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有在学研究生 113 人 (其中硕士生 76 人、 博

士生 37 人); 设有化学、 地质学两个专业一级

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博士后出站 2 人、 进站

1 人, 在站博士后 2 人。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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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与企业积极

开展合作。 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 获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获批 13 项, 其中面上基金 3 项、 青年

基金 6 项、 联合基金获批 4 项; 向青海省科技厅

申请获批项目 18 项; 在研究所自主部署项目方

面, 共申请青年引导基金项目 15 项, 资助 A 类

项目 3 项, B 类项目 12 项, 总经费 195 万元。
2015 年正值青海盐湖所建所 50 周年。 2015 年

7 月 8 日, 青海盐湖所隆重举办纪念建所 50 周

年所庆活动,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建中央常务副

主席、 青海盐湖所老领导马培华和青海省委副书

记、 省长郝鹏等领导亲临纪念大会。 纪念活动期

间, 青海盐湖所重建了科技展览室; 举办了院士

专家学者学术报告、 中青年博士座谈会; 发行了

新书 《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六十年》; 捐赠专利

许可权 50 项; 颁发了第七届柳大纲优秀青年科

技奖; 向在所工作 30 年以上的人员颁发了荣誉

证书; 举行了院士雕像揭幕仪式; 举办了纪念建

所 50 周年文艺演出; 编撰了青海盐湖所发展史、
大事记等活动, 全面回顾、 总结和宣传建所

50 年来青海盐湖所艰苦奋斗、 开拓创新的光辉

历程与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2015 年, 青海盐湖所组织全所科研人员对

本所 “一三五” 规划进行调整和凝练, 确立了

新的战略定位、 三个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育

项目。
在科研产出方面, 青海盐湖所 2015 年申请

发明专利 81 项, 授权 38 项, 发表 SCI 论文

36 篇, EI 论文 8 篇,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44 篇,
总共获得奖励及资助费用 64． 5 万元。

2015 年, 青海盐湖所全年到位争取经费收

入 9952． 76 万元, 其中, 中国科学院拨基本支出

经费 4146． 57 万元; 院拨科研项目经费 2288． 2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 727． 4 万元;
青海省地方政府项目经费 1114 万元; 973 计划

科研项目经费 27 万元; 科技部国家基础专项经

费 131 万元; 与企业、 高校及其他科研院所合作

项目经费 900． 51 万元; 对外测试等技术服务支

出 182． 16 万元; 经营收入 190． 24 万元; 投资收

益等其他收入 199． 24 万元。
2015 年, 青海盐湖所鼓励和加快国际交流

与合作, 科研人员先后出访美国、 德国、 日本、
老挝、 伊朗、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出访团组

12 个、 22 人次, 公派到美国留学 2 人。
2015 年, 青海盐湖所组织 “盐湖科技论坛”

5 期, 至 2015 年 12 月份已邀请所内外科研人员、
政府科研主管部门专家等作了 5 场 9 个精彩

报告。
青海盐湖所是青海省化学会的挂靠单位, 也

是青海省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青海省镁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和秘书处设置地。
青海盐湖所编辑出版科技期刊 《盐湖研究》。

(撰稿: 党小刚　 赵昌林　 审稿: 王永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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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wipb@nwipb． cas． cn
网　 　 址: http: // www． nwipb． cas．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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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青藏高原生

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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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推动区域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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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高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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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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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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高原所现有 3 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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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野外台站, 分别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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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中国科学院

重点实验室, 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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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分别为青海省寒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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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创新中心,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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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支撑机构, 分

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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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5 年底, 西北高原所共有在职职工

193 人。 其中科技人员 134 人、 科技支撑人员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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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人、 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

人员 55 人。 共有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 入选

者 4 人, “西部之光” 人才入选者 29 人 (新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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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学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

培养点, 生态学、 植物学、 动物学、 中药学 4 个

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点。 设有生物学、 生态学一

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共有在学研究生 150 人

(其中硕士生 82 人、 博士生 68 人), 在站博士后

8 人。
2015 年, 西北高原所共有在研项目 248 项

(包括新增项目 93 项)。 其中, 参加 973 计划项

目课题 2 项; 主持 (或承担) 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 3 项; 主持 (或承担) 国家 “星火计划” 项

目 4 项 (新增 3 项);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27 项 (新增 8 项); 主持 (或承担) 中

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 2 项, 主持院

重点部署项目 2 项; 承担院地合作项目 41 项

(新增 16 项), 主持地方科技计划项目 112 项

(新增 47 项)。
2015 年 5 月, 西北高原所完成了中国科学

院研究所 “十二五” 任务书验收自评报告; 6 月

18 日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统一验收会, 西北

高原所 “区域可持续发展———高寒草地生态系

统可持续管理技术”、 “高原生物适应进化机制

与分子育种”、 “青藏高原生物资源持续利用”
和 “高寒草地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方向达

到国际并行和国内领跑水平, “藏药现代化———
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技术” 方向达到国际并行和

国内并行水平, “资源配置与科技支撑条件” 被

评为亮点改革举措。
2015 年, 西北高原所研究制定了 “十三五”

发展规划。 “十三五” 期间西北高原所主要面向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聚焦生态与环境研发领域,
针对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衰退的严峻形

势, 开展脆弱生态保护、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 高

寒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特色作物与牧草新品种

培育等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示范, 探索高原生态

与环境保护新路, 支撑区域生态工程建设, 成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重要部分, 设置 2 个突破方向

和 4 个培育方向。
按照中国科学院 “率先行动” 计划组织实

施方案, 西北高原所积极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
组织特色研究所建设,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研究所

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主要领域组织特

色研究所建设, 经专家组评议, 进入特色研究所

培育阶段; 参与中国科学院药物创新研究院

(筹) 西北分部建设, 特色生物资源中心整体进

入药物创新研究院; 积极参与种子创新研究院建

设工作。
2015 年, 西北高原所登记成果 20 项, 发表

研究 论 文 230 篇, 其 中 SCI ( E ) 123 篇、
CSCD79 篇; 出版专著 3 部; 制定国标 1 项, 地

标 5 项; 申请专利 124 项, 授权 22 项。
在院地合作方面, 2015 年, 西北高原所所

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出具检测报告 887 份,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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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5582 份 (其中所外 3815 份, 所内 1767
份)。 2015 年, 西北高原所与青海茂源药业有限

公司签订产业化合同, 负责企业唐古特大黄 SOP
规程, 建立唐古特大黄药材商品检测规范, 开展

唐古特大黄产地加工和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制定

药材产地加工操作标准等; 与海南藏族自治州人

民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议书; 协助青海绿豪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研发新产品 1 项; 与青海

瑶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莓类浆果标准化

生产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等项目; 与甘肃寿鹿山药

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1 个项目。
2015 年, 西北高原所获准青海省外专局项

目 7 项, 日本-亚洲青少年科学技术交流项目

2 项; 申报 2016 年青海省外专局重点项目 1 项;
全年派出因公出国人员 6 批 7 人次, 其中长期出

国 1 人次。 接待外籍来访人员 11 批 33 人次, 组

织进行了外籍学者学术报告共 5 场 12 个, 签订

国际合作协议 2 项。
《兽类学报》 是由西北高原所和中国动物学

会兽类学分会主办的兽类 (哺乳动物) 学综合

性学术刊物, 也是我国唯一报道野生哺乳动物的

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和信息的学

术性刊物, 为促进我国同国际兽类学界的学术交

流与合作起到了平台作用。
(撰稿: 王文娟　 杨勇刚　 审稿: 王　 萍)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所　 　 长 : 李　 晓

地　 　 址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北京南路 40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 830011
电　 　 话 : 0991-3835823
传　 　 真 : 0991-3838957
电子信箱 : lhszhb@ms． xjb． ac． cn
网　 　 址 : http: // www． xjb． ac．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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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在原中

国科学院新疆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化学

研究所 (均于 1961 年成立) 的基础上整合成立。
新疆理化所的定位为: 围绕国家 “一带一

路” 发展战略, 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优

势, 面向新疆区域经济发展、 中亚科技合作和国

家航天与海洋需求, 加强维药现代化学科建设,
推进维吾尔医药的现代化、 标准化、 产业化、 国

际化; 加强电子元器件累积辐射效应学科建设,
为各类元器件抗累积辐射效应加固和可靠应用提

供稳定的服务能力; 加强敏感材料与器件学科建

设, 为我国航天、 海洋工程中极端环境探测装备

所需的温度传感器提供共性技术支撑, 保持优势

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 加强维哈柯文信息处理学

科建设, 为新疆长治久安及 “一带一路” 核心

区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 强化中国

科学院向西开放 “桥头堡” 作用, 强化与中亚

等国家交流与合作, 强化院内合作和学科交叉,
培育新的增长点。 将研究所建成国内特色鲜明和

中亚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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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科学与技术 4 个研究

室, 建设了维吾尔药活性筛选技术平台、 药用植

物组培与生物育种平台、 特种热压敏研发平台、
辐射效应评估技术平台、 光电功能材料研发平

台、 多语种软件测试平台, 以及大型仪器分析测

试中心、 辐照中心、 信息情报中心 3 个技术支撑

平台。
新疆理化所现有中国科学院干旱区植物资源

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特殊环境功能材料

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民族药关键技术及工艺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省部共建新疆特有药用

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以及新疆植物

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新疆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

重点实验室、 民族语音语言信息处理实验室 3 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和新疆精细化工工程技术中心;
与中亚地区及我国东部有关研究机构共建了中亚

地区可食植物功能成分联合实验室; 与新疆公安

消防总队成立了火灾科学与消防工程合作实

验室。
截至 2015 年底, 新疆理化所共有在职职工

240 人。 其中科技人员 181 人、 科技支撑人员

30 人, 包括研究员及正高级工程技术人员42 人、
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77 人。 共有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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