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站博士后 ４人。

２０１０年，青海盐湖所有在研项目 １１５项。

其中，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９７３”计

划）课题 １项 （新增 １项）；主持 （或承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项、面上项目 １８项

（新增 ７项）；主持 （或承担）中国科学院知识

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５项，承担国际合作项目

１项，院地合作项目 ４项 （新增 ２项）。

２０１０年，青海盐湖所成立了专门从事知识

产权转移转化的专属部门 “科技产业处”，并配

备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工作人员，明确了机构、人

员和职责。与深圳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

公司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有计划、有步骤地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培训工作，仅 ２０１０

年邀请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

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深圳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投

资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国内知名知识产权专家对科

研人员进行了 ２０多课时的知识产权培训。

２０１０年，青海盐湖所 “东台吉乃尔盐湖年

产 ３０００ｔ碳酸锂及其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

究”已经达产，知识产权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青海盐湖所与云南中寮矿业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老挝开发 ５万吨／年氯化钾

工业性试验装置建成并投产试车。

２０１０年，青海盐湖所发表论 １３０文篇，其

中 ＳＣＩ论文 ５５篇；出版专著 １部。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１８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４项，获授权

发明专利 １７项。

２０１０年，青海盐湖所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方面。与云南云天化集团合作开发的老挝钾盐矿

开发项目完成 ５万吨／年氯化钾生产装置建成并

投产试车成功；１０月份马海州所长率科研人员

考察智利和阿根廷盐湖，１１月份马海州所长率

相关科研和管理人员赴老挝，参加云天化集团控

股的中寮钾盐开发有限公司 ５万吨／年氯化钾生

产装置的投产试车仪式。

２０１０年，青海盐湖所参加各类国际学术活

动 ９次，出访 ７批 ２２人次，主要去向为老挝、

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来访 ２４人次，国际交流

层次得到提升。新签署国际合作协议 １项，共同

发表学术论文 ６篇，本单位用于国际合作的经费

投入达到 ７０万元人民币。

青海盐湖所是青海化学会的挂靠单位。负责

编辑出版科技期刊 《盐湖研究》。

（撰稿：白　花　何荣昌　审稿：贾优良）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所　　长：张怀刚

地　　址：青海省西宁市新宁路 ２３号

邮政编码：８１０００８

电　　话：０９７１－６１４３５３０

传　　真：０９７１－６１４３２８２

电子信箱：ｗｅｂ＠ｎｗｉｐｂｃａｓ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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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以下简

称 “西北高原所”）成立于 １９６２年，是以从事

青藏高原生物科学研究 （包括基础理论、应用

基础和应用开发研究）为主的公益性综合研究

所，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生物研究所。

西北高原所的战略定位是针对青藏高原日趋

恶化的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

问题，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生物资源持续

高效利用研究，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

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推动区域社

会经济持续发展。根据国家和地方中长期科技发

展规划，围绕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和青藏高原生物

资源与生态环境重大战略需求，本着全面规划、

分步实施的原则，深入开展高原生态学、特色生

物资源学、高原生态农业三个重点领域方向基础

性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以及应用研究。

２０１０年，西北高原所完成了知识创新工程

自评估工作、编制了财政部修购专项规划；为更

准确地把握研究所的战略定位和各种机遇，召开

各种层面的座谈会、研讨会认真谋划和制定研究

所 “十二五”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规划，全面

推进 “创新 ２０２０”方案及西北高原所发展规划

的落实工作，努力推动研究所科研体系优化调整

进程。制订实施 《西北高原所组织申报重大项

目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完善 《西北高原所科研

绩效奖励办法》，制订实施 《西北高原所实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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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房收费管理办法》、 《西北高原所人员招聘

办法》等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机制体制。

西北高原所现有 ３个研究中心、３个野外台

站、１个院重点实验室、３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

３个支撑机构，分别为高原生态学研究中心、特

色生物资源研究中心、高原生态农业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实验站、三江

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和平安生态农业实验

站；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

室；寒区区域恢复生态学省级重点实验室、青藏

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省级重点实验室、青海省

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青藏

高原生物标本馆、分析测试中心、信息与学报编

辑室。２０１０年，与地方合作建立的 “青藏高原

特色生物资源工程研究中心”通过了青海省科

技厅的验收， “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

站”进行了前期土地及房屋产权手续的办理，

完成了地形图和宗地图的测绘以及原旧楼改造施

工图的设计。

２０１０年，西北高原所新增加事业编制和创

新岗位的 ９０％用于布局重要科研方向人员和招

聘青年优秀人才。２０１０年招聘 １１名博士充实到

科技创新队伍中，聘请客座研究人员 １５人，高

访学者 ８人，６个团组获中国科学院 “西部之

光”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引进项目 “百人计划”

１人，获批国家、中国科学院王宽诚、中国科学

院出国留学项目 ６项，王宽诚人才奖 １人，派出

访问 （留学）人员 ７人，招收博士生 １５人，硕

士生 ２９人。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西北高原所有在职职工１７１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１３６人，包括中国科学院

院士 １人、研究员及正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２７人、

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４３人；进入创新

岗位 １０１人。有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入选

者 ６人、“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１人、“西部之

光”人才入选者 ２６人。

西北高原所是 １９９１年、１９８１年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

现设有生态学 １个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点；生态

学、植物学、动物学 ３个专业二级学科硕士研究

生培养点；设有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在学研究生 １２５人 （硕士生 ８３人、博士生 ４２

人），在站博士后 ５人。

２０１０年，西北高原所有在研项目 １５３项

（新增 ４６项）。其中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 （“９７３”计划）课题６项 （新增１项），参

加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８６３”计划）课

题 １项 （新增 １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１７项 （新增８项）；承担中国科学院知识

创新工程重大项目 １项、重要方向项目 １６项

（新增 １３项），国际合作项目 １项 （新增 １项），

承担院地合作项目 ６项 （新增 ４项）。

２０１０年度，西北高原所登记科研成果 ２０

项，其中主持 １１项。参与完成的 “中国陆地碳

收支评估的生态系统碳通量联网观测与模型模拟

系统 ”获 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主

持完成的 “中国虫草 （冬虫夏草）生物学与现

代药学研究 ”获 ２０１０年度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完成的 “三江源区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恢

复治理与生态畜牧业发展技术”达到了国际领

先水平；“藏羚羊种间克隆胚胎的构建”、“藏药

诃子制草乌和制铁屑的炮制工艺研究”、 “藏药

寒水石区域炮制工艺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春小麦新品种 “高原 ４１２”通过国家审定，是青

海第三个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

２０１０年度，西北高原所制定地方标准 ７个，

发表研究论文 ２６０篇，其中 ＳＣＩＥ论文 ８８篇，

ＣＳＣＤ论文 １６１篇；出版专著 ５部。申请专利 ２７

项，授权 ５项。

２０１０年，西北高原所与地方和企业进行合

作的项目 ４０项，其中当年立项 １５项。与企业共

同实施 “青藏高原野生优质植物新油源 －微孔

草籽油的提取技术研究及示范”、 “柴达木黑果

枸杞抗氧化活性果粉成果转化”、 “珍稀药材羌

活的规范化种植技术示范与推广珍稀药材羌活的

规范化种植技术示范与推广”、 “柴达木枸杞利

用——— ‘柴杞维康软胶囊’成果转化”、 “高纯

度沙棘 ５－羟色胺研究及成果转化”、“牦犀胶制

备工艺关键技术优化研究”和 “黄绿蜜环菌多

糖提取工艺及产业化”等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

动项目。

西北高原所参股企业 １个，即青海唐古拉药

业有限公司；从事科技开发工作的人员数为 ２４

人，主要从事高原生态学、生态农业和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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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研究。在三江源草场植被

恢复和利用及生态畜牧业、农作物育种和高原特

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技术和新产品研发方面有着

明显优势；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０年与地方和企

业合作实现销售收入 ４５９２９万元。

２０１０年，西北高原所国际合作产出 ＳＣＩ文章

１８篇，执行中国科学院院级协议来访项目 １项、

青海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１项，获准青海省国际

科技合作项目 ２项；获准中国科学院外籍青年科

学家计划项目 １项；主办国际会议 １次，派出短

期出国及赴港澳台交流人员 ９批 １４人次，接待

来访人员１１批 ２７人次；签订国际合作协议或备

忘录４项。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新西兰、

以色列、西班牙等国的科学家、学者及企业人士

合作进行全球变化、高原生态学、草原管理、植

物生理学、高原特色资源开发等多方面的合作。

西北高原所主办的 《兽类学报》被列为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

（撰稿：杨勇刚　王春艳　审稿：陈世龙）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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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以下简

称 “新疆理化所”），于 ２００２年 ３月在原中国科

学院新疆物理研究所和新疆化学研究所的基础上

整合成立。原中国科学院新疆物理研究所和新疆

化学研究所，是在原新疆分院物理研究室和化学

研究室的基础上，经中国科学院批准于 １９６１年

１１月成立。２００２年 ５月，新疆理化所进入中国

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序列。

新疆理化所的战略定位是：紧紧围绕着国

家、新疆战略需求，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中心，以

提高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为主线，以对

新疆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有显示度的贡献为目

标。战略发展目标：围绕新疆特色资源的深度开

发，结合新疆的地域优势和多语言文化特色，注

重科技创新性与新疆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相结

合，开展干旱区植物资源化学、多语种信息技

术、清洁能源与环境治理、新型材料研发、油田

化学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战略性、前瞻性

高技术研究，新布局环境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化

工两大领域，在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开展辐射物

理和特种敏感材料的研究，将研究所建设成为中

国科学院服务新疆的 “桥头堡”和技术创新、

集成、转移的基地，建设成为中国西部乃至中亚

一流的高技术研究所。

２０１０年，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提

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决策，１９

个省市全面拉开了 “对口援疆”的序幕，６个部

委实施了 “科技援疆”，自治区党委提出了 “抓

住战略机遇期，把握发展主动权，推进新疆科学

跨越后发赶超”的奋斗目标，新疆面临历史性

的跨越式发展的大机遇。新疆理化所面向新疆优

势资源转换、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民生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邀请院士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外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调研咨

询。为制定好 “创新 ２０２０”规划，开展了有针

对性的战略研讨，与中国科学院北京、上海等地

的 ２１个研究所开展了科技合作对接，前往新疆

南疆 ４地、州进行科技需求调研。明确了以攻克

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发展瓶颈和关键技术问题为核

心任务；采取开放合作的方式，建立实现共赢的

体制机制，确立了后发型和外援型结合的发展

模式。

新疆理化所设有资源化学、材料物理与化

学、多语种信息技术 ３个研究室。在可食植物资

源、敏感材料与元器件、多语种信息技术、辐射

物理以及维吾尔药现代化等领域，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优势，发挥着骨干引领的作用；建立 “中

国科学院干旱区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新疆植物资源化学”和 “新疆电子信息材料与

器件”２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以及新疆精细化工

工程技术中心 （省级工程中心），省部共建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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