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Ｘ 射线衍射仪、 Ｘ 射线

荧光光谱仪、 原子吸收光谱仪、 全谱直读等离子

体光谱仪、 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 元素分析仪、
Ｘ 射线单晶衍射仪、 释光测年仪、 同步热分析

仪、 原子荧光光谱仪、 比表面仪、 离子色谱仪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 青海盐湖所共有在职职工

２５１ 人ꎮ 其中科技人员 ２０２ 人、 科技支撑人员 ２５
人ꎬ 研究员及正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２９ 人、 副研

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６２ 人ꎮ
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 入选者 ４ 人ꎬ “西

部之光” 人才入选者 ２３ 人 (新增 ７ 人)ꎮ
青海盐湖所是 １９８１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ꎬ １９９７ 年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ꎮ 现

设有化学、 地质学两个专业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

培养点ꎬ 化学、 地质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三个专

业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点ꎬ 并设有化学、 地

质学两个专业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ꎮ 共有在学

研究生 １１２ 人 (其中硕士生 ８１ 人、 博士生 ３１
人)ꎬ 在站博士后 ４ 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青海盐湖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国

家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科技发展的政策法规、 发展

纲要ꎬ 不论是在申请国家项目、 与企业深度合作

方面ꎬ 还是在科研平台的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

进展ꎮ
在战略规划方面: 组织全所科研人员对

“一三五” 规划进行了认真研讨并重新进行了凝

练ꎬ 由 ４ 个重大突破和 ６ 个重点培育项目凝练为

三个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育项目ꎬ 已立项重大

突破项目 ３ 项ꎬ 重点培育项目 ３ 项ꎮ
在科研项目申请方面: ２０１４ 年ꎬ 青海盐湖

所继续鼓励科研人员申请各类国家项目和地方政

府项目ꎬ 并与企业积极开展合作ꎮ 获资助最多的

仍然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海省科技厅和盐

湖联合基金ꎮ 截至 １２ 月底的纵向科研项目争取

及获批情况如下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ꎬ 申请项目 ６３ 项ꎬ 获批

１８ 项ꎬ 其中面上基金 ５ 项ꎬ 青年基金 １３ 项ꎬ 资

助金额 ７６６ 万元ꎮ
２０１４ 年向青海省科技厅申请项目 ６０ 项ꎬ 获

批项目 ３２ 项ꎬ 资助金额 １６３４ 万元ꎮ
在全所努力下ꎬ 青海省人民政府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共同设立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柴达木盐湖

化工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简称 “盐湖联合基

金”)ꎮ ２０１４ 年联合基金总经费 ４０００ 万元ꎬ 盐湖

所获得经费 １１２０ 万元ꎬ 超过总经费的四分之一ꎮ
极大地推动了青海盐湖所科研工作ꎮ

在自主部署项目方面ꎬ 共申请青年引导基金

项目 ３１ 项ꎬ 立项 ３０ 项ꎬ 资助 Ａ 类项目 ５ 项ꎬ Ｂ
类项目 ２５ 项ꎬ 总经费 ３７５ 万元ꎮ

在科研产出方面ꎬ 今年发明专利的申请量较

以前有大幅增长ꎬ 今年申请发明专利 １２５ 项ꎬ 授

权 １０ 项ꎬ ＳＣＩ ３３ 篇ꎬ ＥＩ １８ 篇ꎬ 中文核心 ３２ 篇ꎬ
获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１ 项ꎬ 获得金桥奖 １
项ꎬ 获得青海省专利奖励 ２６ 万元ꎬ 申请青海省

知识产权局资助 ４ ８ 万元ꎬ 专利奖励 １０ 万元ꎬ
总共获得奖励及资助费用 ４０ ８ 万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通过建章立制、 保密工作档案的

建设、 保密工作机构的成立ꎬ 软硬件的配置ꎬ 全

所认真履行保密职责ꎬ 经过不懈努力ꎬ 顺利通过

军工保密资格认证院内审查和青海省军工保密资

格认证委终审ꎬ 获得武装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

保密资格ꎮ
在国际合作方面ꎬ 鼓励和加快国际交流与合

作ꎬ 先后出访美国、 德国、 老挝、 伊朗、 澳大利

亚等多个国家ꎮ ２０１４ 年度出访团组 ７ 个ꎬ １５ 人

次ꎮ 公派出国留学 ３ 人ꎬ 分别在荷兰、 澳大利

亚、 英国留学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青海盐湖所继续大力加强学术氛

围的建设工作ꎬ 组织 “盐湖科技论坛” ５ 期ꎬ 至

１２ 月已邀请所内外科研人员、 政府科研主管部

门专家等做了 ５ 场 ９ 个精彩报告ꎬ 学术氛围得到

扭转并日渐浓厚ꎬ 为青海盐湖所中长期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文化基础ꎮ
青海盐湖所是青海省化学会的挂靠单位ꎮ 编

辑出版科技期刊 «盐湖研究»ꎮ
(撰稿: 党小刚　 赵昌林　 审稿: 王永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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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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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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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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生物研究所ꎮ
西北高原所的战略定位是针对青藏高原生态

环境和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ꎬ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生物资源持续高效利

用研究ꎬ 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社会持

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ꎬ 推动区域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ꎮ 根据国家和地方中长期科技发展

规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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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开展高原生态、 特

色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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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西北高原所现有区域可持续发展、 藏药现代

化、 高原生物适应进化机制与分子育种、 青藏高

原生物资源持续利用、 高寒草地对全球变化的响

应 ５ 个学科团组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西北高原所邀请中科院兰州

分院、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和西

北高原所退休专家对 “一二三” 规划进展情况

进行了评估ꎮ １１ 月各学科团组首席科学家对专

家意见整改情况进行汇报交流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
已基本完成规划任务 (为任务书规定指标)ꎬ 其

中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３４９ 篇 (２８０
篇)ꎬ 申请发明专利 １２４ 件 (５０ 件)ꎬ 研制特色

生物资源类新产品 １ 个 (１—２ 个)ꎬ 培育农业新

品种 ７ 个 (１—２ 个)ꎬ 获省级以上奖励 ６ 项

(２—３ 项)ꎬ 力争国家级奖励 １ 项 (１ 项)ꎬ 提供

重大建议 １ 项 (１—２ 项)ꎬ 制定技术规程 (标
准) １８ 项 (３５ 项)ꎬ 授权专利 ８３ 件 (２０ 件)ꎮ

面对国家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和中科院改革发

展的总体要求ꎬ 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时

提出的 “四个率先” 的号召ꎬ 西北高原所积极

应对ꎬ 投入 “率先行动” 计划的组织实施中ꎮ ９
月参与了上海药物研究所 “药物创新研究院”
建设ꎬ 并协助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完成药物创新

研究院西北分部建设方案ꎻ 同时为特色研究所的

申请认定做准备ꎬ 为 “率先行动” 计划的进一

步实施打基础ꎮ
西北高原所现有 ３ 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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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４ 个野外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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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东生态农业实验站和武威绿洲现

代生态农业试验站)ꎬ ２ 个院重点实验室 (中国

科学院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

学院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ꎬ ５ 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 (青海省寒区区域恢复生态学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藏药药理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

室、 青海省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和青海省藏

药研究重点实验室)ꎬ １ 个创新中心 (中科院西

北高原生物所湖州高原生物资源产业化创新中

心) 和 ３ 个支撑机构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信息与学报编辑室)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 西北高原所共有在职职工

１９６ 人ꎮ 其中科技人员 １２６ 人、 科技支撑人员 ４３
人ꎬ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１ 人、 研究员及正高级

工程技术人员 ３４ 人、 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

人员 ４４ 人ꎮ 共有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 入选

者 ４ 人 (新增 １ 人)ꎬ “西部之光” 人才入选者

２７ 人 (新增 ２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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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现设有生态学、 生物学 ２ 个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

培养点ꎬ 生态学、 植物学、 动物学、 中药学 ４ 个

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点ꎮ 设有生物学、 生态学一

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ꎬ 共有在学研究生 １４５ 人

(其中硕士生 ８３ 人、 博士生 ６２ 人)、 在站博士后

９ 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西北高原所共有在研项目 ２３０ 项

(包括新增项目 ７９ 项)ꎮ 其中ꎬ 参加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 (９７３ 计划) 项目课题 ３ 项ꎻ 主

持 (或承担)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８ 项 (新增 ２

２４３ 　 中国科学院年鉴 (２０１５)



项)ꎻ 主持 (或承担) 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２ 项ꎻ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 项、 面上项目

２４ 项 (新增 ３ 项)ꎬ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 项

(新增 ５ 项)ꎬ 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 ２
项 (新增 ２ 项)ꎻ 主持 (或承担) 中国科学院战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 ４ 项ꎬ 主持院重点部署项

目 ２ 项 (新增 １ 项)ꎻ 承担院地合作项目 ２６ 项

(新增 １４ 项)ꎬ 主持地方科技计划项目 ８６ 项

(新增 ３２ 项)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组织申报国家科学技术奖、 院杰

出科技成就奖和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ꎮ 西北高原

所牵头完成的成果 “藏药安全与质量控制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 获青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ꎻ
西北高原所排名第二的成果 “青海野生植物新

种发掘和地道药材驯化技术” 获青海省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ꎻ 登记成果 ２１ 项ꎬ 发表研究论文 ２２８
篇ꎬ 其中 ＳＣＩ ( Ｅ) １１０ 篇ꎬ ＣＳＣＤ１０４ 篇ꎻ 出版

专著 ５ 部ꎬ 申请专利 ４１ 项ꎬ 授权 ３０ 项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西北高原所新增产学研合作模式

“联合研发中心” ２ 家ꎮ 与青海鲁抗大地药业合

作ꎬ 申请并获批青海省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计划

项目 “藏茵陈片” 质量控制标准和生产工艺技

术改进及产业化ꎮ 与青海高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ꎬ 申请并获批青海省科技促进新农村建设计

划项目 “青稞特色食品生产技术熟化及产业

化”ꎮ 协助青海诺蓝杞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

发新产品 １ 个ꎬ 并已投入生产ꎮ 协助青海高原红

绿色保健制品有限公司研发新产品 １ 个ꎬ 改进产

品生产工艺 １ 项ꎮ 作为青海省申遗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ꎬ 完成了 “青海可可西里藏羚羊世界自然

遗产价值评估报告”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西北高原所获准院 “外籍青年科

学家计划” １ 项ꎬ 省外专局项目 ５ 项ꎮ 全年派出

因公出国人员 ４ 批 ４ 人次ꎬ 其中长期出国 １ 人

次ꎮ 组织外籍学者学术报告共 ５ 场 ８ 个ꎬ 签订国

际合作协议 ２ 项ꎮ 组织申报 ２０１５ 年度日本－亚洲

青少年科学技术交流项目 ２ 项ꎬ 中国科学院外籍

青年科学家 １ 项ꎬ 外专局项目 ７ 项ꎮ 与来自美

国、 英国、 德国、 俄罗斯、 日本、 加拿大等国的

１１ 批 ２２ 位外籍来访人员进行了青藏高寒草地群

落生态学ꎬ 动物生态学ꎬ 植物系统分类学ꎬ 流感

病毒学等方面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ꎮ

主办的 «兽类学报» 被列为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ꎬ 入选 “２０１４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

刊”ꎮ
(撰稿: 王文娟　 杨勇刚　 审稿: 王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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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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在原

中国科学院新疆物理研究所和新疆化学研究所

(均于 １９６１ 年成立) 的基础上整合成立ꎮ
新疆理化所定位: 紧紧围绕国家和新疆战略

需求ꎬ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中心ꎬ 以提高关键技术

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为主线ꎬ 在创新体系建设中

以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有显示度的贡

献为目标ꎬ 基于原有基础ꎬ 强化具有特色的植物

资源、 多语种信息技术ꎬ 以及功能材料与器件等

领域的维药现代化、 维哈柯文信息处理、 敏感材

料与器件等学科方向的建设ꎬ 继续保持不可替代

的地位ꎻ 同时ꎬ 肩负中科院赋予 “创新科技、
建设边疆” 的历史使命ꎬ 继续发挥 “桥头堡”
和成果转移转化基地的重要作用ꎬ 围绕新疆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ꎬ 发挥科学院整体优势ꎬ 培育新的

学科增长点ꎬ 为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起到

科技支撑和骨干引领作用ꎬ 发展成为具有国内特

色鲜明和中亚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ꎮ
基于新疆理化所的科研基础ꎬ “以需求为牵

引、 应用为导向”ꎬ 围绕国家和新疆科技重大需

求ꎬ 确定了 “治疗白癜风创新维药研制” 和

“实现双语教学软件规模化应用” ２ 个重大突破ꎻ
“油田工程环境污染治理”、 “星用光电成像器件

３４３科研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