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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环境科学观测试点站发展  

的回顾与展望  

(国家生态与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专家组) 

 

【编者按】受科技部基础司的委托，国家生态环境野外科学

观测研究站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负责组织实施了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试点站）的评估工作。本报告是在专家组《国

家生态环境科学观测研究站（试点站）评估总结报告》的基础完

成的。 
本报告由专家组秘书处于贵瑞、于秀波等起草，科技部基础司陈

文君提出了修改意见与建议，专家组组长孙鸿烈院士修改、定稿。 



 
本报告分为六部分，即评估的概况、试点站的成果与贡献、队伍

建设与人才培养、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存在的不足、若干建议，并

附有专家组成员名单。 

本报告编写的依据有三个，一是评估专家对生态站现场考察后所

完成的现场评估报告，二是各生态站所提交的试点站评估申报书，三

是各台站在评估答辩会上所作的汇报。 

 

一、评估的概况 
根据科技部“关于对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试点站）进行评

估认证的通知”（国科基函[2006]19 号文件），受科技部基础司的委托，

国家生态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负责组

织实施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试点站）的评估工作。根据“公

平公正、严格把关、宁缺勿滥”的原则，专家组于 2006 年 6～8 月组

织实施了试点站（网）的评估。参加本次评估的试点站共有 29 个，

其中中国科学院 16 个，农业部 4 个，国家林业局 6 个（含与教育部

双重领导 1 个），中国气象局、国家海洋局和湖北省科技厅各 1 个。

在本次评估的 29 个试点站中，生态系统类型试点站 24 个，特殊环境

类型试点站 4 个，大气本底类型试点站 1 个。 

在现场评估阶段，根据试点站类型和地域分布组织了现场评估

组，每个组由 3～10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成员任组长。各评估组先后

对 28 个试点站进行了现场评估。现场评估共聘请了 36 位专家，分别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林科院、中国水科院、中国农业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26 个单位，

人员分布广泛、代表性强。 

现场评估组对每个试点站进行了 3～4 天的现场评估，评估过程

包括：听取试点站的工作报告和学术报告，考察试验室、样品库、野

外观测设施、工作生活设施、试验示范区，查阅科技档案、技术资料、

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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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审核阶段，专家组秘书处成立了数据审核工作组，开展了

29 个试点站（网）的数据审核工作。数据审核工作组由中国科学院、

国家林业局、中国农科院、中国气象局有关人员组成。 

评估答辩会议于 2006 年 8 月 7～9 日在北京举行，评估的程序、

办法与标准同 2005 年国家生态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遴选保持一

致。14 名专家组成员和科技部基础司工作人员参加了评估答辩会议。 

二、试点站的成果与贡献 

从 1999 年开始，科技部从有关部门的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中遴

选了 35 个开展试点工作。本次评估的是其中 29 个生态系统、特殊环

境与大气本底类型的试点站。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从更高层次上整体推进了野外站的建设和发

展。5 年来，试点站累计发表研究论文 5,543 篇，其中 SCI 收录 701

篇；承担各类项目 1,671 项，经费 59,852 万元；获得国家科技奖 19

项，省部级奖励 74 项；新增仪器设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7,486 万

元；人才队伍建设、数据共享与试验示范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试点站

的发展得到有关部门和依托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科技界产

生了良好的影响。 

1．科研成绩 

5 年来，29 个试点站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18 个，863 课题 10

个，973 课题 29 个，国际合作项目 46 个，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

目 8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0 个（其中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4 个，

重大项目 6 个），合计 1,671 项，到位经费达 59,852 万元。以试点站

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奖 19 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3 项；获得省部级奖励 74 项，包括省部级科技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5 项。试点站累计发表研究论文 5,543 篇，其中在 Nature

发表论文 2 篇，SCI 收录 701 篇，EI 收录 59 篇，CSCD 收录 2,174 篇；

出版专著 205 部；登记软件著作权 8 项；授权专利 49 项。这表明，

试点站在生态环境领域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解决国家重大、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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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键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平台建设 

所有试点站对站区和试验观测场地具有 30 年以上的使用权。绝

大多数试验站根据研究方向和重点领域，建立了符合其发展需要的观

测与试验设施，例如生态系统类型站多建立了标准气象观测场、长期

观测与试验样地、水碳通量观测铁塔等，也配备了自动气象站、原子

吸收光谱仪、气相色谱仪、冠层分析仪等仪器设备。许多试点站还有

独具特色的观测与试验设施，例如禹城站的陆地水面蒸发观测场，沙

坡头站的风洞试验室、封丘站的大型水盐动态模拟地下试验室等。中

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瓦里关站）观测设备均按照国际大气成分本

底站的标准购置和运行，并定期通过国际和国内标定与比对，确保数

据质量。 

多数试点站具有常规理化分析室、样品（标本）室、工作与试验

用房、生活与辅助用房、电力与通讯系统以及车（船）等交通工具，

基本满足试点站和来站研究人员的工作、学习与生活需要。 

3．基础数据积累与样品保存 

据不完全统计，29 个试点站已完成整理数据集 115 个，电子版数

据量 520GB 以上（其中观测数据至少 10GB，实验数据至少 60GB），

纸质资料 2,205 卷（册）。各类植物、动物、土壤、水体、大气成分等

样品和样本约 207,000 多份。 

多数试点站开展了建站以来历史数据的汇总与整编工作，完成了

各具特色的数据集。东湖站积累了大量的长期生态学数据（如鱼类

1950～2005 年，水生高等植物 1962～2006 年，总磷 1956～2005 年，

浮游动物 1956～2005 年，浮游植物生物量 1978～2005 年），建立了

21 个数据集；祁阳站 15 年以上的长期监测试验有 8 个，最长的已有

30 年，已建立国家长期肥力和肥料效益数据库；西双版纳站整编了

45 年的常规气象观测数据，总数据量达到 100 余万条，土壤、水文、

生物总数据量达 20 万条，合计纸质资料 125 卷，完整地保存在西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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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档案室（属于国家二级档案馆）；瓦里关站 1994

年以来开展多项大气成分本底业务观测，已积累了 10 年以上观测数

据，数据量约 10GB，已成为国内、国际大气成分数据库的重要组成

部分。 

样品保存是试点站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各试点站均按照部门规范

保存了土壤、植物、动物、昆虫等样品（标本）。例如，会同站保存

了 5,336 个植物样品，1,888 个土壤样品，82 株解析木标本，合计 7,306

份；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野外观测研究圃网（以下简称种质资源圃网）

保存了 46,122 份样品材料；国家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基地网（以

下简称土壤肥力网）保存了土壤样品 10,848 份，植株茎叶和籽粒样品

13,224 份。 

4．研究成果与水平 

绝大多数试点站在其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有影响

的研究成果。系统归纳和整理这些成果是困难的。下面仅以部分站为

例，简要说明所取得的成果与水平。 

西双版纳站在世界上首次系统研究和命名了一种新的植物远交

机制—花柱卷曲性发表于 Nature；首次发现斑纹松鼠具有盗蜜现象，

深化了科学界对于动物-植物授粉机制多样性的认识。 

会同站揭示了杉木等人工林生态系统养分循环规律，完整地总结

了杉木林水文学过程规律，探索了不同经营措施（采伐、间伐、自然

植被恢复）对杉木林生态系统功能过程的影响，出版了《杉木林生态

系统学》等专著。 

沙坡头站解决了降水小于 200mm 的干旱沙漠地区无灌溉植被建

设的关键技术；探明了植被稳定性维持的生态学机理，提出了沙漠化

逆转的概念模型；阐明了干旱沙漠地区植被与水循环的相互调控机

理，揭示了极端环境下植物抗逆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及生态适应对策；

系统地研究了生物土壤结皮在荒漠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中的功能与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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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站研究了蓝藻水华爆发与浅水湖泊内源磷负荷的生物驱动

机制，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蓝藻水华爆发直接导致沉积物中磷的大量

释放的现象及机制，对国际上流行的用于解释蓝藻水华爆发的氮磷比

理论提出了挑战；通过长期生态学、实验湖沼学和比较湖沼学的研究，

首次提出了浅水湖泊中内源磷负荷的季节波动与营养水平密切相关

的原因主要是藻类光合作用驱动的新观点。 

东川泥石流站初步揭示了泥石流的形成机理，建立了泥石流基本

物理参数计算方法，发展了基于 GIS 技术的泥石流危险性分区模型和

数字模拟方法，完成了多尺度泥石流与滑坡预报应用系统，并服务于

全国地质灾害预报预警。 

天山冰川站开展的１号冰川及河源区气候变化监测研究，完整记

录了 1 号冰川近 50 年来冰川物质平衡、面积、运动速度、末端位置、

厚度、冰川融水径流的深刻变化；研究了乌鲁木齐河源区近 50 年来

冰川变化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

行的肯定，已被 IPCC 评估报告采用，部分成果在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Journal of Glaciology 和 Annals of Glaciology 上发表。 

瓦里关站在大气 CO2 与 CH4 本底变化、源汇特征和形成机制、

地面风和长距离输送影响、地面臭氧的数值模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

展。部分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等国际一流期刊

上，并被世界气象组织温室气体公报和技术文件所采用。 

5．试验示范 

示范是试点站的一项基本功能。各生态系统站在多年试验研究基

础上，筛选出各种生态系统管理优化模式，并向周边地区示范和推广。  

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安塞站、禹城站、祁阳站、封丘站等连续

多年承担国家农业科技攻关项目，开展所在生态区的生态系统管理优

化模式的试验与示范，为地方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禹

城站通过试验示范，促进禹城市发展了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536 个，

其中畜牧合作经济组织 180 个。加入农村合作组织的农户达 1.5 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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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2005 年农村合作组织新增效益 9,000 万元。祁阳站为当地提供优

良牧草 6 种，近三年推广 42 万亩。推广天然草山草坡科学管理技术

21 万亩，发展草食动物 28 万头，农民新增收入 2.35 亿元。封丘站开

发的道地金银花规范化种植技术，受到当地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封

丘金银花生产已成为多家药业公司的药源基地，年产值超过 3 亿元，

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在生态恢复与环境治理方面，安塞站在纸坊沟小流域的生产与生

态“双赢”良性循环模式，在延安建立了 707km2中尺度示范区，成功培

育了 5 个生态经济模式，提出了不同模式的技术体系，为国家退耕还

林(草)和黄土高原的生态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太湖站在太湖梅梁湾

的生态工程示范区（7km2）每年为水厂节约处理费 500 多万元。太湖

五里湖综合整治工程采用了太湖站提出的生态疏浚新方案，为项目节

约投资 4,800 多万元。 

在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方面，海北站构建了 7 个生态系统恢复重建

模式，并从中筛选出适于三江源地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 3 个模式，建

立了 3 万亩典型生态恢复试验示范区，为国家三江源保护区与青藏铁

路建设提供了生态治理示范，其示范效益超过 1.6 亿元。 

应该提出的是，目前许多试点站还没有从事示范的专职人员，没

有示范经费，示范的成果也未被纳入依托单位和部门的绩效考核体

系，大大挫伤了试点站开展示范的积极性，大部分试点站的示范工作

有所削弱。 

三、试点站的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目前，试点站（网）已经形成了由学术带头人、研究人员、技术

支撑人员和研究生等构成的稳定的队伍。29 个试点站（网）现有学术

带头人约 127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5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18

人，海外回国杰出人才 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5 人，长江学

者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4 人。试点站站长（未包括土壤

肥力网和种质资源圃网）平均年龄 43.6 岁，81.5％具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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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试点站（网）共有研究人员约 643 人1，其中研究员、教

授 205 人，副研、副教授、高工 209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159 人。共

有技术支撑人员约 274 人，其中研究员、副研、高工等高级职称人员

62 人。5 年来共培养研究生 1,683 名，其中硕士生占 65.3 %，博士生

占 32.8％，博士后占 1.9％。 

各试点站均想方设法引进人才，稳定队伍。例如，中国科学院就

通过“百人计划”从国内外引进 18 名学术带头人，并为每个试点站新增

了 4 个左右的技术支撑岗位，稳定了监测与试验队伍。但值得注意的

是，部分试点站的人员队伍和规模比过去辉煌的时期有所减少，研究

生招生也受名额限制，尚未达到合理的规模。 

四、试点站的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通过国家基础条件平台一期和二期试点建设的支持，推动了试点

站的基本建设和对外开放，显著增强了观测能力和研究水平，提高了

试点站的学术地位，促进了数据的积累和共享服务，增进了开放与国

际交流。 

在过去 5 年里，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共支持项目经费约 23,940 万

元，其中主管部门约占 78.7％，依托单位约占 21.3％。5 年来，主管

部门和依托单位在仪器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共投入约 27,486 万

元。这对试点站平台建设与运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1．开放与交流 

试点站通过主办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合作研究，设立开放基金，

聘请客座研究人员，接受国内外来访，联合培养研究生，接受大学生

实习等多种方式，扩大了试点站的开放交流与对外合作。 

5 年来，试点站主办各类国际学术会议 10 次以上，国内学术会议

30 次以上；与美国、英国、德国、瑞典、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

了合作和学术交流，合作项目达到 46 个，桃源站每年国际合作研究

                                                        
1 种质资源圃网有研究人员 223 人，其中研究员（含教授）50 人，副研（含高农、高工）68
人；技术支撑人员 81 人，其中研究员（含教授）10 人，副研（含高工、高技）26 人。 

 8



经费达到 100 万元；封丘站、禹城站、贡嘎山站、鼎湖山站、尖峰岭

站、沙坡头站、东湖站等均设立了开放基金，其中封丘站自筹资金 67

万元，资助了 18 个开放课题；安塞站、禹城站、桃源站、土壤肥力

网、贡嘎山站、帽儿山站、海北站、天山冰川站等聘有客座研究人员；

种质资源圃网、土壤肥力网、帽儿山站、秦岭火地塘站、沙坡头站等

6 个试点站（网）接受大学生野外实习 6,000 多人次，种质资源圃网

还作为科普教育基地，接待中、小学生科普教育 5,200 多人次。 

由国家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综合研究中心等主办的“中国生态大讲

堂”以“传播新知识、交流新思想、展示新成果”为宗旨，2005 年 12 月

至 2006 年 8 月，举行了 12 讲和 1 次春季学术研讨会，24 名国内外知

名专家进行了学术演讲，约有 1,200 人次参加了听讲和讨论，有关中

国生态大讲堂的网上消息的访问量超过 5 万人次，对促进学术交流起

到积极的作用。 

2．数据共享服务 

中国科学院系统的试点站根据《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数据管理

与共享条例》，通过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数据共享系统

（www.cerndata.ac.cn）提供数据共享服务，截至到 2006 年 4 月 10 日，

访问量达到 45,781 人次，数据服务量达到 14GB。安塞站已在网上发

布了 10 个数据集，贡嘎山站、海北站、沙坡头站、东湖站、东川泥

石流站等均在网页上共享数据。目前禹城站、封丘站和鼎湖山站已经

完成了生态站数据管理试点系统，实现了生态站层面数据共享服务的

规范化。国家林业局系统试点站通过中国林业科学数据中心

（www.cfsdc.org）对试点站近 5 年来的数据提供共享服务，大岗山站

还建立了“数字化生态站”数据管理系统，方便用户数据查询和共享。

种质资源圃网通过中国作物种质信息网每年提供信息服务达 8 万人

次，提供信息共享人次年均增长 50%。天山冰川站的数据已在世界数

据中心、全球气候系统（GCOS）等众多国际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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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行管理 

多数试点站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测研究、试验示范、仪器设备和

成果管理制度，保证了试点站工作的顺利开展。 

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国家林业局的森林生态系

统研究网络和农业部的种质资源圃网等均制订了监测指标体系、监测

规范、以及数据共享与服务等管理办法，对保证试点站的正常运行起

到了重要作用。土壤肥力网在运行管理方面实现了试验设计、样品采

集、样品保存、测定方法和数据管理的“五统一”。 

各站研究、技术支撑与管理人员长期在野外站工作，远离家人和

城市。他们高尚的奉献精神，保证了试点站的正常运行。 

五、存在的不足 

5 年来，虽然试点站在平台建设、监测、试验研究与示范等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与众多成果，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但在基

础设施、仪器设备、数据共享、工作与生活条件、运行管理等方面还

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 

1．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部分试点站由于

受试验场地的限制，试验规模很小，而且试验设计不够规范，有些长

期试验由于原来所承担的项目结题而中止；二是大多数试点站缺少大

型控制性试验设施，难以对环境因子实现人为的控制和模拟；三是半

数的试点站缺少专项观测系统（如水碳通量观测塔），难以开展大气

不同层面的观测；四是部分试点站缺少样品库和站区理化分析室等基

础设施。 

2．仪器设备 

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渠道，试点站普遍缺乏仪器设备的自我

维护与更新能力。野外观测仪器与设备（例如自动气象站等）平均使

用寿命约为 3～5 年，而且随着信息技术与测试技术的进步，仪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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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速度很快，试点站仪器设备更新情况很不乐观，仪器设备水平与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同类观测研究站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例如，美国

生态观测网络（NEON）要求实现“从基因到物种到生态系统尺度的系

统观测”，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试点站能达到这种水平。同时，现有

各试点站仪器标准不尚统一，难以实现水、土、气、生等多要素的综

合对比观测。 

3．数据共享服务 

总体上看，试点站数据共享服务仍然非常薄弱。目前影响数据共

享服务的瓶颈有三个：一是国家野外观测站网络没有统一的《监测规

范》和《数据共享管理办法》，缺少试点站之间、部门之间的数据共

享机制；二是许多科研项目支持的试验与研究数据尚在科研人员手

里，没有适当的机制和办法实现集成与共享；三是国家野外观测站网

络尚未投入人力和经费开展系统的数据整编，也没有一个平台（如数

据共享服务网页）对外提供数据共享服务。 

4．工作与生活条件 

有些位于偏远地区的试点站难以享受社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

电供应不稳定，没有互联网或宽带接入，站外的交通条件很差，有的

试点站甚至没有客座人员公寓，所有这些都给试点站的工作和生活带

来困难。另外，个别站还存在着特殊的困难，例如，三峡滑坡站址在

三峡库区，今年年底三峡库区蓄水将淹没站址，需尽快落实新址迁建

工作。 

5．运行管理 

目前，国家野外观测与研究站网络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网络层

面的管理工作才刚刚开始，《管理条例》与《管理办法》等尚未颁布

实施。网络层面的数据共享、学术交流与培训工作尚未进入正常轨道。 

部分试点站的平台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在试点站工作的人员主要

是本站的固定人员，依托单位和其他科研院所来站工作的人员不多。

有些试点站还存在着运行经费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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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若干建议 

1．对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野外观测研究圃网和国家土壤肥力与

肥料效益监测基地网实行单独管理。种质资源圃网有 32 个种质圃，

分布于全国各地，主要保存多年生农作物，如水果、干果、茶、多年

生牧草的种质，是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

农业和作物育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科学价值。土壤肥力网有 8 个站，

分布于东北、黄淮海等六个主要农区，已进行了 15 年的连续监测研

究，对我国施肥策略与农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 2 个网

络无论从最初的设计、人员规模、管理运行等方面都属于独立的网络，

与单个的国家生态环境站完全不同，不宜作为单个的国家站管理。目

前，这 2 个网络所得到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很不够，例如种质资源圃

网每年得到平台支持的运行费约 20 万元左右，分配到 32 个站，每个

站的运行费只有 6000 元左右。目前这 2 个网络已具有良好的工作基

础和条件，需要大力支持，建议科技部与有关部委协商，将这 2 个网

络实行任务与预算单独管理。 

2．继续加强试点站的能力建设和成果提升。大部分试点站目前

都面临仪器设备更新、完善的任务。部分条件尚差的试点站更需要加

强观测试验设施建设，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加强监测人员的技术培

训，提高监测、试验与研究的水平。 

3．组织国家生态站的网络化专项观测。选择部分国家生态系统

研究站，开展网络化的专项观测研究。近期专项观测的重点是：陆地

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与循环过程的观测，生态系统耗水和水资

源利用率的观测研究（尤其是北方地区），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的联

网观测与试验，生物多样性动态监测与评估研究等。建议将这些专项

观测纳入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平台的建设与运行的计划与预

算。 

4．制订和颁布有关国家观测研究站的管理条例和办法，规范国

家站的管理。野外研究站遴选和评估工作已告一段落，国家野外站已

 12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建议科技部尽快制订和颁布有关管理条例

和办法，以理顺管理体制，明确国家站、综合研究中心以及专家组的

职责、业务范围、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结合本次试点站评估的经验

与做法，制订和颁布国家观测研究站的评估遴选办法。 

5．加强在国家观测研究站的管理、培训和学术交流。建议科技

部每年召开一次国家观测研究站工作会议，总结上一年度工作进展，

交流经验，并安排后一年度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即组织一次工作

会议，并对本次通过评估和 2005 年 8 月遴选通过的国家观测研究站

授牌。为提高国家站的管理能力与技术水平，建议将上述活动纳入科

技部基础司的年度工作计划，给予稳定的经费支持。近期需对国家站

的管理人员、监测人员和数据管理人员开展培训。 
 
 
 

报告整理：于贵瑞、于秀波 
                            责任编辑：于秀波 

审    阅：孙鸿烈、陈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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