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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召开第一届

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 月 24 日，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

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召开。中科院生物局综合处处长刘杰，

西高所所长张怀刚，党委书记、院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赵新全，副所长陈桂琛，副所长

兼院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世龙，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委员顾红雅、施苏华、常智杰、王德华、王道文、

汪诗平等及实验室部分人员共计 41 人参加了会

议。（详见第 36 页简讯）
会议现场 

张怀刚所长颁发聘书

书 

陈世龙主任做工作汇报 

刘杰处长发言 与会人员合影 



西高所抗震救灾活动纪实 

4 月 14 日 7 时 49 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玉树县发生 7.1级地震。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及财产造成极大损失。西高所上下全体职工

积极响应救灾号召迅速反应，举行募捐活动，积

极出谋划策、协助院内各单位行动，为灾区人民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并组织悼念玉树地震遇难

同胞活动，寄托哀思。（详见第 37 页简讯） 

赵新全书记做报告 

玉树地震灾区遥感图像 

募捐现场 救灾小组成员合影 

机场接送救灾物资 哀悼遇难同胞 



  

 

 

 

 

 

 

 

 

欢迎指导、合作及交流！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新宁路 23号 

邮编：810001 

电话：0971-6143610 

传真：0971-6143282 

Email: hmzhong@nwipb.ac.cn 

网址：http://www.nwipb.cas.cn 

 

 

 

 

封面照片：高原鼠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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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西高所抗震救灾活动纪实 

封底：重点实验室简介 



  

重点实验室组织机构 

学术委员会主任：洪德元院士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韩兴国研究员、赵新全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秘书：陈世龙研究员 

实验室主任：陈世龙研究员 

实验室副主任：张堰铭研究员、贺金生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姓 名 职 称 工 作 单 位 专 业 

常智杰 教 授 清 华 大 学 生物化学 

方精云 院士、教授 北 京 大 学 植被生态学 

顾红雅 教  授 北 京 大 学 植物系统进化学 

刘建全 教 授 兰 州 大 学 分子系统学 

欧阳志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生态学 

施苏华 教 授 中 山 大 学 植物系统学 

汪诗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放牧生态学 

王道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研究所 分子遗传学 

王德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 动物生态学 

吴天一 院士、教授 高原医学研究院 环境医学 

印象初 院士、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动物分类学 

于贵瑞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植物生理生态学 

张怀刚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植物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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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 412 田间长相 

赴果洛州达日县慰问低保户 

全所职工和学生为西南旱区募捐 

成立玉树地震救灾小组 

一、年度大事 

1 月，陈志国研究员培育的春小麦

新品种“高原 412”经第二届国家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定通

过，2009 年 12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第 1309 号公告公布，审定编

号为：国审麦 2009031。 

3 月，为贯彻落实“青海省省直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新一轮定点扶贫暨

万名干部下乡动员会”会议精神，以

陈世龙主任为组长的西高所中央 1 号

文件宣讲组奔赴海拔 3900 多米的牧区

——果洛州达日县建设乡，开展中央

和青海省委 1 号文件宣讲及扶贫活动。 

3 月，经单位推荐、专家评审和王

宽诚教育基金会审定，2010 年度，我

室荣获三项中国科学院王宽诚教育基

金会项目资助。 

4 月 9 日，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团

委、研究生会联合组织了为西南旱区

捐款活动，广大职工和在学研究生踊

跃捐款，不在所职工和研究生也委托

他人进行捐款，表达着自己的一份爱

心，温暖感动。 

4 月 14 日 7 时 49 分，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 7.1 级地震，给

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及财产造成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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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职工和学生为玉树地震遇难同胞哀悼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现场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与会人员合影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成果荣获

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大损失。西高所上下全体职工积极响

应救灾号召迅速反应，举行募捐活动，

积极出谋划策、协助院内各单位行动，

为灾区人民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并

组织悼念玉树地震遇难同胞活动，寄

托哀思。 

4 月 24 日，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

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召开。中

科院生物局综合处处长刘杰，西高所

所长张怀刚，党委书记、院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赵新全，副所长

陈桂琛，副所长兼院重点实验室主任

陈世龙，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顾红

雅、施苏华、常智杰、王德华、王道

文、汪诗平等及实验室部分人员共计

41 人参加了会议。 

5 月 18 日，青海省委、省政府隆

重召开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表

彰 2009 年度为青海省科技事业发展和

新青海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

者。由我所申报的《高寒草甸生态系

统与全球变化》成果获得 2009 年度青

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项目组主

要完成人曹广民研究员作为获奖代表

接受了省委书记强卫的颁奖。 

5 月 25 日，在 2009 年度中国科学

院院地合作奖评选中，赵新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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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全研究员在青海省贵南牧场规模化育肥场

实地考察 

2010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藏羚羊种间克隆胚胎的构建”成果鉴定会 

中瑞研究生暑期培训班野外考察 

获“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奖先进个人

（科技类）”一等奖。赵新全研究员在

院地合作过程中，为国家“三江源生

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提供理论依

据和技术支撑，并积极建言献策，效

益彰显。 

6 月 7 日下午，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隆重举行 2010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今年实验室共毕业博士 26 名，硕士 18

名。 

6 月 25 日，赵新全研究员课题组

完成的“藏羚羊种间克隆胚胎的构建”

科研成果通过成果评价。 

6 月 28 日-7 月 10 日，西北高原生

物研究所所、北京大学与瑞士苏黎世

大学联合在西高所下属海北高寒草甸

生态系统开放站举办中瑞研究生暑期

学校，主要开展高寒草地生态学研究

生的交流和培养。瑞士苏黎世大学 11

名师生与北京大学、西高所师生一起

参加了海北站野外实验培训及青海湖

周边地区生态考察。 

8 月 19 日至 21 日，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詹文龙、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

兰州分院副院长杨生荣等在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所长张怀刚、副所长陈桂

琛的陪同下，考察了饲用甜高粱种植

试验研究、玉树震后生态恢复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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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龙副院长实地查看甜高粱种植情况 

 

张怀刚所长一行与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

与环境研究所 Prof.Bernhard Schmid 座谈 

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国际研讨会与

会人员合影 

《柴达木盆地白刺研究与开发》一书出版 

 

衍生产业发展技术与示范、共和县塔

拉滩生态治理等项目。 

10 月 3 日-11 日，应瑞士苏黎世大

学邀请，张怀刚所长率团对瑞士、德

国的相关学术机构进行了为期 8 天的

正式访问，与瑞士苏黎世大学、德国

图宾根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我室曹广民研究员，百人

计划特聘研究员贺金生教授等陪同访

问。 

10 月 6-10 日，国际农业生物科学

中心（CABI）首席科学家 Richard 

Bardgett 博士，CABI 瑞士中心科学家

Urs Schaffner 博士，英国生态和水文学

研究中心土壤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学

主任 Nick Ostle 博士，在高原生物适应

与进化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世龙博士与

三江源站副站长周华坤博士的陪同下

到青海湖周边区域及中科院海北高寒

草甸定位站进行考察，调查了解环湖

地区的草地生态环境，参观海北站的

综合实验观测场、人工草场和模拟增

温等实验样地。并举行了“青藏高原

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国际研讨会”，讨论

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计划（ESPA）第

三期资助项目的申报事宜。 

10 月，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学术著

作出版资金资助，索有瑞研究员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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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视察青藏高原自然博物

馆 

李玉林博士荣获“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三江源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机制及可持续

管理试验示范”项目验收会会场 

“青海农牧交错区生态农业试验与示范”项

目通过论证 

的《柴达木盆地白刺研究与开发》一

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工程

院吴天一院士为该书作序。 

10 月 29 日上午，青海省委书记强

卫在省委副书记、西宁市委书记王建

军，市委副书记、市长毛小兵等领导

的陪同下，视察了即将开馆的青藏高

原自然博物馆（由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参与并作为技术支撑单位组建的青

藏高原自然博物馆已基本完成布展工

作）。 

11 月 22 日，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20 周年纪念暨学术论坛在北京召开，

会上表彰了 10 名荣获第七届“青藏高

原青年科技奖”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李玉林博士荣获此奖。 

12 月 14 日，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

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国内有关专

家，对赵新全研究员课题组承担的中

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二期）项目

“三江源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机制及可

持续管理试验示范”进行了验收。 

12 月 14 日，由我所组织申报，中

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电工研究所和青海省农村能源办公

室共同参与的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

划项目“青海农牧交错区生态农业试

验与示范” 通过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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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工作进展 

增温和放牧对青藏高原凋落物和粪便分解的温度敏感性响应研究取

得进展 

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关于凋落物和粪便分解在营养循环和对气候变化和放牧

的响应方面的知识一直发展缓慢。为了估计增温和放牧对凋落物分解的相对作用

及凋落物和粪便分解对温度敏感性的响应，汪诗平研究员课题组开展了两项独立

的研究：在增温-放牧可控实验平台和 3200 至 3800 米海拔梯度平台开展了 1-2

年的实验。 

自由空气温度增强系统（FATE）采用红外加热器，放牧明显增加土壤温度

（平均 0.5-1.6℃），从地表至 40cm 土壤深度，除了生长季早期 30cm 土壤深度湿

度外，增温和放牧对土壤湿度都没有影响。加热器夜间加热效果大于白天的，但

是放牧导致土壤温度增加的效果白天的大于夜间的。海拔 3200m、3600m 和

3800m 5cm 土壤深度的温度年平均值分别是 3.2，2.4 和 0.3℃。在增温放牧可控

实验中，增温和放牧作用都没有改变凋落物的品质。增温和放牧对凋落物分解的

影响是累加的，在 2 年的分解期间分别增加了 19.3%和 8.3%，在增温放牧可控

实验平台，凋落物分解的温度敏感性系数大约为 11%℃-1。在海拔梯度平台凋落

物分解的年累加量大约是粪便的 2.5 倍。而粪便分解的温度敏感性指数（约为

18%℃-1）大概是凋落物分解温度敏感性指数的 3 倍。 

这个结果说明夜间比白天的增温幅度大可以加速凋落物的分解，随着未来温

暖化条件下载蓄量的增加，通过凋落物生物量的减少和粪便产量的增加放牧将加

强碳从土壤中释放到大气。研究结果已发表在 2010 年第 16 卷第 5 期“Global 

Change Biology”杂志上。 

高原鼢鼠研究获得新进展 

苏建平研究员研究组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第四纪以来的一系列地质运

动和冰期作用对青藏高原土著动物高原鼢鼠(Eospalax baileyi)的异域分化和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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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产生显著影响。 

系统发育和种群遗传分析显示，高原鼢鼠已经分化为 A、B、C、D 四个大

的支系。最早的 A 支系分化发生在 1.2百万年前，与昆仑-黄河运动及喜马拉雅

Naynayxungla 冰期事件的开始时间相对应；昆仑黄河运动及 Naynayxungla 冰期

事件在 0.8-0.6 百万年前达到顶峰，导致高原鼢鼠发生第二次大的分化，形成 B、

C、D 三大支系；而 0.6-0.5 百万年前的昆仑黄河运动末期及倒三冰期阶段，D 支

系又分化为两个亚支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末次冰期通常与动植物的区域灭绝有关。值得注意的是，

高原鼢鼠在末次冰期中并未产生区域性灭绝或被迫外迁，而是在相对较适宜的环

境间隙中幸存下来，形成四个主要的生物避难所。种群历史动态的分析表明，无

论是青藏高原中心区域还是边缘区域的各支系，种群规模都十分稳定，这可能与

高原鼢鼠特殊的地下生活方式（环境相对恒定）有关。 

图示： Maximum likelihood (ML under the 

molecular clock constraint) tree (left) and network 

(right) of the 54 recovered haplotypes of the 

plateau zokor (Eospalax baileyi). Values above 

and below the branches represent bootstrap values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by ML and maximum 

parsimony analyses. The relative sizes of the 

circles in the network are proportional to 

haplotype frequencies, and the black dots 

represent missing haplotypes (not sampled or 

extinct). The two major lineages (from the interior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nd the plateau 

edge) are indicated by I and II in the ellipses. 

N1–N4 indicate the internal nodes for which 

divergence times were estimated by beast and r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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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为青藏高原地质、气候事件与土著动物大时间尺度上的进化关系提供

了新的分子生态学证据，论文已发表在国际著名生态学期刊《Journal of 

Biogeography》上。 

高寒草地退化机理的研究 

曹广民研究员课题组对高寒草地退化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放牧干扰下高寒

草甸的退化演替过程可分为 4 个时期，8 个阶段。分别为：禾草-矮嵩草群落、矮

嵩草群落、小嵩草群落和杂类草-黑土型次生裸地四个时期，按照其草毡表层发

育状况，将小嵩草群落时期进一步划分为正常小嵩草群落，草毡表层加厚、草毡

表层开裂和草毡表层剥蚀 4 个阶段。 

其实际应用意义表现在：1）青藏高原上小嵩草群落的大面积发育是禾草-

矮嵩草群落在长期超载放牧下偏途演替的结果，如采取封育或减牧后，均可回复

到禾草-矮嵩草群落，但时间具差异极大；2）“黑土滩”型高寒退化草地的自然

恢复耗时耗力，人工干预可大大缩短对 “剥蚀型”和“黑土滩”型退化草地的

回复进程。 

高寒草地的退化演替过程 高寒草地的人工干预恢复过程
  

图示：高寒草地正逆向演替过程 

藏羚羊种间克隆胚胎的构建 

赵新全研究员课题组经不懈努力完成了藏羚羊种间克隆胚胎的构建。该成果

采用组织块培养法，获得了核型正常、活力高的藏羚羊皮肤成纤维细胞系，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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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种间核移植、胚胎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研究提供了

充足的材料，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建立并优化了适合青藏高原地区的山羊、牦

牛、黄牛和奶牛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培养体系。该体系的建立不但解决了藏羚羊种

间核移植受体细胞的问题，也为今后转基因动物克隆和高原畜种遗传改良等提供

了技术来源。 

首次将手导式克隆技术应用到动物异种克隆领域，该技术操作简便，无需贵

重设备，便于应用。创建了提高藏羚羊体细胞和受体卵胞质融合效率的化学辅助

融合方法，降低了操作难度、缩短了操作时间，提高了供体细胞与受体胞质的融

合效率。基于无透明带手导式克隆技术，构建了藏羚羊-黄牛、藏羚羊-奶牛、藏

羚羊-牦牛、藏羚羊-山羊的种间体细胞核移植胚胎，并能够在体外发育。其中，

藏羚羊-山羊种间克隆胚胎能够发育到桑椹胚，发育率较高，为下一步藏羚羊-山

羊种间胚胎移植奠定了基础。 

三江源区适宜性草-畜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由徐世晓副研究员主持的“三江源区适宜性草-畜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项目，在三江源地区建植优良牧草生产基地 5200 亩，其中在玉树州玉树

县巴塘地区建植多年生饲草基地 1700 亩（燕麦与青海草地早熟禾混播饲草生产

基地 1000 亩，青海草地早熟禾多年生优良牧草 700 亩）；果洛州玛沁县大武地区

建植饲草基地 1500 亩（燕麦与青海草地早熟禾混播饲草生产基地 100 亩，青海

草地早熟禾多年生优良牧草 1400 亩）；在海南州同德县建植多年生饲草基地 2000

亩（燕麦与箭舌豌豆混播实验示范基地 100 亩，燕麦与多年生牧草混播饲草生产

基地 1900 亩）。利用优质牧草捆裹包膜和壕贮青贮技术，生产优良青贮牧草 630

吨；同时，结合全价混合日粮(TMR)加工饲喂技术的应用，实施饲草料营养科学

搭配技术示范，生产全价混合日粮 760 吨，为周边移民新村开展规模化健康饲养

提供饲草料保障。  

初步筛选出适宜在三江源地区栽培的多年生禾本科牧草适宜品种 2 种、一年

生牧草和多年生牧草混播组合方案 3 套；在三江源地区建立农牧耦合型生态畜牧

业产业化生产基地 3 个（海南州同德县及贵南县、果洛州玛沁县和玉树州玉树

县），育肥示范基地年育肥家畜规模达 26000 只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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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德县北巴滩瓜什则移民村和果洛新村建立颗粒饲料加工生产线各 1 套，

每套颗粒饲料生产机组分别由干草粉碎机及提升机、精料粉碎机及提升机、混合

机和颗粒机组成；颗粒饲料加工机组的混合料年生产能力达到 4500 吨以上；颗

粒饲料年生产能力达到 1200 吨以上。日生产能力可为 7000 只以上规模的藏系绵

羊育肥提供充足颗粒饲料，为移民新村舍饲育肥规模的扩大和项目成果进一步推

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培育春小麦新品种 

陈志国研究员主持培育的旱地春小麦新品种“高原 412”通过全国农作物品

种审定；主持培育的旱地春小麦新品种“高原 437”通过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主持引进的莜麦新品种“坝莜 6 号”和合作引进的莜麦新品种“晋九”（第 2 完

成人），通过青海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藏药桑蒂苷胶囊开发研究 

本项目建立了川西獐牙菜药材的质量标准，增补了薄层鉴别、含量测定等项

目，并对性状、显微鉴别做了修订。通过对药材提取工艺、萃取工艺及柱纯化工

艺研究，建立了获得川西獐牙菜中有效部位（龙胆苦苷和芒果苷等）含量高于

50%的提取分离工艺，工艺稳定成熟。制定了桑蒂苷胶囊的质量标准，完成了光

照试验、高温试验和 3 个月室温条件下的稳定性考察，初步证明桑蒂苷胶囊质量

稳定。通过主要药效学研究表明，桑蒂苷胶囊对四氯化碳所致大鼠肝纤维化有一

定的治疗作用，对二甲基亚硝胺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有缓解作用。急性毒性试验

表明其半数致死量（LD50）为 20.2g/kg。该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由魏

立新研究员课题组完成。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科研方面：出野外考察 70 余天，共采集植物标本 7300 号，脊椎动物标本

1200 号；制作标本 7000 号，鉴定标本 2000 号。科研人员利用馆藏标本正进行

《昆仑植物志》的编写工作。发表相关论文 8 篇，出版图书《青海野生植物图谱

精选》。 



11 

管理方面：植物标本信息系统新录入标本 1500 号。网上可查询标本信息 21

万多条，图片 12 万张；动物标本新录入 500 余号。共接待本所、动物研究所、

石河子大学、昆明植物所等国内外各大学、研究机构查阅动植物标本 680 余人次，

查阅标本超过 10000 号。 

科普方面：积极组织和参与院公众科学日、全国科普日等活动，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科普展厅常年坚持不定期开放，共接待大中小学生及社会各界参观 3500

人次。参与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并提供了部分展品。 

 

中小学生参观标本馆 工作人员整理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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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合作与交流 

﹡来访 

1月20日-2月10日，俄罗斯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Shestopalov Alexandr

教授一行，就“雅江中游越冬水禽调查”合作项目与李来兴副研究员在西藏进行

联合科学考察，考察主题是“冬季雅鲁藏布江流域越冬水禽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了越冬水鸟种类、数量、越冬群位置和栖息地环境。 

2 月 1-6 日，应张堰铭研究员邀请，英国阿伯丁大学环境与生物研究所所长

John R.Speakman 教授就“高原鼠兔低温生理适应”项目开展中英国际合作野外

实验研究，对青海省海晏、刚察等县进行了考察。 

5 月 1 日-6 月 30 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新西兰陆

地管理研究所 Roger P.Pech 教授及其合作者 Andrea E. Byrom 教授就“高原鼠兔

种群调节研究”项目与张堰铭研究员开展合作，赴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进行科学

考察。 

6 月 1-10 日，英国阿伯丁大学生命科学院 John R Speakman 教授就“高原鼠

兔低温生理适应”项目再次赴我所开展中英国际合作野外实验研究。 

6 月 28 日-7 月 10 日，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北京大学与瑞士苏黎世大学联

合在西高所下属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站举办中瑞研究生暑期学校，主要开

展高寒草地生态学研究生的交流和培养。瑞士苏黎世大学 11 名师生与北京大学、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师生一起参加了海北站野外实验培训及青海湖周边地区生

态考察。 

7 月 5 日-8 月 2 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和波兰科学院协议项目安排，波兰科学

院 W. Szafer 植物研究所 Beata Paszko 博士来我所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科学考

察和学术交流活动。在此期间，Beata Paszko 博士查阅了青藏高原动植物标本馆

标本，并在青海省大通县老爷山、互助北山林场、青海湖、拉脊山、贵德县群加

林场、坎布拉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和循化孟达天池等地区进行了考察。并做了题为

“Systematic Studies of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within Two Familiar Genera 

Calamagrostis and Deyeuxia”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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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8 月 20 日，根据我所与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合作协议，该所科研

人员白石托也、广田充一行来我所下属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站进行青海草

原生物多样性研究。 

7 月 20 日-8 月 20 日，应李来兴副研究员邀请，俄罗斯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

究中心 Mariya Sivay 博士来我室对相关技术人员和研究生进行了利用 Real Time 

RT-PCR 仪测试斑头雁粪便颗粒携带禽流感病原体实验的培训，并对青海湖湿地

进行了科学考察。 

7 月 20-23 日，应贺金生研究员邀请，韩国高丽大学 Haegeun Chung 博士来

海北站参观实验设施。 

10 月 6-10 日，国际农业生物科学中心（CABI）首席科学家 Richard Bardgett

博士，CABI 瑞士中心科学家 Urs Schaffner 博士，英国生态和水文学研究中心土

壤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学主任Nick Ostle博士来我所参加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

管理国际研讨会，并对海北高寒草甸定位站进行了考察。 

11 月 17-21 日，应索有瑞研究员邀请，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于化忠教授来

我所进行交流合作，并做了题为“Reading disc-based bioassays with standard 

computer drives”的学术报告。 

12 月 2 日，应贺金生研究员邀请，韩国高丽大学 Yowhan Son 教授一行 3人

来海北站参观实验设施。 

12 月 2 日，应赵新全研究员邀请，瑞士伯尔尼大学 Gregory B.Greenwood 博

士来西宁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做了题为“How Can We Implement Interdisciplinary 

Earth System Science on the Third Pole?”的学术报告。 

﹡出访 

1 月 20 日-4 月 20 日，应新西兰陆地管理研究中心邀请，张堰铭研究员进行

了为期三个月的高级研究学者访问。 

2 月 1-15 日，应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环境科学研究所 Changhui 

Peng 教授邀请，贺金生研究员赴加拿大就高寒草地土壤碳通量对全球变暖响应

开展交流。 

3 月 1 日-8 月 20 日，应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邀请，周国英副研究员就“工

程干扰迹地植被恢复的生态学过程”赴美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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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22 日，陈世龙研究员应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Stephen Blackmore 教

授邀请，赴英国参加《中国植物志》编委会会议。 

6 月 6-14 日，应俄罗斯国家病毒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邀请，李来兴副究员赴

俄罗斯参加中、俄、美青年科学家野生鸟类流行病、寄生虫快速诊断培训班，并

作了题为“Vertical migration of birds between Russia Far Eastand China”的圆桌会

议主题演讲。 

7 月 30 日-8 月 8 日，贺金生研究员赴美国匹兹堡参加第 95 届美国生态学会

年会。 

8 月 20-30 日，李来兴副究员应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遗传与进化研究所邀请，

访问了圣保罗大学生物遗传与进化研究所，并参加在该地举办的第 25 届国际鸟

类学大会。 

9 月 4-11 日，贺金生研究员随 A3 项目代表团，赴日本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

第 74届日本植物学大会，并参观了北海道梁乃申先生的全球变化实验基地。 

10 月 1-8 日，应瑞士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Prof.Bernhard 

Schmid 邀请，曹广民研究员等一行 4 人赴瑞士开展高原生态学与高原农业研究

领域学术交流，并商讨签订机构间合作协议。 

12 月 11-20 日，陈世龙研究员应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 Krishna K. Shrestha 教

授邀请，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参加“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第二次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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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交流及活动 

2 月 28 日-3 月 5 日，贺金生研究员参加了由德国基金委和中国国家基金委

主办的 BEF-China 北京年度会议。 

3 月 28-31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江苏里下

河地区农科所/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扬州分中心、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遗传育种

研究室、中国作物学会小麦产业分会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举办的“第 6 届全

国小麦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扬州召开，陈志国研究员和窦全文副研究员

参加了此次会议，窦全文副研究员做了题为“青海高原春小麦优质抗病育种”的

报告。 

4 月 12 日，贺金生研究员参加了由中科院生物局组织的“中科院虫草项目

论证会”。 

6 月 20-22 日，陈世龙研究员参加了在北京香山举行的“FLPH 项目第一次

国内编委会”。 

6 月 21-22 日，陈志国研究员和王海庆副研究员参加了在新疆石河子市召开

的“中国科学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合作工作会议”。陈志国研究员在会上

做了题为“高原号春小麦新品种培育与示范推广”的成果发布，重点介绍了近年

来育成小麦新品种及示范推广情况。 

6 月 23 日，由新疆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共同主

办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科技合作项目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陈志国研究员、

王海庆副研究员参加了该对接会，做了题为“青海高原春小麦育种现状及其展望”

的大会报告，并和相关企业、科研院所的人员进行接洽，与当地部分企业达成初

步的合作意向。 

6 月 29 日-7 月 3 日，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办公室主办的中国科学院科学

传播培训班在上海举行，李文靖工程师参加了此次培训。 

8 月 2-6 日，由中国鱼类学会主办的“中国海洋湖沼（动物）学会鱼类分会

2010 年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赵凯研究员

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做了题为“裂腹鱼适应进化的两个研究案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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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中旬，曹广民研究员参加了由我所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环境所等在青海西宁承办的“‘十二五’预研重要方向项目—高

寒草地生态系统主要功能群对气候变化响应研讨会”。 

8 月 25-26 日，上海海洋大学刘志伟博士应邀来我室进行学术交流，作了题

为“Synapse elimination during Drosophila metamorphosis”的报告，并对相关人员

进行了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的培训。 

9 月 5-7 日，“藏羚羊保护十年回顾暨首届中国四大自然保护区研讨会”在西

宁举行，张同作副研究员受邀参加会议，并作为藏羚羊科学研究专家代表作了题

为“藏羚羊种群生态及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大会报告。 

9 月 28 日，青海省林业局组织全省 16 家相关单位召开《青海省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征求意见稿）》立法听证会，张同作副研究

员作为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代表受邀参加本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10 月 8-10 日，李玉林副研究员赴山东济南参加由中国化学会、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化学会第八届天然有机化学学术研讨会”。 

10 月 10-14 日，刘登才研究员和窦全文副研究员参加了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发育与遗传研究所组织承办的第四届亚洲染色体会

议，窦全文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利用原位杂交进行 6 个披碱草种重复序列物理定

位及基因组分析”的报告。 

10 月 15-18 日，边疆晖研究员和张同作副研究员参加了“第六届全国野生动

物生态与资源保护暨庆祝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和兽类学分会成立三十周年”

学术会议。并在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会上，张堰铭研究员、

边疆晖研究员和张同作副研究员当选为新一届全国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 

10 月 24 日，贺金生研究员赴昆明参加了由国家基金委、世界农林中心(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组织的“Planning Workshop 2010, Tree Crops for Food Security 

and Global Sustainability”会议。 

12 月 7 日，由保护国际基金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青海省林业局主办的

“普氏原羚研究与保护总结展望会”在西宁召开，张同作副研究员受邀作为专家

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并为今后普氏原羚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提出有价值的专业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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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0 年科研项目 

2010 年度共争取所外各类科研项目约 30 项，经费约 2000 万元。 

2010 年开始执行科研项目如下： 

1、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规划项目子专题及攻关项目： 

•李来兴主持“候鸟非连续式传播与家禽连续式传播要素演变规律分析”，161 万

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 

•张堰铭主持“气候对高原鼠兔种群爆发的影响”，100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 

•窦全文主持“黄花苜蓿的遗传转化和筛选鉴定工作”，30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2、 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张堰铭主持“高原鼠兔野外实验动物培育种群的建立”，73 万元，起止年限：

2010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 

3、 科学院项目： 

•赵凯主持“裂腹鱼进化基因组学与功能基因研究”，300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 

•曹广民主持“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主要功能群对气候变化的响应”，200 万元，起

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贺金生主持“高寒草甸土壤呼吸对气候变暖响应与适应的微生物学机制”，21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贺金生主持“冬虫夏草原生境资源保育研究”，70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4

月－2013 年 12 月。 

•索有瑞主持“青海沙棘高档果酒成果转化及关键技术优化”，40 万元，起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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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丁晨旭主持“白刺花色苷产业化”，35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王莉主持“水母雪莲毛状根生长及有效成份的积累与调控”，24 万元，起止年

限：2010 年 01 月－2014 年 12 月。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张同作主持“落叶树中酚类化合物抑制高原鼢鼠咬食的化学机制”，31 万元，

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赵凯主持“裂腹鱼高度特化的生物地理学基础”，31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边疆晖主持“艾美耳球虫寄生物对高原鼠兔种群控制效应的研究”，30 万元，

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曹广民主持“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植物对大气甲烷行为分异及其环境效应”，32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陈世龙主持“虎耳草属山羊臭组系统演化研究”，30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5、 国际合作项目： 

•王洪伦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合作“柴达木枸杞品质评价及品牌特点研究”，

20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6、 青海省科技攻关项目： 

•丁晨旭主持“高原草红花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及新产品研发”，50 万元，起止年

限：2010 年 08 月－2013 年 12 月。 

•沈裕虎主持“青稞若干重要性状的高通量关联分析与基因发掘”，10 万元，起

止年限：2010 年 08 月－2012 年 12 月。 

•李玉林主持“柴达木盆地枸杞活性成分多糖和色素提取分离技术及中试生产工

艺研究”，20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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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伦主持“柴达木枸杞品质评价及品牌特点研究”，20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郭松长主持“高原鼠兔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基因克隆与表达调控”，

12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11 月－2012 年 12 月。 

7、 企业委托或合作： 

•索有瑞主持“青藏高原沙棘资源研究与开发”，50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5 年 12 月。 

•韩发主持“青藏高原野生优质植物新油源——微孔草籽油的提取技术研究及示

范”，25 万元，起止年限：2010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正在执行尚未完成的课题： 

1、国家部委项目： 

•陈桂琛主持“高原天然草地保护恢复及合理利用技术集成与试验示范”，660 万

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陈世龙主持“唐古特地区特殊生境种质资源调查”，120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 

•张堰铭主持“鼠类种群生殖调控与不育控制机理”，300 万元，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3 年 12 月。 

•周华坤主持“养分和水分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调控机理”，55 万

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 2012 年 12 月。 

•张怀刚主持“作物特殊营养成分的代谢及其调控研究”，25 万元，起止年限：

2009 年 01 月- 2012 年 12 月。 

•李来兴主持“禽流感疫情监测技术研究”，88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 2011

年 12 月。 

•徐世晓主持“三江源区适宜性草-畜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420 万元，

起止年限：2009 年 06 月- 2012 年 12 月。 

•周华坤主持“三江源区退化草地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65 万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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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年限：2009 年 05 月- 2012 年 12 月。 

2、科学院项目： 

•贺金生主持“植物对青藏高原极端环境的适应：基于碳、氮经济学的机制”，20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郭松长主持“青藏高原羊模式动物及基地建设”，15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曹广民主持“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固碳潜力及其增汇措施”，80 万元，起止年限：

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陈世龙主持“虎耳草属山羊臭组的系统进化研究”，2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边疆晖主持“高原鼠兔无公害新型生物控制技术的研究”，40 万元，起止年限：

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张同作主持“利用适宜树种和林草间作模式抑制退耕还林地鼠害”，23 万元，

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郭松长主持“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在高原鼠兔低氧适应中的作用”，

21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汪诗平主持“放牧家畜及其排泄物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

3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周国英主持“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重大工程迹地植被自然恢复的生态学过程与

冻土演变的关系研究”，23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索有瑞主持“天然香豆素类醛糖还原酶抑制剂的筛选及抑制机理研究”，30 万

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李玉林主持 “基于 HPLC/MS 分析技术化学筛选‘藏茵陈’的抗 HBV 活性部

位”，3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王海庆主持“拟南芥动蛋白 AtOvKLP 参与胚珠发育调控的机制”，30 万元。起

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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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亮主持“青海果洛退化草甸草原生态系统通量观测”，20 万元。起止年限：

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4、国际合作项目： 

•周华坤与日本畜产草地研究所合作“"三江源区人工草地的稳定性维持机理、调

控策略及可持续利用研究"”，15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5、青海省科技攻关项目： 

•索有瑞主持“沙棘和白刺利用共性关键技术开发、集成与转化”，189 万元，起

止年限：2009 年 09 月－2012 年 12 月。 

•赵新全主持“青海省种草养畜技术集成与示范”，132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6、企业委托或合作： 

••徐世晓主持“藏系绵羊健康育肥技术研究与示范”，2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9 月－2012 年 12 月。 

7、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李玉林主持“藏茵陈活性成分的高效液相色谱/质谱分析及分离制备”，10 万元。

起止年限：2008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杨慧玲主持“藏药麻花艽有效成分随生长环境的变化”，10 万元。起止年限：

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张同作主持“落叶树抑制高原鼢鼠咬食的化学机制”，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周党卫主持“高山植物穴丝草 COR15 基因复制后功能分化研究”，10 万元。起

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丁晨旭主持“白刺花色苷精制工艺及药效学研究”，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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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王环主持“大戟属两种藏药植物化学成分及抗肿瘤活性研究”，10 万元。起止

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沈裕琥主持“青藏高原青稞种质资源评价：SSR 和 EST-SSR 标记的应用研究”，

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刘宝龙主持“紫色籽粒小麦品种高原 115 中调控花青素合成的 bHLH 转录因子

克隆及功能验证”，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高庆波主持“基于核 DNA ITS 序列对西川红景天进行历史进化研究”，10 万元。

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1 年 12 月。 

•周玉碧主持“西部地区锁阳资源品质评价研究”，10 万元。起止年限：2009 年

01 月－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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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才引进和岗位变动 

王小艳、王永翠、张波、陈懂懂、林恭华、罗彩云、胡延萍和操胜博士应聘

到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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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培养 

1、概况 

2010 年，实验室共招收研究生 4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0 人，硕博连读研

究生 5 人，硕士研究生 25 人）。毕业博士生 26 人、硕士生 18 人。目前在站博士

后 5 人、在读研究生 101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8 人，硕博连读研究生 10 人， 硕

士研究生 63 人）。 

2、荣誉 

地奥二等奖学金：李国梁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徐广平、孙志伟、胡延萍 

院长优秀奖学金：罗彩云 

中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干部：王文娟、杨乐 

中科院研究生院三好学生标兵：米兆荣 

中科院研究生院三好学生：梁东营、李婧梅、尚艳霞、王蕾、苏爱玲、柳觐、

周曙光、胡宜刚、连利叶、赵德勇、张兴旺、杨晓霞、司庆文。 

3、博士研究生毕业（26 人） 

1 月，魏乐（导师：张怀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小麦眼斑病抗性基

因 Pch1 和供体的遗传图谱及 Pch1 转移片段的遗传多样性。 

6 月，林恭华（导师：苏建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地下啮齿类—甘

肃鼢鼠挖掘器官形态适应与种群遗传学分析。 

6 月，于鸿浩（导师：赵新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基于手导式克隆

技术的藏羚羊种间核移植。 

6 月，柳觐（导师：张怀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HMW-GS 新基因

的克隆与 HMW-GS 转基因沉默效应的遗传研究。 

6 月，张波（导师：张怀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植物一氧化氮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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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关联因子的分子生物学及生理功能研究。 

6 月，岳鹏鹏（导师：彭敏）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高原紫花针茅

草原群落数量生态学研究。 

6 月，胡延萍（导师：李毅）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唐古特大黄遗传多

样性研究。 

6 月，杨仕兵（导师：彭敏）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五脉绿绒蒿种质资

源遗传多样性研究。 

6 月，张蕊（导师：刘永军）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肾上腺素受体（β

2AR）和钾离子通道（Kir6.2）与一系列药物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 

6 月，王志国（导师：刘永军）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药物分子与醛糖

还原酶和 HCV NS5B 聚合酶的作用机制及 3D-QSAR 研究。 

6 月，于瑞涛（导师：张怀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水母雪莲中牛蒡

子苷元的分离制备及生物活性研究。 

6 月，李锦萍（导师：陈桂琛）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唐古特大黄

有效成分动态变化及元素特征研究。 

6 月，韩友吉（导师：陈桂琛）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椭圆叶花锚

活性成分空间变化格局和季节动态研究。 

6 月，吕坪（导师：彭敏）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川西獐牙菜部位群抗

四氯化碳肝损伤的保肝作用研究。 

6 月，孙涛（导师：龙瑞军）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祁连山高山草地治

蝗育禽机理与模式研究。 

6 月，侯勤正（导师：刘建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藏高原三种高

山植物的传粉适应。 

6 月，曹越（导师：索有瑞）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锡金微孔草种子油

成分、活性及应用研究。 

6 月，王小艳（导师：索有瑞）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藏高原油菜蜂

花粉功能活性成分研究。 

6 月，张凤枰（导师：索有瑞）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浆果植物籽

油和果粉成分及活性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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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石丽娜（导师：韩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锡金微孔草化学成

分的提取方法比较及海拔因素对其有效成分含量的影响。 

6 月，徐广平（导师：汪诗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寒草甸植物和

植物群落对增温和放牧的响应与适应研究。 

6 月，罗彩云（导师：汪诗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增温和不同土地

利用方式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净碳交换特征影响的研究。 

6 月，胡宜刚（导师：汪诗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气候变化和放牧

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影响的研究。 

6 月，段义忠（导师：陈世龙）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窄叶鲜卑花分子

地理学研究。 

11 月，刘永安（导师：陈世龙）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老芒麦高分子

量醇溶谷蛋白基因的克隆。 

12 月，周国英（导师：陈桂琛）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多年冻土区工

程干扰迹地植被恢复的生态学过程及其机理研究。 

4、硕士研究生毕业（18 人） 

6 月，彭慧超（导师：刘建全）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粗茎秦艽及其近

缘物种物种分化研究。 

6 月，司庆文（导师：刘建全）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达乌里秦艽的传

粉生物学研究。 

6 月，王东平（导师：魏立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藏药佐太中汞的

动物蓄积初步研究。 

6 月，夏振江（导师：魏立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藏药佐太的传统

炮制工艺规范和质量标准研究。 

6 月，杨红霞（导师：魏立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藏药诃子制铁屑

和制乌头的传统工艺研究。 

6 月，赵德勇（导师：陈志国）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省春小麦主

要性状评价及品质特性研究。 

6 月，滕旭（导师：刘永军）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大叶白麻总黄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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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工艺的研究及分子对接技术在药物设计中的应用。 

6 月，李国梁（导师：刘永军）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柴达木枸杞活性

成分研究。 

6 月，陈千权（导师：张堰铭）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原属兔攻击行

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6 月，杨晓林（导师：赵新全）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原鼠兔血浆一

氧化氮含量测定及 eNOS cDNA 基因部分的克隆。 

6 月，米兆荣（导师：张耀生）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基于 MODIS 的

近地表气温反演与植被动态研究。 

6 月，王建雷（导师：李英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高寒草甸生

态系统植被/土壤固碳潜力的初步研究。 

6 月，孙建文（导师：李英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海北站高寒草甸

碳密度的空间异质性分布。 

6 月，梁东营（导师：曹广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高寒嵩草草甸退

化分异定量化指标研究。 

6 月，尚洪磊（导师：陈桂琛）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湖北岸道路

工程行程的次生裸地植被自然恢复研究。 

6 月，许璟瑛（导师：陈桂琛）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青海山莨菪有效

成分与化学元素的时空动态特征。 

6 月，任飞（导师：韩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

琉璃苣籽油的研究。 

6 月，苏爱玲（导师：汪诗平）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气候变化对高寒

草甸枯落物分解特性的影响及温度敏感性研究。 

5、实验室在站博士后、研究生目录 

在站博士后（5人） 

2007 年： 王文强（合作导师：印象初）； 

2008 年： 郭志林（合作导师：赵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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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赵云峰（合作导师：索有瑞）； 

2010 年： 杨黎彬（合作导师：索有瑞）； 

陈立同（合作导师：贺金生）。 

在读博士研究生（28 人） 

2007 年： 冯秉福（导师：赵新全）； 曹俊虎（导师：赵新全）； 

杨路存（导师：陈桂琛）；  

2008 年： 李克欣（导师：刘建全）； 曲家鹏（导师：赵新全）； 

夏  莲（导师：尤进茂）； 丁  栋（导师：陈桂琛）； 

星玉秀（导师：彭  敏）； 孙志伟（导师：尤进茂）； 

史俊友（导师：刘永军）；  

2009 年： 刘德梅（导师：陈桂琛）； 李红琴（导师：张怀刚）； 

利毛才让（导师：索有瑞）； 杨  敏（导师：赵新全）； 

赵健中（导师：彭  敏）； 董丽华（导师：刘永军）； 

曹  惠（导师：赵新全）； 邓  黎（导师：韩  发）； 

2010 年： 邹婧汝（导师：赵新全）； 米兆荣（导师：贺金生）； 

李春婷（导师：索有瑞）； 杨月琴（导师：彭  敏）； 

李国梁（导师：尤进茂）； 陈  光（导师：尤进茂）； 

杨红霞（导师：彭  敏）； 范宝磊（导师：索有瑞）； 

朱文琰（导师：贺金生）； 皮  立（导师：韩  发）； 

在读硕博连读研究生（10人） 

2009 年： 张发起（导师：陈世龙）； 段吉闯（导师：汪诗平）； 

张振华（导师：汪诗平）； 杨晓霞（导师：贺金生）； 

 常小峰（导师：汪诗平）；  

2010 年： 王  蕾（导师：刘登才）； 谢  玲（导师：赵新全）； 

 郑  杰（导师：索有瑞）； 谢久祥（导师：苏建平）； 

 李印虎（导师：陈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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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硕士研究生（63人） 

2008 年： 王  欣（导师：张怀刚）； 刘  琦（导师：张怀刚）； 

林巧燕（导师：汪诗平）； 杨虎虎（导师：张堰铭）； 

尚艳霞（导师：师生波）； 连利叶（导师：窦全文）； 

宋成刚（导师：李英年）； 王文娟（导师：王海庆）； 

杨  乐（导师：李来兴）； 杨  乐（导师：边疆晖）； 

乔春连（导师：徐世晓）； 李婧梅（导师：赵  亮）； 

李春丽（导师：周国英）； 周曙光（导师：张耀生）； 

叶  鑫（导师：周华坤）； 李  岑（导师：魏立新）； 

2009 年： 强  伟（导师：索有瑞）； 朱利娜（导师：索有瑞）； 

景年华（导师：尤进茂）； 陈  涛（导师：李玉林）； 

张国英（导师：魏立新）； 全正香（导师：魏立新）； 

朱洪梅（导师：魏立新）； 雷云霆（导师：窦全文）； 

纪  托（导师：李来兴）； 庞  礡（导师：郭松长）； 

杜  寅（导师：边疆晖）； 蔡  海（导师：赵  亮）； 

李生庆（导师：张堰铭）； 姜建峰（导师：魏立新）； 

温  军（导师：周华坤）； 刘卫根（导师：周国英）； 

邹庆春（导师：张耀生）； 周同永（导师：韩  发）； 

布仁巴音（导师：汪诗平）； 朱鹏锦（导师：师生波）； 

王基恒（导师：徐世晓）； 郭小伟（导师：曹广民）； 

2010 年： 何彦峰（导师：王洪伦）； 权文利（导师：陈志国）； 

李文聪（导师：丁晨旭）； 杨  莉（导师：师生波）； 

喻  凤（导师：窦全文）； 李梦园（导师：魏立新）； 

沈迎芳（导师：王海庆）； 高亚婷（导师：刘登才）； 

王  萍（导师：李玉林）； 胡  娜（导师：索有瑞）； 

李  璠（导师：周国英）； 刘翠霞（导师：苏建平）； 

杨传华（导师：张同作）； 何  慧（导师：边疆晖）； 

张湑泽（导师：郭松长）； 张仁意（导师：赵  凯）； 

刘力华（导师：张堰铭）； 刘晓琴（导师：李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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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哲（导师：周华坤）； 朱小雪（导师：汪诗平）； 

王广帅（导师：贺金生）； 李  婧（导师：曹广民）； 

葛世栋（导师：徐世晓）； 韩  涛（导师：韩  发）； 

付鹏程（导师：陈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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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表论著 

2010 年，重点实验室共发表论文 170 篇，出版专著 2 本。论文中 SCI 期刊

论文 68 篇， CSCD 期刊论文 95 篇。详见下表： 

刊物类型 第一作者单位 非第一作者单位 总数 

SCI 期刊论文 45 23 68 

CSCD 期刊论文 70 25 95 

其它刊物论文 5 2 7 

总计 120 50 170 

2010 年代表性论著目录 

(注：序号后注*为重点实验室第一完成单位，作者后注*为通讯作者) 

SCI 期刊论文 

1*. Yanping Hu, Li Wang, Xiaolong Xie, Jian Yang, Yi Li*, Huaigang Zhang*. Genetic diversity 

of wild populations of Rheum tanguticum endemic to China as revealed by ISSR analysis.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2010, 38(3):264-274.                  

2*. Li-Zhou Tang, Liu-Yang Wang, Zhen-Yuan Cai, Jian-Ping Su*, Jian-Quan Liu*, et al. 

Allopatric divergence and phylogeographic structure of the plateau zokor (Eospalax baileyi), 

a fossorial rodent endemic to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2010, 

37(4):657-668.                                                         

3*. CAIYUN LUO, GUANGPING XU, ZENGGUO CHAO, SHIPING WANG*, et al. Effect of 

warming and grazing on litter mass loss and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litter and dung mass 

los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10, 16(5):1606-1617.   

4*. Yigang Hu, Xiaofeng Chang, Xingwu Lin, Yanfen Wang, Shiping Wang*, et al. Effects of 

warming and grazing on N2O fluxes in an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on the Tibetan plateau.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2010, 42(6):944-952.                                             

5*. Guangping Xu, Yigang Hu, Shiping Wang*, Zhenhua Zhang, et al. Effects of litter qu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along an elevation gradient on litter mass loss in an alpine me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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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 on the Tibetan plateau. Plant Ecol. 2010, 209(2):257-268.         

6*. Guangping Xu, Zengguo Chao, Shiping Wang*, Yigang Hu, et al.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nutrient release from dung along elevation gradient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Nutr 

Cycl Agroecosyst. 2010, 87(1):49-57.                                 

7.  Chun-Jie Wang, Lian-Quan Zhang, Shou-Fen Dai, You-Liang Zheng, Huai-Gang Zhang, 

Deng-Cai Liu*. Formation of unreduced gametes is impeded by homologous chromosome 

pairing in tetraploid Triticum turgidum×Aegilops tauschii hybrids. Euphytica. 2010, 175 

(3):323-329.                                     

8.  Shengyun Chen, Guili Wu, Shilong Chen*, Jiawen Ren, Dahe Qin. Molecular phylogeny and 

biogeography of the narrow endemic Coelonema and affinitive Draba (Brassicaceae) based 

on two DNA regions.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2010, 38(4):796-805.    

 9*. Zhaofeng Wang, Xin Shen, Bin Liu, Jianping Su, Jianquan Liu*, et al. Phylogeographical 

analyses of domestic and wild yaks based on mitochondrial DNA: new data and reappraisal.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2010, 37(12):2332-2344.       

10*. Gonghua LIN, Jiuxiang XIE, Haixin CI, Lizhou TANG, Jianping SU*, Tongzuo ZHANG*. 

Morphological adaptations of incisors in the subterranean Gansu zokor, Myospalax cansus 

(Rodentia, Spalacidae). Folia Zoologica. 2010, 59(4):295-300. 

11*. Lizhou TANG, Tongzuo ZHANG, Gonghua LIN, Jianping SU*. Phylogenetic Discontinuity 

of Plateau Zokor (Myospalax Baileyi Thomas) Populations i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Polish Journal of Ecology. 2010, 58(1):167-176.              

12.  Yu-Peng GUO, Ru ZHANG, Cui-Yun CHEN, Dang-Wei ZHOU, Jian-Quan LIU*. Allopatric 

divergence and regional range expansion of Juniperus sabina in China.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2010, 48(3):153-160.              

13*. Bo Zhang, Haiqing Wang, Pei Wang, Huaigang Zhang*. Involvement of nitric oxide 

synthase-dependent nitric oxide and exogenous nitric oxide in alleviating NaCl induced 

osmotic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Af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0, 5(13):1713-1721.                           

14*. Dangwei Zhou, Qinzheng Hou, Qinwen Si, Jianquan Liu, Huiling Yang*. Concentrations of 

Active Constituents of the Tibetan Folk Medicine Qinjiao (Gentiana sect. Cruciata) Within 

and Between Taxonomic Species across. Chemistry&Biodiversity. 2010, 7(8):2088-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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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o Ting Nong*, Liu Shang Wu. Two New Species of Gentianaceae from Northwestern 

Yunnan, China. Novon. 2010, 20(2):166-169.  

16*. Liu Shang Wu*, Ho Ting Nong. Two New Species of Saussurea (Asteraceae) from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China. Novon. 2010, 20(2):172-174. 

17*. Yu-Rong DU, Song-Chang GUO, Zhao-Feng WANG, Jian-Ping SU*, Jian-Quan LIU*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 (chiru).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2010, 48(6):490-496. 

18*. Gonghua LIN, Haixin CI, Simon J. THIRGOOD, Tongzuo ZHANG*, Jianping SU*. 

GENETIC VARIATION AND MOLECULAR EVOLUTION OF ENDANGERED KOZLOV’S PIKA 

(OCHOTONA KOSLOWI BÜCHNER) BASED ON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B GE. Polish 

Journal of Ecology. 2010, 58(3): 563-568. 

19. Yongcui Wang, Jiguang WANG, Zhixia YANG, Naiyang DENG. Sequence-Base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rediction vi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 2010, 23(5):1012-1023. 

20.  Yong-Cui Wang, Xiao-Bo Wang, Zhi-Xia Yang*, Nai-Yang Deng*. Prediction of Enzyme 

Subfamily Class via Pseudo Amino Acid Composition by Incorporating the Conjoint Triad 

Feature. Protein & Peptide Letters. 2010, 17(11): 1441-1449.  

 CSCD 期刊论文 

1*. 陈晓澄，李文靖*，2010，荒漠猫脊椎和管状骨的观察。四川动物 29（3）：424-425。 

2*. 胡延萍，谢小龙，王莉，李毅*等，2010，唐古特大黄 ISSR-PCR 反应条件的优化。广

西植物 30（1）：112-116。 

3*. 彭慧超，赵淑慧，谢贺，周党卫*，2010，穴丝荠的组织培养与植株再生。植物生理学

通讯 46（4）：379-380。 

4.  彭秉玉，胡延萍，巩爱岐，李毅*等，2010，杂交油菜 ISSR-PCR 反应体系的建立和优

化。植物研究 30（5）：576-581。 

5*. 李英年*，薛晓娟，王建雷，朱志红等，2010，典型高寒植物生长繁殖特征对模拟气候

变化的短期响应。生态学杂志 29（4）：624-629。 

6*. 孙建文，李英年*，宋成刚，王建雷等，2010，高寒矮嵩草草甸地上生物量和叶面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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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季节动态模拟。中国农业气象 31（2）：230-234。 

7.  柯君，王慧春，周华坤，赵新全等，2010，三江源区高寒草甸 43 种植物繁殖体质量比

较。草业科学 27（3）：15-20。 

8*. 苏爱玲，徐广平，段吉闯，汪诗平*等，2010，祁连山金露梅灌丛草甸群落结构及主要

种群的点格局分析。西北植物学报 30（6）：1231-1239。 

9*. 周党卫*，彭慧超，程大志，王爱珍等，2010，冬虫夏草培养子实体 ITS,5.8S 的分析及

系统发育研究。生物技术通报（7）：110-112。 

10*. 彭慧超，韩发，王环 ，周党卫*等，2010，3 种高山植物紫外吸收物质含量随海拔与季

节的变化特征。西北植物学报 30（6）：1197-1203。 

11*. 段义忠，张得钧，高庆波，陈世龙*等，2010，窄叶鲜卑花(Sibiraea angustata) nrDNA ITS

和 cpDNA trnL-F 序列分子进化特点的分析。植物研究 30（2）：146-151。 

12*. 刘瑞娟，王海庆*，沈裕虎，2010，拟南芥动蛋白 AtOvKLP 的序列分析及原核表达。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45（3）：151-155。 

13*. 张耀生*，赵新全，赵双喜，冯承彬，2010，三江源区温性草原蒸散量与主要影响因子

的相关分析。中国沙漠 30（2）：363-368。 

14*. 米兆荣，张耀生*，赵新全，冯承彬等，2010，NDVI 和 EVI 在高寒草地牧草鲜质量估

算和植被动态监测中的比较。草业科学 27（6）：13-19。 

15*. 陈千权，曲家鹏，刘明，张堰铭*，2010，高原鼠兔对炔雌醚、左炔诺孕酮和 EP-1 不

育药饵的适口性。动物学杂志 45（3）：87-90。 

16*. 李春喜，董喜存，李文建*，张怀刚等，2010，甜高粱在青海高原种植的初步研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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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简 讯 

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召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4 月 24 日，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中科院生物局综合处处长刘杰，

西高所所长张怀刚，党委书记、院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赵新全，副所长

陈桂琛，副所长兼院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世龙，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顾红雅、施

苏华、常智杰、王德华、王道文、汪诗平等及西高所科技处和实验室部分人员共

计 41 人参加了会议。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正式

会议前，陈桂琛副所长介绍

了与会来宾，并代表研究所

对到会的各位委员和领导表

示了热烈的欢迎。张怀刚所

长为院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委员颁发了聘书。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由副主任赵新全研究员主持。陈世龙主任首先介绍了实验

室工作情况，他从研究方向和内容、交流合作、研究队伍与支撑人员、仪器设备、

实验室专项经费使用、科研用房与改善计划、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和存在问题及

下一步工作重点等方面向学

术委员会委员作了全面汇报。 

贺金生博士和赵凯博士

分别做了题为《中国草地植物

生态属性对环境的适应及高

寒草地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

《裂鳆鱼适应进化的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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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学术报告。引起委员们浓厚的兴趣，并围绕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下午，与会委员就实验室研究方向、科学问题的凝练、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

面进行深入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生物局综合规划处刘杰处长对实

验室建设提出具体建议，并

对长期奋战在西高所的科学

家表示敬意，对各位到会专

家表示感谢。 

 最后，张怀刚所长总结

讲话，他指出：“此次会议召

开的非常成功，各位委员和

生物局刘处长就实验室发展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实验室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对实验室今后的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同时向到会的各位委员和生物局综合处领导对实验室工作的大力支持

及实验室全体人员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地感谢。 

 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一同参观了我所生物标本馆。 

西高所抗震救灾活动纪实 

一、迅速反应 

4 月 14 日 7 时 49 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 7.1 级地震。给当

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及财产造成极大损失。灾后，党中央、国务院、青海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青海省委书记强卫、省直机关发出要求，要求各单位紧急行动

起来，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西高所所党委更是高度重视，立即积极组织力

量开展抗震救灾工作，迅速成立了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玉树抗震救灾

应急小组，组长由西高所所长张怀刚担任，副组长由党委书记赵新全担任，成员

由副所长陈桂琛、陈世龙，组织人事处处长王萍、科技处处长钟海民、办公室主

任杨勇刚、生态中心主任曹广民、藏药中心主任彭敏、农业中心主任陈志国组成，

应急小组办公室设在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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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行募捐活动 

4 月 15 日一早，远在北京的党委书记赵新全与所长张怀刚紧急商量后，决

定号召全所职工为地震灾区进行捐款，同时从结余党费中捐款一万元。 

从这场灾难发生的那刻

起，西高所的广大职工群众就

开始关注灾区，那里的灾情一

直牵动着全所职工群众的心，

多年来，西高所大部分科研人

员都在玉树做过野外工作，对

那里的一山一水都充满了了

感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所党委的号召下，西高所工会立即行动起来，工会副主席杨勇刚带领在所的工

会委员朱莉、李英年、赵亮、崔瑞贤等于 4 月 15 日中午 11:30 至 15:00 时在西高

所操场进行集中募捐活动，在所的职工和离退休老同志、研究生等在短短的三个

小时就捐款 24722.4 元。集中募捐结束后，依然有同志们不断的捐款，截至到 4

月 16 日 16 时，西高所职工群众累计捐款共计 28522.4 元，连同所党委结余党费

10000 元，一并送往青海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时西高所的九三分社社员还在社省

委捐款 900 元。 

现场捐款活动中，出现

了很多感人的一幕，在球场

上玩耍的孩子在妈妈的带领

下捐款，在所内租房的群众

也来到现场捐款，在职职工

纷纷踊跃捐款，所领导更是

带头募捐；一些离退休老同

志也是早早就在募捐地点等候捐款，其中就有家庭困难的老职工，行动不便的也

委托亲属前来捐款，研究生们也是积极踊跃的捐款，钱虽不多，但都是一颗颗滚

烫的爱心。更有在外地和出国的吴翠珍、刘尚武、何廷农、王颖、史顺海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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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委托或汇款来奉献爱心。 

三、积极出谋划策、协助院内各单位行动 

4 月 16 日上午，西高所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应急小组召集各研究中心负责人

和研究员会议，研究部署玉树地震科技救灾工作。与会人员结合西高所的学科优

势和工作基础，围绕西高所在青海

玉树灾区灾后重建中能够做哪些

工作进行了讨论。最后大家形成共

识：在积极做好配合国家和中科院

各有关部门开展抗震救灾工作的

同时，尽快成立由多学科组成的科

学调研组，择日赶赴灾区，开展此

次地震对玉树和周边地区生态环

境和农牧业生产的影响，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玉树及周边地区生态恢复、高原

畜牧业生产等的对策和建议，为当地政府和牧民群众在灾后重建和生产自救提供

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16 日下午, 兰州分院抗震救灾办公室主任杨生荣与青海盐湖所、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领导班子协商抗震救灾事宜。杨生荣向两所通报了兰州分院关于成立

青海玉树县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的情况，并与两所领导就如何为中国科学院相

关研究所抗震救灾队伍提供后勤保障进行了详细部署。

同时先期到达的上海微电子所郑敏团队相关人员也参

加了会议并就相关情况进行了通报。西高所与盐湖所积

极响应中国科学院指示，为微系统所、微电子所相关科

研人员组成的“宽带应急通讯指挥系统”，提供人员和

车辆保障，我所的李英年研究员和王林随同青海省科技

厅副厅长李华于下午 4 点 30 分携带相关仪器设备西宁

出发，奔赴灾区。 

4 月 17 日上午, 兰州分院抗震救灾办公室主任杨生荣与青海省科技厅厅长

解源就中科院抗震救灾事宜进行了协商。杨生荣向解源厅长通报了兰州分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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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青海玉树县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的情况，介绍了中科院相关救援行动的进

展以及中科院青海两所为中科院相关研究所抗震救灾队伍提供后勤保障的情况。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与青海

盐湖所积极响应中国科学院

指示，解源厅长对中科院有关

研究所的救援行动表示感谢，

就中科院在灾害救助、次生灾

害预防、灾害评估、灾后重建

方面提供科技支撑进行了探

讨，并现场协调了寒旱所的救

助行动，青海盐湖所所长马海州、寒旱所张小军、武汉测地所三名专家及西北高

原所杨勇刚主任参加了会议。 

4 月 17 日上午 9 时，经过 16 小时的艰苦行程，由微系统所、微电子所相关

科研人员和盐湖所、西高所李英年研究员、王林一行 12 人组成的 “宽带应急通

讯指挥系统” 救援队到达玉树灾区。应青海省救灾指挥部的要求，该救援队在

灾区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宽带应急通讯指挥服务，保障前方救灾指挥部与青海省救

灾指挥部的通信畅通，同时为中国国际救援队提供通讯服务。救援队抵达后，微

系统所队员龚勇发生高原反应，17 日下午 3 时多从玉树出发乘坐西高所王林驾

驶的车辆连夜返回西宁。 

同时，我所还利用中科

院院内高速网络传输了中科

院对地观测所于 4 月 14 日上

午 10 时拍摄的玉树震区遥感

图像，于当晚通过科技厅送

到了省政府办公厅。 

4 月 19 日下午，中科院半导体所李树深副所长、副书记以及综合办公室主

任慕东、科技开发处副处长段瑞飞，携带 200 套 LED 手电系列，专程抵达西宁

市，向玉树灾区人民捐献了 200 套（600 只）LED 手电。西高所杨勇刚主任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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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分院副院长杨生荣等一同前往机场迎接，并将 200 套 LED 照明系统送往青海

省科技厅，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会见了李树深副所长一行，代表灾区接受了捐

赠并对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爱心行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4 月 20 日上午，由我所派出的苏建平课题组皮卡车一辆，满载这科学院各

相关单位的物资随同青海省科技厅副厅长邢小方奔赴玉树地震灾区。同时青海省

科技厅在西北高原生物所召开了玉树灾后重建工作研讨会。科技厅厅长解源出席

并主持了会议。中科院北京地理所、西北高原生物所、院外建筑、太能源以及新

闻传媒等单位近 30 人参加了会议。参会专家就灾后重建工作充分发表了意见和

见解，并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和看法。纷纷表示会抓紧时间尽快形成科学的规划意

见，争取为政府灾后重建工作提供科技支撑、科学决策。 

四、组织悼念玉树地震遇难同胞活动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 4 月 20 日发布《关于悼念玉树地震遇难同胞活动的公

告》，21 日青海省全省将举行哀悼活动，全省下半旗志哀，21 日上午 10 时起，

全省人民默哀 3 分钟。 

21 日早，大雪未歇，高

原古城西宁笼罩在悲恸的气

氛中，西北高原所很多离退休

老职工不顾恶劣的天气，早早

就来到了工作区国旗前，9：

50，所内职工、研究生、聘用

人员等陆续集中到国旗前，上

午 10 时正，全所职工为玉树

地震遇难同胞举行哀悼活动，现场降半旗，所有人员驻足默哀，所有车辆鸣笛。

防空警报声在城市上空回响。 

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喜获一等奖 

5 月 18 日，在玉树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灾后重建开始启动，青

海省各项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青海省委、省政府隆重召开青海省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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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大会，表彰 2009 年度为青海省科技事业发展和新青海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科

技工作者。 

会议由青海省副省长高

云龙主持，副省长邓本太宣

读了《省政府关于 2009 年度

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

定》。青海省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强卫，省委副

书记、省长骆惠宁，省委常

委沈何、李鹏新、吉狄马加、多杰热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副省长何挺，

省政协副主席马志伟出席会议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由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申报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成果

获得 2009 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项目组主要完成人曹广民研究员作

为获奖代表接受了省委书记强卫的颁奖。 

该项目主要完成人为赵新全、曹广民、徐世晓、赵亮、周华坤、李英年、崔

晓勇、孙平、王长庭、董全民。 

青藏高原是我国内陆及东亚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

活动的加剧，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变化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该研究在全球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了如下创新成果： 

(1)通过野外增强紫外辐

射实验证实紫外辐射增强可

增加高寒草甸植物的叶片厚

度，改变植物物候期。 

(2)首次报道了实验增温

可降低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植

物物种多样性和牧草营养品

质，合理放牧可以减轻增温引

起物种丧失的负面效应，这在高纬度高寒地区具有趋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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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运用涡度相关法证实青藏高原未退化高寒草甸具有较强的碳汇能

力，其固碳能力受控于土壤碳储量和放牧干扰，合理利用天然草地可促进生态系

统的碳固定。 

(4)通过高寒草甸对人

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研

究，证实了高寒草甸生态系

统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和稳

定性，提出了高寒嵩草草甸

退化演替的被动-主动退化

假说。 

其研究成果对加深全球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影响的科学

认识，合理制定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和退化草地有效恢复措施，推动我国

全球变化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青海省省长骆惠宁在讲话中指出，2009 年，是新世纪以来青海经济社会发

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省委、省政府坚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作为转变发展方式、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举措，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加快推

动重大科技专项，重点实施“123”科技支撑工程，攻克了一批新能源、新材料、

盐湖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难题。全省取得科技成果 227

项，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了 44.7%。这些成绩的取

得，是全省上下深入实施科教

兴省战略、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的结果，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奋

发有为、勇攀科技高峰的结

果。 

骆惠宁强调，当前，青海

省正处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奋力实现“四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还面临玉

树灾后重建的艰巨任务。面对汹涌澎湃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对区域间争先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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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态势。我们要深刻认识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始终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进一步把科技创新摆在我省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

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充分发挥科技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

对玉树灾后重建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

们要积极探索开放式的科技创新之路，树立世界眼光，扩大交流合作，整合国内

外科技资源和我省特色优势，通过多方面协作，努力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起点上

的自主创新、合作创新、集成创新。我们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在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新材料、新能源、企业技术改造、特色农牧业、生物资源开发、

节能降耗、生态建设等方面，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在玉树灾后重建中着力推广应用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材料等现代技术成果，使玉

树重建为应对世界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我们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快建

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

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

力培育具有科技优势的市场

主体和产业集群，积极发展

创新型企业和公共科技创新

平台，加速科技成果向产业

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转化。 

骆惠宁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战略资源。我们要牢固树立科

学人才观，尊重科技人才成长和队伍建设规律，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重视人才、吸

引人才、激励人才的政策举措，进一步创造有利于人才生活、工作、创业、发展

的良好环境，努力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技队伍，为科技

进步与创新提供智力保障。他强调，时代呼唤科技创新，发展亟需科技支撑。让

我们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开创科技事业发展的

新局面，为加快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做出新的贡献。 

成功举办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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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7 日，国际农业生物科学中心（CABI）首席科学家 Richard Bardgett

博士，CABI 瑞士中心科学家 Urs Schaffner 博士，英国生态和水文学研究中心土

壤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学主任

Nick Ostle 博士，在高原生物适应

与进化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世龙博

士与三江源站副站长周华坤博士

的陪同下到青海湖周边区域及中

科院海北高寒草甸定位站进行考

察，调查了解环湖地区的草地生态

环境，参观海北站的综合实验观测

场、人工草场和模拟增温等实验样地。CABI 各成员对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近年

来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上所做出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肯定，并

表示了合作研究的愿望。 

2010 年 10 月 8 日下午，“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管理国际研讨会”在研究

所二楼会议室举行，讨论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计划（ESPA）第三期资助项目的

申报事宜。参会单位有国际农业生物科学中心，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中国

农业部，青海省科技厅，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中国农科院草原所，中国农科

院农业研究和农业区域规划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青海省

社科院，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所党委书记赵新全博士主持会议，重点实验室

主任陈世龙博士致开幕词。青海省

科技厅厅长解源博士首先介绍了

青海省的省情及近来的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随后，会议由项目首席

科学家 Richard Bardgett 主持。

Bardgett 首先介绍了 ESPA 项目的

目的及资金的筹备情况。接着，中

科院农科院草原所所长侯向阳研

究员、西高所党委书记赵新全研究员、英国生态和水文学研究中心土壤生物地球

化学和生态学主任 Ostle、CABI 瑞士中心科学家 Schaffner、CABI 英国中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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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Maczey、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蔡典雄研究员、中国农科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朱立志研究员、青海省社科院院长孙发平研究员先后展示

了各自研究领域的内容及成果。中国农科院原副院长章力健博士、CABI 东亚地

区中心副主任张巧巧博士、北京代

表处张峰博士就项目的组织管理

进行了介绍。 

2010 年 10 月 9 日，会议分小

组进一步就项目的总目标及具体

的任务进行了提议和讨论。包括研

究青海高原草地利用、生物多样性

和土地退化的相互关系，管理生态

系统商品和服务的方法，利用生态系统的管理活动来恢复退化草地，用生态学、

经济学、社会学来指导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评估等。最终，会议初步拟定了申报

项目的实施内容与实施方法，于 10 月 10 日圆满结束。 

“高原 412”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陈志国研究员培育的春小麦新品种“高原 412”经第二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定通过，2009年 12 月 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1309

号公告公布，审定编号为：国审麦 2009031。 

审定意见认为：该品种符合国家小麦品种审定标准，通过审定。适宜在青海

互助、大通、湟中，甘肃定西、通渭、会宁、榆中、永靖，宁夏西海固的春麦区

旱地种植。 

春小麦新品种“高原 412”主要特征特性为春性，成熟期比对照“定西 35

号”早熟 5 天。幼苗半直立，芽鞘白色。株高平均 86 厘米。穗纺锤形，无芒，

白壳，红粒，籽粒角质、腹沟较深，冠毛少。两年区试平均亩穗数 29.5 万穗，

穗粒数 31.4 粒，千粒重 40.1 克。抗旱性鉴定，抗旱性 4 级，抗旱性较差。落黄

好。接种抗病性鉴定：高抗白粉病，中抗条锈病，高感叶锈病、黄矮病。2007

年、2008 年分别测定品质（混合样）：籽粒容重 776 克/升、772 克/升，蛋白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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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6.75%、16.11％；面粉湿面筋含量 32.2%、36.5％，沉降值 62.2 毫升、66.6

毫升，吸水率 63.3%、60.0％，稳定时间 5.6 分钟、5.7 分钟，最大抗延阻力 342E.U、

342E.U，延伸性 16.0 厘米、

194.4 厘米，拉伸面积 23.8 平

方厘米、68.5 平方厘米。2007

年参加西北春麦旱地组品种

区域试验，平均亩产 184.6 公

斤，比对照“定西 35 号”增

产 14.0%；2008 年续试，平

均亩产 271.5公斤，比对照“定

西 35 号”增产 6.23%。2008 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222.5 公斤，比对照“定西

35 号”增产 10.1%。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碳贸易项目《土地利用和草地管理主要技术实施

方案及其经济分析报告》通过专家论证 

4 月 14 日，根据青海省科技厅的要求，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邀

请相关专家对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碳贸易项目的《土地利用和草地管理主要技术

实施方案及其经济分析报告》进行了论证。 

论证会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张怀刚所长主持，青海

省科技厅邢小方副厅长、农社处马

瑞主任科员、世界混农林中心安迪

博士、黄南州农牧局周有锋副局

长、泽库县办公室普华多杰主任、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生物研究所科

技处钟海民处长等参加了会议。 

该报告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改善草地管理、恢复退化草地及改良牲畜管理等

措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促进项目区域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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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科技厅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协调下，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和世界混农林中心等单位进行技术实施方案的设计。 

专家组认为：1、该技术方案通过大量的文献查阅和综述，结合对黄南州泽

库县项目户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规划和畜牧业经济发展现状，详细制定了不同退

化程度天然草地的恢复治理途径。2、借鉴该区域已有的人工草地建设和管理的

经验和技术措施，根据当地生产条件，集成了有关人工草地建植和管理技术措施。

3、总结了以往不同管理措施对家畜生产性能的影响效果，制定了家畜（绵羊和

牦牛）的饲养管理和营养技术方案，并对不同养殖方式进行了经济分析。4、该

技术方案科学性强，合理可行，具有可操作性，符合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规划总体要求，将会对黄南州泽库县碳贸易项目实施奠定基础。 

《土地利用和草地管理主要技术实施方案及其经济分析报告》通过论证后，

邢小方副厅长在讲话中要求项目组在项目实施过程一定要关注牧民收入提高的

问题；在技术方案设计时要考虑生

态保护方面的要求（如在施用农药

等方面），要按生态化或有机化方

式进行生产；在项目实施的组织上

一定要遵循牧户自愿的原则，要依

靠当地政府做好项目的实施。 

周有峰副局长和普华主任分

别代表黄南州和泽库县政府讲话，

他们表示黄南州州委州政府和泽库县县委县政府对该项目高度重视，该项目在泽

库县实施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州委州政府将全力支持，县上和牧民对该项目的

实施将给予全力配合。 

最后，张怀刚所长代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感谢到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同

时也感谢相关部门所做的前期工作，为该项目的设立和实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要求项目组根据专家意见尽快完善技术报告，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加强与各方面的

沟通，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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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代表性 SCI 期刊论文及论文首页 

1. CAIYUN LUO, GUANGPING XU, ZENGGUO CHAO, SHIPING WANG*, et al. Effect of 

warming and grazing on litter mass loss and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litter and dung mass 

los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10, 16(5):1606-1617.    (IF: 5.561)                                      

2. Li-Zhou Tang, Liu-Yang Wang, Zhen-Yuan Cai, Jian-Ping Su*, Jian-Quan Liu*, et al. 

Allopatric divergence and phylogeographic structure of the plateau zokor (Eospalax baileyi), 

a fossorial rodent endemic to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2010, 

37(4):657-668.                                                      (IF: 4.087) 

3. Zhaofeng Wang, Xin Shen, Bin Liu, Jianping Su, Jianquan Liu*, et al. Phylogeographical 

analyses of domestic and wild yaks based on mitochondrial DNA: new data and reappraisal.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2010, 37(12), 2332-2344.                        (IF: 4.087) 

4. Yigang Hu, Xiaofeng Chang, Xingwu Lin, Yanfen Wang, Shiping Wang*, et al. Effects of 

warming and grazing on N2O fluxes in an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on the Tibetan plateau.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2010, 42(6):944-952.                         (IF: 2.978) 

5. Dangwei Zhou, Qinzheng Hou, Qinwen Si, Jianquan Liu, Huiling Yang*. Concentrations of 

Active Constituents of the Tibetan Folk Medicine Qinjiao (Gentiana sect. Cruciata) Within 

and Between Taxonomic Species across. Chemistry&Biodiversity. 2010, 7(8):2088- 2094.                                       

(IF: 1.926) 

6. Yong-Cui Wang, Xiao-Bo Wang, Zhi-Xia Yang*, Nai-Yang Deng*. Prediction of Enzyme 

Subfamily Class via Pseudo Amino Acid Composition by Incorporating the Conjoint Triad 

Feature. Protein & Peptide Letters, 2010, 17(11): 1441-1449.                (IF: 1.755) 

7. Guangping Xu, Yigang Hu, Shiping Wang*, Zhenhua Zhang, et al. Effects of litter qu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along an elevation gradient on litter mass loss in an alpine meadow 

ecosystem on the Tibetan plateau. Plant Ecol. 2010, 209(2):257-268.           (IF: 1.567) 

8. Chun-Jie Wang, Lian-Quan Zhang, Shou-Fen Dai, You-Liang Zheng, Huai-Gang Zhang, 

Deng-Cai Liu*. Formation of unreduced gametes is impeded by homologous chromosome 

pairing in tetraploid Triticum turgidum×Aegilops tauschii hybrids. Euphytica. 2010, 175 

(3):323-329.                                                        (IF: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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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uangping Xu, Zengguo Chao, Shiping Wang*, Yigang Hu, et al.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nutrient release from dung along elevation gradient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Nutr 

Cycl Agroecosyst. 2010, 87(1):49-57.                                    (IF: 1.350) 

10. Yanping Hu, Li Wang, Xiaolong Xie, Jian Yang, Yi Li*, Huaigang Zhang*. Genetic diversity 

of wild populations of Rheum tanguticum endemic to China as revealed by ISSR analysis.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2010, 38(3):264-274.                  (IF:1.131) 

11. Shengyun Chen, Guili Wu, Shilong Chen*, Jiawen Ren, Dahe Qin. Molecular phylogeny and 

biogeography of the narrow endemic Coelonema and affinitive Draba (Brassicaceae) based 

on two DNA regions.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2010, 38(4):796-805.  

(IF: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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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Key Laboratory of Adapta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teau Biota (AEPB),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高原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可追溯到我所 1994 年建

立的“青藏高原生物适应性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开放

实验室”。尽管该实验室初期规模不大（研究人员基本保

持在 10－15人之间），但十年来在中国科学院和研究所的

大力支持下，实验室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勇于创新，在出

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2002年 3月 8日我所

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后，我所自筹资金 480

多万元，在上述实验室基础上建立“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

实验室”。 

实验室现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洪德元院士，实验室主

任陈世龙研究员。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64 位，其中 10位

技术管理支撑人员。在读研究生和博士后 106 人，已成为我国青藏高原生物进化适应研究领域的

重要研究力量，同时也是国际上该领域有影响的实验室之一。2004年实验室“中国龙胆科植物研

究”获国家科技进步自然二等奖、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近几年来，实验室以青藏高原典型、

特有和特征性生物及其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围绕极端生境下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适应性与抗逆

性的遗传、繁殖及生理生态特征，生物与极端环境耦合关系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

究，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验室近期主要围绕高原物种起源与进化适应、生态系统过程

和功能及其与全球变化的相互作用机理两方面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工作。 

目前，实验室下辖分子生物学室、蛋白质分析、细胞生物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专业实验室，

拥有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全自动 DNA测序仪等一系列大型先进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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