对 α- 葡 萄 糖 苷 酶 的 竞 争 性 抑

量 化 凋 落 物 现 存 量 与 土 壤 碳 的 大 小、 分 布 与 调 控 因 子

制机制。该研究为开发治疗糖尿病餐后高血糖提供了

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

备选化合物。

程。 成 果 以 青 藏 高 原 灌 丛 生 态 系 统 的 土 壤 和 凋 落 物 现 存

二、 基 于 液 质 联 用 和 多 元 分 析 的 麻 花 艽 代 谢 组 学 溯

量 为 研 究 对 象， 评 估 了 青 海 省 灌 丛 凋 落 物 现 存 量 碳 与 土

源 研 究： 由 于 麻 花 艽（ Gentianas traminea） 广 泛 的 地

壤碳的储量，分布格局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

理 分 布 ， 其 化 学 特 征 展 现 出 一 定 的 地 理 多 样 性。 代 谢 组

明：（1） 青 海 省 灌 丛 生 态 系 统 凋 落 物 现 存 量 碳 储 量 为

作 为 大 多 数 细 胞 过 程 的 终 端 产 物，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揭

1 0 . 9 3 Tg C ， 其 中 8 0 % 凋 落 物 现 存 量 碳 存 储 在 凋 落 物 枝

示 植 物 的 地 理 来 源。 本 成 果 采 集 了 青 藏 高 原 的 4 2 个 麻

中 ，2 0 % 存 储 在 凋 落 物 叶 中 ； 凋 落 物 现 存 量 碳 的 分 布 与

花艽样品，采用液质联用的方法进行麻花艽代谢组学研

纬度关系不显著，随着经度的增加而降低；生物量与气

究 ， 确 定 了 4 3 种 化 合 物。 多 元 统 计 分 析 显 示， 甘 肃、

候 因 子 均 可 以 显 著 地 影 响 凋 落 物 现 存 量 碳 储 量。 （ 2）

青 海 和 四 川 的 麻 花 艽 样 品 呈 现 不 同 的 代 谢 组 学 特 征。 同

青 海 省 灌 丛 生 态 系 统 1 m 深 度 土 壤 碳 储 量 为 1 . 3 6Pg C ；

时， 筛 选 出 8 种 化 合 物 可 作 为 区 分 麻 花 艽 地 理 来 源 的

碳储量从东往西，从南往北逐渐降低；气候因素与土壤

标 志 化 合 物 并 检 测 了 关 键 标 志 物 的 抗 炎 活 性。 其 中 ， 甘

p H 可 以 显 著 地 改 变 土 壤 碳 储 量 。 （ 3） 三 江 源 地 区 灌 丛

肃 省 的 麻 花 艽 具 有 较 高 的 龙 胆 苦 苷、 牡 荆 碱 和 落 干 酸 含

生 态 系 统 1 m 深 度 土 壤 碳 库 为 0 . 6 8 Pg C ； 盖 度 、 海 拔 、

量 ， 同 时 也 表 现 出 更 高 的 抗 炎 活 性； 青 海 省 麻 花 艽 具 有

年 均 气 温 均 可 以 显 著 地 影 响 土 壤 碳 储 量， 其 中 深 层 土 壤

较 高 的 龙 胆 二 糖 、 獐 牙 菜 苷 、 2-me t hox yan ofin ic ac id

有机碳储量与年均气候关系不显著。

和 1 β,2 α,3 α,2 4 -t e t rah yd rox yu r sa-12,20( 30) -d ien- 2 8 -

五、 降 水 和 氮 添 加 对 高 寒 草 原 地 上 部 分 的 生 物 量 分

oic a cid 含 量 ； 而 四 川 省 麻 花 艽 具 有 更 高 的 獐 牙 菜 苦 苷

配的影响：成果以青藏高原高寒草原为研究对象，探讨

含量。

了 群 落 生 物 量 及 其 分 配 对 氮（N） 添 加 ( 1 0 g N m− 2y − 1)

三、 蒙 古 黄 芪 规 范 化 栽 培 技 术 研 究： 蒙 古 黄 芪 是 我

和 降 水（ Prec ip） 变 化 ( ± 5 0 % 降 水 ) 的 响 应 。 植 物 群

国 著 名 的 道 地 药 材， 全 国 多 地 广 泛 栽 培， 但 各 地 区 栽 培

落 生 物 量 对 N 添 加 和 Prec ip 减 少 的 响 应 不 同，N 添 加

缺 乏 统 一 规 范， 药 材 质 量 良 莠 不 齐。 本 成 果 设 置 了 不 同

显 著 增 加 地 上 生 物 量 ( AG B) ， 而 Prec ip 减 少 显 著 减 少

的 氮、 磷、 钾 肥 的 肥 料 梯 度 试 验、 密 度 梯 度 试 验 和 种 苗

AG B。 降 雨 减 少 增 加 了 深 层 土 壤 地 下 生 物 量 ( BG B )。 自

质 量 梯 度 试 验， 分 析 了 蒙 古 黄 芪 生 长 发 育 特 性、 跟 踪 评

然 状 态 下 的 高 寒 草 原， AG B 和 BG B 的 分 配 结 果 与 等 速

价 了 活 性 成 分 的 季 节 动 态， 明 确 了 蒙 古 黄 芪 氮 肥 最 佳 施

分 配 假 设 一 致。 与 此 相 反 ， 氮 添 加 或 降 水 增 加 促 进 生 物

用 量 为 1 5 0 kg/h a ， 该 梯 度 下 的 毛 蕊 异 黄 酮 葡 萄 糖 苷 和

量 向 地 上 分 配， 从 而 导 致 异 速 生 长。 更 重 要 的 是， 降 水

黄 芪甲苷含量可达 0.043% 和 0.168% ，超过《中 国 药 典 》

减少增加了深层土壤的生物量分配。

2 0 1 5 版 规 定 2 .15 倍 和 4.2 倍； 明 确 蒙 古 黄 芪 最 佳 移 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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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for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f Tibetan Plateau
Research Interests
1. Study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i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y species selec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bio-resources: Usingmedicinal material

collocation, soil improvement, cultural practices and

resources as research objection, weresearch seedlings

management techniques.

breeding, cultivation techniques, SOP regulations, and the

3. Research on phytochemistr y and pharmacology:

mechanisms of geo-herbalism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Chemical composition separation and active substance

i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screen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 medicinal plants of the

2. Research on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grassland:
R e cov er y techniq u e , t he su cce ssio n p ro ce s s and it s

Qinghai Tibet Plateau,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by nano drug carriers.

mechanism of typical degraded alpine grassland ecosystem
>>>>>>>>>>>>>>>>>>>>>>>>>>>>>>>>>>>>>>>>>>>>>>>>>>>>>>>>>>>>>>>>>>>>>>>>>>>>>>>>>>>>>>>>>>>>>>>>>>>>>>>>>>>>>>>>>>>>>>>>>>>>>>>>>>>

Group Leader
Prof. ZHOU Guoying, Principle investigator, PhD

Prof. Zhou graduated from Northwest Agriculture &

supervisor,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haracteristic

Forestr y University in 1998. He received his MD and PhD

bio-resources,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AS.

from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AS, in 2004

He won the “ Ten Thousand Plan” Talents Award by the

and 2010, respectively. As a visiting scholar, he went to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entral, and the “Innovation Leadership Program in Sciences

from Februar y to August in 2010. He ser ves as a leader

and Technologies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Scientists”

of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ward byMinistr 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 Zhou

of Tibetan Plateau Group”, an expert of the National Key

is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of Chinese Academy

Research Project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Committee,

of Sciences, an outstanding expert of “ Thousands of Top

Postdoctoral Foundation and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 Thousand People Program” and theleader

endangered species committee. He undertook the National

of manage weed team of “ Thousands of Top Innov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 t Projects, National Key

Talent Thousand People Program” by Qinghai Province. 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National Special

also obtained the “Outstanding Experts" Award and the 6th

Projects of Basic Work,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973”

“Leader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ward by

Program and the Qi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Qinghai Province.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 Resveratroloside as an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activity, with an IC50 value of 22.9 ± 0.17 µM. The inhibition

R e d u c e s Po s t p r a n d i a l H y p e rg l y c e m i a : T h e s c i e n t i f i c

of resveratroloside is significantlystronger than those of

achievement has systematically isolated and screened the

acarbose and resveratrol (264 ± 3.27μM and 108 ± 2.13μM).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Rheum tanguticum and found that

In vivo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ral resveratroloside can

resveratroloside has remarkable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y

obviously inhibit the increase of PBG in normal and diab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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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in a dose-dependent pattern. In addition, a competitive

genuine medicinal material in China, which is widely

inhibition mechanism of resveratroloside on α-glucosidase

cultivated in many place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materials

was determined through enzyme kinetics assays and

quality of different regions is different. The research set

molecular docking experiments. This study provided

up different N, P, K fertilizers gradient experiment, density

alternative compou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stprandial

gradient and the seedling quality gradient test, to analyse

hyperglycemia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tragalus mongolica growth and the

2 . Tr a c e a b i l i t y o f G e o g r a p h i c a l O r i g i n i n

active ingredient of the dynamic tracking evaluation. There

G e n t i a n a s t r a m i n e a b y U P LC - Q E x a c t i v e M a s s a n d

has been clear about that the Astragalus mongolica applying

Multivariate Analyses:Based on Gentianastraminea(G.

nitrogen fertilizer optimum content is 150 kg/ha, the content

straminea) widely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chemical

of mullein isoflavone glucoside and astragaloside iv under

profiles of G. stramineahas also revealed significant

this level can reach 0.043% and 0.168%, which more than

geodiversity. Metabolites are the end product of the majority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15 edition of regulation 2.15

of cellular processes, and the metabolites of herbs with

times and 4.2 times;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optimal

geographical origin exhibit certain differences.Nevertheless,

transplanting density of Astragalus mongolica was 267,000

few of these methods are aimed at determination the

plants/ha, and the yield could reach 16970.165 kg/ha at

geographical origin of G. straminea by metabolites.

this density. The content of mullein isoflavone glucoside can

Hence,42samplesof G. straminea were collected from

reach 0.0373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The chemical profiles of G.

ononin and calycosin increased with the growth time. When

straminea were determined by UPLC- Q Exactive mass

the root diameter of seedlings is 3mm-6mm, the number of

spectrometer, and 43 of compounds in G. straminea were

seedlings is optimal, and the yield of medicinal materials can

identified by comparing the retention times and mass

reach 11958.08 kg/ha, which the yield is the highest.

spectrometr y. And the data was assayed with multivariate

4. Storage and Climatic Controlling Factors of Lit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which revealed that samples from

Standing Crop Carbon in the Shrublands of the Tibetan

Qinghai, Sichuan and Gansu show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t

Plateau:Litter and soils are impor tant components of

metabolites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eight compounds were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nd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carbon

identified as characteristic compounds to discriminate the

cycles. Quantifying sizes,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geographical origin of the herb, and the anti-inﬂammatory

on regional-scale of litter standing crop and soil carbon

effect of the key characteristic marker associated with

will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errestrial carbon cycle.

the pharmacological function were tested. As a result,

However, most researches have focused on grasslands

samples from Gansu province have a higher content of

and forest ecosystems, and shrublands were less focused,

gentiopicroside, vitexin and loganic acid, and showed better

especiall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hus, we investigated

anti-inﬂammator y effects than others, and populations of

litter standing crop and soil carbo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Qinghai province were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content

shrublands, and estimated their storages, distribution and

of gentiobiose, sweroside, 2-methoxyanofinic acide and 1β,

controlling factors on the Qinghai Plateau and Three Rivers

2α, 3α, 24-tetrahydroxyursa-12, 20 (30)-dien-28-oic acid,

Source Regions, respectively. Research found that 1) In the

meanwhile, samples from the Sichuan habitats location had a

Qinghai Plateau shrublands, litter standing crop carbon was

higher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swertiamarin.

10.93 Tg C, and 80% of them stored in branches, with 20% of

3. 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e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them in foliage. Litter standing crop carbon decreased with

of Astragalus mongolica: Astragalus mongolica is a famous

longitude, and was stable with increasing latitude.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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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limatic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litter standing

andbiomass allocationof N addition (10 g N m−2y−1) and

crop carbon. 2) Soil organic carbon was 1.36 Pg C in the top

altered Precip (±50% precipitation) in an alpine steppe

1 m in the Qinghai Plateau shrublands. Soil organic carbon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We found that the plant

has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east to west and south to north.

community biomass differed in its response to N addition

Climatic factors and soil pH ca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and reduced Precip such that N addition significantly

soil organic carbon. 3) Soil organic carbon was 0.68 PgC in

increased aboveground biomass (AGB), while reduced Precip

the top 1 m in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Regionsshrubland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GB. Moreover, reduced Precip

Ground cover, altitude, and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have

enhanced deep-soil belowground biomass (BGB). In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oil organic carbon, but the effects of

natural alpine steppe, the allocation between AGB and BGB

temperature on soil organic carbon was not significant i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isometric hypotheses. In contrast,

deeper soil depth.

N addition or altered Precip enhanced biomass allocation

5. Precipitation and nitrogen addition enhance biomass

to aboveground, thus leading to allometric growth. More

allocation to aboveground in an alpine steppe: Our achievement

importantly, reduced Precip enhanced biomass allocation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biomass

into deep soil.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5] Feng Xiong, XiuqingNie, Xiaohui Zhao, Lucun Yang,

[1] XiuqingNie, Lucun Yang, Fan Li, Feng Xiong,

and Guoying Zhou*. Effects of different nitrogen fertilizer

Changbin Li, Guoying Zhou*. Storage, patterns and controls

levels on growth and active compounds of rhubarb from

of soil organic carbon in the alpine shrubland in the Three

qinghai plateau.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Rivers Source Region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griculture.2019，99(6):2874-2882 DIO:10.1002/jsfa.9500.

CATENA, 2019,178:154-162.

[6] XiuqingNie, Yunfeng Peng, Fan Li, Lucun Yang,

[2] XiuqingNie, Dong Wang, Lucun Yang, Guoying

Feng Xiong, Changbin Li, Guoying Zhou*. Distribution and

Zhou*. Storage and climatic controlling factors of litter

controlling factor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in the

standing crop carbon in the shrublands of the Tibetan

northeast Tibetan shrublands.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

Plateau, Forests, 2019, 10(11), 987; https://doi.org/10.3390/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 2019, 19(1),322-331. DOI

f10110987.

: 10.1007/s11368-018-2037-9.

[3] Xiaohui Zhao, Jihong Tao, Ting Zhang, Sirong Jiang,

[7] Yang Lu-Cun, Lu Guang-Xin, Zhao Yu-Hong and

Wei Wei, Hongping Han, Yun Shao, Guoyin Zhou*, Huilan

Zhou Guo-Ying*. The influ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Yue*. Resveratroloside Alleviates Postprandial Hyperglycemia

genetic diversity.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in Diabetic Mice by Competitively Inhibiting α-Glucosidase. J.

population genetic diversity in the chinese endangered and

Agric. Food Chem. 2019, 67(10):2886-2893, DOI: 10.1021/

endemic medicinal plant notopterygiumincisum. Pakistan

acs.jafc.9b00455.

Journal of Botany.2019,51（5）：1783-1791.

[4] Changbin Li, Zhi Zheng, Yunfeng Peng, XiuqingNie,

[8] Zheng Pan*, Feng Xiong, Yi-long Chen, guoguo

Lucun Yang, Yuanming Xiao, Guoying Zhou*. Precipitation

wan, Yi Zhang, Zhi-Wei Chen, Wen-Fu Cao, Guo-Ying Zhou

and nitrogen addition enhance biomass allocation to

*. Traceability of geographical origin in Gentianastraminea by

aboveground in an alpine steppe. Ecology and Evolution.

UPLC- Q Exactive mass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Molecules,

2019, DOI: 10.1002/ece3.5706.

2019, 24, 4478，DOI:10.3390/molecules2424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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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ingsen Qin, Guoxi Shi, Qi Zhang, Yiming Meng,

respiration to experimental warming in an alpine steppe on

Yongjun Liu, JianbinPan,Shengjing Jiang, Guoying Zhou,

the Tibetan Plateau.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Huyuan Feng,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serve as keystone

2019, DIO: ERL-106929.R1.

taxa for revegetation on the 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15] 肖元明，杨路存，聂秀青，李长斌，熊丰，王玲

Basic Microbiology , 2019, 59（6）:609-620. DOI: 10.1002/

玲，周国英 *. 坡位对高寒灌丛群落谱系多样性和谱系结构的

jobm.201900060.

影响，生态学杂志，2019,38（6）:1611-1619.

[10] Mingsen Qin, Guoxi Shi, Qi Zhang, Jean‐Pascal

[16] 朱 倩， 程 迅， 杜 秀 秀， 周 国 英 *， 邓 云 霞， 黄 志

Miranda, Yongjun Liu, Yiming Meng, Jianbin Pan, Yuxing Chai,

伟 *. 极长链脂肪酸的合成缺陷对酵母细胞膜的稳定性和多

Shengjing Jiang, Guoying Zhou, Huyuan Feng, Qi Zhang.

烯 类 药 物 敏 感 性 的 影 响 [J]. 微 生 物 学 通 报，2019，46(7)：

Revegetation differentially influences microbial trophic groups

1645~1653.

in a Qinghai-Tibetan alpine steppe ecosystem. Journal of

[17] 王玲玲，杨路存，熊丰，聂秀青，肖元明，李长

Basic Microbiology. 2019：DOI: 10.1002/jobm.201900149.

斌，赵晓辉，郑智，周国英 *. 不同栽培密度和采收期对蒙

[11] Fei Li, Yunfeng Peng, Dianye Zhang, Guibiao Yang,

古 黄 芪 生 长 发 育 和 产 量 的 影 响， 分 子 植 物 育 种，2019,17

Kai Fang, Guanqin Wang, Jun Wang, Jianchun Yu, Guoying

（23）:7962-7968.

Zhou, Yuanhe Yang. Leaf area rather than photosynthesis

[18] 王玲玲，杨路存，熊丰，李晶晶，聂秀青，肖元明，

rate determines the responses of ecosystem productivity

李长斌，周国英 *. 青海省不同产地蒙古黄芪芒柄花苷和毛蕊

to experimental warming in an alpine steppe. Journal of

异黄酮含量比较，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2019，31（增刊 2）：

Geophysical Research - Biogeosciences. 2019, 124(7):

1-8.

2277-2287, DOI: 10.1029/2019JG005193.
[12] Yunfeng Peng, Guanqin Wang, Fei Li, Guibiao
Yang, Kai Fang, Li Liu, Shuqi Qin, Dianye Zhang, Guoying

[19] 刘何春，姚小波，雷雪萍，周国英 *，熊丰，聂秀青 . 切
片厚度对唐古特大黄蒽醌含量影响的研究，天然产物研究与
开发，2019，31（12）：2098-2104.

Zhou, Huajun Fang, Xuejun Liu, Chunyan Liu, and Yuanhe

2. 专利

Yang*. Unimodal response of soil methane consumption

[1] 赵晓辉、岳会兰、陶燕铎、邵赟，一种具有抗炎

to increasing nitrogen additions. Environmental Science

镇痛活性的塞隆骨提取物、制备方法及中药制剂 (ZL 2015 1

& Technology, 2019, 53(8): 4150-4160 DOI: 10.1021/acs.

0445565.5)

est.8b04561.
[13] Dianye Zhang, Yunfeng Peng, Fei Li, Guibiao
Yang, Jun Wang, Jianchun Yu, Guoying Zhou, Yuanhe Yang.
Trait identity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 co-drive response of
ecosystem productivity to nitrogen enrichment, Journal

[2] 陈 晨、 陈 涛、 李 玉 林、 王 环、 谭 亮、 赵 景 阳，
基于平行分离模式制备色谱分离棘豆中化学对照品的方法
(ZL2016106462395)
[3] 陈晨、李玉林、刘凤芹、陈涛，一种从镰形棘豆中
分离制备 5 种具有抗炎活性化合物的方法 (ZL2017101536289)

of Ecology,2019, 107(5): 2402-2414, DOI: 10.1111/1365-

3. 成果

2745.13184.

[1] 周国英、李玉林、杨路存、熊丰、陈涛、刘何春、

[14] Wang Guanqin, Li Fei, Peng Yunfeng, Yu Jianchun,

赵晓辉、聂秀青、李长斌、沈娜、李璠、赵进朝 . 唐古特大

Zhang Dianye, Yang Guibiao, Fang Kai, Wang Jun, Mohammat

黄人工种植 GAP 基地建设及其产业化，2019 年青海省科技

Anwar, Zhou Guoying, Yang Yuanhe. Responses of soil

成果，国际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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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标准化与新药研发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藏药天然产物化学；藏药新药研发；藏药标准品研制；藏药标准化研究；药物筛选和药理药效；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
研究与开发。

学科组长简介
李玉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西北

学科组成员
副 研 究 员： 王

环

高原生物研究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青海省自然科学

工

和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藏药天然产物化学、藏药

高级工程师： 陈

涛、谭

新药研发、藏药活性成分高效分离制备及标准品研制、藏

助理工程师： 王

硕、马家麟

药标准化研究和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与开发等方面

博士研究生： 李洪梅、卫阳飞、李佩佩

的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硕士研究生： 王娜娜、杨

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

程

师： 杲秀珍、赵

静
亮

雪、马玉梅、申

诚

闫淑萍

技专项（A 类）子课题、国家科技支撑子课题、国家标准样
品研复制计划项目、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科院“西
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项目以及青海省重点研发与转化计划
项目等 20 余项。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青海省科
技进步一、二等奖、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青藏高原青
年科技奖、中国科学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中国
科学院院长优秀奖、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优秀研究生导师；
获得省级科研成果 27 项，授权专利 27 项，其中国际发明
专利 1 项；发表研究论文 11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60 余篇。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藏药材活性成分标准化及质量控制技术研究：本研究建

的系统模式，解决了藏药材药效活性成分的高效快速分离制

立了从提取工艺优化、样品分离制备、标准样品研制、质量

备、药效活性成分标准化过程中关键技术问题，突破了制约

控制方法建立的藏药材活性成分标准化及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藏药发展的化学对照品匮乏的 “ 技术瓶颈 ” 问题，具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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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藏药材标准化的研究进程。藏药材

2019 年 6 月份完成验收工作。诃子酸等 6 个新国家天然产

活性成分标准化及质量控制技术研究（9632019Y0123）成

物标准样品的研制成功，将极大地推动诃子、毛诃子、甘青

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青兰、藏茵陈等藏药材及相关药品的标准升级工作，对于解

藏药对照品研制：完成了诃子酸、诃黎勒酸、胡麻苷、
雏菊叶龙胆酮、大麦黄苷和皂草黄苷的标准化研究工作，

决藏药标准化过程中化学对照品严重匮乏的“技术瓶颈”问
题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应用前景。

Tibetan Medicine Standardization and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Natural products,new drugs,development of reference materials,standardiz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Drug screening and pharma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

Group Leader
LI Yulin, as a doctoral supervisor, is currently the director

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 of Qinghai

of the Public Technology Ser vice Center of Nor thwest

Province. He has successively won the Second Award of

Plateau B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leader of Natural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State,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Qinghai Province.

First and Second Award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natural products, new

Progress of Qinghai Province, Outstanding Professional

drugs, standards, standardiz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and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of Qinghai Province, the Awar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He has presided over or participate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for Western Scholars of

in more than 20 project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CAS, the President Excellent Award of CAS, and Excellent

Science Found, Major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duate Tutor of Lanzhou Branch of CAS. He has obtained

Projects for the Creation of New Drugs, Strategic Leading

27 provin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2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CAS (Class A), National

authorized patents, including one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S c i e n c e a n d Te c h n o l o g y S u p p o r t S u b j e c t , N a t i o n a l

patent. Beside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10 research

Standard Sample Research and Reproduction Project, the

papers, including more than 60 SCI papers.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of CAS, and Key Research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Research on standardiz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materials has been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optimization

active ingredients in Tibetan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is

of extraction process, separation and preparation of sample,

study, a systematic mode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and establishment of quality

quality control of active ingredients in Tibetan medicinal

control methods. Based on this mode, the key 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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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epar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chebulagic acid, pedaliin, bellidifolin, lutonarin and saponarin

active ingredients have been solved. Besides, the technical

has been completed. The acceptance work has been

bottleneck in the absence of standards that restricted the

completed in June 2019.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s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has been broken through.

new reference materials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This research has a good demonstration role and is helpful

of the standards of related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drug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standardization of

This work has an important demonstration significance and

Tibetan medicin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reached

application prospect for solving the “technical bottleneck”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problem of serious shortage of reference material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of Tibetan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of Tibetan medicine.

medicine: The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 work of chebulic acid,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enrichment and separation of three minor components with

[1] Nana Wang, Tao Chen, Xue Yang，Cheng Shen，

similar polarity from Dracocephalum tanguticum. Journal of

Hongmei Li，Shuo Wang，Jingyang Zhao，Jilin Chen，

separation science. 2019; 42:684-690.

Zhi Chen，Yulin Li*. A practicable strategy for enrichment

2. 专利

and separation of four minor flavonoids including two

[1] 陈 晨、 陈 涛、 李 玉 林、 王 环、 谭 亮、 赵 景 阳，

isomers from barley seedlings by macroporous resin column

基于平行分离模式制备色谱分离棘豆中化学对照品的方法

chromatography, medium-pressure LC, and high-speed

（ZL201610646239.5）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2019, 42:1717-1724.
[2] Xue Yang，Cheng Shen，Hongmei Li，Jialin

[2] 陈 晨、 李 玉 林、 陈 涛、 刘 永 玲、 李 洪 梅，
一种从镰形棘豆中分离制备 5 种黄酮类化合物的方法
（ZL201610244243.9）

Ma，Shuo Wang，Jingyang Zhao，Jilin Chen， Li Yang,

3. 成果

Tao Chen, Yulin Li*. Combined chromatographic strategy

[1] 李玉林、陈涛、王岱杰、陈晨、李洪梅、杨雪、赵

based on macroporous resin,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景阳、陈基麟、王娜娜、申诚，藏药材活性成分标准化及质

chromatography and preparative HPLC for systematic

量控制技术研究（9632019Y0123，国际先进水平）

separation of seven antioxidants from the fruit of Terminalia
billerica.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2019, 42:3191-3199.
[3] Xue Yang, Nana Wang, Cheng Shen, Hongmei

[2] 谭亮、胡风祖、李玉林、董琦、周蔚、杨生豪、
杨生鸿，青稞中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含量的测定分光光度法
（9632019B0251，国内领先水平）

Li, Jingyang Zhao, Tao Chen, Yulin Li*. An effective method

[3] 孙菁、陈涛、李玉林、陈娟、栾真杰、李洪梅、李

based on medium-pressur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佩佩、于红妍、刘学琴、李朵、孟晓萍，川西獐牙菜质量评

recycling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for

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9632019J0501，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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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 GAP 生产与质量标准研究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道地药材 GAP 生产技术与药材质量标准研究。对青藏高原地区道地药材资源分布特征进行调查，遴选优质种源
引种驯化。测试不同地区药材活性成分等表征性指标和辅助性指标，制定系统评价和反映药材质量的标准体系。

学科组长简介

学科组成员

马世震，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青海省第四批自然科学

副 研 究 员： 冯海生

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1984 年青海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助理研究员： 李彩霞

2002-2004 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2002 年天然

硕士研究生： 刘盈盈、许显莉

药物学春季博士班学习；2011 年 1-12 月苏黎世大学高级访
问学者。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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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评审专家、青海
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兰州大学学报》
期刊审稿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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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产
生经济效益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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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洋葱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二、暗紫贝母超细粉体的制备及其特性研究

通过优化试验并结合环保与经济等因素，确定了洋葱硫

分别以在不同条件下制备得具有不同粒径尺寸的三种暗

化物的工业化生产提取工艺条件；利用酿造酱油为浸提液，

紫贝母粉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超微化对暗紫贝母粉体理化性

通过考察不同浸提时间、洋葱粉添加量和植物蛋白添加量条

质的影响，包括粒径分布，形貌，休止角，松密度，吸湿率，

件的试验，从色泽、口感、风味和形态以及理化性质等指标

溶胀能力，浸出物，总生物碱含量，4 种异甾体生物碱的含量。

确定了最佳产品配方；选取罗布麻及柳蒿黄酮作为复方原料，

还比较了不同粉体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和 X 射线

与洋葱硫化物进行组方，确定了产品的压片生产工艺和方法。

衍射图谱（X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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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al Materials GAP Products and Quality Standard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GAP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quality standard of loc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inal plants resource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areas were
investigated, the seeds source with good quality were selected, introduced, and domesticated. The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 and other complementar y indicator, such as active ingredients in medicinal herbs from different areas, were
characterized. And the standard system which could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and reflect medicinal plants quality could
be defined.
>>>>>>>>>>>>>>>>>>>>>>>>>>>>>>>>>>>>>>>>>>>>>>>>>>>>>>>>>>>>>>>>>>>>>>>>>>>>>>>>>>>>>>>>>>>>>>>>>>>>>>>>>>>>>>>>>>>>>>>>>>>>>>>>>>>

Group Leader:
M A S h i z h e n , a re s e a rc h e r a n d m a s t e r t u t o r, a n

p ro t e c t i o n a n d a n e x p e r t of T h e s o u rc e s of R i v e r s

academic leader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ttee of Qinghai.

Qinghai Province. He graduated from Qinghai University

He also was a peer reviewer of Lanzhou University journal.

with Bachelor Degree in 1984. From 2002 to 2004, he

Since 2001, Shizhen Ma has focused on the Chinese

studied at the Lanzhou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Academy of Sciences Cooperation projects with enterpris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spring doctoral program

worked hard and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enterprises in

of natural medicine science. From Januar y to December

Gansu, Sichuan, Tibet, and Qinghai regions successively,

in 2011, he studied at the Univer sity of Zurich as a

more than 30 applicable research achievements were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Shi-zhen MA was an exper t of

obtained. So far, the cumulativ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National Endangered Species Protection Committee

research achievement promotion reached 277 million Yuan,

and an Evaluation exper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which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ibetan medicine

Foundation of China. He was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industr y development of many provinces such as Gansu,

Assessment evaluation expert of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Qinghai, Tibet, and Sichuan.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 Research on key technologies of onion deep
processing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By optimizing tests and combining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y, the extraction

other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pocynum and artemisia
flavonoid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mpound raw materials in
the formulation of onion sulfide,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methods of product tableting was determined.

process conditions for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onion

2.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sulfides were determined. The soy sauce was used as the

bulbs of Fritillaria Unibracteata Hsiao et K.C. Hsia superfine

extract solution. The comparison tests were conducted

powder

by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extraction times, the amount

Three Fritillaria Unibracteata Hsiao et K.C. Hsia

of added onion powder, and the amount of added plant

powder s with different par ticle sizes were prepared

protein. The best product formula was determined by the

u n d e r d i f f e re n t p re p a r a t i o n c o n d i t i o n s a n d u s e d a s

indicators such as color, taste, flavor and morphology, and

research object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uper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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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nding on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 ties of

yield, total alkaloid content, 4 isosteroid alkaloid

Fritillaria Unibracteata powder, including par ticle size

contents.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FTIR) and X-ray

distribution, morphology , angle of repose, bulk density,

diffraction (XRD) spectra of different powders were also

hygroscopicity, swelling capacity, ethanol extraction

compared.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1] Li Cai-xia, Liu Ying-ying, Feng Hai-sheng, Ma Shi-

[5] 李彩霞 , 张得宁 , 冯海生 , 马世震 . 金露梅袋泡茶的
冲泡条件及成分研究 [J]. 青海科技 ,2019,3:23-28.

zhen. Effect of superfine grinding on the physicochemical

2. 专利

proper ties of Fritillaria Unibracteata Hsiao et K.C. Hsia

[1] 李彩霞 , 马世震 , 冯海生 , 等 . 一种洋葱酱油产品

powder[J]. Food Science& Nutrition, 2019, 7: 3527–3537.
[2] 李彩霞 , 刘盈盈 , 许显莉 , 等 . 洋葱酱油的制作工艺
研究 [J]. 中国调味品 , 已录用 .
[3] 李彩霞 , 刘盈盈 , 许显莉 , 等 . 洋葱精油提取、成分
及生物活性研究进展 [J].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 已录用 .
[4] 李彩霞 , 冯海生 , 马世震 . 不同加工方式对金露梅
叶茶的影响及成分分析 [J].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 已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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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201910959935.5）
[2] 李彩霞 , 马世震 , 冯海生 , 等 . 一种具有洋葱含硫化
合物和黄酮的食品（申请号：201910960511.0）
3. 出版专著
[1] 邢 小 方 , 王 明 礼 , 马 世 震 , 王 洪 伦 . 青 海 省 濒 危
中藏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 青海民族出版社（书号：
ISBN978-7-5420-3435-9）

年度报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2019

高寒草地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长期以来，一直从事高寒草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温室气体对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特征；构件属
性演变对高寒草甸水源涵养功能影响研究，着重于高寒草地生产 - 生态功能的演变过程、退化高寒草地空间分异特征及量化
判别体系的建立，草地退化的微生物过程变化；家庭为单位研究其草地功能提升的过程、效果与时效，构建家庭制式草地功
能提升技术体系；高寒草地演化对其水源涵养功能及影响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学科组长简介
曹广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

学科组成员
研

究

员： 杜岩功

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青海省第六届学科带

项目研究员： 李以康

头人，青海省生态学会第五届理事长，中国生态学会第八、

项 目 高 工： 林

丽、郭小伟

九届理事；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一、十二届理事；青藏高原

助理研究员： 李

茜、钱大文

学会第六、七届理事会理事。在 Ecology Letters , Nature

博士研究生： 柯

浔、戴黎聪

communications ,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Plant

硕士研究生： 朋措吉、舒

and Soil , Journal of Hydrology , Biology Letter , Solid

锴、周春丽、辛

莹

王云英

Earth , Current Microbiology ,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生态学报、草业学报等生态学和微生物学领域
期刊发表论文 18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50 余篇。参与编著
中英文专著 5 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
973 计划（子专题负责人）、科技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项目
( 课题负责人 )、科技支撑计划（课题负责人）、中国科学院
战略先导专项（子专题负责人）等项目 40 余项，培养研究
生 19 名。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高寒草甸蒸散季节特征及调控因子研究

mm day-1，生长季蒸散显著高于非生长季蒸散。净辐射

根据 Lysimeter 系统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9 月监测

是影响生长季和整个观测时期蒸散的最重要驱动因子，而

数据分析表明，高寒矮嵩草草甸平均日蒸散为 1.17 ± 0.13

非生长季蒸散主要受净辐射和土壤含水量共同影响，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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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矮嵩草系统的生长季蒸散主要是能量限制，而非生长

2017 土壤年平均贮水量均显著高于 2012 和 2013 年 (p<0.05)，

季蒸散主要受水分和能量共同限制。总体表现为生长季作

2017 年平均贮水量与 2012 年相比增加了 40.5%。受到冻土

物系数明显高于非生长季作物系数，相对湿度是调控作物

融化、植物蒸腾作用影响草地贮水量生长季存在明显的动态

系数的主要气象因子，且生长季地上生物量与作物系数变

变化，土壤贮水量最大值出现在 5 月中旬，最低值出现在生

化一致，表明作物系数还受生物因素影响。

长旺季的 7 月或者 8 月。退化草地的恢复将显著改善草地贮

二、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蒸散模型对比研究

水能力，这种贮水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草地表层土壤水

通 过 Lysimeter 系 统 实 测 蒸 散， 比 较 13 种 蒸 散 模 型

分的改善，植被状况的改善是草地贮水量上升的重要控制因

对 实 际 蒸 散 拟 合 效 果 表 明：Priestley-Taylor 模 型 和 De

子。影响土壤贮水量大小的关键环境因子有：气温、凋落物、

Bruin-Keijman 对实际蒸散拟合最佳，然后是综合模型和

热通量、降水，退化草地的恢复将有利于青藏高原高寒草地

温度模型，这主要是由于净辐射模型包含了影响蒸散最重

土壤贮水量的提升。

要的驱动因素。FAO56 Penman-Monteith 在运用到高寒
草甸时需要与当地 Lysimeter 系统实测蒸散进行校正。同
时，所有模型均表现为生长季高蒸发力低估实际蒸散，非
生长季低蒸发力高估实际蒸散特征。

六、40 年来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变化和
植被状况
本文利用多源遥感影像对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75-2015 年的土地覆盖变化和植被状况进行了监测和分

三、高寒灌丛退化对土壤持水能力影响

析，并利用气象和统计数据进一步分析了其驱动因素。结果

随着高寒金露梅退化程度的增加 , 地上和地下生物量

表明，祁连山保护区土地覆盖结构总体保持稳定，但冰川大

逐渐减小，土壤质地趋于砂质化，表层土层紧实度下降，

量退缩，部分地区灌丛、草地和草甸减少。我们认为，周边

容重减小，土壤孔隙度显著增加，同时也改变了土壤养分

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些地区生态恶化的决定性因素，而

特征，土壤有效氮含量在重度退化显著减小，但有机质含

气候变暖和增湿的趋势导致了干旱地区冰川的缩小和植被的

量在重度退化显著增加。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土壤持水

改善。因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的山区保护区

能力表现为先减少再增加趋势，最大值发生在重度退化，

生态环境变化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需要进一步研究。

这可能是由于土壤有机质在重度退化显著增加原因；土壤

七、青藏高原多稳态高寒草甸生态系统蒸散特征对比研究

持水能力主要受有机质调控，而土壤质地对土壤持水能力

随放牧强度增加，生长季盛期多稳态高寒草甸生态系统

微弱，从而解释了重度退化持水能力最强原因。

每日平均蒸散量出现下降趋势；4 种稳态高寒草甸总蒸散量

四、高寒草甸退化对生态系统土壤持水能力影响

均低于降水量。多稳态高寒草甸表层 0-10cm 土壤含水率

随着高寒草甸退化程度的增加 , 地上和地下生物量逐

呈逐渐减小的趋势，且 8 月含水率降低速度较快，9 月含水

渐减小，浅层土壤质地无显著变化，但增加了深层土壤黏

率下降不明显。禾本 - 矮嵩草群落 10-20cm 土壤含水率变

粒的含量，土壤紧实度随着退化程度的增加逐渐减小；轻

化不明显，其余 3 种草地 10-20cm 土层含水率均呈减小的

度和中度浅层土壤容重显著低于原生和重度阶段；土壤总

趋势。生长季四种演替稳态草地生态系统各土层贮水量均逐

孔隙度无显著变化，但增加了重度退化在深层土壤毛管孔

渐减小。通过降低放牧强度恢复退化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将

隙度。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表层土壤持水能力表现为先增

会明显增加生态系统贮水量，提升草地生产功能。

加后减小趋势，最大值发生在中度退化，这主要是由于该

八、青海省高寒草地土壤有机碳含量和碳储量空间变异特征

阶段草毡层较厚，土壤有机质丰富，而深层土壤持水能力

高寒草地是青海省主要类型植被之一，通过面上调查

在重度退化阶段达到最大。土壤持水能力与土壤有机质、

发现未退化和退化草地土壤有机碳含量分别为 3.4 ± 0.3%

土壤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和砂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

和 2.4 ± 0.4% （p < 0.05）。基于降低放牧强度、围栏

土壤容重、黏粒和粉粒含量呈显著负相关，非毛管孔隙度

封育、围栏禁牧等措施，高寒草地土壤有机碳密度变化趋

对土壤持水能力无显著影响。

势为 -5.5 到 13.2 kg/m 2。土壤碳储量潜在增汇地区分别

五、青藏高原退化草地恢复显著改善高寒草地土壤贮水量

为治多县、祁连县、门源县、玛多县、甘德县和泽库县，

退化草地生长季土壤贮水量随草地恢复而逐渐增加，

未来碳增储潜力为 0.83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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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eochemical Cycle of Alpine Grassland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He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biogeochemical cycle and component attribute
evolution on water conser vation function of alpine meadow for a long time. The process improved grassland function
by family as a unit. To construct the technical system of family grassland function improvement, and to study the
water conser vation func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lpine grassland evolution. Dr. Cao focused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production-ecological function of alpine meadow. He has established serie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quantitative discrimination system of degraded alpine meadow, the change of microbial process of
grassland degradation.
>>>>>>>>>>>>>>>>>>>>>>>>>>>>>>>>>>>>>>>>>>>>>>>>>>>>>>>>>>>>>>>>>>>>>>>>>>>>>>>>>>>>>>>>>>>>>>>>>>>>>>>>>>>>>>>>>>>>>>>>>>>>>>>>>>>

Group Leader
Dr. Cao is currently the director of the Qinghai Haibei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 y, Plant and Soil, Journal of

alpine grassland ecosystem national obser vation and

Hydrology, Biology Letter, Solid Earth, Current Microbiology,

research station.CAO Guangmin is a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Acta Ecologica Sinica,

professor, as the sixth leader of siscipline in Qinghai Province.

Acta Agrectir Sinica. Numbers of SCI papers were more than

Meanwhile, he was also elected as the fifth president of

50 items. His lab has been funded more than 40 items by key

Qinghai ecology society, the eighth and ninth directors of

and surface of NSFC, sub-project leader of 973 plan and the

China ecology society,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directors

investigation in the major desert plant communities in China,

of China soil society, and the sixth directors of Qinghai-

national basic resources survey project of China, and Qinghai

Tibet Plateau society.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80 pe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Nineteen postgraduates

reviewed papers in Ecology Letters, Nature communications,

have been graduated from his group.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1.Seasonal pattern and controls of evapotranspiration in
humid alpine meadow

almost all precipitation in lysimeters was returned to the
atmosphere by evapotranspiration. The crop coefficient

In this study, two large-scale weighing lysimeters were

(Kc) also showed a distinct seasonal pattern, with a monthly

employed to estimate the magnitude and dynamics of actual

average of 1.2 during the study and values of 1.4 and

evapotranspiration (ETa) in a humid alpine Kobresia meadow

0.59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and non-growing season,

from June 2017 to September 2018 on the northeastern

respectivel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EM) and boosted

Qinghai-Tibetan Plateau.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aily ETa

regression trees (BRT) show that net radiation was the most

averaged 1.17 ±0.13 mm day-1 throughout the study period,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daily ETa during the whole study

with values of 4.17 ± 0.13 mm day-1 and 0.64± 0.06 mm

period and growing season, but that non-growing season

day-1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and non-growing season,

ETa was dominated by soil water content and net radiation.

respectively. The cumulative ETa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daily Kc was dominated by relative humidity, which

was 847.2 mm, exceeding precipitation (762.6 mm) received

explained 25.24% of variance in daily Kc, followed by air

at the sit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by 10%, suggesting that

temperature (23.84%), vapor pressure difference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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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et radiation (16.71%). Fur thermore, the seasonal

degradation increased, the surface soil structure deteriorated,

dynamic of aboveground biomass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and available nitrogen reduced while soil organic matter

of crop coefficient in growing season, indicating that crop

increased sharply in higher degrad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coefficient was also affected by biological factors.

highest soil water retention in higher degradation.

2. Comparison of 13 models of reference evapotranspiration
with large weighing lysimeter measurements in alpine meadow

4.Impact of alpine meadow degradation on soil water
retention in ecosystem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select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atterns and

model among 13 reference evapotranspiration (ET0) models

controlling factors of soil water retention under different

by comparison with large weigh lysimeter measurements.

d e g r a d a t i o n s t a g e s o n t h e n o r t h e a s t e r n QT P. F o u r

Specifically, we use three combination models, seven

degradation stages were defined: non-degradation (ND);

radiation-based models and three temperature-based

low degradation (LD); moderate degradation (MD) and high

models driven with data from 8 June 2017 to 18 September

degradation (HD).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boveground

2018 in a humid alpine meadow, nor theastern Tibetan

biomass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degradation, while the

Plateau. Overall, the radiation-based models performed

belowground biomass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best, followed by the combination models and temperature

with the maximum value in MD. (2) As the degree of

models. The better performance of the radiation-based

degradation increased from ND to MD, the shallow soil (0-10

models over the other two types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ir

cm) soil bulk density and soil compaction decreased while soil

inclusion of the do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ETa. Overall,

organic matter increased, with the respective minimum and

all models tended to underestimate measured ETa during

maximum values both in MD. The shallow soil texture (0-10

periods of larger evaporative demand (i.e. growing season)

cm)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with increasing degradation,

and overestimate measured ETa during lower evaporative

but the 20-40 cm clay content in H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demand (i.e. non-growing season)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three degradation stages, (3) The

3.Impact of alpine shrub meadow degradation on soil
water retention in ecosystem

MD stage displayed a strong water holding capacity in the
top soil layer (0-10 cm) due to its higher soil organic matter

In this study, four degradation stages were defined:

induced by the thick Mattic Epipedon. Furthermore, the

non-degradation (ND); light degradation (LD); moderate

soil water ret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degradation (MD) and higher degradation (HD). Results

soil organic matter, total soil porosity, capillary porosity and

show that sand content increased while clay content

sand content, but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soil bulk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degradation. In HD treatment,

density, soil compaction, silt content and clay content, the

the available nitrogen and soil bulk density of surface soil

non-capillary porosity exert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oil water

laye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hree

retention.

stages, whereas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nd soil total

5.Restoration of degraded grassland significantly

porosity of surface soil layer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improve soil water storage of alpine grassland on the

soil compaction of 0-10 cm soil depth in HD was reduced

Qinghai Tibet Plateau

significantly. The soil water retention of 0-60 cm soil depth

Soil water storage of degraded grassland increased with

first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degradation and then

the recovery of grassland,The average annual water storage

increased, with the maximum values both occurring in HD,

for the degraded grassland plot was 85.9 ± 12.4 mm, 97.3 ±

and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has an over whelming effect

13.2 mm, 107.3 ± 12.0 mm, 107.9 ± 13.8 mm, 108.2 ± 12.4

on soil water retention than soil texture. As the degree of

mm, 120.7 ± 8.5 mm from 2012 to 2017, respective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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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ly degraded grassland recovered after seven years of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grazing

light grazing, with increases in biomass, litter, and vegetation

intensity, the average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of the four

cover, and a soil water storage capacity 40.5% higher in 2018

successional stable alpine meadow ecosystems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at in 2012. This increase in soil water storage

during the peak season of growth;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was primarily due to an increase in surface soil moisture

0-10 cm soil layer showed the trend of gradual reduction,

content. Soil water storage in the growing season changed

and the rate of reduction in August is faster, and the

periodically ever y year, with a double peak and single

decrease in water content in September is not obvious. The

valley observed in each change curve. The minimum value

soil moisture content of 10-20 cm in Gramineae-Kobresia

usually occurred in mid-August.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community was not obvious, and that of other decreased,

water storage, in order of decreasing contribution, were:

but the change rang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0-10cm

air temperature, litter, soil heat flux, precipitation, and wind

soil layer ; the water storage capacity of 0-10cm and 10-

speed. With the current and futur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20 cm soil layer decreased and then increased. The water

on water conser vation in alpine grasslands, grassland

storage capacity of each soil layer in the four successional

restoration i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water

grassland ecosystems in the growing season decreased

retention capacity of degraded grassland soils.

graduall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fter the restoration

6.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land cover of the

of grassland, the water storage capacity of the ecosystem

QMNNR from 1975 to 2015 in Qilian Mountain National

will b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Nature Reserve

improvement of grassland production func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overall land cover structure
in QMNNR has remained stable, but the area of shrubland,

8.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ssland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potential carbon storage on the Qinghai Plateau

grassland and meadow has been reduced by the expansion

Grassland SOC contents and densities were studied

of cropland and artificial surfaces, and glaciers have retreate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for increased storage through

in the whole area. The warming and humidification of the

recovery on the Qinghai Plateau. The SOC contents of 41

climat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glacial retreat and the

paired soil profiles from areas of nondegraded and degraded

improvement of vegetation conditions, and the economic

grasslands were analyzed in 2012 using a dr y oxidation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surrounding areas determines

method. The average SOC contents of nondegraded and

the method and extent of damage. However, the continuous

degraded grasslands were 3.4 ± 0.3% and 2.4 ± 0.4% (p <

warming and humidification of the climate may increase

0.05). The SOC density changes varied from −5.5 to 13.2 kg/

the water conser vation function of mountain areas and

m2 in a future grassland restoration scenario. The predicted

other ecosystem services, but the long-term effect on the

main regions of potential increasing SOC density wer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ower reaches still needs

counties Zhiduo, Qilian, Menyuan, Maduo, Gande and Zeku.

further study and evaluation.

Moreover, the potential SOC stock would increase by 0.83 pg

7.Comparative study on evapotranspi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stable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on

due to grassland restoration, suggesting a key role of alpine
grassland as carbon sink on the Qinghai Plateau.

the Tibetan Plate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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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8] Da-Wen Qian*, Guang-Min Cao, Yan-Gong Du,

[1] Li-Cong Dai, Xun Ke, Xiao-Wei Guo, Yan-Gong

Qian Li, Xiao-Wei Guo.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Du*, Fa-Wei Zhang, Yi-Kang Li, Qian Li, Li Lin, Cuo-Ji Peng,

human factors on land cover change in inland mountain

Kai Shu, Guang-Min Cao*. Responses of biomass allocation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Qilian Mountain National

across two vegetation types to climate fluctuations in the

Nature Reserve in China.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north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ogy and Evolution,

assessment, 2019, 191(8): 486.

2019, 9(10), 6105-6115.

[9] Fa-Wei Zhang1, Hong-Qin Li1, Yi-Kang Li1, Xiao-

[2] Li-Cong Dai, Xiao-Wei Guo, Xun Ke, Fa-Wei Zhang,

Wei Guo, Li-Cong Dai, Li Lin, Guan-Min Cao*, Ying-Nian

Yi-Kang Li, Cuo-Ji Peng, Kai Shu, Guang-Min Cao,Yan-

Li, Hua-Kun Zhou. Strong seas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Gong Du*. Moderate grazing promotes the root biomass in

shallow groundwater and soil frost in a humid alpine

Kobresia meadow on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Ecology

meadow, north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and Evolution, 2019, 9(16), 9395-9406.

Hydrology, 2019, 574: 926-935 （1 并列第一作者）

[3] Li-Cong Dai, Xun Ke, Yan-Gong Du, Fa-Wei Zhang,

[10] 戴 黎 聪 , 郭 小 伟 , 柯 浔 , 杜 岩 功 *, 张 法 伟 , 李

Yi-Kang Li, Qian Li, Li Lin, Cuo-Ji Peng, Kai Shu, Guang-

以康 , 李茜 , 林丽 , 曹广民 , 朋措吉 , 舒锴 . 青藏高原金

Min Cao, Xiao-Wei Guo*. Nitrogen controls the net primary

露梅灌丛草甸植物群落对退化演替的响应 . 生态环境学

production of an alpine Kobresia meadow in the northern

报 ,2019,28(04):732-740.

Qinghai‐Tibet Plateau.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19,
9(15), 8865-8875.
[4] Li-Cong Dai, Xiao-Wei Guo*, Fa-Wei Zhang, YanGong Du, Xun Ke, Yi-Kang Li, Guang-Min Cao*, Qian Li, Li

[11] 戴黎聪 , 柯浔 , 曹莹芳 , 张法伟 , 杜岩功 , 李以康 ,
郭小伟 , 李茜 , 林丽 , 马建军 , 曹广民 *. 青藏高原矮嵩草草
甸地下和地上生物量分配格局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 . 生态学
报 ,2019,39(02):486-493.

Lin, Kai Shu, Cuo-Ji Peng. Seasonal dynamics and controls

[12] 戴黎聪 , 柯浔 , 曹莹芳 , 张法伟 , 杜岩功 , 李以康 ,

of deep soil water infiltration in the seasonally-frozen region

郭小伟 , 马建军 , 曹广民 *. 气象因子对青藏高原季节冻土的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9,

驱动特征 . 冰川冻土 , 2019: 11-15.

571:740-748.
[5] Yan-Gong Du*, Kai Shu, Xiao-Wei Guo, PengJin Zhu. Moderate grazing promotes grassland nitrous

[13] 戴黎聪 , 柯浔 , 张法伟 , 杜岩功 , 李以康 , 郭小伟 *,
李茜 , 林丽 , 曹广民 . 青藏高原季节冻土区土壤冻融过程水热
耦合特征 . 冰川冻土 , 2019: 1-10.

oxide emission by increasing ammonia-oxidizing archaea

[14] 郭小伟 , 戴黎聪 , 李以康 , 张法伟 , 林丽 , 李茜 , 钱

abundanc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Current Microbiology.

大 文 , 樊 博 , 柯 浔 , 舒 锴 , 朋 措 吉 , 杜 岩 功 *, 曹 广 民 . 不 同

2019, 76(5): 620-625.

退化程度下的高寒草甸主要温室气体通量 . 水土保持研究 ,

[6] Yan-Gong Du*, Geng Zhou, Xiao-Wei Guo, Guang-

2019, 26(05):188-194.

Min Cao.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ssland soil organic carbon

[15] 郭小伟 , 戴黎聪 , 李茜 , 李以康 , 林丽 , 钱大文 , 樊博 ,

and potential carbon storage on the Qinghai Plateau.

柯浔 , 舒锴 , 朋措吉 , 杜岩功 *, 曹广民 . 青藏高原放牧高寒草

Grassland Science. 2019, 65(3): 141-146.

甸主要温室气体通量及其主控因素研究 . 草原与草坪 , 2019,

[7] Yan-Gong Du*, Xun Ke, Xiao-Wei Guo, Guang-Min

39(03):72-78.

Cao, Hua-Kun Zhou. Soil and plant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16] 李茜 , 孙亚男 , 林丽 , 李以康 , 杜岩功 , 郭小伟 , 杨

under long-term continuous grazing of different intensities

永胜 , 曹广民 *. 放牧高寒嵩草草地不同演替阶段土壤酶活性

in an alpine meadow on the Tibetan plateau. Biochemical

及养分演变特征 . 应用生态学报 , 2019, 30(7): 2267-2274.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2019, 85: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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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祁连山南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 . 生态学报 ,
2020, 40(2)（网络出版 2019-11-20 15:36:55）
[18] 舒锴 , 柯浔 , 辛莹 , 郭小伟 , 曹广民 , 杜岩功 *, 周
华坤 . 青藏高原多稳态高寒草甸生态系统蒸散特征对比研究 .
草原与草坪 , 2019, 39(6): 83-88.
2. 专利
[1] 林丽、樊博、李以康、郭小伟、柯浔、曹广民、李玉林、

2019

[4] 郭 小 伟、 杜 岩 功、 戴 黎 聪、 李 茜、 林 丽、 李 以
康、钱大文、樊博、曹广民、张振华、张玉香、柯浔、舒
铠、朋措吉。一种完全 13CO2 且浓度可控的同位素标记箱
（201822176387.2）实用新型专利 .
3. 成果
[1] 李茜、赵光跃、曹广民、李天才、杜岩功、郭小
伟、李以康、林丽、王芳、钱大文、樊博、柯浔、戴黎聪。

李茜、杜岩功。反应管清理器（ZL 2018 2 2091477.1）实用

高寒草地退化演替过程的微生物作用机制。成果登记号：

新型专利 .

9632019J0221.

[2] 林丽、李以康、樊博、郭小伟、柯浔、曹广民、李

[2] 李以康，曹广民，戴黎聪，林丽，李茜。补播恢复

玉林、李茜、杜岩功。元素分析仪可调换样位全自动进样器

草甸的退化阶段选择 - 基于生物结皮对种子萌发的影响。登

（ZL 2018 22089858.6）实用新型专利 .

记号：9632020J0044.

[3] 郭 小 伟、 戴 黎 聪、 杜 岩 功、 李 茜、 林 丽、 李 以

[3] 郭 小 伟、 曹 广 民、 杜 岩 功、 戴 黎 聪、 李 天 才、

康、 钱 大 文、 樊 博、 曹 广 民、 张 振 华、 张 玉 香、 柯 浔、

林 丽、 李 以 康、 李 茜、 周 同 永、 钱 大 文、 樊 博。 不 同 类

舒 铠、 朋 措 吉。 一 种 适 用 于 草 地 的 物 候 观 测 设 备（ZL

型高寒草甸温室气体通量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 成果登记号

201821853793.1）实用新型专利 .

9632019J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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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长期以来，一直从事高寒草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温室气体对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特征；构件属
性演变对高寒草甸水源涵养功能影响研究，着重于高寒草地生产 - 生态功能的演变过程、退化高寒草地空间分异特征及量化
判别体系的建立，草地退化的微生物过程变化；家庭为单位研究其草地功能提升的过程、效果与时效，构建家庭制式草地功
能提升技术体系；高寒草地演化对其水源涵养功能及影响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学科组长简介
张振华，硕士生导师，副研究员。2012 年博士毕业于

Research , Plant and Soil 等 刊 物 共 发 表 论 文 8 0 余 篇 ，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主要从事高寒草地生态

其中第一作者以及同等贡献第一作者 SCI 6 篇，通讯作

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工作。Nature Communications,

者 1 篇 。主 持 以 及 参 与 主 持 国 家 重 大 基 础 研 究 9 7 3 计 划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重点研发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青海省科技

Global Change Biology , Ecology ,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厅应用基础研究等科研项目 8 项，横向课题 1 项。

Meteorology , Journal of Ecology , Soil Tillage and

学科组成员
客 座 教 授： 贺金生
副 研 究 员： 陈立同
硕士研究生： 陈白洁、魏

瑶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研究认为，大多数植物的早期物候随着气候变暖而提

对积温和积冷的贡献不同引起的，因为冬季最高温的变化

前，但有研究发现这种提前趋势逐渐放缓，很少定量评估

主要影响积温，而冬季最低温的变化主要影响积冷。我们

气候变化昼夜增温非对称性对早期物候序列的影响。我们

还发现早期物候序列对昼夜间温度变化的响应是对称的，

利用双向移栽实验平台研究发现冬季昼夜温度变化对早期

也就是说，冬季昼夜均增温 1℃后其对早期物候的影响会

物候序列的影响是相反的，白天增温会提前物候期，而夜

抵消掉，这可能也为当前青藏高原冬季温度变化对早期物

间增温会延迟物候期。 这种反应主要是由于昼夜温度变化

候的影响研究存在争议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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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ine Ecosystem and Global Change Research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Responses and adaptations of alpine grasslan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

Group Leader
ZHANG Zhenhua obtained her Ph.D. in Nor thwest

C h a n g e B i o l o g y, E c o l o g y,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a n d F o r e s t

I n s t i t u t e o f P l a t e a u B i o l o g y, C h i n e s e A c a d e m y o f

M e t e o r o l o g y, J o u r n a l o f E c o l o g y, S o i l T i l l a g e a n d

Sciences in 2012, dedicating to studies on the response

Research,Plant and Soil and so on. Her lab has been

and adaptation of alpine grassland ecosystem to global

funded by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change. She published more than 80 peer reviewed

Grant, National Ke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project,

papers in Nature Communications,Proceedings

NSFC and Qi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 tment.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Global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Changes in day (maximum temperature, TMAX) and

species. Thus, winter mean temperature warming resulted

night temperature (minimum temperature, TMIN) in the

in a net advance of 3.46 d ° C in early phenophases. In

preseason (e.g. winter and spring) may have opposite

contrast, winter TMIN cooling, on average, significantly

effects on early phenophases (e.g., leafing and flowering)

advanced early phenophases by 5.12 d ° C, but winter

due to changing requirements of chilling accumulations

T M A X c o o l i n g d e l a y e d t h e m b y 7 . 4 0 d ° C a c ro s s s i x

(CAC) and heating accumulations (HAC), which could

common species, resulting in a net delay of 2.28 d °C for

cause advance, delay or no change in early phenophases.

winter mean temperature cooling. The opposing effects of

However, their relative effects on phenology are largely

TMAX and TMIN warming on the early phenophases may

unexplored, especiall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Here,

be mainly caused by decreased CAC due to TMIN warming

observations were performed using a warming and cooling

(5.29 times greater than TMAX) and increased HAC due to

experiment in situ through reciprocal transplantation

TMAX warming (3.25 times greater than TMIN), and similar

(2008-2010)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 found that

processes apply to TMAX and TMIN cooling. Therefore,

winter TMIN warming significantly delayed mean early

our study provides another insight into why some plant

°

phenophases by 8.60 d C, but winter TMAX warming

phenophases remain unchanged or delayed under climate

advanced them by 12.06 d oC-1 across six common

ch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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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fungal disease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nitrogen and

[1] Wang Q#, Zhang ZH#, Du R, et al. 2019. Richness

phosphorus additions in Tibetan alpine meadows. Ecological

of plant communities plays a larger role than climate in

Research. doi.org/10.1111/1440-1703.12064.

determining responses of species richness to climate change.

[5] Zhu SS, Dai GH, Ma T, Chen LT, et al., 2019.

Journal of Ecology, DOI: 10.1111/1365-2745.13148. ( 同等

Distribution of lignin phenols in comparison with plant-

贡献一作 )

derived lipids in the alpine versus temperate grassland soils.

[2] Meng FD, Zhang LR, Zhang ZH, et al., 2019.

Plant and Soil 439: 325-338.

Opposite effects of winter day and night temperature

2. 获奖

changes on early phenophases. Ecology, DOI: 10.1002/

张振华作为团队主要

ecy.2775.
[3] Jia J, Cao ZJ, Liu CZ, Zhang ZH, et al., 2019. Climate

成 员 之 一，“ 气 候 变 化 背
景下高寒草地生产 - 生态

warming alters subsoil but not topsoil carbon dynamics in

功能维持和提升机制研究”

alpine grassland. Global Change Biology. DOI: 10.1111/

获得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

gcb.14823.

奖一等奖 .

[4] Liu X , Lu YW, Zhang ZH, Zhou SR, 2019. Foliar

—94—
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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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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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方式对高寒草地的影响。

学科组长简介
李英年，研究员，男，汉族，1962 年 9 月出生。1982.8-

中日合作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

1990.2， 在 青 海 省 气 象 局 从 事 大 气 监 测、 预 报 等 工 作。

导科技专项等项目。曾被青藏研究会评为第三届青藏研究

1990.3- 至今，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海北

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研究成果“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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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变化”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7 完成人），“三

及生态学研究工作，涉及气象学、生态学、环境、全球变

江源湿地变化与修复研究与示范”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二等

化等领域。多年来主持和参加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

奖（7 完成人）。先后发表论文和参与编写著作 200 多篇

大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计划课题、

（部），其中 SCI 收录有 20 余篇。

学科组成员
副 研 究 员： 杨永胜
博士研究生： 祝景彬、王春雨
硕士研究生： 罗芳林、张光茹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昼夜气温日较差（ADT）

ADT 呈负线性相关。偏相关分析和分类回归树（CART）

持 续 减 小， 这 将 会 对 高 寒 草 地 生 态 系 统 的 碳 平 衡 造 成 深

分 析 都 表 明， 在 控 制 CO 2 通 量 的 日 变 化 中， 最 高 气 温

刻 影 响。 在 此， 我 们 分 析 了 2003 年 至 2016 年 青 藏 高 原

（MaxTa）或最低气温（MinTa）比 ADT 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高寒灌丛生态系统在生长季的 CO 2 通量对 ADT 的响应。

在月尺度上，GPP 和 NEE 分别与 MaxTa 呈显著正相关和

在日尺度上，净生态系统交换（NEE）和总初级产量（GPP）

负 相 关， 而 MinTa 与 RES 呈 显 著 负 相 关。 月 ADT 对 CO 2

对 ADT 呈 二 次 曲 线 关 系， 而 生 态 系 统 呼 吸（RES） 与

通 量 的 影 响 相 对 较 小。 在 年 尺 度 上， 只 有 MaxTa 在 G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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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RES 的 变 化 中 有 主 导 作 用。 年 NEE 与 ADT、MaxTa 和

虑到 MaxTa 对 GPP 和 MinTa 对 RES 的正向影响，在未来

MinTa 的 响 应 不 显 著。NEE 与 ADT 在 日、 月、 年 尺 度 上

日 较 差 减 小 的 背 景 下， 将 会 间 接 地 刺 激 更 多 的 碳 损 失，

的 直 接 相 关 性 较 小， 这 与 之 前 的 假 设 相 矛 盾。 但 是， 考

削弱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

The Response and Adaptability af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 Processes and Functions
to Global Change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Global change ecology:
1. Carbon flux of ecological system; Coupling of carbon-nitrogen-water-heat; Carbon potential;
2.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land use patterns on the alpine grassland.
>>>>>>>>>>>>>>>>>>>>>>>>>>>>>>>>>>>>>>>>>>>>>>>>>>>>>>>>>>>>>>>>>>>>>>>>>>>>>>>>>>>>>>>>>>>>>>>>>>>>>>>>>>>>>>>>>>>>>>>>>>>>>>>>>>>

Group Leader
LI Yingnian, professor, male, born in September 1969.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Strategic pilot science and

1982.8-1990.2, worked at meteorological agency In Qinghai

technology project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rovince on atmospheric monitoring and forecast, etc. From

so on. Once, he was honored with “Outstanding youth

March 1990 until now, he has been working at Northw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of the Tibet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is research-"Alpine meadow ecosystem and global change"

/ Haibei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and

won the first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e progress prize in

engaged in meteor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cology resear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 persons involved) and "Research

involving meteorology, ecology, environment and global

and demonstration of changes and repair of three rivers’

change, etc. So far, he has hosted projects including the

wetland"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Qinghai province progress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priz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 persons involved). He has

sciences,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published and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200 articles, 20of

(973),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project, National natural

which were included by SCI.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The amplitude of the diurnal temperature (ADT) has

negatively linearly correlated with ADT. Partial correlation,

been decreasing under climate change, with substantial

and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CART) analysis, both

anticipated effects on alpine grassland carbon budgets. Here,

showed that the maximal (MaxTa) or minimal air temperature

we quantified the temporal response of the growing seasonal

(MinTa), rather than ADT, played much more important role

CO2 fluxes to ADT over alpine shrubland on Qinghai-Tibetan

in daily variations of CO2 fluxes. At a monthly scale, GPP and

Plateau (QTP) from 2003 to 2016. At a daily scale, net

NEE were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controlled by MaxTa

ecosystem exchange (NEE) and gross primar y production

while RES was negatively determined by MinTa, respectively.

(GPP) quadratically responded to ADT with optimum values

Monthly ADT exerted a negligible influence on monthly CO2

of 15.4 and 13.4 C, respectively. Ecosystem respiration (RES)

fluxes. At an annual scale, only MaxTa played a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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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variations of GPP and RES. NEE did not significantly

ecosystems. Giv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MaxTa on GPP and

respond to ADT, MaxTa or MinTa. The little direct correlations

MinTa on RES, our study would suggest that a decreasing

between NEE and ADT at daily, monthly or annual scales

ADT could indirectly stimulate more carbon loss and weaken

contradicts a previous hypothesis that a larger ADT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of alpine shrublands under

would enhance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over alpine

the scenario of further increases in MinTa over QTP.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Journal of Phytoremediation, 2019, 21(3):268-278.

[1] Li HQ, Zhu JB, Zhang Fw, et al. Growth stage-

[4] 李 红 琴 , 张 法 伟 , 毛 绍 娟 , 等 . 放 牧 强 度 对 青 海

dependant variability in water vapor and CO2 exchanges over. a

海北高寒矮嵩草草甸碳交换的影响 . 中国草地学报 .2019,

humid alpine shrubland on the northeastern Qinghai-Tibetan

41(2): 16-21.

Plateau.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019,
268:55-62.
[2] Zhu JB, Li HQ, Zhang FW, et al. Little direct effect

[5] 苟照君 , 李英年 , 刘峰贵 , 等 . 黄河上游高寒草地
土壤全氮含量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生态学杂志，2019,
38(9):2585-2594.

of diurnal temperature amplitude on growing seasonal CO2

[6] 李小娟 , 张莉 , 张紫萍 , 等 . 高寒草甸生物结皮发

fluxes in alpine humid shrubland, Qinghai-Tibetan Plateau.

育特征及其对土壤水文过程的影响 . 水土保持研究 , 2019,

Ecological Research, 2019, DOI: 10.1111/1440-1703.12106.

26(6): 139-144.

[3] Yang YS, Zhang L, Chen XF, et al. Effect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on the rapid cultivation of moss crusts
in a phytotro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China. International

2. 出版专著
[1] 李英年 , 贺慧丹，杨永胜 , 张法伟 . 覆被变化与高
寒草甸水分过程概论 . 兰州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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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动物生殖生物学学科组
中文部分

主要研究方向
实验室主要使用动物分子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等手段，利用生殖干细胞体外培养体系、移植技术和
基因编辑技术，以模式动物小鼠和高原特有动物为模型，系统研究哺乳动物雄性生殖干细胞命运决定和减数分裂启动及
完成的分子调控途径。目前主要研究性原细胞向精原细胞发育的分子调控机制和成年动物精原干细胞发育及维持的关键
调控分子。

学科组长简介
杨其恩，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科学院“A 百人计划”

生物学课题组 ,2015 年获“百人计划”择优支持。在 PLoS

入选者，青海省创新人才“千人计划”领军人才。2004 年

Genetics,Development,Journal of Cell Science,Current

本科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2006 年在中国农

To p i c s i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B i o l o g y, B i o l o g y o f

业 大 学 动 物 遗 传 育 种 与 繁 殖 专 业 获 得 硕 士 学 位。2010 年

Reproduction 和 Reproduction 等生殖和发育生物学领域

获得佛罗里达大学动物细胞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

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编著中英文专著各 1 部。

2011 年 6 月至 2014 年 4 月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生殖生物学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中国

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获得 Lalor 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

科学院百人计划，中国科学院先导项目专题和青海省应用基

资 助。2014 年 5 月 至 2014 年 11 月 任 华 盛 顿 州 立 大 学 研

础项目等。

究助理教授。2014 年 12 月，全职回国组建高原动物生殖

学科组成员
助理研究员： 贾功雪
博士研究生： 闫荣格、王国文、李
王玉军、高
硕士研究生： 贺

年/度/报/告

雪、伍仕鑫

珍、陶海萍、王菲晨

毕业研究生 : 李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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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家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畜种，对高寒极端环境有良好的

存在发育延迟现象。通过睾丸差异基因表达分析发现，牦

适应能力，但放牧条件下牦牛繁殖率低，性成熟晚。目前，

牛性原细胞向精原细胞转变过程中有 11904 个差异显著的

我们对牦牛生殖生理，尤其是精子发生缺乏了解。精子发生

转录本，精原细胞向精母细胞发育过程中有 4381 个差异

是一个细胞特化的复杂发育过程，主要包括精原细胞的有丝

显著转录本，精母细胞到精子发育过程中仅有 2459 个差

分裂、精母细胞的减数分裂以及精子变形三个重要的步骤。

异显著的转录本。通过进一步分析筛选，发现趋化因子受

持续、稳定的精子发生依赖于精原干细胞的形成和功能维持。

体 CXCR4 仅在性原细胞以及一小部分精原细胞表达，可作

哺乳动物精原干细胞来源于胎儿期形成的性原细胞，后者在

为性原细胞和精原细胞筛选的表面标记。本研究为理解牦

出生后的性腺内发育为精原干细胞和分化型精原细胞。

牛生殖细胞发育过程以及挖掘重要的精原干细胞调控因子

高原动物生殖生物学科组通过组织学、免疫组织化学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筛选牦牛远缘杂交雄性不育基因

以及转录组等方法研究了 3 月龄、5 月龄、8 月龄以及 24

提供了数据支持。以此为基础数据，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面

月龄四个不同发育时期雄性牦牛生殖细胞发育过程，发现

上项目 1 项。2019 年度接收 SCI 论文 4 篇，正式发表 2 篇，

牦牛性原细胞向精原细胞的过渡时间和普通牛相似，并不

核心期刊 1 篇。

Reproductive Biology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Sepermatogonial stem cells(SSCs) provide foundation for continued spermatogenesis.Our long-term goal is to decipher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echanisms that control SSC fate decisions.Our current interest includes:
1.germ cell development and hybrid male infertility;
2.the role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Tbr2 in mouse spermatogonial development;
3.function of somatic cells in supporting spermatogonial pool formation and spermatogonia fate decisions.
>>>>>>>>>>>>>>>>>>>>>>>>>>>>>>>>>>>>>>>>>>>>>>>>>>>>>>>>>>>>>>>>>>>>>>>>>>>>>>>>>>>>>>>>>>>>>>>>>>>>>>>>>>>>>>>>>>>>>>>>>>>>>>>>>>>

Group Leader
YANG Qien, Ph.D,Yang earned a bachelor ’s degre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is lab uses genetically

in Animal Science in 2004 and a master ’s degree in

modified mouse models and large animals to study stem

Animal Genetics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in 2006 from

cell fate decisions and meiotic progression in the male

th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He obtained his Ph.D.

germ cells. He published more than 20 peer review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in 2010. After 4 years as a

papers in Development, PloS Genetics, Journal of Cell

Lalor Foundation Postdoctoral Fellow then as a research

Sciences,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His lab has been funded by National Key Development

he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and established a new

and Research project, NSFC and Qinghai Science and

laborator y at the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Technology Depart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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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Spermatogenesis is a cellular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expressed during the gonocyte to spermatogonia transition,

that includes three major events: mitosis of spermatogonia,

the mitosis to meiosis transition and the meiosis to post-

meiosis of spermatocytes and spermiogenesis. Steady-state

meiosis transition. Fur ther analyses identified a list of

spermatogenesis relies on functions of spermatogonial stem

candidate genes than may regulate these impor tant

cells (SSCs).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foundational SSC

cellular processes. CXCR4, a previously identified SSC niche

pool is essential for continued spermatogenesis in mammals.

factor in mouse, was one of the up-regulated genes in the

Currently, our knowledge about SSC and spermatogenesis

5 months old yak testis. Results of immunohistochemical

is severely limited in domestic animals. We examined

staining confirmed that CXCR4 was exclusively expressed

transcriptomes of testes from domestic yaks at four different

in gonocytes and a subpopulation of spermatogonia in the

stages (3, 5, 8 and 24 months of age) and attempted to

yak testis.Together,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d histological

identify gen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key developmental

changes of postnatal testis development in the domestic yak.

events of spermatogenesis. Histological analyses showed that

During development of spermatogonial lineage, meiotic and

the most advanced germ cells within seminiferous tubules of

haploid germ cells are supported by dynamic transcriptional

testes from 3, 5, 8 and 24 months old yaks were gonocytes,

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Our transcriptomic analyses

spermatogonia, spermatocytes and elongated spermatids,

provided a list of candidate genes that potentially play

respectively. RNA-sequencing (RNA-seq) analyses revealed

crucial roles in direc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SC and

that 11904, 4381 and 2459 genes were differentially

spermatogenesis in yak.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RG, Zhang RN, Jia GX, Ai DQ, Yang QE*. Gene expression

[1] Li YC#, Wang GW#, Xu SR, Zhang XN, Yang

dynamics during the gonocyte to spermatogonia transition

QE*. The expression of 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s and

and spermatogenesis in the domestic yak. Journal of

distribution of selected histone methylations in testes of

Animal Science & Biotechnology. 2019 Jul 12;10:64.

yak and cattle-yak hybrid. Theriogenology. 2020 Mar
1;144: 164-173.

[4] Wa n g YJ, J i a G X , Ya n R G , G u o S C , T i a n F,
Ma JB, Zhang RN, Li C, Zhang L Z, Du YR*, Yang QE*.

[2] He Z, Yan RG, Zhang XN, Yang QE*.Ring 1 and YY1

Testosterone-retinoic acid signaling directs spermatogonial

Binding Protein Is Expressed in Murine Spermatocytes but

differentiation and seasonal spermatogenesis in the

Dispensable for Spermatogenesis. Genes. 2020 Jan 11; 11(1).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 zoniae). Theriogenology.

[3] Wang GW#, Li YC#,Yang QL, Xu SR, Ma SK,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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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植物光合生理学科组
主要研究方向
目前主要进行高山植物的逆境生理、强风沙流胁迫下荒漠植物光合机构的伤害及修复机制、和高原春小麦潜在高产的生
理基础研究。

然科学基金项目、青海省科委基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重点
项目等研究工作。近两年来，本学科组主要借助便携式叶绿
素荧光调制分析仪和叶绿素荧光图像分析仪，采用荧光猝灭
和暗弛豫分析技术，研究了植物叶片光合机构的能量吸收和
光化学、非光化学途径的激发能分配特性。迄今已在国内外
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研究论文 60 余篇，并参加了《中国嵩草草
甸》
（周新民主编）的编著和《植物生理生态学》
（蒋高明主编）
的编写工作；出版《强太阳紫外辐射下高山植物光合生理》
专著一部。为国内核心期刊《生态学报》、
《植物生态学报》、
《山

学科组长简介
师生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
学科带头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先后参加和主持了国家自

地学报》、《应用生态学报》等刊物的审稿专家；也被邀请
作 为 The Crop Journal,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 和 PLOS 的审稿专家。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高寒草甸小嵩草的逆境生理研究：探讨了低温逆境下

体系优化研究 ( 国统制 [2018]196 号 )

高山嵩草 PSII 反应中心的非光化学猝灭保护机理；证明，

甘肃省林业科技进步奖 ( 证书编号：2018-J2-011-R9)：

低温引起的 PSII 光合功能降低是限制青藏高原高山嵩草生

河西荒漠区沙地云杉引种繁殖及造林技术研究 ( 获奖时间：

长的一个原因。

2018/9/14)

荒漠植物梭梭对风沙流胁迫的适应机制研究：证明持

高原春小麦潜在高产的生理基础研究：研究了开花期

续风沙流胁迫下梭梭幼苗的水分失衡可显著影响 PS Ⅱ反应

旗叶光合作用的光抑制现象 , 及 PSII 非光化学猝灭组分中

中心活性，也是限制人工梭梭林自我更新，导致种群退化

光诱导和非光诱导能量耗散的量子产量变化，阐述了高原

的一个关键因素；发现了逆境胁迫下植物的超补偿效应，

春小麦的潜在高产原因。证明，光合功能的快速修复是青

及光合功能的不稳定性。

藏高原春小麦抵御光抑制的原因；高原春小麦在高原强光

成果证书：基于植物生理生态适应性分析的防风固沙

逆境下存在趋同适应性。

Group Of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physiology of adversity on alpine plants, the damage and repair of
photosynthetic mechanism of eremophyte under the blows of strong sediment-carrying wind, 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high yield of highland spring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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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Leader
SHI Shengbo, doctoral supervisor, professor, academic

analysis techniques. So far,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60

leader of natu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Qinghai

research papers in academic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Province;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He ha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Kobresia

successively participated in and presided over the research

meadow" (edited by ZHOU Xinmin) , "Plant Physiological

work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Ecology " (edited by Jiang Gaoming), and published a

the foundation of Qinghai Provincial Science, key projects

monograph on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y of Alpine Plant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past two years,

under Strong Solar Ultraviolet Radiation”. He was invited

He has studied the energy absorption of photosynthetic

as an exper t in reviewing manuscripts of domestic core

a p p a r a t u s a n d t h e e x c i t a t i o n e n e rg y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f

periodicals such as Acta Ecologica Sinica, Chinese Journal

photochemical and non-photochemical pathways, mainly

of Plant Ecology, Mountain Research, Chinese Journal of

with the help of portable modulated chlorophyll fluorometer

Applied Ecology, etc. and also invited as reviewers of The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image analyzer, based on

Crop Journal, 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quenching and dark relaxation

PLOS.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Research on physiology of alpine species of Kobresia
pygmaea: The PSII non-photochemical quenching protection

overcompensation effect and the instability of photosynthetic
apparatus in adversity were found.

mechanism under adversity was discussed. It was proved that

Physiological basis of the potential high yield of spring

the decrease of photosynthetic function of PSII caused by low

wheat in Qinghai Tibet Plateau: The photosynthetic photo-

temperature wa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restrict the growth

inhibition of flag leaves in flowering stage and the quantum

of K. pygmaea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yield changes of light-induced and non-light-induced

The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Haloxylon ammodendron

energy dissipation in PSII non-photochemically quenching

to sediment-carr ying wind: Proved that the imbalance of

components were studied. It was proved that the rapid

water in H. ammodendron seedlings under continuous

restoration of photosynthetic function was the reason for the

sediment-carr ying wind could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SII

resistance to light suppress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activity, was also limited self-renewal of artificial forestr y

there existed a convergent adaptability under strong solar

and a key factor which causes population degradation; The

radiation.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2]

Progress award in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Achievement certificate: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of Gansu Province (certificate No. 2018-J2-011-R9): Research

of wind-protection and sediment fixation system based on

on introduction, propagation and afforestation technology

the analysis of plant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spruce in sandy land of Hexi desert region (award time:

(National Control [2018] No. 196)

20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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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哺乳动物种群调节与生物防控学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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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组长简介
边 疆 晖， 研 究 员。 主 要 从 事 小 哺 乳 动 物 种 群 生 态 学

学科组成员
副 研 究 员： 曹伊凡

及 鼠 害 防 治 的 研 究。 先 后 主 持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博士研究生： 尚国珍、杨元罡、吴学琴

目 5 项，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以及西北之

硕士研究生： 陈慧青

光联合学者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子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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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
1 项。 在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Oikos, Oecologia,
Functional Ecology 等动物学顶级期刊及国际主流生态学
期刊发表论文。2015 年获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兼任《兽类学报》副主编，《动物学杂志》编委，
中国兽类学会理事，中国生态学会动物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9 年代表性研究成果
捕食和寄生物是影响小型啮齿类动物种群波动的两个
重要的外部因子，当作用于同一猎物或宿主时，会对其种群

论可广泛应用于小型啮齿类动物的种群管理与鼠害的生物防
治。相关结果发表于 Oecologial。

动态通过非叠加效应产生重要的影响。采用析因设计，通过

动物食性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并各有所长，确定何种方法

控制捕食者和寄生物研究了对根田鼠越冬存活的影响。结果

能够准确的反映出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物组成对探索小哺乳动物

表明，捕食和寄生物对根田鼠的越冬存活率具有强烈的负向

食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显微组织分析法对 12 只

协同效应。捕食者通过抑制根田鼠的免疫力增加球虫的感染

高原属兔胃和结肠内容物进行分析比较。结果指出，胃内容物

率和感染强度，球虫感染又降低了根田鼠身体状况，从而降

中，取食植物的 Simpson 指数、 Shannon 指数、食物生态位

低了根田鼠的反捕食能力，增加了根田鼠的易捕食性。该结

的宽度指数均高于结肠内容物。由此表明，胃内容物比结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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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近期投递与 Journal of Mammalogy，现已返修。
寄生物普遍存在与自然界中，并且是影响动物健康的重
要因素。动物的免疫系统是动物抵抗寄生物的重要屏障。当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二者对根田鼠种群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

有机体被寄生物感染后，机体会通过一系列的免疫应答抵抗

在春节，捕食和寄生物的协同效应降低了根田鼠的种群数量，

寄生物的侵害，然而，动物正常免疫功能的维持和免疫防御

这种效应降低了整个实验期间根田鼠的种群数量。在繁殖早期，

是一个高耗能的生理过程。因此，寄生物感染可能会通过降

捕食者诱导的捕食应激显著抑制了根田鼠的种群补充，随着种

低宿主对能量的摄取而抑制宿主的免疫功能。本研究在野外

群数量的逐渐上升，种群数量在秋季达到高峰。在繁殖末期，

实验围栏内，通过球虫感染和利用驱虫剂驱虫寄生物处理，

预防捕食处理下显现出密度制约性繁殖，种群补充率下降。此

测定了 PHA 反应，抗 KLH IgG 水平和血象参数，结果发现，

外，捕食显著影响子代的质量。在整个繁殖期，我们未发现寄

球虫感染显著抑制了根田鼠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该结果

生物及捕食与寄生物的协同效应对根田鼠种群增长的影响。该

发表于兽类学报，目前正在返修。

Population Regulation for Small Mammal Population and Biological Control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Population ecology;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self-regulation and rodent pest management.
>>>>>>>>>>>>>>>>>>>>>>>>>>>>>>>>>>>>>>>>>>>>>>>>>>>>>>>>>>>>>>>>>>>>>>>>>>>>>>>>>>>>>>>>>>>>>>>>>>>>>>>>>>>>>>>>>>>>>>>>>>>>>>>>>>>

Group Leader
BIAN Jianghui was graduated from Gansu Agricultural

Division of Mammalogy, China Zoological Society. His research

University with Bachelor Degree. In 2011, he obtained his M.D and

interests were population ecology and biological rodent control. In

ph. D. in animal ecology i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recent years, he take charge of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03, he was Postdoctor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West Light Foundation of The

fellow in College of Bi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e is Editorial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gram of

member of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member of the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National Key Technology

Animal Ecology, China Ecological Society, and member of the

R&D Program et al.

>>>>>>>>>>>>>>>>>>>>>>>>>>>>>>>>>>>>>>>>>>>>>>>>>>>>>>>>>>>>>>>>>>>>>>>>>>>>>>>>>>>>>>>>>>>>>>>>>>>>>>>>>>>>>>>>>>>>>>>>>>>>>>>>>>>

Research Progress in 2019
Predators and parasites are two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on survival. Importantly, we found that predators increased

affecting the population fluctuation of small rodents. They can

both the prevalence and intensity of coccidian infection in vole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rough immune suppression induced by predation stress, while

preys or hosts through non-additive effect. In this study, we

increased coccidian infection reduced body condition of voles,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predator

which may impair anti-predator ability and lead to an increase

and coccidian parasite interactions on over winter sur vival

in predation. This conclusion can be widely used in population

and the likely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management of small rodents and biological control of rodent

in the root vole (Microtus oeconomus) through a factorial

pests. This finding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Oecologial.

experimental design where we manipulated predator exclusion

The studies methods of small animal food habit are

in combination with parasitic removal in enclosures. We found

diverse and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Which methods

a strong, negativ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redators and coccidia

can accurately reflect the food composition have a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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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 for the explore of the food habit of small

the duration of the experiment. Interestingly, we found a

mammals. In this study, the contents of gastric and colon of

suppression of reproduction mediated by density-induced

12 plateau pikas (Ochotona curzoniae) were analyzed by

stress in the peak phase for those populations that were

microstructur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Simpson index,

protected from predation. Moreover, predation, parasites and

Shannon index and food niche width index in the gastric

density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the offspring. This finding was

cont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lon contents. Our

published Journal of Mammalogy and revised now.

finding shown that the gastric contents can more accurately

Parasites are ubiquitous in nature and are an important

reflect the food compositions of plateau pikas than colon

factor affecting animal health.The animal's immune system is

contents,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analysis of food

an important barrier against parasites.When an organism was

habits of small mammals. The study was published in the

infected by parasites, the organism will resist the invasion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of the parasite through a series of immune responses.

Basis on the previous studied about the effects of

However, the maintenance of normal immune function and

predation and parasite on the overwinter survival of the root

immune defense of an animal is an costly physiological

vole, we further studied the effects of both factors on the

process. Thus, parasitic infections may inhibit host immune

population growth of the root vol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unction by reducing the host's energy intake. In this study,

an expected synergistic effect on recruitment rate was not

we measured phytohemagglutinin (PHA) response, anti-

found. Instead, we found phase-related effects of predation

keyhole limpet hemocyanin immunoglobulin G (anti-KLH IgG)

on recruitment of root voles. in spring, predators reduced

level and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of root voles (Microtus

the population number by killing prey, whereas the decline

oeconomus) by controlling infection of coccidioides in

was potentiated in combination with parasitism, which

the enclosur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occidian infection

limited subsequent subsequent amplitude of population

on immune fun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fection

growth over summer. In early summer, the predation risk

of coccidiosi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humoral and cellular

reduced recruitment by the predator-induced stress effects,

immunity of root voles. This study was published in the Acta

whereas the effects of parasites were not found throughout

Theriologica Sinica, and revised now.

>>>>>>>>>>>>>>>>>>>>>>>>>>>>>>>>>>>>>>>>>>>>>>>>>>>>>>>>>>>>>>>>>>>>>>>>>>>>>>>>>>>>>>>>>>>>>>>>>>>>>>>>>>>>>>>>>>>>>>>>>>>>>>>>>>>

本学科组获奖、申请 / 授权的专利、成果、新品种等成果
1. 发表论文

Prevalence and parasite composi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parasites

[1]

Guo-Zhen Shang, Ya-Hui Zhu, Yan Wu, Yi-Fan Cao,

in the endangered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from

Jiang-Hui Bian. Synergistic effects of predation and parasites on the

the calving ground of hoh xil natural world heritage site, qinghai,

overwinter survival of root voles. Oecologia, 2019:191:83–96.

china. 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2019.

[2] Yin-Fan Cao, Yan-Bin Yang, Duszynski DW, Ya-Hui

[4] Guo-zhen Shang, Yuan-gang Yang, Ya-hui Zhu, Xue-

Zhu, Tong-Zuo Zhang, Guo-Zhen Shang, Jang-Hui Bian. Five

qing Wu, Yi-fan Cao, Yan Wu, Jiang-hui Bian. A complex regulating

new species of Eimeria Schneider, 1875 from the endangered

pattern induced by the effects of predation and parasites on root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Abel) (Artiodactyla:

vole (Microtus oeconomus) populations during the breeding

Bovidae: Caprinae) in the Hoh Xil Nature Reserve Area of

season. Journal of mammalogy. ( 已返修 )

Qinghai Province, china. Systematic parasitology, 2019 : 1-10.
[3]

Yi-fan Cao, Yuan-gang Yang, Duszynski DW, Ya-hui

Zhu, Guo-zhen Shang, Chu Hou, Tong-zuo Zhang, Jiang-hui Bian.

2. 中文核心论文 1 篇
[1]

尚国珍，吴学琴，朱亚辉，曹伊凡，吴雁，边疆晖 .

野外条件下球虫对根田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已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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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平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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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108
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110
海 东 生 态 农 业 试 验 站 ………………………………………………………………………111
武威绿洲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试验站………………………………………………………113
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115
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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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与 学 报 编 辑 部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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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测研究站
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联系人：曹广民
电

话：0971-6123010

E-mail：hbg@cern.ac.cn
网

址：http://hbg.cern.ac.cn/

学术交流
全年接待来站工作人员 4560 人天，举办了高原生物学
菁英班和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同时 2019 年度海北站先
后有 22 人参加了中国生态学会、土壤学会、青藏高原学会
及动物学会的学术交流。
科研服务

成立时间

海北站 2019 年科研服务单位 15 个，包括北京大学、

1976 年，现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CERN) 和国家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中科院大学、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员（CNERN）。1989 年成为中国生

青海大学、中科院地理所、中科院植物所、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态系统研究网络 (CERN) 开放台站，1992 年成为 CERN 重

中科院动物所等。提供数据服务 74 人次，其中线上数据服

点站，2006 年成为国家科技部野外观测站。

务 39 人次，线下服务 25 人次，对外数据提供量 74300 条，

研究目标
海北站以祁连山典型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
瞄准实施祁连山生态安全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高原生
物学发展前沿，重点开展高原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监测，

数据服务量 332M，支撑所内项目 49 项，外单位项目 28 项。
人才培养
培养博士 10，硕士 17 人。依托本台站完成硕博培养的
外单位博士 11 人，硕士 7 人。

系 统 演 化 对 其 功 能 影 响 及 其 发 生 的 生 物 学 机 制， 生 态 系

2019 年工作重点：围绕高寒草地与灌丛的退化问题，

统 适 应 性 管 理 及 功 能 提 升 技 术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为 保 障 祁

在海北站现有长期监测场、放牧草地退化观测场、小流域

连 山 屏 障 功 能 的 发 挥 和 我 国 水 资 源 的 安 全， 提 供 科 学 依

高寒草地水源涵养功能演变观测场、天然灌丛与草甸观测

据与技术支撑。

场，开展草地水分蒸发、水分运移、植物水分利用模式、

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人类活动对草地水源涵养影响、不同退化类型高寒灌丛恢

1. 青藏高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与响应；

复等研究专题。

2. 高寒草地水文过程与水源涵养功能提升；

研究成果

3. 高寒草地代表生物种群、形态、功能及其对干扰的

2019 年 度， 发 表 研 究 论 文 70 篇， 其 中 SCI54 篇，

响应；

CSCD16 篇。 获 批 专 利 3 项。 完 成 结 题 项 目 14 项， 在 运

4. 极端环境的生物适应与进化；

行项目 29 项，新争取课题 14 项。分别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5.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与生物资源的保护。

金面上、青年项目、STS 和地方政府项目。当年总到位经

长期监测

费：1373.61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 332.53 万元，自然科

在 CERN 的安排和部署下，对监测人员进行了合理的

学基金委 183.93 万元，国家科技部 58.0 万元，中国科学院

任务分工和有机统一组合，进一步强化了分析力量，自行分

739.15 万元。在地方政府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所争取的

析了绝大部分土壤、植物、水分的监测指标，完满完成了

项目经费逐年增大，海北站的工作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

2019 年的水分、土壤、生物和气象的各方面的各项监测任务，

2019 年新争取青藏高原二次科考子专题 2 项，海北站为推

观测数据量 100 余万条。

动二次科考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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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站照片

海北站主要观测平台

2. 海北站仪器照片

（3）青海生态学会、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一百余
人来站举行夏令营活动

气象站、大型蒸渗系统、河流测流堰系统、干湿沉降采样器
（4）海北站线上数据服务与网站访问

3. 研究成果、获奖照片
（1）成果两项（不同类型高寒草甸温室气体通量特征及其
机制研究，高寒草甸退化演替过程中微生物作用机制）

（2）支撑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Journal of Ecology、
Global Change Biology 国际影响力研究论文（2019 支撑 70 篇研究
论文，其中 IF ≥ 4 sci 论文 18 篇）。
—109—
年/度/报/告

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联系人：赵

亮

E-mail：lzhao@nwipb.cas.cn

（3）对鼠兔的行为进行了量化，发现高原鼠兔在高海
拔地区比低海拔地区更温顺，活跃度低。在高海拔，种群的
活动性和温顺性呈显著负相关，而在低海拔种群中不存在此
关系。这一结果支持了生活节奏综合征（POLS）假说：假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

定行为、生理和 / 或形态学特征介导了当前和未来生殖或生

测研究站（简称三江源站）成立于 2009 年，位于青海省果

存之间的权衡，这些特征在慢 - 快的生活史连续统中共同进

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镇。三江源站立足三江源区及三江

化。

源国家公园，瞄准国家生态文明战略需求和区域生态建设和

2019 年在运行项目 63 项；新争取 / 开展课题 20 项，

保护的需求，依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重

分别为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院 STS 项目，青海省重大

点开展生物与极端环境耦合关系和草地生态系统演化、高原

科技专项等，总经费 8000 余 万元。2019 年度，公开发表

生态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监测和研究，支撑区域经

论文 86 篇，其中，SCI、EI 论文 47 篇，CSCD 论文 39 篇；

济持续发展，服务于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国家公园建设，最

参与编写专著 1 部，授权专利 5 项，编写咨询报告 2 项并得

终成为“监测、研究、研发、示范和科普”的五位一体的有

到相关领导批示，编写和参与编写地方标准 2 项，获 2018

影响力野外研究站。

年度青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2019 年，中国科学院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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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进行土、气、生的常规监测，还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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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果
（1） 通 过 国 家 公 园 区 域 内 家 畜（ 家 耗 牛 和 藏 系 绵
羊）和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藏羚、藏原羚、野耗牛
和西藏野驴的营养生态位体积和重叠，现有家畜和主要野
生有蹄类草食动物的数量（分别为 116.70×104 羊单位和
31.40×104 羊单位），保障当地牧民（6.43×104 人）基本
生活需求的家畜存栏量（123.07×104 羊单位）等核算出该
国家公园需要保护的自然区域面积最低比例，即自然比例（
Nature Proportion, N%），其理论值、现实值和预期值分
别为 90% 、30% 和 74%；
（2）提高日粮精料含量提高了藏羊的生长性能，45%
精料饲喂的藏羊获得了较好的生长性能；精料的加入使得瘤
胃发酵由醋酸发酵改为丙酸发酵，提高了藏羊的能量利用
效率；浓缩物含量的增加显著降低了瘤胃细菌的多样性，
改变了一些核心细菌的丰度（日粮精料与饲草比，0:100，
15:85；30:70；45:55；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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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生态农业试验站
序

联系人：李春喜

号

E-mail：cxli@nwipb.cas.cn

实施人

项目名称

来源

占地
（亩）

基于 EST-SSR
一、科研项目

6

王海庆

2019 年共承担 8 项研究项目，总占地 40.7 亩，利用率

变异的青藏扁蓿 国家自然科学基
豆环境适应机制

金面上项目

2.4

解析

达 80.90%。承担科研项目主要信息见表 1。

黑河源区生态 -

表 1.2019 年依托试验站开展科研项目
信息明细表

7

刘德梅

生产功能优化与 青海省科技厅县
可持续利用 ( 牧

域创新项目

2.5

草种子繁育 )
序
号
1

2

实施人

陈志国

周国英
李春喜

项目名称

来源

春小麦

选育
（子课题）

（亩）
12.4

新品种培育

唐古特大黄品种

占地

8

李春喜

小黑麦栽培技术 青海省科技厅重
研究（子课题）

点研发与转化

2

二、完成工程项目
1.5 月完成站区 5 亩地和房产的不动产权证。

国家中药标准化
项目《大黄、秦
艽规范化种植研

2. 完成 300 平方米晾晒棚和 55 平方米库房改造。
1.5

3. 协助完成动物种质资源研究基地工程建设。
4. 完成试验站围墙建设。

究与基地建设》

5. 整治 2 块土地，3.8 亩恢复使用。
6. 对站区围墙加固和修缮。

3

刘宝龙
曹

东

粮饲兼用作物小
黑麦繁育推广成
果集成与示范

牧草作物燕麦和
4

张

波 大麦新品种种子
繁殖

青海省科技厅重
点研发与转化

6.3

中国科学院科技
服务网络计划
（STS）区域重

6.6
图 1. 改造后的库房

点项目）

冬小麦品种适应
性研究普通小麦
5

陈文杰

祖先物种类燕麦 青海省应用基础
蛋白基因新的变

研究项目

7

异类型的挖掘与
利用

图 2. 修建的晾晒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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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工作
1. 制作了 8 块宣传展板：
内容涉及原平安站和海东站的简介、学科方向、研究领
域、合作交流等。
2. 制定了 8 项制度：
包括试验地和实验室使用办法、守站人员管理制度、食
图 3. 高原家养动物种质资源研究基地外观

堂、客房、锅炉房、安保监控、消防安全制度。
五、实验站内外交流工作

图 4. 修建中的围墙

图 5. 修建后的围墙

2019 年 1 月 15 日参加“三下乡”（土族之乡）活动

2019 年 9 月 8 日至 12 参加与
科技处共同参加“农展会”（乐都）

三、科研成果
1. 获青海省登记成果 1 项，单位和个人排名第 3。
2. 发表论文 1 篇
席杏媛 , 闫慧颖 , 李春喜 . 青海水、旱地甜高粱与豆科混播及
其刈割对草产量的影响 [J]. 草地学报 ,2019,27(05):1400-1409.

来站观摩等 7 批次，50 人次；
离退休老干部观摩海东站

海东站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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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绿洲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试验站
1. 依托研究所李玉林和李毅学科组，开展青海诺木洪

联系人：王寒冬
E-mail：hdwang@nwipb.cas.cn

黑果枸杞在武威的适生性评价与黑果枸杞扦插实生苗培植技
术研究与推广。共建成黑果枸杞种质资源圃和栽培技术示范
田 27 亩，定植黑果枸杞苗 7800 株。开展栽培技术培训 60

武威绿洲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试验站，成立于 2012 年 12

余人次。

月，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武威市人民政府签

2. 依托研究所李毅学科组，开展红果枸杞栽培技术示

订合作建站协议，2014 年 10 月武威站建成正式投入使用。

范与推广工作。共种植红果枸杞、白果枸杞、紫果枸杞和鲜

建站以来，武威站致力于服务祁连山北麓干旱生态脆弱区生

食枸杞等 2.3 亩。开展了红果枸杞宽行距定植、定型修剪等

态保护与民生经济的协调发展，重点开展绿洲高值生态农业、

栽培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开展周边农民枸杞定型修剪技术培

沙生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和濒危动物保

训 30 余人次。

护等方面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工作。重点开展了绿洲高值

3. 与河南大京九种业有限公司、郑州裕农种业科技有

生态农业、沙生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植被生态修复等工作。

限公司等公司合作，开展青贮玉米在武威地区的适应性试验

在西北院及研究所的支持下，2019 年度主要开展工作与取

及产量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表明，4 个青贮玉米品种中大京

得的成效总结如下 :

九 26 和裕农 126 无论在植株鲜重、干重还是干鲜比方面都

2019 年，武威站共承担研究所内 3 个学科组和所外 4

显著优于其他两个品种，可作为试验材料开展下一步研究。

个学科组到站开展科研工作，共接待到站工作科研人员 24

4. 与中国农科院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展皇

人（次）。具体开展的工作包括：

竹草在武威地区的适应性试验及越冬试验，皇竹草被称为“草
中之皇帝”，具有十大功能：“一治”治理恶性杂草；“两
保”环保、水土保持。“三材”建材、架材、菌材；“四料”
饲料、饮料、燃料、纸浆料，可作为新型优质饲草推广。
5.2019 年 7 月 1 日 -3 日，武威站承办了中科院兰州
分院系统纪检审年度工作推进会议”，各位领导对武威站的
工作进行了考察和指导。
6. 为了进一步凝练实验室发展目标与学科方向，促进
学术交流与人才成长，2019 年 7 月 19 日 -21 日，武威站
承办了“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

武威站站区

第二次会议暨青年学术研讨会”，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
委员、青海省科技厅政基处领导、实验室研究人员等共三十
余位专家到武威站考察和指导。
2019 年 度， 依 托 武 威 站， 发 表 科 研 论 文 7 篇， 其 中
SCI 论文 3 篇；申报专利 3 项，登记省级成果 1 项；毕业硕
士研究生 2 人。陈文杰副研究员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
促进会会员”。2019 年 7 月，邀请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
学农业食品与葡萄酒学院李刚博士到所开展学术交流并就大
麦钩芒性状研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青贮玉米苗期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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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站试验基地

中科院兰州分院纪检审系统领导到站
考察指导工作

4 个青贮玉米品种干重对比试验
30

0.35

25

0.30

20

0.25

15

0.15

10

0.10

5

0.05

0

0
大京九 26

豫青贮 23

奥玉青贮 5102

裕农 126

鲜重（kg/20 株）

26.82

21.9

26.5

26.58

干重（kg/20 株）

6.92

4.58

5.7

8.37

干鲜比

0.26

0.21

0.22

0.31

鲜重（kg/20 株）

干重（kg/20 株）

干鲜比

4 个青贮玉米品种比较分析结果

苗期

盛长期

留茬越冬

皇竹草不同生育期在武威地区的性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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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杨其恩
E-mail：yangqien@nwipb.cas.cn
网

址：http://aepb.nwipb.cas.cn

关 系 等 重 大 科 学 问 题 的 研 究 ，阐 明 高 原 生 物 的 起 源 模式 、
种群分布式样与生存适应机制、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稳定
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发现对人类有用的新生物
学性状及其基因资源。
实验室现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为魏辅文院士，实验室主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是在 1994

任杨其恩研究员。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82 人，其中学术带

年建立的“青藏高原生物适应性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

头人（课题组长）13 人。实验室正高级 24 人，副高级 32 人，

开放实验室”基础上，以西北高原所 40 余年对青藏高原进

中级 21 人，其它 5 人。

行的长期考察、监测和取得的成批研究成果为基础建立起

实验室下辖分子生物学、蛋白质分析、细胞生物学、

来的。本实验室是目前以青藏高原生物及生态系统为专门

生态系统生态学等专业实验室，拥有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研究对象的首家实验室，本实验室的建立为国际、国内科

自 描 电 子 显 微 镜、DNA 测 序 平 台 等 一 系 列 大 型 先 进 仪 器

学家开展高原生物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平台，也是我

设备。

国高原生物科学研究走向国际的纽带。

2019 年度，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共争取并

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总体定

获准国家、中科院和地方等各类项目（课题）71 项，其中

位于青藏高原生物及生态系统相关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包括基金委面上项目 2 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2 项，科技基

究。 针 对 青 藏 高 原 独 特 的 环 境 特 点， 瞄 准 生 物 对 极 端 环

础资源调查项目 1 项。各类项目到位经费 4647.12 万元。结

境 适 应 机 制 与 进 化 过 程 的 前 沿 热 点 科 学 问 题， 结 合 青 藏

题 40 项，执行中课题 98 项。

高 原生态安全的重大需求，紧密结合研究所“123”规 划 ，

2019 年度，实验室人员共发表研究论文 185 篇，其中

立足高原，开展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生物适应与进化理

SCI 刊物论文 116 篇（独立完成 15 篇，第一作者而非独立

论及脆弱生态系统管理与可持续利用的技术创新研究。

完成 39 篇，通讯 58 篇），其中 1 区论文 31 篇，占 SCI 论

通 过 对 极 端 生 境 下 生 物 物 种 的 进 化 过 程， 适 应 性 与 抗 逆

文数的 26.8%。出版专著 8 部，发明专利 3 项，授权专利 5

性 的 遗 传 及 繁 殖、 生 理 生 态 特 征， 生 物 与 极 端 环 境 耦 合

项，农业新品种 2 个，技术标准规范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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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魏立新
电

话：0971-6143900

E-mail：lxwei@nwipb.cas.cn
网

址：http://tmr.nwipb.cas.cn/

2019 年度，院重点实验室在研科研项目 117 项，总经
费 10530.91 万元，到位总经费 3868.88 万元；其中国家科研
项目 11 项，总经费 869.50 万元，本年度到位经费 347.37 万元；
科学院科研项目 22 项，总经费 2190.00 万元，本年度到位经
费 697.11 万元；省级科研项目 61 项，总经费 6374.43 万元，
本年度到位经费 2561.40 万元；横向科研项目 15 项，总经费

中国科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2013 年 4 月经中国

737.7 万元，本年度到位总经费 142.72 万元；国际合作项目

科学院批准成立，实验室代码 2013DP173254，依托单位是

8 项，总经费 359.28 万元，本年度到位总经费 120.28 万元。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实验室现有 3 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青海省藏药药理学
与安全性评价重点实验室”“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
研究重点实验室”，3 个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湖州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心”和 1 个“青
藏高原生物科技集成创新中心”研究平台。
实验室定位：面向青藏高原地区人口与健康的国家战略
需求，定位于藏药研发的应用基础研究。围绕制约藏药发展
的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系统开展藏药资源评价与繁育、藏
药物质基础及药效研究、藏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研究、藏药
新药与特色资源新产品研发，建成一个可供藏药的系统研究

实验室

及其现代化改造的技术平台，为藏药人才培养、技术交流和
藏药理论的发展提供支撑，努力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聘请张伯礼院士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实验室主任
为魏立新研究员，实验室副主任为王洪伦研究员、周国英研
究员、岳会兰副研究员。2019 年度，实验室有固定人员 62 人，
新增 2 名固定人员（技术人员 1 名，管理人员 1 名），其
中研究人员 50 人（正高级：15 人；副高级：21 人），技
术人员 5 人，管理人员 5 人；其中学术带头人 19 人，学科
组长 8 人；40 岁以下青年骨干 21 人，占固定人员的比率为
33.87%；“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 2 人；2 人入选“西部
青年学者”A 类项目资助，1 人入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
会会员”，1 人荣获“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3
人入选“青海省第十四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
实验室现有流动人员 31 人，新引进客座人员 4 人。在站博
士后 1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25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34 人；
毕业博士研究生 7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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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酶标仪

2019

蛋白质纯化仪

流式细胞分选仪

液相质谱联用仪 -HPLCMS

2019 年度，实验室发表研究论文 86 篇：其中国际发
表 74 篇（SCI 论文 74 篇）；一区论文 17 篇，占论文总数
19.77%；国内发表论文 12 篇（CSCD 论文 11 篇，其他国
内刊物 1 篇）；出版专著 2 部；申请专利 47 件，授权发明
专利 21 件；登记省级科技成果 17 项。
液相色谱与原子荧光联用仪

为增强本室与国内外相关科研领域专家的合作交流，不
断提高藏药现代化研究水平，实验室聘请了国内外优秀科技
人才来我室开展合作交流，与本室人员协作攻关科技难题，
针对藏药研究的重点、难题开展深入研究合作。实验室基于
“立足青藏高原、依托院地资源、面向世界前沿、服务国内
需求”的原则，为国内外科学家开展藏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
工作平台，对藏药人才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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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支撑，为国家“一
带一路”传统医学体系提供科学佐证。实验室积极营造良好
浓郁的学术氛围，努力将本室建成国内一流、世界一流的藏

荧光显微镜

药民族药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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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图片
联系人：周华坤
E-mail：hkzhou@nwipb.cas.cn
网

址：http://restor.nwipb.ac.cn/

在国内外或省内外的地位及特色
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是青藏高原区域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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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实验室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
全球变化及其效应、可持续发展等寒区生态学前沿热点和
青海省寒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治理方面的科技需求，涵盖
青海省寒区主要草地类型，服务国家宏观决策、促进区域
可持续发展、提高区域农牧民科学生产示范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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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建设中植被恢复保护等方面开
展研究。
研究或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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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研究成果、获奖情况等
2019 年 1 月 1 日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期 间， 青 海
省 寒 区 恢 复 生 态 学 重 点 实 验 室 成 员 共 发 表 科 研 论 文 120
篇，其中，SCI 论文 77 篇，中文核心 43 篇。出版著作 8 部，
申请专利 3 项，制定地方标准 3 项，取得科技成果 14 项。

实验仪器图片

2019 年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共培养了
3 名硕士。实验室主任周华坤研究员荣获青海省高端创新
人才千人计划（培养领军人才），入选青海省“十四五”
规 划 专 家 委 员 会 委 员， 担 任 中 国 草 学 会 理 事， 并 为 青 海
省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与 评 估 重 点 实 验 室 学 术 委 员。 实 验 室 固
定人员黄小涛入选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引
进拔尖人才）。

全自动间断化学分析仪
—118—
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2019

多通道土壤碳通量测量系统（LI-8150）
实验室主任周华坤研究员荣获青海省高端创新
人才千人计划（培养领军人才）

植物冠层分析仪

实验室固定人员黄小涛入选青海省“高端创
新人才千人计划”（引进拔尖人才）

根系分析系统

TOC 自动分析仪

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召开青藏高原草地恢复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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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孙

菁

E-mail：sunj@nwipb.cas.cn

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资源生态学研究
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
资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

实验室目标与定位

2019 年研究成果

结合区域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承担项目：通过实验室全体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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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在科研项目的争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保障了实验室建

与繁育、资源种类综合评价、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为

设工作的顺利进行。本年度实验室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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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总经费 343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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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产出：本年度实验室共登记科技成果 8 项，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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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先进水平 3 项，国内领先水平 5 项；共发表论文 50 篇，

资源产业的相关企业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围绕青藏高原特

其中 SCI 论文 37 篇，CSCD 论文 10 篇；获得国家标准 2 项，

色生物资源产业等相关研究领域，将重点实验室建成关键技

获得授权专利 2 项；申请专利 9 项；出版专著 4 部。

术研究和集成创新的重要平台、特色生物资源新产品研发的

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暗紫贝母超细粉体的制备及其

主要基地、重大或重要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孵化器和关键人才

特性研究”, 还比较了不同暗紫贝母粉体的傅立叶变换红外

交流与人员培训的主要中心。实验室分别于 2010 年、2013

光谱（FTIR）和 X 射线衍射（XRD）表征，发现粒度和研磨

年和 2016 年连续评为省级优秀实验室。

过程对暗紫贝母粉体的理化性质有重要影响。
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二：“洋葱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

实验室图片

产品开发”, 利用基质酿造酱油（黄豆酱油）为浸提液，通
过考察不同浸提时间、洋葱粉添加量和植物蛋白条件剂量的
对比试验，从色泽、口感、风味和形态以及理化指标等指标
对洋葱酱油品质的影响研究，最终研究确定最佳生产工艺条
件和参数，制得的成品洋葱酱油中可溶性无盐固形物含量为
14.20 g/100mL，全氮为 1.10 g/100mL，氨基酸态氮为 0.67
g/100mL，还原糖为 5.4%，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
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三：“当归、黄芪种植关键技术”,
通过研究黄芪种苗繁育不同技术方法得出：黄芪育苗最佳播
种量为 40 斤 / 亩，种子处理方式为 86℃开水浸烫 90 秒再
冷却至 40℃浸泡 2 小时，播种方式以覆膜穴孔育苗为佳，
底肥以磷酸二铵 25 公斤 / 亩 + 尿素 10 公斤 / 亩的情况下最
有利于黄芪优质种苗形成。
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四：“藏药五脉绿绒蒿红外指纹图谱
研究”，该成果以青藏高原特产藏药材五脉绿绒蒿为研究对
象，在青海高原范围内开展不同居群样品调查取样，利用傅
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借助光谱数据库、模式识别等
多种化学计量学方法，建立不同产地五脉绿绒蒿药材红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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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2 日～ 5 月 22 日和 2019 年 9 月 2 日～ 9 月

纹图谱，阐明其主要红外光谱特征。
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五：“川西獐牙菜质量评价及其影响

23 日在青海祁连山进行了野生哺乳类动物调查。

因素研究”，该成果调查了不同产地川西獐牙菜资源，对其

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八：“青海省祁连山区植物物种多样

基源、性状及显微特征等进行了鉴别，测定了不同产地川西

性本底调查”，本项目调查样点 75 个，位点涵盖了所需调

獐牙菜的水分、灰分等理化指标，确定了其薄层色谱特征性

查的所有 10 个市、县（区），以及区域内分布的主要的植

成分，同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进行了指纹图谱研究，测

被类型，调查采集标本近 1000 份，涉及物种近 500 种，拍

定了四种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和

摄图片等影像资料约 1500G。

酮类特征成分獐牙菜醇苷

的化学含量；利用红外光谱技术获得了不同产地川西獐牙菜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共 22 人，

的中红外指纹图谱、ATR 指纹图谱和近红外指纹图谱，明确

其中研究员 4 人，具高级职称人员 12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了各种红外分析方法所对应主成分所代表的化合物类型。

有 10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有 6 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

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六：“青海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

人才 1 人，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3 人。2019

合治理工程 2018 年度生态监测项目 -- 生物多样性监测与

年 10 月，本实验室“三江源国家公园毒杂草资源化利用与

调查”，监测项目主要目标为调查青海祁连山地区生态系统

退化草地治理”创新团队入选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

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

培养团队（人才“小高地”）。新引进客座研究人员 1 人，

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七：“青海省祁连山区山水林田湖生

培养研究生 24 人，其中博士 8 人，硕士 16 人。

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哺乳类动物物种多样性本底调查”，
仪器照片

全自动毛细管电泳仪

农林小气候采集系统

超纯水器

真空冷冻干燥机

液相色谱仪

土壤稳定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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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 毕宏涛
电

话： 0971-6143765

E-mail：tibetmed@nwipb.cas.cn
网

址 : http://tibetmed.nwipb.cas.cn/

数 0 篇、作者发表文章数前 10 名中仅 1 名中国学者且无本
实验室成员，提升至 2019 年的全球文章数 27 篇、本实验
室发表篇数 5 篇、作者发表文章数前 10 名中 5 名中国学者
且 4 本实验室成员（其中魏立新与 MOODLEY R 并列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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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和青海省财政厅于 2009 年 12 月批准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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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体 定 位 —— 攻 关 藏 药 行 业 三 大 难 题。 攻 关 藏 医 临
床 实 践 的、 藏 药 产 业 发 展 中 面 临 的 三 大 难 题， 即 矿 物 药
与 重 金 属 安 全 性 评 价 焦 点 问 题、 大 复 方 质 量 控 制 及 经 典

SPF 洁净动物实验区

方 剂 有 效 性 评 价 难 点 问 题、 藏 药 新 药 和 院 内 制 剂 二 次 开
发重点问题。
研究方向：藏药安全性评价技术、藏药有效性评价模型、
藏药质量控制标准、藏药资源高值产品。
研究团队构成：固定成员 28 名，其中博士 14 人、40
岁以下 17 人、博导 6 人，“优青”1 人、省“千人”1 人、
省学科带头人 7 人、SCI 期刊编委 3 人。专业涉及 7 个学科：

UPLC-ICP-MS 液质联用仪

药理学、毒理学、药物化学、分析化学、地球 ( 重金属 ) 化学、
生物化学、免疫学等。
新增项目与开放交流：2019 年度主持新立项项目 7 项，
总经费 1005 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465 万元；省部
级 6 项，540 万元；争取横向检测课题 2 项，设置开放课题
7 项，经费 30 万元；承办 3 项国内学术交会议，参会人数
110 人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会 20 个，大会发言交
流报告 6 人次；开展科普活动 4 次，参与人数近千人。

药物化学实验室

研究成果与获奖情况：2019 年度发表论文 23 篇，其
中 SCI 期刊 15 篇；授权专利 6 件，其中发明专利 3 件、实
用新型专利 3 件；登记省级科技成果 7 项；获得 2019 年度
“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1 人（李玉林研究员）；
在 2017-2019 年青海省重点实验室全面评估中被评为优秀
重点实验室。
学术水平提升：SCI 核心数据库中传统药重金属发表文
章情况，从 2009 年的全球文章数 14 篇、本实验室发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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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沈裕虎
E-mail：shenyuhu@nwipb.cas.cn

科研项目 23 项，总经费达 3152 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 2 项，
经费 929 万元；发表论文 37 篇，其中 SCI 论文 22 篇，在
JCR 一区杂志发表论文 1 篇，二区杂志发表论文 2 篇；登记
省级成果 4 项，其中 1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育成春小麦新

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由青海省科技厅
批准建立，实验室主任张怀刚研究员、副主任沈裕虎研究员，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王道文研究员、副主任杜德志研究员。
实验室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的战略需求，建立
以分子标记技术、基因与染色体的分离和操作技术为核心的
农牧作物分子育种研究平台，开展同农作物和牧草作物产量、
品质和逆境胁迫相关的遗传机理研究和品种选育工作。实验
室目前主要包括分子标记、基因工程和分子染色体工程 3 大
功能区块，致力于将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
和分子细胞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技术应用到青海省主要农牧

节能日光智能温室

作物的分子改良，发掘育种可用元件，创制育种新材料，实
现作物育种的分子设计和聚合组装，提升青海省分子育种研
究实力，为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良种储备。目
前主要开展研究工作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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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作物重要性状控制基因的发
掘与基因工程和作物染色体工程。实验室现有实验办公用房
6431m2，田间试验用地 108721m2。现有仪器设备 79 台（套），
总值（原值）达 1676.78 万元，其中百万元以上仪器设备 4
台（套）。
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共 25 人，其中研究员 9 人，副研

实验室照片

究员 7 人，中级及以下人员 9 人。其中 21 人具有博士学位，
3 人具有硕士学位。实验室在读研究生共 30 人，其中博士
研究生 8 人，硕士研究生 22 人。2019 年，实验室培养毕业
研究生 8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2 名。2019 年度，陈文杰副
研究员入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宗渊博士入选
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引进计划“西部青年学者”B
类项目。
实验室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青海省科技
厅的大力支持下有序发展。2019 年，实验室在青海省科学
技术厅组织的青海省重点实验室综合和单项评估中，获得综
合和 3 个单项评估优秀成绩。2019 年度，实验室申请各类

2019 年 7 月 19 日 -21 日实验室在武威站召开第二届学
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青年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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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青麦 10 号”，通过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育成藜麦新品种“青藜 4 号”，通过青海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认定；授权专利 4 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申报发明专利 3 项。
为了进一步凝练实验室发展目标与学科方向，促进学
术交流与人才成长，7 月 19 日 -21 日，青海省作物分子育
种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青年学术研讨
会（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
促进会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小组联合主办）在中国科学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武威绿洲现代农业科学研究试验站召开，

ARTP 诱变育种仪

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青海省科技厅政基处领导、
实验室研究人员等共 37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为了促进麦类作物基因组学与分子育种国际合作与交
流，8 月 26 日至 30 日，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IGDB）植物细胞
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德国莱布尼茨协会植物遗传
和栽培作物研究所（Leibniz Institute of Plant Genetics and
Crop Plant Research, IPK）在青海省西宁市共同主办“2019
年中德麦类作物基因组与分子育种双边研讨会（IGDB-IPK
Workshop on Genomics and Molecular Breeding in Triticeae
Crops）”。来自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德
国莱布尼茨协会植物遗传和栽培作物研究所、西北高原生物

2019 年 8 月 26 日至 30 日实验室主办的“中德麦类作物基因
组与分子育种双边研讨会”

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
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山
西农业大学、西藏农牧科学院、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大
学和华大基因等 14 家单位的 1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参加“中德麦类作物基因组与分子育种双边研讨会”的中外专
家考察实验室大麦育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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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
（5）通过化合物活性筛选和结构修饰，构建功能样品库；

联系人：岳会兰
E-mail：hlyue@nwipb.cas.cn

（6）新药发现，天然药物的创制。
2019 年取得主要成果
2019 年 5 月， 实 验 室 在 2017-2019 年 青 海 省 重 点

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实 验 室 全 面 评 估 获 得 优 秀， 总 排 名 第 二。2019 年 实 验

原生物研究所，于 2013 年 5 月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批准

室 主 持 和 承 担 国 家 及 省 部 级 项 目 共 计 41 项， 经 费 合 计

成立。

3660.08 万元。登记科技成果 10 项，1 人获青海省自然

实 验 室 紧 密 结 合 国 家 中 医 药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围 绕 制

科 学 优 秀 学 术 论 文 奖； 发 表 论 文 57 篇， 其 中 SCI 论 文

约藏药发展的科学与技术问题，系统开展藏药基源研究、

52 篇， 其 它 期 刊 论 文 5 篇。 授 权 专 利 17 项， 其 中 授 权

藏 药 物 质 基 础 研 究、 藏 药 现 代 化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及 藏 药 新

发明专利 16 项；转化专利成果 2 件，获益总金额 20 万元。

药 发 现 与 创 制， 提 升 我 国 藏 药 产 业 水 平， 为 藏 药 研 究 发

新 引 进 客 座 研 究 员 2 名， 培 养 博 士 研 究 生 5 人， 硕 士 研

展 和 相 关 产 业 技 术 进 步 作 出 重 要 贡 献， 将 实 验 室 建 设 成

究 生 10 人， 在 站 博 士 后 3 人。2019 年 刘 增 根、 江 磊 和

为具有影响力的藏药研究和创新性人才聚集基地。

胡娜认定为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

主要研究内容：

刘 增 根、 岳 会 兰 获 西 北 之 光 青 年 A 类 支 持； 胡 娜、 江 磊

（1）藏药材基源考证；

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2019 年德国马克

（2）建立标准藏药材物种库；

斯 普 朗 克 研 究 所 Martin Klussmann 来 西 高 所 进 行 了 学

（3）构建青藏高原特有藏药资源化学库；

术访问。

（4）构建青藏高原特有藏药材化学对照品库；

实验室一角

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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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动物生态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张同作
E-mail：zhangtz@nwipb.cas.cn

青海省动物生态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由青海省科技厅正式批准为 2015 年新建省级重点实验
室，实验室主任是张同作研究员。
本实验室是第一个专门针对青藏高原动物研究和资源开
发利用的专业平台，区域和研究特色明显，主要围绕青藏高

分子生物学平台

原动物资源开发和利用、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管理、生殖生物
学和优秀遗传资源发掘和利用 4 个学科方向，开展有针对性
的生态基因组学研究，为青藏高原动物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
技术支撑与科学证据支持，将大大促进解决高原动物开发利
用过程中的技术瓶颈，为青藏高原特色动物产业发展注入持
续不断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22 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27 人，
硕士研究生 19 人。2019 年引进博士 1 人，客座研究员 6 人；
本年度实验室培养博士研究生 3 人，硕士研究生 6 人；共有

显微操作平台

2 人次获得人才 / 荣誉称号，共有 22 人次在国内外学术机构
任职。
2019 年，实验室新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
院战略先导专项（A 类）、青海省应用基础研究、地方企业
委托等各类项目共 18 项，资助经费合计 2192.80 万元；在
种群生态学、生物多样性、高原动物适应进化、高原动物生
殖生物学等多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并服务于经
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登记青海省科技成果 2 项，发表文
章 35 篇（其中 SCI 论文 22 篇，核心期刊论文 13 篇），授

多排定量小型动物 CT

权专利 4 项，申请发明专利 1 项。
实验室非常重视开放合作，2019 年，实验室设置开放
课题 6 项，经费 12 万元；承办承办“牦牛资源保护与利用
研究进展专题研讨会”“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监测培训班”学
术交流培训会 7 次，共 27 人次作报告，参加人员 400 余人；
共有 21 人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作大会特邀报告、分会
场报告、poster 交流、口头发言等 13 人次。

实验室主任张同作获青海省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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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技术中心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湖州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心
联系人：王洪伦
电

话：0572-2020803

E-mail：hlwang@nwipb.cas.cn

湖州高原中心聚焦于高原生物资源关键共性技术，开展
核心应用技术的攻关，重点布局市场需求旺盛的分析检测技
术和高原生物资源开发技术，并实现了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
计划项目的突破，为湖州高原中心的持续性“自身造血”奠
定了基础。

一、基本概况

3. 人才队伍的引育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湖州高原生物资源产业

湖州高原中心着眼于人才团队建设，持续增强科技服务

化创新中心（简称“湖州高原中心”）成立于 2011 年，是由

能力和技术攻关能力，积极推动湖州市和浙江省人才引育工

湖州市政府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联合共建的地方事

作，培育湖州市 1112 人才工程培养人选 1 人、“南太湖特

业单位法人。

支计划”1 人。

湖州高原中心立足浙江省湖州市，依托中国科学院西北

三、项目情况

高原生物研究所，辐射长三角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1. 湖州市“1112 人才工程”培养人选 1 人次 2019 年

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探索“市场—研发”产学研模式，

2. 湖州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创新创业项目 1 项 2019 年

大力实施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市场化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

3. 湖州市“南太湖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项

化，主要涉及生物医药、功能食品、营养补充剂和特色生物

4. 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 1 项

资源功效成分等领域产品的高值化开发。
目前，湖州高原中心已建立了天然产物提取与分离平台、

2019 年

2019 年

四、产业化情况
2019 年度，湖州高原中心孵化企业累计 7 家，其中新

产品研发与功能评价平台、质量保证与产品检验平台、药物

增企业 1 家，新建联合实验室 1 个，孵化企业新增销售收入

筛选与生物工程平台等 4 个基础研发服务平台，围绕“产品

920 余万元。

研发—产业化—质检”产学研体系，孵化了中科国联湖州质

2019 年度，湖州高原中心积极展开与企业的合作，签

检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科果悦湖州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署企业合作协议 6 份，签约合同总经费 230 余万元，实际

青岩生物科技（湖州）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积极推动了湖

到账经费 110.58 万元，推动湖州企业新增利税 100.37 万元。

州市科学技术、生物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2019 年度，湖州高原中心新增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件，

二、工作内容

新增授权专利 1 件，参与验收科技项目 1 项，新增产业化技

2019 年，湖州高原中心积极与“长三角”地区企业交流，，

术 3 套，新增功能性产品 5 个。

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共同推进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的产

五、获奖情况

业化，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 湖州市南太湖新区人才工作先进单位

2019 年

2. 中科院湖州中心年度综合考评 A 等

2019 年

1. 科技平台完善与成果产业化
湖州高原中心在原有平台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药物筛
选与生物工程平台”的建设，积极引育并孵化了青岩生物科
技（湖州）有限公司，并促使药物筛选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
入选“南太湖精英计划”创新创业团队项目，落地湖州市开
发区实施产业化。
2. 核心应用技术的攻关

湖州高原中心——制备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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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部门
所级公共技术中心（分析测试中心）
联系人：谭
电

亮

话：0971-6132750

E-mail：tanliang@nwipb.cas.cn

标性化学成分分析检测。中心在完成所内科研任务和测试
任务的同时，热忱为众多省内外的科研院所和企业服务，
在测试行业内享有良好的声誉，中心逐步成为研究所科研
创新的重要技术支撑和实力体现的窗口。
中心以“科学、求实、公正、准确、满意”和良好的

一、分析测试中心概况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目前拥有一支由研究员、副研究员、高级工程
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等组成的技术力量雄厚的高水平
技术支撑队伍，现有工作人员 19 名，其中管理人员 4 名（包
括主任、副主任、办公室秘书、档案、样品管理员），检
测人员 15 名（包括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各检测室负
责人、内审员、质量监督员、设备、标准品管理员）。在
现有人员 19 人中含事业编制人员 15 人，聘用人员 4 人。
在 15 名事业编制人员中，包括技术人员 12 名，管理人员
3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 7 人，中初级职称的 8 人；博士 6 人，
在读博士 3 人，硕士 5 人，本科 1 人；所有人员均由研究
所聘任；高级职称占比 46.7%， 博士 / 在读博士人员占比
60.0%，硕士学位人员占比 33.3%。中心拥有较为先进的
基础研发、试验前处理、检测等仪器设备 63 台（套），加
入共享管理系统仪器（3.0 系统）21 台，总价值 1471.5 万元，
实现了仪器设备的统一管理、统一运行和资源共享的管理
体系和运行机制。
中心通过多年的发展已在省内外具有独特的地位，经
过 2018 年实验室合格评定换证复评 + 扩项 + 变更现场评
审， 目 前 能 够 提 供 的 有 资 质 的 检 测 范 围 包 括 10 大 类 158
个检测项目的检测：药品含量测定（效价测定）；食品、
植物源性食品、动物源性食品、蜂产品、保健食品、食用
菌中基本营养成分如水分、灰分、脂肪、粗纤维、粗蛋白
的测定，氨基酸、维生素、多元素、重金属、农药残留的
检测；饲料中基本营养成分如水分、灰分、脂肪、粗纤维、
粗 蛋 白 的 测 定， 添 加 剂、 维 生 素、 重 金 属、 农 药 残 留 如
六六六、滴滴涕的检测；土壤中各种矿物质元素、微量元素、
有害重金属、农药残留等项目的定性定量分析；水质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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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为宗旨，本着以“坚持‘以客户为关注焦点’，
维护检测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确保量值的统一和数据
的准确，加强中心全员培训，提高全员素质，并以规范的
行 为、 过 硬 的 技 术 和 优 质 的 服 务 赢 得 全 社 会 赞 誉” 的 质
量 目 标， 依 据 CNAS-CL01：2018（ISO/IEC 17025：
2017）《 检 测 和 校 准 实 验 室 能 力 认 可 准 则 》、CNASCL01-G001：2018《 检 测 和 校 准 实 验 室 能 力 认 可 准 则》
应用要求、CNAS-CL01-A002: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
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RB/T 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
要求》和 RB/T 215-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
价 食品检验机构要求》的要求，进一步在中心内组织学习
了实验室管理体系文件，积极开展各项质量管理活动、内
部质量审核、质量监督和质量控制等系列活动，继续建立
和不断完善与中心活动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体系，保证其有
效运行。针对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了纠正
和预防措施，以实现对这些过程策划的结果和对这些过程
的持续改进，自我完善，使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管理更加
规范。体系覆盖中心检测活动所涉及的全部要素以及各相
关部门，质量控制持续满足要求，测试中心准确、清晰、
明确、客观地出具检测报告，记录完整、详实，检测结果
及时、有效，数据准确、可靠，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检测服务，
无客户投诉情况。
二、为研究所科研提供支撑服务
2019 年 中 心 检 测 样 品 共 计 8308 份， 出 具 检 测 报 告
1043 份。在服务所内科研方面，中心承担研究所科研项目
中大量的生态环境监测等以及环境样品分析、中藏药及特色
生物样品成分分析等分析测试任务，为研究所科研项目及时
提供了准确的科研数据，有力保障了研究所科研项目的实施。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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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为本所生态中心、特色生物资源中心和农业中心相关 12 个

与溯源”、“第 22 届全国色谱学术报告会及仪器展览会”、

学科组检测样品土样、牧草、畜产品、药材等 4194 份，提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技术应用、维护保养及实操”、“检验

供科研数据 42000 个，为研究所的科研项目顺利实施提供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要求和评审技巧研讨班”、“农业质

了强大的支撑作用。

检机构检验检测技术专题培训”、“第二届全国气体同位素

三、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

技术与地球科学应用大会”、“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培训”等；

在为研究所提供科研服务的同时，中心积极发挥实验室

参加中心内部培训 52 人次：“RB/T 214-2017《检验检测

认可和计量认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优势，积极为社会服务，

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主要变化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为中国环境科学

学习”、“CNAS-CL01：2018（ISO/IEC 17025：2017）《检

研究院、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西藏日喀则市农

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主要变化学习”、“实验室

业科学研究所、青海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青海大学、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转版培训”等。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海省

五、尽职尽责做好所级公共技术中心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畜牧兽医科学院、西宁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国科学院青海

1. 所级中心平台条件建设及管理制度完善情况

盐湖研究所等院内外 28 家事业单位提供分析测试服务，检

2019 年藏药标准与新药研发平台“青藏高原特色生物

测样品 2310 份。（2）同时为省内外企业提供第三方检测

资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有工作人员 32 人，其中固定工

服务，2019 年为上海藏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伊春汇源佳

作人员 27 人，临时聘用人员 5 人；拥有高级职称研究人员

伊饮品有限公司、兰州天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25 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 人，国家万人计划 1 人，

市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江苏中农科食品工程股份有限

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1 人，中科院特聘研究员 2 人，中

公司、金诃藏药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院青促会会员 5 人，中科院关键技术人才 1 人，青海省高

青海普兰特药业有限公司、青海康元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

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 7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13 人。中心拥

限公司、青海晶珠藏药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172

有较为先进的基础研发和中试试验等仪器设备 66 台（套）。

家中小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撑服务，检测样品 1804 份。

该中心是青藏高原特色生物产业关键技术研究和集成创新的

中心对其出具的检测数据、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重要平台、特色生物资源产品研发的主要基地、重要科技成

任。委托检测项目均为我中心推荐认可的实验室检测能力范围

果产业化的孵化器和关键人才交流与人员培训基地。为生物

内加盖 CNAS 和 CMA 认证认可标识公章的检测报告，检测报

科技产业园各相关企业提供特色生物的新产品研发、产品质

告准确率基本达到了 100%，检测结果及时率为 98%，无客户

量评价分析、技术咨询和技术人员培训等服务，同时为省内

投诉情况，基本实现了中心的年度目标，检测工作做到了方法

各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提供技术和仪器设备支撑服务以及科

科学、讲求实际、行为公正、结果准确、客户满意。

技成果的孵化和转化服务。

另外，平台在提供分析测试服务的同时，对青海大学、

2019 年生态环境资源分析检测平台“分析测试中心”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近 50 名相关专业本科生进行

现有工作人员 15 人，其中固定工作人员 11 人，临时聘用

了实习培训。

人员 4 人；拥有高级职称研究人员 6 人，青海省优秀专业技

四、加强技术人员培训及技术交流

术人才 1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1 人。实验室涉及获认可的检

为保证实验室检测质量，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高人

测项目涉及的实验室面积由原来的 998m2 增加至 1268m2，

员素质，中心人员不断自学、提高质量意识和业务水平。

新增加了前处理消化室、常规烘箱室、标准品储存室、样品

2019 年度制定了实验室认可 / 资质认定各类人员的业务培

储存室、试剂储存室、样品前处理室等。尤其是今年 3 月增

训和质量管理体系培训计划。经培训，均考核合格，提高了

加了种子检测室（211 室），面积为 20.85m2；6 月增加了

测试中心检测人员的检测技能和业务素质。截止 2019 年 11

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和分析测试中心档案室（512 室），

月共派出参加外部技术交流会议、培训等 19 人次：“GB/

面积为 14.00m2；11 月新增加了标准滴定溶液标定室（210

T35655-2017《化学分析方法验证确认和内部质量控制实

室），面积为 24.64m2。部分检测室主要仪器设备进行了规

施指南 色谱分析》等标准理解与应用暨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整布置，对检测室的办公区和实验区进行隔离，实验室均安
—129—
年/度/报/告

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装门禁系统。该实验室环境设施条件，能够满足推荐认可检
测项目需要，已全面建成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完善、全面开
放的公共分析检测服务中心。在平台硬件条件大幅改善的同
时，平台的各项管理制度也逐步得到完善。
2. 所级中心仪器共享服务情况
目前，系统中仪器设备均为 50 万以上，共计 21 台，仪
器价值 1471.5 万元。管理人员和仪器操作员认真履行职责，
确保了中心仪器的正常运行。截止 2019 年 11 月底，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库伦阵列高效液相色谱系统、气相色
谱 - 质谱联用仪、串联质谱（气相）、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累计总使用时间为 13090 小时，总共享时间
3061 小时，平均使用率 152%，平均共享率 35.6%。
3. 院大型仪器功能开发项目的验收和争取情况
功能开发项目的实施，不但为中心建设和发展、不断完

◇◇◇◇◇◇◇◇◇◇◇◇◇◇◇◇◇◇◇◇◇◇◇◇

（2）2019 年所级中心青年技术人员获得院仪器功能开
发、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12 项，争取经费 385 万元。
（3）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李玉林研究员荣
获“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4）2019 年所级中心藏药标准化与新药研发平台胡娜
副研究员、陈涛高级工程师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促进会”。
（5）高原生物细胞与分子研究平台曲家鹏研究员获科
技部优秀青年人才培训项目资助。
（6）藏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研究平台李岑博士获国家
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留学项目资助，前往美国进行学习交流。
（7）“青海省农产品质量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
青海省 68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考核评价中获得总成绩
第 15 名的好成绩。
六、中心其它成绩

善和开发大型仪器设备的功能，也为研究所学科发展，人才

1. 中心实验室参加能力验证情况

培养服务，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发挥重要作用，而

今年实验室仍积极参加能力验证活动，基本覆盖了已获

且可以提高技术支撑人员实验技能及科研能力，为技术支撑

认可的检测项目。按照中心 2019 年制定的实验室能力验证计

人员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划要求，在 2019 年共进行了 31 次 55 个检测项目的能力验

（1）仪器功能开发项目验收和中期检查

证试验，包括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能力验证

2019 年 7 月 23 日，兰州资源环境科学大型仪器区域

提供者（PTP）组织的能力验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中心组织专家对我所承担的 2 项 2017 年功能开发项目“基

员会组织开展的 2019 年国家级能力验证，国家计量认证中国

于 ASE 与 HPLC-MSD 天然活性成分筛选系统的开发”和“通

科学院评审组组织开展的实验室间比对，以及农业农村部部

用型库伦阵列 - 电雾式液相色谱仪改造”进行了结题验收，

组织的能力验证，共涉及 7 个领域（药品、食品、植物源性

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食品、肥料、饲料、水质、土壤），覆盖基本营养成分（水分、

2019 年 11 月 7 日，中心获得的 2018 年度 1 项功能开

脂肪、纤维、蛋白质、灰分等）、维生素、重金属、元素分

发项目“碳氮模式元素分析仪的改造与功能提升”顺利通过

析、添加剂、农药残留、水化学分析、土壤化学分析、药品

中期检查。

主成分等，分别由国家认监委、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2）仪器功能开发项目申报和争取

会授权的大连中食国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实国金国

为了进一步做好院大型仪器功能开发项目，2019 年 4

际实验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司、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月 26 日，公共技术服务中心聘请所学术委员会 3 位专家对

测试评价中心、水利部水环境监测评价研究中心、山东出入

中心技术人员申报的 1 项仪器功能开发项目进行了初审，最

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国家计量认证中科院评审

终推选出由刘瑞娟申报的“荧光显微镜样片前处理设备的改

组、上海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等 7 家组织的

造”项目推荐到兰州区域中心。2019 年 5 月 17 日经 2019

能力验证。其中，2 次能力验证由于参加人数少，被组织方

年度仪器功能开发项目遴选答辩获得批准立项，资助项目经

取消。结果 55 项满意结果，一次性通过率为 100%，见表 1。

费 30 万元，并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进行了项目启动。

我中心参加的能力验证领域和频次能够满足 CNAS-RL02《能

4. 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取得的奖励、荣誉情况

力验证规则》和 CNAS-AL07《CNAS 能力验证领域和频次

（1）2019 年，在中央级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科研设

表》的要求。2019 年中心的检测水平和检测能力与 2018 年

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中，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相比，通过率更上了一个台阶，通过率由原来的 83% 上升至

究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再次取得优秀成绩，名列全国第 13 名。

100%，中心人员还需再接再厉，争取在 2020 年取得更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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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1

题名

发表期刊

Simultaneous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five

Arabian Journal of

flavonoids in the seeds of Rheum palmatum L. by using

Chemistry，2019，12

accelerated solvent extraction and HPLC-PDA-ESI/MSn

（7）:1345-1352

A practicable strategy for enrichment and separation of
four minor flavonoids including two isomers from barley
2

seedlings by macroporous resin column chromatography,
medium-pressure LC, and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An effffective method based on medium-pressur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recycling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3

chromatography for enrichment and separation of three
minor components with similar polarity from Dracocephalum
tanguticum

4

5

6

7

8

谭亮，冀恬，胡风祖

JOURNAL OF
SEPARATION

李玉林

SCIENCE，2019，42

（通讯作者）等

（9）:1717-1724

JOURNAL OF
SEPARATION

李玉林

SCIENCE，2019，42

（通讯作者）等

（3）:684-690

Combined chromatographic strategy based on macroporous

JOURNAL OF

resin,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and

SEPARATION

李玉林

preparative HPLC for systematic separation of seven

SCIENCE，2019，42

（通讯作者）等

antioxidants from the fruit of Terminalia billerica

（20）:3191-3199

亚临界流体 1,1,1,2- 四氟乙烷 (R134a) 提取沉香油的工艺优化

中成药，2019，41

及精制精油含量测定

（7）:1495-1501

（通讯作者）等

食品工业科技，2019，40

谭亮

（18）:273-281,288

（通讯作者）等

柴达木野生黑果枸杞营养成分分析与比较

多通道可回收型中试亚临界流体萃取装置的改造及功能拓展

便携式食品直链和支链淀粉速测仪的研制

9

青海省不同生态区野生金露梅叶生物活性成分分析和评价

10

青海高原地区牦牛肉营养成分分析与品质综合评价

11

作者

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
2019，25（4）:219-227

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
2019，25（4）:242-251
食品工业科技，2019，40
（4）:261-264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2020
年增刊 1

顶空固相微萃取 - 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分析青海省不同地 动物营养学报，2020 年第 6
区牦牛肉的挥发性风味成分

期刊出

谭

亮

谭

亮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等
谭

亮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等
皮

立

（第一作者）等
谭

亮

（通讯作者）等
皮

立

（第一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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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名称

发明人

专利申请号

专利类型

1

基于平行分离模式制备色谱分离棘豆中化学对照品的方法

李玉林 3 等

201610646239.5

发明专利

2

一种从镰形棘豆中分离制备 5 种黄酮类化合物

李玉林 2 等

201710153628.9

发明专利

3

一种通用型高灵敏电雾式液相色谱仪

沈建伟等

201821200581.3

实用新型

4

一种用于快速检测植物中钾 ; 钠 ; 钙等离子的提取装置

赵静 2、冀恬 4 等

201821271308.X

实用新型

表 5 新申请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申请号

专利类型

1

一种快速检测黑果枸杞中花青素的方法

谭亮等

201911334986.5

发明专利

2

一种快速检测青稞中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方法

谭亮等

201911234130.0

发明专利

表 6 获得科技成果情况
序号

成果名称

编号

成果水平

1

青稞中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含量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9632019B0251

国内领先

2

藏药材活性成分标准化及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9632019Y0123

国内领先

3

川西獐牙菜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9632019J0501

国内领先

4

金露梅袋泡茶的研发

9632019Y0001

国内领先

5

草地矿物元素蓄积分异机制研究

9632019J0219

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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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联系人：陈

涛

E-mail：chentao@nwipb.as.cn

1. 藏药材标准化与新药研发
针对制约藏药产业在标准化与新药研发方面的技术瓶
颈问题，系统开展藏药物质基础、制备工艺、标准品研制、
药材标准升级和新药研发，形成“药材 - 成分 - 标准品 -

一、中心概况

标准 - 新药”的藏药材标准化与新药研发新模式，推动藏

“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

药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于 2008 年，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牵头，

2. 生态经济林浆果资源开发与研究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和青海省生物产业园参加共建的高

立足青海特色生态经济林浆果资源，针对规模化利用

原生物产业技术创新平台。截止 2019 年底，现有工作

的技术难题，系统开展浆果采集技术、果汁分离技术、果

人 员 32 人， 其 中 固 定 工 作 人 员 27 人， 临 时 聘 用 人 员

汁低温浓缩技术、果粉干燥技术、籽油萃取技术以及浆果

5 人；拥有高级职称人员 25 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

黄酮、生物碱、多糖、原花青素、色素、蛋白等提取、分离、

津 贴 2 人、 国 家 万 人 计 划 1 人、 青 海 省 优 秀 专 业 技 术

纯化等关键技术，形成浆果产业关键技术群，为资源利用

人 才 1 人、 中 科 院 特 聘 研 究 员 2 人、 中 科 院 青 促 会 会

提供有效途径，推动青海省地方大健康产业的示范与发展。

员 5 人、 中 科 院 关 键 技 术 人 才 1 人、 青 海 省 高 端 创 新

3. 藏药材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

人才千人计划 7 人、青海省学科带头人 13 人。中心拥

针对青藏高原藏药材资源开发与资源供应不足的矛

有 较 为 先 进 的 基 础 研 发 和 中 试 仪 器 设 备 6 6 台（ 套 ）。
“青

盾，系统开展藏茵陈、大黄、贝母等资源人工繁育和生态

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高原特色

抚育技术的研究和技术集成及种植示范，为解决资源短缺

生 物 产 业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和 集 成 创 新 的 重 要 平 台、 特 色

和资源持续利用提供药材资源保障。

生 物 资 源 产 品 研 发 的 主 要 基 地、 重 要 科 技 成 果 产 业 化

三、取得的工作成绩

的 孵 化 器 和 关 键 人 才 交 流 与 人 员 培 训 基 地， 为 省 内 各

2019 年，中心共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13 件；发表论文

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提供技术和仪器设备支撑服务以

43 篇，其中 SCI 论文 35 篇；取得 16 项省级科技成果；培

及科技成果的孵化和转化服务。

养研究生 8 名，其中硕士研究生 5 名，博士研究生 3 名。

二、工程化研究方向
中 心 在 藏 药 材 标 准 化 与 新 药 研 发、 藏 药 质 量 控 制 关

2019 年，中心顺利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评审，本次评审结果表明，中心业绩突出、

键 技 术 研 究、 生 态 经 济 林 浆 果 资 源 开 发 与 研 究 和 藏 药 材

公信度高、服务面广，具有示范带动作用；青海民族大学和

种 植 技 术 集 成 与 示 范 方 面 技 术 优 势 明 显， 竞 争 力 强， 整

青海师范大学与中心签订协议，将中心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

体 处 于 国 内 领 先 水 平， 对 于 相 关 产 业 的 发 展 起 到 了 积 极

实习培训基地。2019 年度，累计为 261 名相关专业本科生

的推动作用。

和研究生进行实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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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联系人：陈世龙
电

话：0971-6110067

E-mail：herbarium@nwipb.cas.cn

12000 张；查阅文献录入物种 150 种；录入 5000 号植物标
本数据，拍照标本照片 5000 张。
动物标本信息可在“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museum.
ioz.ac.cn）- 国 家 标 本 资 源 共 享 平 台 - 动 物 子 平 台 官 方
网 站 查 询；“ 中 国 数 字 植 物 标 本 馆”（http://www.cvh.

一、野外植物标本采集

ac.cn/）- 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 植物子平台官方网站，

6 月，陈晓澄、肖洒等在西宁、大通、互助、化隆、湟

可查询我馆植物标本记录 23 万余号，可查看标本照片 13

中采集植物标本 10 天，集中对早花期植物进行了采集，共

万多张。

采集标本 868 号，2600 余份。
8 月，陈晓澄、肖洒在黄南州同仁县兰采林场、西卜沙
林场等区域采集植物标本 27 天，采集环境包括：高山草甸、
高山裸岩、干山坡、河边湿地、乔木林、灌木林等，平均
海拔 3400m，共采集标本 2964 号，9000 余份，DNA 材料
2900 余份。
二、标本管理、制作和收藏
保证馆藏各类标本的完好无损；对鱼类、两栖爬行类浸
液标本添加福尔马林；对放置昆虫、鸟类、兽类、植物标本
的标本柜、挂皮室添加樟脑丸。
对新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杀虫、消毒；整理打印采集信息
标签，完成植物标本 7000 份的制作（新采集标本、凭证标
本及转赠标本）；制作青海湖裸鲤形态标本 5 尾；接收国家
电网工作人员在湟中县阳坡台村捡到意外死亡黑颧并制作形

标本分类鉴定 - 专家查阅植物标本

态标本 1 件。
三、标本分类鉴定
杨永昌、吴珍兰、吴玉虎三位老先生鉴定毛茛科、龙胆
科、菊科、兰科等植物标本 3000 余号；标本馆管理人员在
老先生的指导与协助下鉴定标本 1000 余号。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华南植物园、东北林业大学、甘肃
农业大学、中南民族大学、青海大学、四川农林学院及本所
相关学者和学生查阅动植物标本 120 多人次，查阅动植物标
本 2500 余号、鉴定标本 500 余号。
四、标本信息化建设与共享
完成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国家标
本资源共享平台 2019 年度的“动物标本标准化整理和数
字化表达”和“植物标本数字化及共享”专题。其中，录
入 1000 尾鱼类、3000 尾两栖类标本数据，拍照标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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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版专著
吴玉虎主编专著《青海植物检索表》出版，共收录青
海省境内野生、重要露天栽培维管束植物 129 科、723 属
3489 种，检索表在修订、增补、完善《青海植物志》和《青
海植物名录》所收录植物科、属、种的基础上，根据近些年
我们在深入野外调查和对我馆馆藏标本进一步研究以及编研
《昆仑植物志》过程中掌握的最新资料，对其中约 4/5 种的
检索表进行了重新编写及内容增补。
六、科学普及
科普展厅常年不定期开放，接待社会各界参观学习。
组织实施科学院、科技部“公众科学日”、
“全国科技周”、

野外植物标本采集

“全国科普日”等活动，有大中院校、中小学及社会各界人
士来标本馆展厅及研究所实验室参观，共计 3200 人次。
在科普工作中不断尝试新的思路，在科普受众群体上，
从中小学生，逐步面向幼儿的启蒙科普，在西宁市第一中学、
第四中学、朝阳学校、行知小学、昆仑路小学、新宁路小学、
军花幼儿园等开展科普讲座 14 场，参与 3100 人次。
在科普传播形式上，以“走进校园、走进大自然“为主
题，在湟中县茶汉素小学、西宁市行知小学、昆仑路小学、
新宁路小学开展“植物标本采集与制作”实践课 4 场；参与
世界湿地日自然教育、青海湖自然课堂生态研学、西宁湟水

科学普及 - 科普讲座

湿地公园自然体验、西宁植物园识别身边的植物及优秀大学
生暑期夏令营等科学实践活动 8 场。
与青海省环境教育协会合作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青少年自然教育，面向国家公园内 7 所试点生态学校
和省内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社区，共开展科普讲座、自然
故事分享、“我爱祁连山 祁连山是我家”手绘自然活动、
野生动物填色卡手绘、食物链“生命之网”小剧场、观鸟识
鸟爱鸟自然体验等活动近 40 余场次，累计青少年受众人数
6000 人次。
利用暑期，创新开展自然体验实操培训并培育祁连山国
家公园自然教育讲师队伍，开展管护员环境解说理论与实践

科学普及 - 标本制作实践课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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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学报编辑部
4. 影响因子。 根据中国知网 2019 年的统计指标，《兽

联系人：罗晓燕
电

类学报》“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1.079, 期刊综合影响因

话：0971-6143617

子学科平均值 0.781，在 95 种生物学期刊中排名第 13。中

E-mail：xyluo@nwipb.cas.cn

国科技期刊引证指标（CSCD）2019 年我刊影响因子 0.6176，
H 指数 5，总被引频次 566。

一、《兽类学报》编辑出版工作

5. 召开了第九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38 位编委参加会

1. 完成 2019 年 6 期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全年发

议，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理事长魏辅文院士，王德华主

表论文 78 篇，

编和杨其恩副所长参加会议，编辑部做了全面工作总结。与

平均发表周期

会编委对《兽类学报》今后的发展和如何提高学术水平提出

7.7 个月。

很多建设性意见。

2. 完 成 国
家公园专刊组

6. 加大融媒体发展，扩大《兽类学报》影响力。包括
在 CNKI 优先网络在线发表；微信公众号宣传，好文推荐。

织 和 刊 发。 以

二、图书情报服务工作

国家公园为主

1. 完成“青藏高原生态学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报告。

体的自然保护

2. 为三江源研究院完成了三江源文献数据库的建设，目

地体系建设尚

前检索、下载中外文文献四千多篇，已全部导入 Endnote，

属 探 索 阶 段，

等三江源研究院数据库平台到位后即可完成数据建设，投入

缺乏系统的科

使用。

学 理 论、 方 法

3. 文献资源利用培训。对全所新生和新入所职工进行了

及 实 践 研 究，

文献资源利用和管理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研究所文献资

可持续管理研

源的介绍，所图书馆网站可利用资源的介绍，其他可利用资

究体系、监测体系、管理体系还比较薄弱。为了服务于我国

源的查阅方法，文献管理方法等。参加学生 55 人，通过培训，

国家公园建设的科学需求，我刊组织我国相关领域的学者撰

使研究生更快熟悉我所的文献资源，能够在学习期间很好是

写论文，并以专刊的形式刊出，集中展示国家公园研究方面

利用这些文献资源。

的最新成果。本专刊集中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科学相关研究成

4. 完成了所机构知识库 2019 年研究论文数据录入，
2019 年研究所学位论文数据的录入工作。

果。研究成果包括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功能研究及其野生动物

5. 读者咨询服务工作，包括解答读者日常使用数据库

与家畜及和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展现国家公园中的濒危

及网络服务中的一些问题，为所内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代查代

物种如雪豹、大熊猫等的生物学研究，以及无人机、人工智

借所需文献。建立了所里的文献服务 QQ 群，方便解决文献

能识别野生动物等新方法。专刊出版后在第一届“国家公园

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和帮助大家查阅文献。

论坛”和“虎豹跨境国际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和宣传。
3.《兽类学报》被美国的《生物学文摘》（BA），英
国的《动物学记录》（ZR），苏联的《文摘杂志》、日本

6. 完成本年度数据库和科技图书的订购工作；交换期
刊的登记入库。
7.《兽类学报》网站、所图书馆网站和研究所机构知识

的《科技文献速报》、Scopus 等国外数据库收录；国内被

库网站的维护工作，包括日常网站系统的维护，通知的发布，

中国科技期刊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备份。

CNKI、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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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一、院地合作

省藏药药理学及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调研期间，

1 月 25 日上午，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莫重明、副厅

张晓容一行仔细参观了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和青

长苏海红，西宁市副市长王彤，青海省科学技术厅政策法规

海省藏药药理学及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创新成果

和基础研究处处长瞿文蓉、农村科技处处长王荔华、高新技

展 示、 研 发 实 验 室 等， 对 各 重 点 实 验 室 依 托 青 海 独 特 丰

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副处长李岩，以及西宁市科技局领导莅临

富 的 动 植 物 资 源， 致 力 于 中 藏 医 药 研 发 所 取 得 的 成 绩 给

西北高原所“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程技术研究中

予高度评价。

心”调研视察工作。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莫重明、副厅长

二、国际合作与交流

苏海红希望西北高原所继续大力完善平台建设工作，力争使

2019 年我所有 10 批 15 人次科研人员赴 9 国进行学术

该平台成为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为青海省特色生物企业研

交流和合作研究；其中，参加国际会议７人，学术访问 5 人，

发更多的高技术生物产品，为推进青海特色生物产业做出更

合作研究 1 人，参加培训 2 人。来所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的

大科技贡献。

外国外籍科学家共 9 批 23 人次，其中 8 批 18 人赴省非开

1 月 31 日，青海省林业厅与西北高原所以《祁连山国

放地区进行科学考察。

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为指导，签署了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

三、活跃研究所内部学术氛围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2019 年举办学术报告、学术研讨会 28 场，共计做学

4 月 15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局长谢鹏云及

术报告 76 个，外籍科学家报告 11 个。

战略研究处处长甘泉，综合处处长叶海华，中国科学院文献

（1）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

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咨询服务部主任赵亚娟及业务管理处

会第二次会议暨青年学术研讨会召开；（2）2019 年中德麦

处长韩涛一行六人，来到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类作物基因组与分子育种双边研讨会在西宁召开；（3）牦

进行了调研。

牛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进展专题研讨会在西北高原所召开。

为了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中藏医药高质量发展，4 月
17 日 西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晓容，副市长王彤一 行 调
研中科院西北高原所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和青海

四、青海省学科带头人申报
2019 年我所新申报学科带头人（第十四批）13 人，最
终 6 人进行了现场答辩。

管理工作
一、网络与信息化工作

网络服务器的日常维护，包括 DNS、FTP、日志、备份。

网络运维建设

安全设备的日常维护。按网络安全运行要求结合西北高原所

在中国科技网以及青海电信、青海联通的支持下，网络

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网络安全设备防火墙、上网行为管理和

运行正常，没有发生大的故障，网络机房改造并投入使用。

IPS 设备的安全策略，开放最小端口，设置合理的过滤策略，

四号楼和二号楼相继改造完成，机房添置新的设备，并对两

保证网络的畅通、安全。先后参加了科技网年会、中科院网

栋楼的网络调试，保证新址网络畅通。

信工作会议等。

每天监测网络运行状态，及时处理突发事件，以保证网

网站建设

络的正常运行，新增邮箱用户的分配，邮件列表的更新维护；

按要求及时更新模板、增加栏目，分配权限。重新设计

新增用户的 IP 地址分配、全所地址信息维护、地址 + 端口

改版网站首页，充分展示和体现研究院成立后的风采。增加

绑定，上网用户的故障解决。

“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汇编”“学法普法”等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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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时俱进，开展纪录片、直播采访活动：近年来纪录片、

ARP 系统维护与数据备份
解决 ARP 系统日常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打补丁，

直播采访等节目组的联系与采访呈增长态势。如 2019 年 7

以保证 ARP 系统的正常运行。

月 18 日 CGTN《China24》央视英语直播节目，特别关注中

银企互联顺利上线。

国的藏医藏药，我所研究员魏立新接受采访，是我所参与的

定时备份数据库和应用程序，保证每个工作日做数据库

首个英语直播采访。（4）此外，在工作过程中注重报道电

的备份，每周做系统的全备份和异地备份，以确保重要数据
的安全。异地备份从今年开始在三号楼和四号楼之间进行。

子资料采集和保存工作。
官方微信微博原创发布，与时俱进，开展视频宣传，

科研信息化建设

2019 年度，至今已在西北高原所官方微信撰写、编辑、发

在所中文网站开通了信息化建设专题栏目，内容包括科

布微信 44 篇，约一周一篇。同时积极撰稿、组稿，《中科
院之声》发稿 1 篇，《科学大院》发稿 5 篇。

研信息化、管理信息化等方面的内容。

政务信息工作稳步推进，撰写、被采纳青海科技工作者

完成了正版软件使用数据上报工作。

建言 1 篇《三江源国家公园科技支撑共性与特性需求的建议》。

二、科学传播工作
贯彻中科院科学传播“全传播”理念，以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为基本职责，以“内聚人心、外树形象”为目标，提

完成了 2018 年度年报、2018 年中国科学院年鉴、青
海年鉴中西北高原所年度材料等。
开展以“科技强国、科普惠民”为主题的全国科技活动

高研究所文化软实力。
网络宣传工作规范化推进。在官方网站发布报道 224 篇，

周暨第十五届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等科普活动。

2019 年度策划了 2 个专题：双 70 庆祝专题和“走进科考一

三、综合档案工作

线”专题。

完成了 2017 年文书档案 21 卷的预立卷及文件汇编工

新闻宣传工作纵深发展。（1）按照采访筹备期、采访

作 , 接受科研档案 10 卷 , 全年利用档案 68 人 / 次 , 完成了

进行时、报道发布期三个阶段与新闻记者沟通合作，通过网

中科院档案自查表，补充完善了我所历史沿革的文件材料，

媒、纸媒、新媒体等渠道，客观全面真实地报道。以知识产

将我所早期的历史回顾纸质版存放在所档案室，电子版放到

权贯标工作为契机，正式启用《媒体采访审批表》，不断规

了内网，整理历年的文件资料和销毁登记造册工作，清理了

范采访审批流程。（2）组织采访活动，“新闻媒体走进科

青海省委和省政府部分文件，ARP 系统中打印与我所有关的

研一线”采访活动今年陆续在“科学大院”的科学人专题发布。

纸质文件归档。

人才队伍建设
一、人才引进和管理

检查，1 项顺利通过评估，2 项进展良好。组织所内专家对

2019 年共有 147 人应聘 25 个岗位，其中应聘科研岗

“西部之光”2015 年西部博士项目进行了终期评估和 2017

位 7 人，支撑岗位 16 人，管理岗位 104 人。通过资格审查、

年西部青年学者类 B 项目的终期检查，4 项顺利结题，4 项

面试、体检等环节，共录用 10 人，其中科研岗位 1 人（博士），

进展良好。

支撑岗位 4 人（硕士），管理岗位 5 人（硕士 3 人，本科 2 人）。
组织 2019 年度关键技术人才的推荐工作，陈涛被推荐
为中国科学院关键技术人才人选。
组织进行了 2019 年“西部之光”立项初评工作，遴选
推荐“西部青年学者”项目 6 项，其中 A 类项目 3 项，B 项

组织申报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项目 18 项，
获得资助 5 项，其中引进拔尖人才 2 项，培养领军人才 2 项，
团队 1 个，获得经费资助 205 万元。
进行 2019—2019 年度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选拔推
荐工作，李玉林获得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目 2 项，“一带一路”团队 1 个。协助兰州分院进行了“西

二、人事管理

部之光”2015 年度入选者终期评估和 2017 年入选者中期

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了 4 次岗位聘用工作，即 2019 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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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岗位聘用、研究中心主任和副主任岗位聘用、院重点

数民族骨干计划 1 人；招收博士研究生 18 人，其中少数民

实验室和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副主任岗位聘用、中层领导干

族骨干计划 1 人，硕博连读 2 人。

部的选任工作。有 53 人专业技术岗得到晋升；1 人聘任为
研究中心主任、3 人聘任副主任；2 人聘任为院重点实验室
主任，6 人聘任为副主任；6 人聘任为省重点实验室主任，
10 人聘任为副主任。

（2）毕业：2019 年毕业博士研究生 13 人，硕士研究
生 25 人，授予学位：博士学位 13 人，硕士学位 25 人。
（3）获奖情况：
年度 国家奖

院长奖

地奥奖 优秀学生 大学生奖学金

三、研究生培养
（1）招生：2019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29 人，其中含少

2019

4

2

2

28

3

党纪检监察审计
一、党建与党风廉政建设
1．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确保整改落实取得实效。（5）认真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

西北高原所党员领导干部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

命”主题教育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暨专题民主生活会。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所长代表班子作了检视剖析，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前期调研情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

况，聚焦“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对照党章党规找差

洁作表率的目标。
（1）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夯实政治思想基础。

距，紧密联系思想和分管工作的实际，作了深刻的个人检视

领导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剖析。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6）评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估主题教育成效。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

项整治和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发放主题教育测评表

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29 份，据统计，对本单位开展主题教育的总体评价，好占

读原著悟原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75.86%，较好占 20.69%，一般占 3.45%。

精神以及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党章、《关于新形势下

2.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对新任的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中科院和青海省重点

（2）按照“三个一”步骤，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结合举办第

实验室主任、副主任等 20 余名业务干部以及新提任的 3 位

十届战略研讨会，分四组开展调研，聚焦三江源国家公园建

中层领导干部都进行了任前谈话和廉政谈话，共签订党风廉

设的使命与任务，全面细致了解实情。所领导班子成员分别

政（反腐倡廉）责任书 52 份，逐级签订，压实责任。

在学习调研的基础上，作了专题党课报告。（3）以开展“对

3.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参加党务干部、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

标要求、强化责任”活动为重点，认真检视问题。结合征求

（1）培养发展新党员

到的意见建议，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发展预备党员 9 人，预备党员转正 5 人。

去，认真检视反思，形成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检视剖析材

（2）参加党务干部、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

料，列出问题清单，逐一进行剖析，明确整改方向。（4）将

6 名党务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参加兰州分院系统党务干

“改”字贯穿始终，抓好整改落实。突出主题教育实践性，

部“感悟初心 锤炼党性”井冈山红色主题培训，传承红色

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分层分类、明确责

基因，锤炼党性筋骨，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

任，列出清单，逐项整改。专项整治项目，共列出了五个，

5 名处级干部参加兰州分院分党组举办的学习十九届四

均已即知即改，完成阶段性目标，并将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推

中全会精神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进落实。突出问题共列出四类，均已即知即改，有的已经整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改完毕，未完成的将持续推进整改落实，一件一件整改到位，

4、制定“三重一大”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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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贯彻落实院党组重大决策部署、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立 70 周年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文艺汇演，同时参加西北

制度，同时为进一步规范所党委决策程序，提高决策的科学

研究院、兰州分院系统文艺汇演主题活动，通过艺术的表现

化水平和民主化程度，制定了研究所“三重一大”事项清单，

方式，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

加强了对“三重一大”事项建设和管理。

70 年、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年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凝心

5. 举办并参加庆祝“双 70”文艺汇演

聚力，矢志创新，为顺利实现“三个面向”“四个率先”要

研究所举办 “献礼 70 年，奋斗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

求不懈奋斗，续写新的篇章。

二、纪检、监察、审计工作
1、认真组织学习相关会议精神，积极部署落实检查纪
监审工作
（1）3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召开党委扩大
会议，专题研究 2018 年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的落
实，并部署 2019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暨反腐倡廉工作。
（2）4 月 4 日上午，所纪委召开 2019 年度第一次会议。

（6）11 月 12 日上午，参加兰州分院系统内部审计工
作交流研讨会；下午，参加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
研究院纪监审会议，学习了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重
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开展作风建设监督检查
（1）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带头做到“两个

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维护”。坚决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突出对党员领导

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中国科学院党员干部廉

干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监督，把力戒形式主义、官

洁自律负面清单（试行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

僚主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盯空泛表态、敷衍塞责、工作

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

不实、相互推诿、“一言堂”等突出问题。

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并传达了中共青海

（2）研究所将反腐倡廉的基本要求融入到各项制度的

省纪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纪检监察机关执纪执法工作时限条

建设中，融入到现代科研院所管理运行机制的建设中，建立

规汇总》与《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流程示意图》的通知。

和完善了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党务公开、重大决策征

（3）9 月 23 日，所纪委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议，纪委
委员、党支部书记、纪检委员参加了会议。党委副书记、纪

求意见等制度。党委与纪委全程参与研究所 “三重一大”
事项，做好监督执纪工作。

委书记杨勇刚领学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强

（3）认真贯彻落实领导干部收入申报、个人有关事项

调了深刻领会《条例》的重大意义，与会人员把《条例》作

报告、兼职取酬报告、礼品登记和述职述廉制度。完善领导

为近期理论中心组、党支部学习的重点内容，组织集中学习

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将认真履行防腐倡廉的责任作为考核的

研讨，全面领会《条例》精神实质。

重要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

（4）7 月 4 日，西北高原所召开所务会议，讨论关于成

（4）研究所纪委坚持在五一、端午通过邮件向研究所

立第十届学术委员会事宜时，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勇刚传

领导干部和科研骨干等重点监督对象发送廉政提醒制度，加

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

强对党员干部的节日提醒和管理监督，盯紧盯住重要时间节

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文件，并报告

点“四风”问题，抓严抓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

了院、分院对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工作进行的部署，会议结束后，

3、强化内部审计监督，加强对管理责任及经费的监管

科技处按照纪委意见重新对学术委员会职责进行了补充完善。

（1）研究所按照责任部门、责任人、时间节点等，要求

（5）根据《中国科学院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相关部门和人员建立问题整改台账，进行认真整改，整改结

关于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院纪律处分执行情况开展自查自 -

果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经所务会讨论通过，并在 3 月初向中

纠工作的通知》精神，西北高原所于 3 月 11 日下午召开党

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党建与监察审计处提交了中国科学院西北

委会，要求纪委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对此项工

高原所以前年度经济责任审计后续跟踪审计整改报告和西北

作进行安排部署，各党支部按要求开展自纠自查。

高原所关于材料采购业务及其内部控制专项审计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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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院条财局通知要求与财务处共同从单位内部

2019

底党委会、所务会对完成情况再进行监督检查。

控制情况总体评价，内部控制总体成果、信息系统层面内部

（3）研究所风险防控领域已覆盖到重大决策、科研管

控制建设情况、内部控制工作的经验、做法及取得成效等七

理、基本建设、财务资产、人事教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个方面完成《2018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为

科研道德建设等主要业务领域和管理行为，建立健全了廉洁

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开展“小

从业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形成了用完善健全的制度“管人、

金库”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财务处于 4 月 5 日

管事、管风险”的动态化的风险防控运行机制。

提交自查自纠报告。

5、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和案件查办情况

（3）根据 2019 年究所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和方案，完

（1）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大对反映问题面对面谈

成了风险控制自主项目，研究所领导干部及管理部门工作人

话和函询回复的抽查核实力度，对问题严重、触犯纪律法律

员领取评审费和专家咨询专项审计，审计会计期间 2014 年

的，要打手板、敲警钟，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该纪律处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并完成整改，“百人计划”项目评

分的纪律处分。督促研究所各级领导干部以“六项纪律”为

估绩效审计，审计期间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戒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

日，已完成整改；平安农业生态试验站负责人离任审计及财

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

务处负责人离任审计，审计期间为任职期间经济和管理责任。

（2）研究所纪委依据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纪委关于

农业生态试验站负责人离任审计和财务处负责人离任审计项

印发《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纪委约谈中层领导人

目，审计结果已通过党委会讨论，要求财务处规范完善相关

员和业务单元负责人实施细则》的通知精神，针对研究所内

制度，已经完成整改。风险控制自主项目材料费专项审计已

部审计所发现屡禁不止问题，研究所党委、纪委对责任落实

完成，待整改；科研经费三性审计工作目前商未完成。

不到位的中层干部、课题组长及时进行提醒谈话。于 10 月

2019 年审计支出金额 1719.96 万元，抽单率 60%，发
现问题累计数 28 条，提出意见建议 25 条，退回违规资金 6.49
万元；建议完善规范管理内控制度 2 个。
（4）根据科发监审函字〔2019〕5 号《中国科学院监
督与审计局关于开展院属单位分支机构专项检查的通知》精
神，就研究所 2018 年分支机构审计调查所提出的意见建议，
11 月份完成回头看监督检查工作。

16 日下午对 2 名课题责任人进行提醒谈话，要求被谈话人
提交书面说明及整改措施。
并在不同层面会议上提出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一
岗双责“的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机遇意识、担当意识，廉
洁从业，做好在“仁德、勇德、智德”等方面的修炼和表率。
（3）2019 年 8 月 13 日西北高原所所组织人事处收到院
离退休局组调处武鸿奇老师转我所离休干部刘立光同志 6 月 5

（5）根据《中国科学院监督与审计局关于开展审计质

日写给黄向阳局长并呈报侯建国书记的“关于我所离退休同志

量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积极部署

‘两个待遇’问题”的书面意见后，钟海民同志及时向所长陈

落实，展开自纠自查工作，形成并提交书面报告。12 月中旬，

世龙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勇刚两位所领导做了汇报，所

参加了中国科学兰州分院组织的汇报与评估工作。

领导非常重视，责成组织人事处牵头，对信访件要根据相关政

（6）6 月监督审计室派工作人员参加并完成贵阳地化
所领导班子换届经济责任审计选调工作。

策进行仔细认真的核实，会同相关部门尽快落实刘立光同志反
映的意见。此信访件已经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按照时间节点

4、继续深入推进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

处理完毕，并与信访人进行了当面沟通与意见反馈，将调查及

（1）根据《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印发《中共中国

处理结果形成书面报告提交相关部门，无积案。

科学院党组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的通知》

（4）2019 年 10 月 24 日收到兰州分院纪检组转交办

精神，研究所坚持不懈、常态化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

研究所纪委检举件，11 月 13 日下午召开纪委会议，对中国

西北高原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细则》。

科学院兰州分院纪检组转交办的检举件与检举人进行第一次

（2）根据《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2019 年

通过电话初核，此案件正在核实中。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任务分解表》，年初党委会进

（5）纪委对信访检举案件，立查立决并将核查、处理

行部署、年中旬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监督检查并推进，年

结果上报分院和相关部门，对举报者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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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不断加强纪检、审计和信访工作的有机结合，悉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心营造请风气正的研究所环境，为促进研究所的科技创新发

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上的重要

展提供保障。

讲话精神、《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

6、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暨反腐倡廉宣传警示教育
活动开展情况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与会同志集体学习了《习
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中的文章，

（1）抓好落实《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

同时对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根本任务、工作安排等内容进

深入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督促检查《党风廉政责任书》

行了交流研讨。会议还通报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科

（或《反腐倡廉责任书》）的责任落实，并作为责任考核、

学院纪检监察组谢某违纪违法案的通报》、省委保密委员会

追究的依据，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行“一岗双

转发《关于 2018 年全国窃密泄密案情况的通报》等文件，

责”、“一案双查”。结合年底考核对党员领导干部党风廉

要求各位职工提高安全保密意识，不触底线，不越红线。

政建设责任制工作进行述职述廉。2019 年对因岗位调整和

（6）研究所党委、纪委形成合力，把管党治党作为主

关键岗位党员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责任书》（或《反腐倡

责主业，注重加强领导干部政治意识、纪律意识、意识形态、

廉责任书》）签订工作预计在年底完成。

廉洁从业意识的思想建设工作，在不同层面的会议上进行宣

（2）根据科学院监督审计局下发的“关于在生物医学研

贯和专题教育培训。按照党委、纪委年度工作计划和党风廉

究中恪守科研伦理的提醒”精神，西北高原所制定了《中国科

政建设任务分解表，分别举办以中心组学习会、警示教育专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科研道德规范及管理办法》，并在所

题报告会、所级领导做党建报告、反腐倡廉报告会、党支部“三

内网进行宣贯，要求全体科研人员进行认真学习与贯彻执行。

会一课”等形式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不定期培训。研究所政

（3）10 月 25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党委召

治巡视工作结束后，计划安排在 11 月份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开警示教育专题中心组学习会，解读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

组织研究所党员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及副研以上参观西宁监

党问责条例》，同时传达了《关于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科学

狱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主题活动，以现场说法的形式，着

院处级及以下人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通报》、

力强化研究所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学生的政治意识、纪律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开展审计问题整改防范

意识、廉洁意识及责任意识，以违纪违法案件为警鉴，起到

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王

防腐拒变，警钟长鸣的常态化提醒。

玉建严重科研不端行为及其处理情况的通报》以及中国科学

（7）于 11 月 15 日研究所组织人事处举办新进职工和

院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党员

研究生入所教育和培训会 , 所长陈世龙在入所教育会上做了

干部廉洁自律负面清单（试行）》等文件精神。专题学习后，

《科研道德和学风建设报告》。

与会人员就租车、公务用车审批、制度宣贯不到位、问责力

7、积极参加培训，加强纪监审队伍建设

度不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交流。

（1）研究所在形势、新要求下，为切实将廉洁从业风

（4）8 月 1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所长陈世龙、

险防控工作落到实处，目前监察审计室专职干部 2 名，兼职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勇刚对新任的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

干部 1 名，加强了监察审计室的工作力量，为充分发挥监督

中科院和青海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副主任等 20 余名业务干部

保障的执行，促进研究所内控体系的完善发挥作用。

进行了任前谈话和廉政集体谈话。新上任的中国科学院高原

（2）2019 年，研究所积极支持纪监审人员参加中国科学

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其恩作了重点发言，他说

院兰州分院组织的工作交流研讨会和培训会，中国科学院西北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研究所的未来要靠年轻人去打拼奋斗，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 ) 纪委组织的研讨培训会议，中国科

要勇于担当、有责任感、有使命感，务实做好各项工作。
（5）6 月 26 日，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部署推进“不

—142—
年/度/报/告

学院监督与审计局组织的研讨培训班，通过培训学习和工作实
践提升纪监审人员的履职能力，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年度报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2019

推进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建设
一、研究制定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
院发展规划

划（2018-2030）》。
2019 年 3 月 26 日， 在 北 京 组 织 召 开 第 一 届

在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成立大

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发展规划进行了论

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指示要研究制定研

证。8 月 19 日，在西宁组织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

究院发展规划，按照张亚平副院长的指示精神，研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研究院发展规划。

究院启动规划制定工作。
规划的制定遵循多方听取意见、全员参与的原
则，在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建议和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研究院发展规划。在研究院内

二、 凝 聚 共 识， 召 开 以“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谋划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使命与
建设”为主题的第十届发展战略研讨会
在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兰州分院院长、西北

部分高原生态学研究中心、特色生物资源研究中心、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院长王涛，西北生态环境资源

高原生态农业研究中心和管理支撑后勤中心部门征

研究院党委书记冯起分别作了“守初心担使命 进

求意见；在微信群征求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

一步推进西北研究院改革与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意见；2018 年 12 月 26 日发函征求了青海省科技

学习理解和心得”的主题党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厅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意见；2019 年 1 月 10

究所研究员蒋志刚、中科院天津工业技术研究所研

日向科发局汇报规划编制情况。在听取各方意见后

究员张学礼、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邱强分别作了题为

完成了《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发展规

“它山之石：阿尔泰山南坡及山前荒漠的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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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院省共建协议，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联合专项

用”“反刍动物适应及多样性的基因组进化机制”

在 2018 年 8 月 21 日签订的中国科学院 青海

的学术报告，研究院学术院长赵新全就“三江源国

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

家公园研究进展”作主题报告，陈世龙作“三江源

研究院”协议中明确：中国科学院与青海省人民政

国家公园研究院发展规划”主题报告。

府共同建立研究专项，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科学研

研讨会报告会后，开设分组讨论环节，就研
究所（研究院）定位、学科设置、组建学科组方案、

究工作。
为了谋划联合专项的设立，研究院于 11 月 18

人 才 培 养 与 引 进 具 体 措 施、 现 有 青 年 人 才 培 养

日组织召开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科学需求研讨会，会

措施、支撑体系建设、研究生培养、党的建设、

议邀请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管理部门间协同工作措施、管理效率提高措施、

国家林草局昆明院国家公园研究中心、国家林草局

加强制度规范与内部控制措施等主题开展深度

规划院、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探 讨， 大 家 积 极 建 言 献 策， 以 实 际 问 题 为 导 向

局、青海省社科院、青海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提出了意见建议。

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等部门专家参加了会

7 月 19 日，西北高原所所领导、中心主任、

议。通过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明确了三江源国家公

管理部门负责人召开集体会议，瞄准中长期发展目

园建设中实际的科技需求，为联合专项指南的编写

标，进行顶层谋划、统筹布局。会议对 7 月 17 日

奠定了基础，研究院近期组织联合专项指南的编制

召开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使命与建设”的离退休老

工作。

干部座谈会、18 日全天的研讨会进行总结，汇总

四、积极参与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

研讨会讨论意见并形成调研报告，以期对西北高原

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参与了第一届国家公园论

所（研究院）科研工作、管理工作的扎实开展，重

坛，主要负责中国科学院参会人员的对接工作。中

点科研工作的部署实施，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学术院长赵新全在分论坛

指明方向、提供思路。

中做了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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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
一、贯彻落实上级工会各项任务安排

1. 召开职代会情况

2019 年，落实了省教科文卫工会以及中科院

7 月 31 日上午，我单位召开了第八届职工代

工会布置的各项任务。
2019 年 12 月，根据青海省总工会文件要求，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八届职工代表共 43 人，因
病去世 1 人，退休 1 人，调离 2 人，实有代表 39 人，

各级工会要积极组织机关、事业单位符合参互条件

本次会议共有 34 名职工代表参加，人数超过三分

的全部职工参加互保活动，经宣传，我单位应参加

之二，符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要求。

互保人员为 161 人，实际 109 人参加了互保。

按照会议议程，党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杨勇

按照院妇工委要求，研究所妇委会举办专题学

刚代表工会委员会做了 2017 年至 2019 年 7 月的

习会，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

工会工作报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沈裕虎研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

究员做了 2017 年至 2019 年 7 月的工会经费使用

好中国妇女十二大精神学习贯彻工作，推动我单位

报告。

新时代妇女工作开创新局面、实现新发展，妇委会
主任孙菁做了专题报告。
完成了研究所 2018 年工会工作总结；参加了
兰州分院工会及体协年度工作安排部署会；完成了

组织人事处处长钟海民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机构设置及组成》议案向职工代表进行了说明，职
工代表就此议案进行了讨论和发表意见。

编纂青海省志人物志（1986-2005）所需要的我

经答疑后，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中国科学

单位劳模资料；完成了青海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

要求上报的女性人才信息采集和报送工作；申报了

园研究院机构设置及组成》议案共有 12 位代表同

省级“职工书屋”自建点工作；完成了劳模“三金”

意、20 位代表不同意，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的申报发放工作；安排了我单位徐世晓研究员参加

所领导班子表示会后将根据代表意见认真调

了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组织的文化、科技系统劳模一

研，广泛征求不同层面职工意见，进一步完善后再

线职工疗休养工作；完成了工会调研信息统计表；

次提交职代会审议。

完成了院工会开展的心理健康状况普查等。
工会委员王文娟参加了青海省教科文卫体工
会举办的在广西工会干部学校举办的业务知识培训
班。

本次会议共收到职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16 份，会后将交由相关部门落实办理。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严格遵守《中国科学
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工会常务副主席杨勇刚参加了中科院工会组
织的院属单位基层工会主席培训班。
二、参与研究所各项决策，维护职工合法利益

境资源研究院职工代表大会工作规则》，落实了研
究所重大事项一定要提请职代会审议并接受职代会
监督的要求，是西北高原所实现所务公开、依靠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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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办好研究所的重要体现。
2. 全程参与了研究所“三重一大”事项，推
进研究所决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

2019 年“守初心 担使命——2019 年全民健身日”
健步走活动。
9 月 11 日晚，西北高原所党委及工会举办了

我单位工会主席陈世龙为党委委员、所长，

“ 献 礼 70 年， 奋 斗 新 时 代”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副主席杨勇刚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因此，所

周年 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文艺汇演，离退休职

工会全程参与了研究所各项重大活动，在决策前充

工、在职职工、研究生齐聚一堂，喜迎祖国 70 周

分征求职工代表意见，在研究所专业技术系列人才

年华诞。

招聘、招投标、研究生招生等工作中，发挥了监督

9 月 12 日 ,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国

作用。特别是工会副主席作为纪委书记组织了西北

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积极推动《全民健身条例》

高原生物研究所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推进，在

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的贯彻和落实，

节假日到来之前通过短信和邮件给党员领导干部提

引导广大职工、研究生增强体育健身意识，推动全

醒、重申和强调廉洁过节纪律要求。

民健身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所工会、研究生会举办

三、开展创新文化活动情况

了 2019 年度职工、研究生趣味运动会。

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研究所创

12 月 5-6 日，根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

新文化建设，营造团结向上的研究所氛围。丰富职

资源研究院工会、篮球协会安排，在兰州举办了第

工文化生活是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届西北院院属单位职工 3 人制篮球赛。西北高原

4 月 10 日， 所 党 委 和 工 会 组 织 召 开 了 2019

所工会高度重视，派出了由郭小伟、刘增根、徐田

年度创新文化建设专题会议暨体协和全民健身活动

伟、贺福全 4 人组成的篮球队，参加了此次西北院

工作会议。会议落实了各项活动的承担部门和具体

组织的比赛。通过参加本次篮球赛增进了西北院院

责任人，按照所党委的安排，将活动安排内容予以

属各单位职工之间的友谊，展示了西北院团结、和

公示，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

谐、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

3 月 7 日， 在 第 109 个“ 三 八” 国 际 劳 动 妇

12 月 31 日，所工会与研究生会组织的第十二

女节来临之际，西北高原所工会和妇委会联合举办

届棋牌争霸赛在研究生食堂举行。本次棋牌比赛设

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王春艳和刘瑞娟两名女职

象棋、挖坑、双扣、麻将四个项目，采取淘汰制的

工代表西北高原所参加了青海省教科文卫组织举办

方式，在报名职工及研究生近 170 余名选手中角逐。

的以“逐梦新时代·巾帼绽芳华”为主题的庆祝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女职工花艺比赛。

2019 年，根据中国科学院关于举办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和建院 70 周年群众活动的通知。

3 月 8 日晚上，西北高原所在职女职工和女研

我单位工会开展了以“科技报国七十载，创新支撑

究生共 80 余人，在青海大剧院音乐厅聆听了主题

强国梦”为活动主题，开展了诗歌和征文、书法和

为“蕙质兰心·艺满夏都”的女神节专场音乐会。

绘画、摄影、感言建言等各项活动，由所工会负责

8 月 8 日， 西 北 高 原 所 工 会 及 体 协 举 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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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大事记

一月 / January

2019 年 戊戌年

1月4日
¾¾

科技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委托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组织开展了中央级高
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并公布了考核结果，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在此次考核评估中获得优秀。

¾¾

青海省动物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召开，来自西北
高原所、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海北州
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青海省林草局、青海省生态环境厅、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青海
省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及各州县林业局等 18 家单位的 90 余位会员代表参加
了会议。学会挂靠单位西北高原所副所长陈世龙致欢迎辞。

1月9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工会委员会召开会议，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所工会委员、妇委会委员、
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

1 月 10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会，对 4 个支部书记进行 2018 年度述职评议，
同时进行了党建工作的交流和研讨。科研一支部书记赵亮、科研二支部书记孙菁、研究
生支部书记车国冬和管理支撑和后勤联合党支部书记翟睿英先后进行了述职。

1 月 1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举办“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诗文朗诵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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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扶贫帮扶布东村文化活动室办公设备交接仪式在达日县满掌乡布东村举行，
达日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姜秀珍，满掌乡乡党委书记尕藏当智、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驻
村第一书记贾先卫及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牧民代表共计 30 余人参加仪式。交
接仪式由乡党委副书记朋毛才旦主持。

1 月 21 日
¾¾

西北高原研究所党委开展了春节前夕走访慰问暨困难帮扶活动。党委委员、副所长陈世龙，
副所长魏立新，党委委员、组织人事处处长钟海民，离退休服务管理工作主管杨云一行，
受党委书记、所长张怀刚委托，走访慰问了研究所离休干部、老党员、身患重病、生活
困难的老同志及孤寡遗孀，为他们送上了亲切的问候和新年的祝福。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 2019 年离退休职工迎新春座谈会。党委委员、副所长陈世龙，党委委员、
组织人事处处长钟海民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离退休工作人员与退居西宁的离退休职工
4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议由陈世龙主持。

1 月 22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按照中科院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兰州分院分党组的安排部署，召开了 2018
年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分党组成员、副院长陈改学、党建与
监察审计处党务干部陈华、研究所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西北高原所党委书记、
所长张怀刚主持。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 2018 年度工作总结暨领导班子考核和党建工作考评会，兰州分院分党
组成员、副院长陈改学，组织人事教育处处长张兴仁，主管文星、陈永磊，西北生态资
源环境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谢铭、党办副主任郭轶瑞、监察审计处主管康淑媛，
西北高原所党委书记、所长张怀刚，副所长陈世龙、魏立新及全所职工（含离退休职工）
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1 月 23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妇女工作委员会组织全所女职工开展“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学习
活动，30 余名在职女职工围绕中国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进行了集中学习。研究所
工会主席陈世龙、副主席杨勇刚参加了此次学习活动。会议由西北高原所妇委会主任孙
菁主持。

¾¾

西北高原所组织管理及后勤负责人对西北高原所的办公楼、综合实验楼以及电梯、水泵房、
配电室、监控机房等进行了安全隐患检查。

—148—
年/度/报/告

◇◇◇◇◇◇◇◇◇◇◇◇◇◇◇◇◇◇◇◇◇◇◇◇

年度报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2019

1 月 25 日
¾¾

民盟青海省第十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西宁召开。补选张文郡、李玉林、韩青玉
同志为民盟青海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向 2018 年度受民盟中央表彰
的先进集体与个人颁发了奖牌（证书），中科院支部荣获 2018 年民盟中央思想宣传工
作先进集体。

¾¾

青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吉孝一行到西北高原所慰问中
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者、第二批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培养杰出
人才入选者周国英，副所长陈世龙、组织人事处处长钟海民陪同慰问。

¾¾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莫重明、副厅长苏海红，西宁市副市长王彤，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政策法规和基础研究处处长瞿文蓉、农村科技处处长王荔华、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副处长李岩，以及西宁市科技局领导莅临西北高原所“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调研视察工作。

¾¾

中国科学院公布了 2018 年度王宽诚率先人才计划“产研人才扶持项目”入选者名单，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赵凯研究员成功入选。

1 月 26 日 -1 月 30 日
¾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青海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青海会议中心召开。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共有 3 位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分别是所长、党委书记张怀刚、
副所长魏立新和研究员王洪伦。

1 月 28 日 -2 月 22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春节集体休假。

二月 / February

2019 年 戊戌年

2 月 18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陈文杰、江磊博士入选 2019 年度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2 月 2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高寒草地生态环境监测平台召开了 2019 年技术交流大会。
会议邀请了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刘志忠副教授、黄
俊杰副教授和张业明副教授及西北高原所海北站曹广民研究员、西北高原所公共技术服
务中心李玉林研究员等近 20 位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参加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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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
¾¾

青海省委省政府在西宁隆重召开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会议表彰奖励了为青海省科
学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集体和个人。由中国科学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主持，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青海省师范大
学共同完成的“高寒草甸对气候变化和放牧的响应机制及其适应性管理”成果荣获青海
省 2018 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2 月 23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共建三方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近期重点工作，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俊量，总工张德海，处长李建梅，青海省科技厅副厅长张超远，
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陈世龙、魏立新等参加会议。

2 月 28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王洪伦研究员获 2018 年度政府特贴。

¾¾

西北高原所边疆晖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作为封面论文发表在 Functional Ecology（2018 年
9 月号）刊物上。

三月 / March
3月1日
¾¾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荣获《青海年鉴》(2018 年 ) 供稿先进单位称号。

¾¾

西北高原所高原鱼类进化与功能基因组学学科组在高原鳅属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发现青藏
高原剧烈的地质活动使得物种（种群）间隔离后的再次接触频繁发生，进而为种间基因
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3月8日
¾¾

西北高原所组织活动庆祝第 109 个“三八”国际妇女节，王春艳和刘瑞娟两名女职工代
表西北高原所参加了青海省教科文卫组织举办的以“逐梦新时代·巾帼绽芳华”为主题
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女职工花艺比赛。在职女职工和女研究生共 80 余人，在
青海大剧院音乐厅聆听了主题为“蕙质兰心·艺满夏都”的女神节专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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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
¾¾

中国科学院兰州资源环境大型科学仪器区域中心召开了 2018 年度工作总结暨评优表彰
会议。西北高原所所级中心“藏药标准化与新药研发平台”获优秀集体称号，技术人员
罗彩云、郭小伟、杲秀珍、赵景阳获“优秀个人”称号。

3 月 1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 2018 年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的落实，
并部署 2019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暨反腐倡廉工作。会议由党委书记、所长张怀刚主持，
所领导、纪委委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3 月 12-2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各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暨开展 2018 年度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3 月 26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在北京组织召开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对《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发展规划》进行了论证。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孙
鸿烈院士、主任傅伯杰院士及部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傅伯杰主持。

3 月 27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副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和风，
人事局副局长唐裕华等在兰州分院院长王涛，分党组书记、副院长张怀刚，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冯起等陪同下，先后考察了西北高原所和青海盐湖所，
听取了两所领导的工作汇报，并与老中青科研人员代表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四月 / April

2019 年 戊戌年

4月2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召开了以“学习全国人大十三届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结合学习讨论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近期工作”为主题的
中心组学习会。研究所所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及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党委委员、副所长陈世龙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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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
¾¾

青海省动物生态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学术研讨会在西北
高原所召开。青海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基础研究处副处长赵长建、省重点实验室工作主
管俞成、西北高原所副所长魏立新、科技处副处长吉文鹤、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实验室研究人员及研究生等 4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魏立新、学术委员会主任施鹏、副
主任魏登邦和委员张堰铭分别主持。

4月4日
¾¾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纪委召开 2019 年度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纪委书记杨勇
刚主持。

4月9日
¾¾

西北高原所荣获中国科学院第七届“全民健身日”活动先进单位。

4 月 10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和工会组织召开了 2019 年度创新文化建设专题会议暨工会、体协工作
协调部署会议。工会委员、民主党派、相关部门负责人、体协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工会副主席杨勇刚主持。

4 月 12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委员、副所长陈世龙，党委委员、组织人事处处长钟海民和管理支撑后
勤联合党支部支委张兴琪、黄煜茹及党员代表一行 11 人，前往中国石化青海分公司参
加了双方党支部党建共建协议签定仪式。仪式由中国石化青海石油分公司政工处副处长
赵明主持，中国石化青海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王毕华，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丁刚等领导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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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局长谢鹏云及战略研究处处长甘泉，综合处处长叶海华，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咨询服务部主任赵亚娟及业务管理处处长韩涛一行六人，
来到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进行了调研。调研会议由西北高原所副所长、三
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魏立新主持。

4 月 17 日
¾¾

西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晓容，副市长王彤一行调研西北高原所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
验室和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及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西北高原所副所长陈世龙、魏
立新陪同调研。

4 月 17 日 -4 月 20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副所长、研究员魏立新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藏医、蒙医、维
医等少数民族医药防治重大疾病或优势病种研究”项目启动会暨课题实施方案论证会在
北京市广西大厦召开。

4 月 25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行 2019 年度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¾¾

西北高原所举办离退休职工春季健身趣味运动会。

4 月 26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办保密安全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

4 月 28 日 -4 月 30 日
¾¾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典型高寒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及机制” “三江源区退化高寒生态系统
恢复技术及示范”和“西藏退化高寒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及示范”联合学术年会在
青海西宁举行，项目负责人和 17 个课题负责人分别做了项目进展和工作计划汇报。“川
西北和甘南退化高寒生态系统综合整治”专项主持人参会并介绍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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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 may
5月5日
¾¾

西北高原所贾先卫同志在满掌乡担任第一书记成绩突出，荣获“2018 年度扶贫（驻村）
工作先进工作者”。

5 月 14 日
¾¾

应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岳会兰邀请，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教授 Martin Klussmann 前来西北高原所合作交流，并做了题
为 Detective stories from homogeneous catalysis – peroxides, radicals and oxidations 的
学术报告。同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胡晓玉和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魏伟，分别做
了 题 为 Functional Supramolecular Materials: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和 Oxidative
Functionalization Reactions Using Dioxygen 的学术报告。会议由岳会兰主持，省藏药研
究重点实验室主任陶燕铎，西北高原所相关科研人员及研究生等参加了报告会。此次学
术交流会，主要依托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项目支持。

5 月 17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开展了“生态科普行”生态类重点实验室系列报道。

5 月 23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 2019 年党务干部党性教育及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正式开班，党委委员、纪
委委员、各支部书记、支委、党务主管及入党积极分子共 28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开班
仪式由西北高原所党委委员、副所长陈世龙主持。

¾¾

西北高原所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新一代 ARP 全院部署实施视频启动会。

5 月 18 日 -5 月 24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开展中科院第十五届公众科学日暨全国科技周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为“科
技强国、科普惠民”。活动期间，西北高原所公众科学日围绕着“热爱大自然、保护生
态环境”，精心组织，认真准备，招募在所研究生、青海省各大学学生及社会人士志愿
者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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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曲家鹏、张波两位博士获科技部 2019 年优秀青年人才培训项目资助。

5 月 29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领导班子个别调整宣布会议，现任所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
员、中层领导人员、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党支部书记以及职代会主要成员、民
主党派代表、离退休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中科院兰州分院陈改学副院长宣读兰州分院
分党组《中共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分党组关于陈世龙、张怀刚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王萍宣读西北研究院党委、西北研究院《中共中国
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委员会关于杨勇刚同志任职的通知》。离任所长张怀刚
做了发言，陈改学副院长对张怀刚及其工作进行了评价，新任所长陈世龙发言表态，新
任党委副书记杨勇刚发言表态，新任副所长杨其恩发言表态，王萍代表西北研究院讲话，
张怀刚书记代表兰州分院分党组讲话。

5 月 30 日
¾¾

西宁市行知小学师生 248 人走进西北高原所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科普展厅和青藏高原特
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标本馆展厅 300 多件青藏高原独特、珍稀和濒危的动物形
态标本以及特有的资源植物标本吸引了师生的眼球，同时，他们与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
正在进行的资源植物肉苁蓉化学成分分析实验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6 月 / June

2019 年 戊戌年

6月5日
¾¾

西北高原所青促会小组前往青海彩虹塔心智障碍儿童服务中心，对该中心的老师和心智
障碍儿童进行慰问，并送去了米、面、油、衣服、逻辑狗等生活和学习必需品。

6 月 17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办第 27 期“研究生学术论坛”。本期主讲人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杨云
锋和德国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y Tübingen）教授 Thomas Scholten，论
坛由赵新全研究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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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
¾¾

青藏高原草地恢复学术研讨会在西北高原所召开。

6 月 20 日 -6 月 24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牵头，与北京林业大学、青海省林业技术科技推广总站、青海省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承担的 2019 年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工程科技示范与
推广《祁连山林草植被结构调整与功能提升试验示范》（2019-Q-1）项目启动实施。

6 月 26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部署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等有关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由党委副书记杨勇刚主持。

6 月 27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承担完成青海省重大科技专项“高原特色生物资源产品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项目通过青海省科学技术厅验收。

6 月 20 日 -6 月 29 日
¾¾

应俄罗斯“涅牟齐诺夫卡”联邦研究中心、白俄罗斯国立农业学院、乌克兰米罗诺夫小
麦种子育种研究所等单位的邀请，西北高原所、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张怀刚、沈裕虎、刘宝龙、助理研究员曹东四人先后访问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
相关科研机构。

6 月 30 日
¾¾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传统医药特色评鉴专业委员会成立，并为传统医药特色评鉴专业委员
会新当选的首届会长、西北高原所副所长魏立新研究员颁发会长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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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 -7 月 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在魏立新主任带领下，一行
12 人参加了世界中医药前沿论坛暨民族医药与健康产业前沿论坛。

7月9日
¾¾

西北高原所青促会小组召开 2019 年年中总结及工作推进会，西高所青促会会员王洪伦、
高庆波、胡延萍、党军、曲家鹏、陈文杰、江磊、毕宏涛参会。会议基于以往活动经验，
围绕如何加强青年科研人员实质性科研合作、带动所内年轻人的科研氛围、提高西高所
青促会小组显示度等方面进行讨论。

7 月 10 日
¾¾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三专题 2“草地生态系统与生态畜牧业”青海片
区考察队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举行了庄严的出征仪式，所长陈世龙、专题
首席赵新全、科技处副处长吉文鹤以及青海片区的科考队员参加了出征仪式。

¾¾

民盟青海中科院支部联合互助支部赴互助县东和乡姚家沟村共同开展以“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行”为主题的科技支农扶贫活动。互助县统战部领导吕有银、民盟青海中科
院支部主委李玉林、民盟互助支部主委贺守珠及两个支部的盟员、姚家沟村贫困户等 30
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7 月 12 日
¾¾

第 29 期研究生学术论坛青促会专场第一场在西北高原所三号楼 315 会议室拉开序幕。
主讲人为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永翠博士。

¾¾

西北高原所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举办学术交流会。

7 月 16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第 30 期“研究生学术论坛”在三号楼 315 会议室举行。本期主讲人为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裴盛基研究员，论坛由西北高原所副所长魏立新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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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了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使命与建设”为主题的离退休职工座谈会，为研
究所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的进一步发展出谋划策，在西宁的离退休职工 30 余人参加
了座谈，会议由所长陈世龙主持。

¾¾

应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的邀请，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农业食品与葡萄酒学
院博士李刚前来西北高原所进行学术交流，并做了题为“Reform barley inflorescence
architecture in response to temperature change”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青海省分子育
种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沈裕虎主持，青海省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张波、助理研究
员刘瑞娟及在所的研究生等 20 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7 月 18 日
¾¾

为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实现“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目标要求紧密结合，
对标要求，强化责任，西北研究院在西北高原所举办主题教育第 5 次集中学习。会议由
西北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冯起主持。

7 月 17 日 -7 月 19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暨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召开第十届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主题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谋划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使命与建设”。

7 月 19 日 -7 月 2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青年学术研
讨会召开。

7 月 25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议由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杨勇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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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了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大会在嘹亮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会议由西北高原所职代会主席团团长曹广民研究员主持。

¾¾

西北高原所举办第 31 期“研究生学术论坛”。由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副研究员赖江山开讲，
题目为“R 语言及其在生态学研究中应用分析”。

八月 / August

2019 年 戊戌年

8月1日
¾¾

西北高原所组织复转军人参观参观了中国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暨青海藏文化博物院。

¾¾

西北高原所所长陈世龙、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勇刚对新任的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
中科院和青海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副主任等 20 余名业务干部进行了任前谈话和廉政谈话。

8月2日
¾¾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召开第十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十届学术委员会经所务会议
确定候选人员名单，由全体研究员投票选举产生了学术委员会委员，最后所务会议审议
并确定了第十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组成。 本届学术委员会聘任印象初院士、赵新全研究员
和张怀刚研究员担任名誉主任；聘任陈世龙研究员为主任，王洪伦、边疆晖、张同作、
杨其恩、沈裕虎、周国英、赵凯、徐世晓、窦全文、魏立新共 11 名研究员担任学术委员
会委员。

¾¾

西北高原所在工作区篮球场举行了 2019 年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开工仪式，西北高原
所所长、工会主席陈世龙，党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杨勇刚，副所长杨其恩以及工会委
员等相关人员出席了简短的开工仪式。开工仪式由西北高原所基建办魏烁欢主任主持。

8月7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会议由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杨勇刚主持，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党支部书记等参加了学习会。

¾¾

西北高原所举办第 32 期“研究生学术论坛”。 由昆明学院孔德军副教授开讲，题目为“同
域分布的两种鹤类生态位及警戒策略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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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行 2019 年度“全民健身日”健步走活动。

8 月 5 日 -8 月 9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 A 类先导“美丽中国”专项“生态脆弱区绿色发展途径和区域综合示范”项
目首席丁永建，课题负责人赵新全、张兴义、张志山，子课题负责人及课题骨干 46 人组
成考察组，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承担的“三江源山川秀美国家公园建设的
关键技术及示范”课题的示范区进行现场考察，并在格尔木召开了交流会。

8 月 15 日
¾ ¾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朱树芸 到访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进行学
术交流。

8 月 19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宁召开。中科院副院长、
研究院理事长张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青海省副省长、研究院理事长田锦尘主持会议并
作总结讲话。

8 月 23 日
¾¾

西北高原生物所领导在国庆前夕慰问居住北京的离退休职工。

8 月 25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副院长陈改学、副院长吴建刚、党建与监察审计处副处长陈正文一
行前往位于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满掌乡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帮扶村布东村
进行考察调研，并慰问了西北高原所驻村干部。满掌乡乡长张彦涛、第一书记贾先卫、
驻村工作队员樊博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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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 -8 月 30 日
¾¾

2019 年中德麦类作物基因组与分子育种双边研讨会（IGDB-IPK Workshop on Genomics and
Molecular Breeding in Triticeae Crops）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会议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IGDB）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NWIPB）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承办。德方参会单位为德国莱布尼茨协会植物
遗传和栽培作物研究所（Leibniz Institute of Plant Genetics and Crop Plant Research, IPK）。

8 月 28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暨专题
民主生活会，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指导组副组长王萍到会
指导，会议由所长陈世龙主持，西北高原所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¾¾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朱献军 到西北高原所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进
行学术访问。

8 月 30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和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指导组副组长王萍到会指导。
西北高原所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所长、党委委员陈世龙主持会议。

九月 / August

2019 年 戊戌年

9月3日
¾¾

民盟青海中科院支部在西北高原所视频会议室召开“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
题教育活动动员部署会议，会议由支部主委李玉林主持，支部盟员共 13 人参会。

9月5日
¾¾

兰州分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2019 年“学术沙龙”活动在西北高原所举办。中国科学院老科学
技术工作者协会会长、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原局长孙建国，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分党组成员、
纪检组组长宋文辉，组织人事教育处处长张兴仁，兰州分院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长靳根
明及兰州分院系统各单位离退休主管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及青海盐湖所、西北高原所离退
休老同志代表等 40 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由兰州分院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顾则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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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举办“献礼 70 年 奋斗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科学院建
院 70 周年文艺汇演。

9 月 12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办“献礼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2019 年度职工、研究生趣味运动会。

9 月 16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巡视工作专题学习会议。所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部门负责人、
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所长陈世龙主持。

¾¾

“西北高原特色生物资源与壳寡糖资源产业发展研讨会”在西北所举办。 西北高原所与
中科惠泽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西北高原特色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

9 月 17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 13 人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

9 月 20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周华坤研究员被聘为青海省“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¾¾

西北高原所张堰铭、江磊荣获 2019 年度中国科学院公派出国留学计划项目资助。

¾¾

西北高原所张同作研究员获聘青海省首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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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 -9 月 2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所长陈世龙，组织人事处处长钟海民一行，在满掌乡乡长张彦涛及驻村第一书记
贾先卫、驻村工作队员樊博陪同下，深入西北高原所定点帮扶的果洛州达日县满掌乡布东村，
走访慰问了贫困牧户，并对布东村精准扶贫、党建、贫困户脱贫、乡村振兴、蕨麻种植等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实地查看。

9 月 23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新一代 ARP 系统”正式上线使用。

¾¾

西北高原所纪委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议，纪委委员、党支部纪检委员参加了会议。

9 月 29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组织开展了走访慰问老干部、老党员活动。所长陈世龙，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杨勇刚，党委委员、组织人事处处长钟海民，纪委委员、离退休工作主管杨云
和党务社保主管翟睿英参加了慰问。

十月 / October

2019 年 戊戌年

10 月 7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组织退居西宁的离退休职工 50 余人踏秋登高欢度“重阳”。

10 月 11 日
¾¾

院党组巡视组巡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青海盐湖研究所动员大会召开。院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巡视办主任杨卫平做动员讲话并宣读巡视组组长授权书和巡视
组组建通知，巡视组组长马扬作了巡视工作有关情况报告和动员，青海盐湖所主持工作
副所长吴志坚、西北高原所所长陈世龙分别作研究所整体情况报告，青海盐湖所党委书
记王萍、西北高原所党委书记张怀刚分别作党的建设专题报告。动员大会由西北资源生
态环境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冯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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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办第 33 期“研究生学术论坛”，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吴东东研究
员开讲，题目为“青藏高原家养动物适应性状机制解析”，论坛由杨其恩研究员主持。

10 月 16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组织全所在职职工、离退休职工、研究生共 90 余人参观
“青海解放 70 周年”成就展。

10 月 17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与安捷伦公司联合举办了“Agilent MassHunter 软件
应用和仪器维护培训会”。

10 月 18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 4 位科研人员和 1 个团队入选青海省第四批“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毒杂草资源化利用与退化草地治理创新
团队入选人才“小高地”，徐世晓、周华坤入选领军人才，方华军入选引进领军人才，
黄小涛入选引进拔尖人才。

10 月 2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办第 34 期“研究生学术论坛”，由西北高原所周华坤研究员开讲，题目为“三
江源区高寒草地的退化与生态恢复 -- 理论与实践”，论坛由杨其恩研究员主持。

10 月 22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接受院办公厅组织的跨区域安全工作检查。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广州分院、
院办公厅、兰州分院安保办、西北生态资源环境研究院办公室等 13 名同志组成安全检查
小组，于 10 月 22 日对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进行了跨区域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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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
¾¾

应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邀请，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院长陈世龙、党委副书记杨勇刚参加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的揭
牌仪式。

¾¾

牦牛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进展专题研讨会在西北高原所召开。

10 月 24 日
¾¾

民盟青海中科院支部支委调整会议在西北高原所视频会议室召开。民盟青海省委组织部
部长孙国胜、组织部调研员郑泉、西北高原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勇刚、党委委员、
组织人事处处长钟海民，以及支部盟员共 13 人参加了会议。

10 月 25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召开警示教育专题中心组学习会，研究所所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党支部书记及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勇刚主持。

10 月 25 日 -10 月 27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杨其恩和边疆晖团队参加第九届全国动物生理生态学学术研讨会。

10 月 27 日 -10 月 30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陈世龙和马世震参加了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举办的 2019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国
际研讨会。

10 月 29 日
¾¾

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继春一行来访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
究院。研究院学术院长赵新全与陈继春一行举行了工作会谈，双方就加强合作，共同建
设大数据平台等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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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办第 35 期“研究生学术论坛”，由西北高原所边疆晖研究员和曲家鹏副研
究员邀请的新西兰梅西大学的 Dianne Brunton, Matthew Pawley 和 Weihong Ji 3 人作学
术报告。学术院长赵新全研究员和杨其恩研究员参加了论坛。

十一月 / November
11 月 1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召开党委会，专题学习中科院 2019 年事业单位党委书记研讨班会议精神，
会议由党委书记张怀刚主持，所党委委员参加会议。

11 月 12 日
¾¾

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窦筱艳以及青海省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主任
周秉荣一行 10 余人来访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进行考察学习和交流座谈。

11 月 13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获批两项中科院 2020 年度特别交流计划项目项目名称分别为：西伯利亚蒿
属植物资源收集及与青藏高原蒿属植物的系统演化关系研究，俄乌白小黑麦种质资源引
进及种质创新。

11 月 15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行 2019 年度职工与研究生入所教育培训。

¾¾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桑、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赤来旺杰、西藏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副巡视员益西央宗、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副院长银巴、西藏藏医药大学藏医药研究
所所长仁青加、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经理格桑罗布及相关负责人一行 8 人
在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张超远、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马瑞、青海省中藏医药管
理局局长端智等同志陪同下，到西北高原所进行有关藏药研究调研交流。西北高原所副
所长魏立新等同志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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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召开三江源国家公园科技需求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
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纪远等十几位和国家公园专业相关的资深
专家参加研讨，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孙命出席会议并总结讲话，会议由研究院
副院长魏立新主持。

¾¾

青海省寒区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暨学术研讨会在西北高原所顺利召开。
青海省科技厅政基处重点实验室主管俞成，实验室第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赵新全及各位
委员，来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
等高校和研究所的相关专家，实验室研究人员与研究生等 5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赵新全、主任周华坤主持。

¾¾

兽类学报第九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海口召开。

11 月 22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李玉林研究员荣获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11 月 26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西北高原所领
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部门负责人、党支部书记等 20 余人参会。会议由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勇刚主持。

十二月 / December

2019 年 戊戌年

12 月 1 日 -12 月 6 日
¾¾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开展 2019 年“12.4”宪法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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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 -12 月 8 日
¾¾

“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高端学术论坛暨青海省植物学会学术年会”在青海西宁召开。

12 月 11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所长陈世龙、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勇刚对新提任的 3 位中层领导干部进
行了任前谈话和廉政谈话。

¾¾

西北高原所分析测试中心顺利通过了由青岛海关技术中心（资质编号：CNAS PT0011）
承担的国家级 A 类项目能力验证 “复合肥料中总氮、有效磷、氧化钾、氯离子含量测定”
（CNCA-19-A16）。

12 月 16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举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订仪式，组织新任所领导、中层干部和业务
干部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责任书。

12 月 20 日
¾¾

中国科学院人事局资助、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组织人事处与青海省动物生态
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联合举办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监测与评估研修班”在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召开。

12 月 27 日
¾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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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
¾¾

民盟青海中科院支部获得盟省委“先进集体”、赵得萍、徐文华荣获民盟青海省委“优
秀盟务工作者”和“先进个人”称号。

12 月 30 日
¾¾

西北高原所组织管理部门及各中心负责人等对西北高原所的所有办公楼、综合实验楼以
及电梯、监控机房、网络机房、消防设备等进行了安全隐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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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019 年发表期刊论文目录（部分）

序号

题名

2018 年 IF

刊物名称

卷

期

作者 1

1.408

Syst Parasitol

96

3

曹伊凡

4.405

Journal of Hydrology

1

戴黎聪

2.415

Ecology and Evolution

9

15

戴黎聪

2.415

Ecology and Evolution

9

16

戴黎聪

1

戴黎聪

8

钱大文

76

杜岩功

85

杜岩功

Five new species of Eimeria Schneider, 1875 from
t h e e n d a n g e re d T i b e t a n a n t e l o p e Pa n t h o l o p s
1

hodgsonii(Abel) (Artiodactyla: Bovidae: Caprinae) in
the Hoh Xil Nature Reserve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China
Seasonal dynamics and controls of deep soil water

2

infiltration in the seasonally-frozen regio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Nitrogen controls the net primar y production of an

3

alpine Kobresia meadow in the northern Qinghai‐
Tibet Plateau
Moderate grazing promotes the root biomass in

4

Kobresia meadow on the nor th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Thirteen-year variation in biomass allocation under

5

climate change in an alpine Kobresia meadow,

1.814

north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Grass and forage
scienc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factors on land
6

cover change in inland mountain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Qili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1.959

Environ Monit Assess

1.595

Current Microbiology

191

Reserve in China
Moderate Grazing Promotes Grassland Nitrous Oxide
7

Emission by Increasing Ammonia-Oxidizing Archaea
Abundanc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Soil and plant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under long-

8

term continuous grazing of different intensities in an

1.127

alpine meadow on the Tibetan plateau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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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ssland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potential carbon storage on the Qinghai Plateau
Genetic Structure and Eco-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of Lancea tibetica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Large-scale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the Qaidam Basi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0.806

grassland science

65

杜岩功

3.331

Genes

10

迟晓峰

2.738

MicrobiologyOpen

8

邢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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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名

2018 年 IF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E S T - S S R m a r k e r s i n S a x i f r a g a
12

sinomontana (Saxifragaceae) and cross-amplification in

1.232

three related species

刊物名称
Applications in Plant
Sciences

2019

卷

期

作者 1

7

6

李

彦

69

邢

睿

4

迟晓峰

1

张

雨

1

陈

琦

Bacterial community in cold and alkaline environments
13

of Hoh Xil basi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isolation

1.431

Annals of Microbiology

of potential sources of microbiota
The complete chloroplast genome of Myricaria
14

prostrata, a threatened plant in the Qinghai–Tibetan

0.561

Plateau
15

16

The complete chloroplast genome of Comastoma
falcatum (Gentianaceae)
Effects of Yak skin gelatin on platelet activation

0.561
3.214

Hormesis of methylmercur y-human serum albumin
17

conjugate on N9 microglia via ERK/MAPKs and STAT3

3.585

signaling pathways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Food & Function
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

4

362

谭巧珠

21

杨红霞

1

邹小艳

1

杨永胜

42

王娜娜

42

杨

Effects on Expression of Hepatic Phase-1 and Phase-2
18

Metabolism and Transporter Genes by Swertia mussotii
Extract, A Hepatoprotective Herb from Tibetan

0.8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e & biology

Traditional Medicine
A Novel Zebrafish Lar vae Hypoxia/Reoxygenation
19

Model for Assessing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1.742

zebrafish

Injury
Effect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on the rapid cultivation
20

of moss crusts in a phytotron from the Loess Plateau,

2.237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toremediation

A practicable strategy for enrichment and separation
of four minor flavonoids including two isomers
21

from barley seedlings by macroporous resin column

2.516

chromatography, medium-pressure LC, and high-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Combined chromatographic strategy based on
macroporous resin, 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22

chromatography and preparative HPLC for systematic
separation of seven antioxidants from the fruit of

2.516

journal of separation
science

雪

Terminalia bill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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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名

◇◇◇◇◇◇◇◇◇◇◇◇◇◇◇◇◇◇◇◇◇◇◇◇

2018 年 IF

Effect of superfine grinding on the physicochemical
23

properties of bulbs of Fritillaria unibracteata Hsiao et

1.747

K.C. Hsia powder
Photocatalyst-Free Visible Light-Induced Synthesis of
24

β-Oxo Sulfones via Oxysulfonylation of Alkenes with
Arylazo Sulfones and Dioxygen in Air

5.451
通讯单位

On-line HPLC-DPPH bioactivity-guided assay for
25

isolated of antioxidative phenylpropanoids from

2.813

Qinghai-Tibet Plateau medicinal plant Lancea tibetica
26

Direct Synthesis Sulfonamides from Nitroarenes and
Sulfonyl

1.318

刊物名称

卷

Food Science &
Nutrition

Adv. Synth. Catal.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期

作者 1

7

李彩霞

361

Qishun Liu

1106

王卫东

39

岳会兰

Preparative separation of isoquinoline alkaloids
27

from Cor ydalis impatiens using a middle-pressure
chromatogram isolated gel column coupled with two-

2.516

J Sep Sci

42

Guoqing
Pan

dimensional liquid chromatography
β-carboline alkaloids attenuate bleomycin induced
28

pulmonary ？ brosis in mice through inhibiting NFkb/p65 phosphorylation an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3.414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43 2019

崔玉磊

transition.
29

30

31

Controlled assembly of MnFe2O4 nanoparticles on
MoS2 nanosheets by a facile sonochemical method
I s o l a t i o n a n d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w a t e r- s o l u b l e
components of Lycium barbarum leaves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fruit body of armillaria luteovirens

2.683

Journal of Magnetism

通讯单位

and Magnetic Materials

0.567

0.567

32

Phyto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Arenaria kansuensis

0.567

33

Phyto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Arenaria kansuensis I

0.567

Puriation of Flavonolignan Diastereoisomers from
34

Arenaria kansuensis by Two-Dimensional Liquid
C h ro m a t o g r a p h y C o m b i n e d w i t h S o l i d - P h a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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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s and Flavonolignans from
Lancea tibetica

Compounds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Guangshuo
Wang

55

1

55

2

Lijin Jiao

55

3

崔玉磊

55

1

崔玉磊

57

5

崔玉磊

55

2

王卫东

党

军

Journal of
1.216

Chromatographic
Science,

Extraction.
35

Chemistry of Natural

476

0.567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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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36

37

题名
不同产地烈香杜鹃的红外指纹图谱比较研究
FL AVONOIDS FROM THE POISONOUS PL ANT
Oxytropis falcate

2019

2018 年 IF

刊物名称

卷

期

作者 1

0.434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39

10

桂

55

6

王卫东

0.567

Chemistry of Narutal
Compounds

兰

Functional MYB transcription factor encoding gene
38

AN2 is associated with anthocyanin biosynthesis in

3.67

BMC Plant Biology

19

刘增根

3.06

Molecules

24

曹

3.06

MOLECULES

24

席杏媛

2.547

BMC genetics

9

刘

韬

2

张

波

129

张

弓

67

陈莎莎

Lycium ruthenicum Murray
Tr a n s c r i p t o m e A n a l y s i s I d e n t i f i e s K e y G e n e s
39

R e s p o n s i b l e f o r R e d C o l e o p t i l e s i n Tr i t i c u m

东

Monococcum
Transcriptome Analysis Clarified Genes Involved
40

in Betalain Biosynthesis in the Fruit of Red Pitayas
(Hylocereus costaricensis)
Comparative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two selenium-

41

accumulating genotypes of Aegilops tauschii Coss. in

20

response toselenium
42

Pyramiding stem rust resistance genes to race TTKSK
(Ug99) in wheat

0.864

Anthocyanin composition of fruit extracts from Lycium
43

ruthenicum and their protective effect for gouty

4.191

arthritis

canadian journal of
plant pathyology
Industrial Crops &
Products

A n t h o c y a n i n s f r o m Ly c i u m r u t h e n i c u m M u r r.
44

Ameliorated D ？ Galactose-Induced Memor y
Impairment, Oxidative Stress, and Neuroinflammation

3.571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in Adult Rats
Determination of naturally occurring thyreostats
45

in bovine milk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 h ro m a t o g r a p h y c o m b i n e d w i t h f l u o re s c e n c e

3.206

Microchemical Journal

145

纪仲胤

3.049

RSC Advances

9

Si Chen

3.06

molecules

24

栾广祥

detection
Controllable conversion of Prussian blue@yeast bio46

template into 3D cage-like magnetic Fe3O4@Ndoped
carbon absorbent and its cohesive
Dexamethasone-Induce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47

and Insulin Resistance-Study in 3T3-L1 Adipocytes and
Mitochondria Isolated from Mouse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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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IF

刊物名称

3.06

卷

期

作者 1

Molecules

24

胡

2.353

Peer J

7462

2.353

Peer J

7

马

力

1.109

rangeland journal

41

赵

娜

64

王国文

123

王玉军

1

高红梅

00

张婧捷

243

迟翔文

2019

20

江

74

5

乔鹏海

Analysis of Nitraria Tangutourum Bobr-Derived
48

Fatty Acids with HPLC-FLD-Coupled Online Mass

娜

Spectrometry
Effect of dietary concentrate to forage ratio on growth
49

per formance, rumen fermentation and bacterial
diversity of Tibetan sheep under barn feeding on the

刘宏金

Qinghai-Tibetan plateau
Yak rumen microbial diversity at different forage
50

growth stages of an alpine meadow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Mechanisms regulating spatial changes in grassland

51

productivity following nutrient addition in northern
China
Gene expression dynamics during the gonocyte to

52

spermatogonia transition and spermatogenesis in the

Journal of Animal
3.441

domestic yak

Science and

10

Biotechnology

Te s t o s t e r o n e - r e t i n o i c a c i d s i g n a l i n g d i r e c t s
53

spermatogon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easonal
spermatogenesis in the Plateau pika (Ochotona

2.299

Theriogenology

curzoniae)
Comparison of the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54

between the wild and captive Tibetan wild ass (Equus

2.683

kiang)

Journal of Applied
Microbiology

126

Maxent modeling for predi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55

of three raptors in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2.145

Ecology and Evolution

China
56

Comparison of gut microbiota diversity between wild
and captive bharals (Pseudois nayaur)

1.792

Setting priority conser vation areas of wild Tibetan
57

gazelle (Procapra picticaudata) in China's first national

2.751

park

BMC Veterinary
Research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峰

Lithobius (Ezembius) polyommatus sp. n. and Lithobius
58

(Ezembius) dulanensis sp. n. (Lithobiomorpha:
Lithobiidae), two new species from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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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59

60

题名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Chinese zokor
Eospalax fontanierii

Among-population divergence in personality is linked
to altitude in plateau pikas (Ochotona curzoniae)

2018 年 IF

0.561

刊物名称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2019

卷

期

作者 1

4

1

蔡振媛

2.982

Frontiers in Zoology

16

26

曲家鹏

3.501

BMC Genomics

2019

2

田

132

2019

冯晨光

134

2019

汤永涛

19

177

冯晨光

Transcriptomic profiling reveals molecular regulation
61

of seasonal reproduction in Tibetan highland fish,

菲

Gymnocypris przewalskii
Molecular systematics of the Triplophysa robusta
62

(Cobitoidea) complex：Extensive gene flow in a

Molecular
3.992

depauperate lineage

63

Convergent evolution misled taxonomy in
schizothoracine ？ shes (Cypriniformes: Cyprinidae)

Evolution
Molecular
3.992

w i d e r s p r e a d s p e c i e s : Tr i p l o p h y s a s t o l i c z k a e

3.045

(Steindachner, 1866) (Cobitoidea: Nemacheilidae)

65

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the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Family in Hu Sheep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Multiple c o n ve rg e n t e v e nt s cre at e d a n omina l
64

Phylogenetics and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0.213

Revista Científica

1

田得红

3.851

Catena

178

聂秀青

3.571

J. Agric. Food Chem.

1

赵晓辉

2.415

Ecology and evolution

0

李长斌

5

杨路存

Storage, patterns and control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66

in the alpine shrubland in the Three Rivers Source
Region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Resveratroloside Alleviates Postprandial Hyperglycemia

67

in Diabetic Mice by Competitively Inhibiting
a-Glucosidase

68

Precipitation and nitrogen addition enhance biomass
allocation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population

69

genetic diversity in the chinese endangered and

0.672

endemic medicinal plant notopterygium incisum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seed size on seedling
70

sur vival along an experimental light availability
gradient

3.954

Pakistan journal of
botany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51

281

马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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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2019 授权专利和申请专利等
授权专利

序号

1

2

3

4

5

6

专利名称
三种高山鼠尾草属植物中酚酸类组分
的前处理方法
抗结肠癌黄绿蜜环菌次生代谢产物浸
膏粉的制备方法
一种黄绿蜜环菌子实体抗肝癌活性甾
醇类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一种黄绿蜜环菌子实体抗肝癌活性甾
醇类组分的制备方法
一种嗜酸乳酸杆菌连续多批次转化红
花籽油合成共轭亚油酸的方法
一种黑果枸杞天然复合抗氧化剂的制
备方法

专利类型

本单位排名

专利号

发明人 1

发明人 2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274806.4

党

军

邵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587570.X

党

军

王启兰

陶燕铎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588993.3

党

军

王启兰

陶燕铎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589295.5

党

军

王启兰

张

莉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575684.2

丁晨旭

张秋龙

刘

斌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433968.8

高婷婷

毕宏涛

陶燕铎

赟

发明人 3

张

莉

7

黄刺籽油及其抗氧化用途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323316.9

索有瑞

韩丽娟

胡

8

扁蓿豆脱水蛋白基因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697514.1

王海庆

沈迎芳

窦全文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587566.3

王启兰

史强强

党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587572.9

文怀秀

邵

赟

陶燕铎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583834.4

文怀秀

邵

赟

陶燕铎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584060.7

文怀秀

邵

赟

陶燕铎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648355.6

杨红霞

李

岑

杜玉枝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445565.5

赵晓辉

岳会兰

陶燕铎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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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叶青兰总多酚的制备方法及其
应用
一种细果角茴香总生物碱的提取富集
方法
细果角茴香提取物在制备抗病毒药物
中的应用
细果角茴香提取物在制备抗菌药物中
的应用
一种实验动物皮肤损伤模型建立用的
光照射装置
一种具有抗炎镇痛活性的塞隆骨提取物

娜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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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类型

本单位排名

专利号

发明人 1

发明人 2

发明专利

第一

201611012830.1

陶燕铎

赵建强

邵

发明专利

第一

201610646239.5

陈

晨

陈

涛

李玉林

发明专利

第一

201610834763.5

王启兰

党

军

陶燕铎

发明专利

第一

201611122116.8

岳会兰

赵晓辉

于瑞涛

发明专利

第一

201611183064.5

刘宝龙

李

娜

张怀刚

发明专利

第一

201610949526.3

纪兰菊

孙洪发

张小龙

发明专利

第一

201710153628.9

陈

晨

李玉林

刘凤芹

发明专利

第一

201710686420.3

索有瑞

张

弓

胡

娜

发明专利

第一

201710687783.9

索有瑞

张

弓

胡

娜

发明专利

第一

201510412395.0

王启兰

张

莉

党

军

25 一种防逃逸鼢鼠活捕装置

实用新型

第一

2018209537928.0

蔡振媛

张同作

张

毓

26 一种通用型高灵敏电雾式液相色谱仪

实用新型

第一

201821200581.3

沈建伟

王

环

实用新型

第一

201821271308.X

董

琦

赵

静

迟晓峰

28 一种羔羊哺乳装置

实用新型

第一

201821133066.8

贾功雪

徐尚荣

张瑞娜

29 一种基因枪的微载体发射装置

实用新型

第一

201821728023.4

刘宝龙

张怀刚

宗

30 一种犏牛肉鉴定的分子试剂盒

实用新型

第一

201822128893.4

王国文

贾功雪

张瑞娜

实用新型

第一

201822089858.6

林

丽

李以康

樊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专利名称

2019

一类含有山梨醇酯基团的酚类化合物
及其用途
基于平行分离模式制备色谱分离棘豆
中化学对照品的方法
从异叶青兰中分离制备迷迭香酸的方
法及其应用
独一味中 Phlorigidoside C 天然产物
标准品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调控花青素合成与代谢的小麦新基因
ThMYC4E
一种抗肿瘤药物 Swertiridoid A 肠溶
片剂及其制备工艺
一种从镰形棘豆中分离制备 5 种黄酮
类化合物
黑果枸杞多糖在制备治疗痛风产品中
的用途

23 黑果枸杞在制备降尿酸产品中的用途
24

27

31

一种异叶青兰黄酮类组分的制备方法
及其应用

一种用于快速检测植物中
钾 ; 钠 ; 钙等离子的提取装置

可调换样位的全自动进样器 ;
元素分析仪

发明人 3

赟

渊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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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专利

序号
1
2
3

4

专利名称
一种基于近红外光谱判别模
型的秦艽类别识别方法
一种黄管秦艽的判别方法
烈香杜鹃提取物及
其提取方法和用途
一种适合山区林地使用的罗
氏鼢鼠钓捕工具

发明人

一种罗氏鼢鼠捕捉工具

6

标记位点和相应标记
引序列及其应用

7

8

9

10

11

12

朵

2019-05-06

201910370890.8

发明专利

孙

菁、李佩佩、李

朵

2019-05-06

201910371095.0

发明专利

孙

菁、李佩佩、李

朵

2019-05-06

201910372308.1

发明专利

2019-05-21

2019207324531.0

实用新型

2019-05-21

201920732454.6

实用新型

2019-04-08

201910274754.0

发明专利

2019-03-08

201910175957.2

发明专利

2019-03-08

201910175601.9

发明专利

2019-03-08

201910175562.2

发明专利

2019-03-08

201910175956.8

发明专利

2019-03-08

201910175966.1

发明专利

2019-03-08

201910175568.x

发明专利

2019-03-29

201920418968.4

实用新型

2019-05-06

2.0191E+11

发明专利

2019-03-08

201910175607.6

发明专利

蔡振媛、张

毓、张同作、曹荣军

陈金良、宋鹏飞、高红梅、张婧捷
高新章、陈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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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毓、王贤山

吴远波、高红梅、宋鹏飞
峰、汪海静

王海庆、王英芳、窦全文
陈志国

一种液氮喷淋式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

鲜冬虫夏草速冻方法

杜玉枝、杨红霞

一种液氮联合液体二氧化碳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

的鲜冬虫夏草速冻保鲜方法

杜玉枝、杨红霞

一种液氮沉浸式

魏立新、毕宏涛、肖远灿

速冻保鲜冬虫夏草的方法

杜玉枝、杨红霞

一种含氩气的气调包装保鲜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

冬虫夏草的方法

杜玉枝、杨红霞

一种辐照法保鲜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

冬虫夏草的方法

杜玉枝、杨红霞

一种鲜冬虫夏草的保鲜方法
一种用于细胞核移植过程的
电融合辅助工具
一种基于近红外光谱判别模

专利类型

菁、李佩佩、李

张婧捷、江
青藏扁蓿豆 EST-SSR 遗传

申请号

孙

蔡振媛、张同作、张
5

申请日期

魏立新、毕宏涛、肖远灿
杜玉枝、杨红霞
胡林勇、徐世晓、赵新全
郭松长、郭志林、庞
孙菁、李佩佩、李

礴

朵、栾真杰

型的秦艽类别识别方法

孟晓萍、周玉碧、陈保政

一种气调包装和紫外辐照复

毕宏涛、魏立新、肖远灿

合保鲜冬虫夏草的方法

杜玉枝、杨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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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2019

申请日期

申请号

专利类型

2019-07-23

201910435112.2

发明专利

2019-11-05

201910544657.7

发明专利

岳会兰、蒋思绒、赵晓辉

2019-09-24

201910665164.9

发明专利

岳会兰、蒋思绒、赵晓辉

2019-09-27

201910665284.9

发明专利

董

琦、王洪伦、胡

娜

2019-07-19

201910291434.4

发明专利

胡

娜、董

琦、周浩楠

2019-10-25

201910543612.8

发明专利

胡

娜、周浩楠、王洪伦

2019-11-12

201910543652.2

发明专利

岳会兰、蒋思绒、赵晓辉

2019-09-27

201910665113.6

发明专利

刘宝龙、张怀刚、宗

渊

2019-09-06

201910370379.8

发明专利

岳会兰、蒋思绒、赵晓辉

2019-09-27

201910665175.7

岳会兰、蒋思绒、赵晓辉

2019-09-27

201910665165.3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杨红霞、李

岑

2019-09-13

201910542694.4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杨红霞、张

明

2019-09-13

201910543408.6

发明专利

苯并吡喃类化合物在制备调
16

节脂质代谢产品中的

丁晨旭、邓

楷、孟

晶

应用及其组合物
17

从沙棘提取物中分离和制备
三萜化合物的方法

胡

娜、付

洋、洋周浩楠

大花红景天提取物
18

在制备抑制淀粉酶和葡萄糖
苷酶活性的食品、药品或
保健品中的应用
诃子提取物在制备抑制淀粉

19

酶和葡萄糖苷酶活性的食
品、药品或保健品中的应用
金丝桃素在制备

20

抑制葡萄糖苷酶活性的
相关产品中的用途

21

22

三萜化合物在制备降血糖
相关产品中的用途
沙棘提取物中化合物的
色谱分析检测方法
唐古特白刺醇提取物在制备

23

抑制蔗糖酶和麦芽糖酶活性
的食品、药品或
保健品中的应用

24

小黑麦基因、其编码
蛋白质及用途
一种白檀提取物在制备降低

25

血糖的食品、药品或
保健品中的应用

国际发明专
利

一种冰川茶藨子提取物及其
26

在制备降低餐后
血糖药物中的应用

27

28

一种促进骨髓基质细胞增殖
的动物皮小分子肽制备方法
一种促进血小板活化的动物
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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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专利名称
一种促进血小板活化的
牦牛皮胶制备方法
一种改善脱发的
动物胶制备方法
一种枸杞原浆的制备方法
一种黑果枸杞花色苷单体
PRG 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一种黑果枸杞
原浆的制备方法
一种黑果枸杞籽油提取物在
降血脂药物中的应用
一种获得小鼠死亡时间间隔
的方法（二）
一种获得中国人群
个体年龄的方法
一种具有补血功效的牦牛皮
多肽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具有补血止血功效的牦
牛皮多肽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组合
物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具有抗抑郁功效的藏药
组方及其制备方法

◇◇◇◇◇◇◇◇◇◇◇◇◇◇◇◇◇◇◇◇◇◇◇◇

发明人

申请日期

申请号

专利类型

杜玉枝、杨红霞、毕宏涛

2019-09-13

201910542718.6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杨红霞、肖远灿

2019-09-13

201910542699.7

发明专利

刘增根、陶得喜、宋

洋

2019-08-02

201910440989.0

发明专利

晓、辉邵赟

2019-07-19

201910081143.2

发明专利

岳会兰、赵

刘增根、陶得喜、宋

洋

2019-08-02

201910441937.5

发明专利

岳会兰、赵晓辉、邵

赟

2019-07-05

201910080416.1

发明专利

黄志伟、董凯凯、沈裕虎

2019-09-17

201910549828.5

发明专利

黄志伟、辛

叶、沈裕虎

2019-06-28

201910294695.1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杨红霞、肖远灿

2019-05-31

201910206116.3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杨红霞、陈

琦

2019-0-604

201910206019.4

发明专利

岑、肖远灿

2019-04-12

201910096431.5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杨红霞、肖远灿

2019-08-09

201910496316.7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李

岑、肖远灿

2019-06-14

201910206033.4

发明专利

杨红霞、李

岑、肖远灿

2019-05-17

201910191550.9

发明专利

杨红霞、李

岑、杜玉枝

2019-08-23

201910484460.9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李

一种具有影响血小板聚集
41

功效的牦牛皮多肽及
其制备方法

42

一种蕨麻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可祛除面部红血丝的

43

牦牛皮胶护肤产品
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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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专利名称
一种利用盘羊睾丸组织精子
体外生产胚胎的方法

发明人

申请日期

申请号

专利类型

张瑞娜、贾功雪、杨其恩

2019-07-26

201910114166.9

发明专利

2019-10-18

201910684331.4

发明专利

2019-08-06

201910524085.6

发明专利

洪、伦董琦

2019-09-27

201910543656.0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杨红霞、肖远灿

2019-04-12

201910096410.3

发明专利

罗彩云、李

征、汪诗平

2019-05-03

201910166340.4

发明专利

罗彩云、李

征、汪诗平

2019-04-19

201910151884.3

发明专利

罗彩云、李

征、汪诗平

2019-06-25

201910166291.4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杨红霞、肖远灿

2019-09-13

201910543375.5

发明专利

杜玉枝、杨红霞、肖远灿

2019-09-17

201910542697.8

发明专利

欧阳健、王洪伦、王继飞

2019-12-17

201911304138.X

发明专利

一种评价黑果枸杞

江

品质的方法
一种洒施双氰铵提升青藏高
原高寒草地生产功能的方法
一种沙棘三萜酸提取物
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锁阳普洱茶及其
制备方法
一种燕麦豌豆不同混播
比例建植方法
一种燕麦豌豆不同混播
比例建植方法
一种燕麦豌豆不同混播
比例建植方法
一种增强成骨细胞能力的
牦牛胶制备方法
一种增强骨髓基质细胞能力
的牦牛皮小分子肽制备方法
一种沙棘籽粕非可溶性蛋白
测定的前处理方法

2019

磊、陶燕铎

杜岩功、郭小伟、舒锴

胡

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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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研究生培养
（一）研究生学位授予点
博士学位授予点：生物学、生态学一级学科授予点
硕士学位授予点：生物学、生态学、中药学一级学科授予点

（二）研究生指导教师（2019 年 12 月 31 日关系仍在的）
1 博导
赵新全、张怀刚、陈世龙、赵

凯、曹广民、张堰铭、边疆晖、魏立新、陶燕铎、陈志国、徐世晓

周华坤、周国英、师生波、窦全文、李玉林、王洪伦、张同作、杨其恩、李

毅、李英年、沈裕虎

2 硕导
邵

赟、马世震、杜玉枝、梅丽娟、赵

徐文华、王

亮、王启兰、李天才、刘

伟、王海庆、丁晨旭、孙

菁、周党卫

莉、刘宝龙、周玉碧、高庆波、毕宏涛、杜岩功、于瑞涛、曲家鹏、胡延萍、张

波、李以康

赵晓辉、张振华、陈立同、王永翠、张发起、连新明、姚步青、陈文杰、田

菲、罗彩云、文怀秀、岳会兰

（三）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刘思嘉、唐

楠、吴国芳、杨黎滨、赵云峰、宗

渊

（四）研究生培养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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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专业名称

招

生

在

学

毕

业

授学位

结

业

退

学

博

士

植物学

7

29

8

8

0

0

博

士

动物学

5

27

2

2

0

0

博

士

生态学

5

17

3

3

0

0

硕

士

植物学

7

23

6

6

0

0

硕

士

动物学

6

16

6

6

0

1

硕

士

生态学

7

18

3

3

0

0

硕

士

中药学

9

29

10

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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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附录 5、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
2018 年度政府特殊津贴

王洪伦

王宽诚率先人才计划相关项目（产业）

赵

青海省首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张同作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

李

岑

中国科学院公派出国留学

张堰铭、江

磊

获科技部 2019 年优秀青年人才培训项目资助

曲家鹏、张

波

中国科学院第七届“全民健身日”活动先进单位

凯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2019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陈文杰、江

磊

青海省千人计划（领军人才）

周华坤、徐世晓

青海省千人计划（拔尖人才）

黄小涛

青海省千人计划团队项目

周国英

三江源国家公园毒杂草资源化利用与退化草地治理创新团队入选人才“小高地”
青海省千人计划（引进领军人才）

方华军

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李玉林

民盟 2017-2019 年度优秀盟务工作者

赵得萍

民盟 2017-2019 年度优秀盟务先进个人

徐文华

西部青年学者 A 类项目
西部青年学者 B 类项目
荣获达日县 2018 年扶贫（驻村）工作“先进工作者”

连新明、岳会兰、刘增根
宗

渊、刘思嘉
贾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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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陈世龙

副主编： 张景光、魏立新、杨勇刚、杨其恩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芳、王文娟、王洪伦、车国冬、吉文鹤、毕宏涛

师生波、曲家鹏、刘德梅、孙

菁、杜岩功、李彩霞

杨

洒、沈裕虎、张

云、杨永胜、杨红霞、肖

张发起、张兴琪、张振华、陈

莉

涛、陈懂懂、尚国珍

罗晓燕、岳会兰、周华坤、周国英、赵得萍、胡延萍
钟海民、姜文波、徐世晓、郭小伟、陶燕铎、黄煜茹
蒋晶晶、蔡振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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