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盐湖所还设有化学、 地质学 ２ 个专业一级学

科博士后流动站ꎮ 博士后出站 ２ 人、 进站 １ 人ꎬ
在站博士后 ２ 人ꎮ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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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根据中科院 “十三五”

发展规划ꎬ 深入研究分析盐湖主要研究领域的科

技发展态势和特点、 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需

求ꎬ 谋划与西北研究院学科交叉、 融合ꎬ 广泛交

流ꎬ 征求意见ꎬ 调整和凝练 “一三五” 发展目

标任务ꎬ 确立了新的战略定位ꎬ 即面向世界盐湖

科技前沿ꎬ 面向国家对钾肥ꎬ 以及锂、 镁、 硼等

重要原材料及高端产品的战略需求ꎬ 面向我国西

部地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ꎬ 从事盐湖成

因与演化、 盐湖资源与化学、 盐湖资源综合与高

值化利用等的研究与研发工作ꎬ 为我国钾、 锂、
镁、 硼等战略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及高效与高值化

利用提供科技支撑ꎬ 对我国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和

社会的跨越发展进行科技引领ꎬ 提供人才储备ꎬ
将青海盐湖所建成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特色研

究所ꎻ ３ 个重大突破 (青藏高原盐湖锂资源绿色

分离及高效开发、 盐湖镁资源特色与高值化利

用、 钾资源可持续利用) 和 ５ 个重点培育项目

(铬铁电化学溶出法制备铬酸钠工艺研究及系列

铬盐产品的清洁化制备工艺、 基于盐湖资源的储

能材料研究与应用、 盐湖资源环境数据集成与应

用、 柴达木盆地盐尘暴的环境效应及生态修复、
塔里木隐伏钾盐矿预测及探查方法体系构建)ꎮ

在科研项目方面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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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底ꎬ 青海盐湖所纵向科研项目争取及获批情况如

下ꎮ 国家自然基金全所共申请 ４２ 项ꎬ 其中面上

项目 １５ 项、 青年项目 ２７ 项ꎬ 获批 ６ 项ꎬ 其中面

上和青年项目各 ３ 项ꎮ 联合基金青海盐湖所牵头

申报共 ２８ 项ꎬ 获批 ４ 项ꎮ 获批青海省科技厅项

目 １７ 项ꎬ 其中基础研究类项目 １１ 项ꎬ 成果转化

类 ５ 项ꎬ 重大专项 １ 项 (绿色、 清洁铬化工技术

的研发及产业化示范)ꎮ 企业横向委托项目 ７ 项ꎮ

在科研产出方面ꎬ ２０１６ 年ꎬ 青海盐湖所申

请发明专利 ８４ 项ꎬ 授权 ４８ 项ꎻ 发表 ＣＩ ３８ 篇ꎬ
ＥＩ １０ 篇ꎬ 中文核心 ５５ 篇ꎮ 青海高镁锂比盐湖提

锂关键技术及应用团队获 ２０１６ 年度中科院科技

促进发展奖ꎮ 该技术分别以 ２０００ 万元价格以普

通许可方式授权青海锂业公司和青海东台吉乃尔

锂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ꎬ 合计价款 ４０００ 万元ꎮ
在国际合作方面ꎬ 青海盐湖所鼓励和加快国

际交流与合作ꎬ 先后出访美国、 德国、 日本、 韩

国、 老挝、 伊朗、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出访团组 １９ 个ꎬ ４６ 人次ꎻ 公派留学 ６ 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青海盐湖所获批的人才项目有:
青海省 “千人计划” ３ 项ꎻ 特聘研究员 ３ 人ꎬ 中

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 入选者在岗 ４ 人ꎻ “西部

之光” 人才入选者在岗 ２４ 人 (新增 ６ 人)ꎻ 中

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３ 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青海盐湖所继续大力加强研究所

学术氛围的建设工作ꎬ 组织 “盐湖科技论坛” ４
期ꎬ 至 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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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场 １０ 个学术报告ꎬ
活跃了学术氛围、 加强了所内外学术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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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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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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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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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是以从事

４６３ 　 中国科学院年鉴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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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个重点领域

方向基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及应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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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ꎬ 西北高原所在全面总结 “十二五”

成绩的基础上ꎬ 群策群力ꎬ 积极谋划 “十三五”
发展思路ꎬ 在 “十三五” 期间拟重点开展以下 ６
方面工作ꎮ ①基于生态过程的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适应性管理ꎮ ②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高值利用及产

业化推进ꎮ ③极端环境下的物种形成及其功能适

应的分子机制ꎮ ④高原特色作物与牧草新品种培

育与应用ꎮ ⑤藏药共性关键技术集成研究ꎮ ⑥高

原特有动物资源发掘与管理ꎮ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

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筹) 的 “一三五” 规划中

将西北高原所的 ６ 个方向整合为一个突破两个培

育ꎬ 突破方向为: 青藏高原典型生态系统修复与

生态畜牧业模式优化示范ꎬ 培育方向为: 青藏高

原特色生物资源高值利用和极端环境下物种适应

机制及农作物分子育种ꎮ
西北高原所现有 ３ 个研究中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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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４ 个野外台站ꎬ 分别为青海海

北高寒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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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海东生态农业

实验站和武威绿洲现代生态农业试验站ꎻ ２ 个中

科院重点实验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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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６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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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藏药研究重点实验

室、 青海省动物生态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 (新
增)ꎻ １ 个创新中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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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３ 个支撑机

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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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西北高原所共有在职职工

１８２ 人ꎮ 其中科技人员 １２７ 人、 科技支撑人员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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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人、 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技术人

员 ４６ 人ꎮ 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 入选者 ２ 人ꎬ
“西部之光” 人才入选者 ３８ 人 (新增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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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现设有生态学、 生物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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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设有生物学、 生态

学等 ２ 个专业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ꎮ 共有在学

研究生 １５１ 人 (其中硕士生 ８２ 人、 博士生 ６９
人)ꎬ 在站博士后 １０ 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西北高原所共有在研项目 ２４９ 项

(包括新增项目 ８６ 项)ꎮ 其中ꎬ 主持 (或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２０ 项 (新增 ５ 项)、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４ 项 (新增 ３ 项)ꎻ 主持或承

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８ 项 (新增 ８ 项)ꎻ 主持或

承担基地和人才专项 １ 项 (新增 １ 项)ꎻ 主持

(或承担) ９７３ 计划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 ７ 项、 承担 (或参加) 课题 ４ 项ꎻ 主持财政部

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 ５ 项ꎻ 主持

(或承担)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

７ 项 (新增 １ 项)ꎻ 主持 (或承担) 院重点部署

项目 ２ 项 (新增 １ 项)ꎻ 承担院地合作项目 ３３ 项

(新增 ３ 项)ꎻ 承担地方科技计划项目 １３３ 项

(新增 ４１ 项)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西北高原所共登记科研成果 ３７ 项ꎮ

其中ꎬ 以第一完成单位登记国际先进或国际领先

水平成果 ４ 项ꎻ 发表论文 ２６８ 篇ꎬ 其中 ＳＣＩ (Ｅ)
８９ 篇ꎬ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ＳＣＤ) ７０ 篇ꎻ 出

版著作 ８ 部ꎻ 培育农作物新品种 １ 个ꎻ 申请专利

４５ 件ꎬ 授权专利 ４３ 件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西北高原所知

５６３科研机构　



识产权转移转化主要涉及专利权转让ꎬ 全年共转

让发明专利 ３ 件ꎮ
西北高原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ꎬ 与青海大

学、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青

海省牧草良种繁殖和青海师范大学共同完成的

“三江源区草地生态恢复及可持续管理技术创新

和应用” 成果获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ꎮ
在国际合作方面ꎬ 西北高原所申报获得外国

专家局外国专家重点项目 “青藏高原生物适应

与进化及资源利用研究”ꎬ 先后有 ２９ 名外国专家

前来执行此研究方面的科研任务ꎮ 申报获得青海

省科技厅国际合作项目 “青海省小麦抗 Ｕｇ９９ 基

因的分子聚合育种”ꎬ ２０１６ 年已完成种质资源引

进、 杂交组合的配制及分子生物学鉴定ꎮ 青藏高

原植物适应与进化学科组分别与巴基斯坦白沙瓦

大学和巴西圣卡洛斯联邦大学签订合作协议ꎮ 全

年因公出国人员 ４ 批ꎬ 其中长期出国 ２ 人次ꎻ 接

待来访人员 １６ 批 ３３ 人次ꎻ 组织进行了外籍学者

学术报告 ３ 场 １２ 个ꎬ 签订国际合作协议 ２ 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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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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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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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撰稿: 王文娟　 杨勇刚　 审稿: 魏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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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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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新疆理化所的定位是: 围绕国家 “一带一

路” 发展战略ꎬ 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优

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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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加强维药现代化学科建设ꎬ
推进维吾尔医药的现代化、 标准化、 产业化、 国

际化ꎻ 加强电子元器件累积辐射效应学科建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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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加强敏感材料与器件学科建

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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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保持优势

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ꎻ 加强维哈柯文信息处理学

科建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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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同时ꎬ 强化中科

院向西开放 “桥头堡” 作用ꎬ 强化与中亚等国

家交流与合作ꎬ 强化院内合作和学科交叉ꎬ 培育

新的增长点ꎮ 将研究所建成国内特色鲜明和中亚

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ꎮ
新时期ꎬ 新疆理化所紧紧围绕 “创新 ２０２０”

及 “率先行动” 计划ꎬ 确立了 “现代维吾尔药

创制” “面向 ‘一带一路’ 的多语言机器翻译系

统研究与应用” “元器件空间累积辐射效应试验

技术” ３ 个重大突破方向ꎬ 以及 “中亚地区药用

资源持续利用” “人机物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
“空天海洋温度传感器研发及推广应用” “多波

段全固态激光器用光电功能晶体材料” “基于新

疆优势资源的环境功能材料及其在油田化工污染

控制中的应用” ５ 个重点培育方向ꎮ 在 “一三

五” 规划组织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及全体员工的

共同努力下ꎬ ２０１６ 年ꎬ 新疆理化所 “一三五”
规划工作均完成了各项年度考核指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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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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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纳米环境功能材料

平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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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６６３ 　 中国科学院年鉴 (２０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