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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评估 

根据《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章程》和《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考核与评估办法（暂行）》文件规定，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局于 2006

年上半年组织专家对CERN各野外站/中心 2001—2005年的工作进行

综合评估，同时对 CERN 各野外站/中心在中国科学院二期知识创新

工程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验收。 

2006年 4月 2日至 4月 12日，中科院资环局组织第一阶段专家

首批对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华南植物园和南海海洋研究所等的六个

CERN野外站进行了综合评估。本次评估专家组的成员主要由来自中

科院、华东师大、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和有关管理部门人员组成。孙

鸿烈院士任评估专家组组长，尹伟伦院士、宋永昌教授和陈泮勤研究

员任副组长，专家组成员有：沈善敏研究员、王庚辰研究员、钟祥浩

研究员、张春先局长助理和田二垒副所长。 

评估中，专家组通过听取各野外站站长和研究所的自评估综合报

告，检查野外长期试验样地、监测仪器设备，站区工作生活设施、室

内实验分析设备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运行情况等，并与站长和研究人

员进行座谈讨论，对各野外站 2001—2005 年期间的监测数据及样品

管理、科研工作、示范工作和社会效益、管理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规

划等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估。专家们对 CERN 各野外站近些年来在监



测、研究和示范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台站和科

研究人员为国家和地方所做出的科学贡献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同时，

从国家需求和野外站未来的发展角度出发，分别针对各个站的学科定

位以及监测、研究、示范、台站管理、开放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专家们对各个站的综合评估结果以分项打分的

形式给出，同时提交书面意见和建议。 

 

第一站：西双版纳 

时    间：2006年 4月 2日—4月 4日 

单    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 

CERN站：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站 

2006年 4月 2日，评估专家组一行 12人，从北京出发于当天晚

上大约 11 点到达位于云南景洪州勐龙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

园。 

3 日上午 8 点 30 分，评估会议正式开始，中国科学院资环局陈

泮勤副局长主持会议，孙鸿烈院士任评估专家组组长，尹伟伦院士、

宋永昌教授和陈泮勤研究员任副组长，专家组成员有：沈善敏研究员、

王庚辰研究员、钟祥浩研究员、张春先局长助理和田二垒副所长。陈

泮勤副局长首先回顾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台站的发展

历史、在监测、研究和试验示范等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详细说明了

本次评估的目的、内容以及未来进入三期创新的发展思路。西双版纳

植物园园长陈进研究员致欢迎词，详细介绍了版纳园的学科定位、对



所属两个野外站的支持和野外站三期的发展规划等方面的主要工作

情况。 

孙鸿烈院士主持评估会议，宣读了评估的程序、办法。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植物园副主任兼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站站长曹敏研究

员代表植物园作《研究所自评估综合报告》、《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

站自评估综合报告》和《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站野外站验收报告》。

之后安排了 5个学术报告，分别是： 

1）张一平：热带季节雨林碳通量年变化特征及影响因子初探 

2）沙丽清：西双版纳季节雨林和橡胶林土壤呼吸研究 

3）唐建维：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碳储量及其空间分配特征 

4）刘文杰：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雾水的水文和化学效应 

5）刘文耀：哀牢山山地湿性阔叶林附生植物多样性与分布 

下午专家组对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站进行实地检查和验收，主

要内容有：微气象法 C通量自动观测系统、气象自动观测站、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包括热带季节雨林永久样地输电项目、热带季节雨林永久

样地危险道路修复项目、热带季节雨林永久样地吊桥项目和实验楼改

造项目等，另外还考察了标本馆和科技档案室。晚上 8点钟，专家们

不辞辛劳，继续与站骨干科研人员和观测人员进行座谈，气氛热烈，

专家们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不足，还

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相信不仅对站的观测、研究、试验示范与发展

方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对院在部署 CERN 站发展和三期创

新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站：景东哀牢山 

时    间：2006年 4月 4日—4月 5日 

单    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 

CERN站：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站 

2006 年 4 月 4 日，汽车由版纳植物园出发，行程 700 余公里来

到云南景东县，4月 5日，在景东电力局四楼会议室召开哀牢山站评

估会议，会议在陈泮勤副局长介绍会议主要内容之后，景东县委副书

记讲话，致欢迎词，并简略介绍了景东县的自然、社会概况。评估会

议由孙鸿烈院士主持，孙院士首先代表中国科学院就地方各级政府对

哀牢山站的长期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强调指出 CERN站应通过监测、

研究和试验示范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技服务

并做出贡献。孙院士回顾了 CERN 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并重申

了本次评估的目的和意义。哀牢山站站长张一平研究员作《哀牢山站

评估报告》，报告从研究站的概况、科学目标、研究重点、监测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发展态势以及目标和前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

报。 

汇报后，专家组前往站区进行检查。经过 2小时颠簸，专家组来

到海拔超过 2400 米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站。专家组依次考察了

综合观测场、辅助观测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综合观测场、气象综

合观测场、林内气象、水分综合观测场、山顶苔藓矮林辅助观测场、

滇山杨次生林辅助观测场、旱冬瓜次生林辅助观测场、茶叶人工林站

区观测场等观测试验场地。 



下午 3：15，孙院士在哀牢山会议室召集座谈会，专家组与站内

科技人员进行了广泛交谈。 

 

第三站：广东鹤山 

时    间：2006年 4月 6日—4月 7日 

单    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CERN站：鹤山丘陵综合开放试验站 

2006年 4月 6日早晨 8：00从景东县出发，行程 700余公里，

下午 6点到达昆明，然后乘昆明—广州航班于 23：30左右到达广州。

专家们不辞辛劳，一日行程超过 15个小时。7日上午从广州市出发，

来到位于广东鹤山市的鹤山丘陵综合开放试验站，10：00 评估会议

开始。陈泮勤研究员主持评估会议，宣布 2001-2005年 CERN综合评

估第一阶段评估专家组长、副组长及成员，介绍本次评估的主要内容。

园副主任周国逸研究员汇报华南植物园情况，分别从研究所的定位及

其野外站的作用 、过去 5 年来研究所对野外站的支持情况、未来 5

年研究所对野外站的发展规划与落实情况三个大方面进行了汇报，鹤

山站站长傅声雷研究员作了《站自评估综合报告》和《野外站验收报

告》。学术报告共 4个，分别是： 

1、赵平研究员：马占相思的 Sap Flow和林段蒸腾的研究 

2、李志安研究员：人工林的N2O排放 

3、夏汉平研究员：生态工程技术在生态恢复中的应用 

4、陆宏芳副研究员：丘塘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 



上午会议结束。下午 13：30开始进行现场检查、15：30开始进

行了近 2小时的座谈讨论，17：00-18：30 参观当地生产、示范区。 

 

第四站：广东肇庆鼎湖山 

时    间：2006年 4月 8日 

单    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CERN站：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站 

4 月 8 日上午 8：30 专家组从鹤山站出发，于 10：15 左右到达

位于广东肇庆市的鼎湖山。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简称鼎

湖山站) 建于 1978年，199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

络(CERN)”，2002 年成为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试点站），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MAB)的第 17号定位站。 

首先由周国逸副主任介绍与会人员及在站人员，陈泮勤副局长介

绍此次评估的目的、意义和专家组组成。该站常务副站长张德强研究

员作《站自评估报告》和《站基建验收报告》，站务秘书张倩媚同志

演示了该站的数据库，并对信息系统维护及数据管理作了简单介绍。

然后是三个学术报告，分别是： 

1、周国逸，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C循环研究 

2、莫江明，氮沉降对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机理 

3、黄忠良，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 

报告结束后进行了座谈。专家们充分肯定了该站的科研与观测、

示范工作，同时还就该站的平台作用和教育基地进行十分热烈的讨



论。报告期间，尹伟伦院士和王庚辰研究员对数据共享、数据库等方

面提出问题，站有关人员进行了解答。讨论结束后，站有关人员陪同

专家组进行现场检查，包括气象辐射自动观测设备（结合人工辅助观

测）、48m森林小气候梯度自动观测塔、38m大气－森林生态系统CO2

交换通量观测塔、森林土壤地表温室气体交换通量观测设施、大气本

底自动观测设施（观测项目包括温室气体、痕量气体、汽溶胶等）、

森林集水区径流观测站、控制面积约 650公顷的大型径流观测场、总

面积 4.8公顷的森林永久样地、人工地表径流侵蚀观测场、阔叶林氮

沉降样地、季风林集水区、季风林倒木分解实验样地等观测试验场地。

检查结束后专家组即赶往广州，准备下一站的评估工作。 

 

第五站：深圳大亚湾 

时    间：2006年 4月 9日 

单    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CERN站：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试验站

2006 年 4 月 9 日上午 8：00 由住所出发，南海海洋所施平所长

陪同专家组前往大亚湾站途中顺访南海所，使大家对研究所知识创新

工程以来的所容所貌有了新的了解。经过 2个多小时的车程，于 11：

00 左右抵达位于深圳东部的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试验站。专家组利

用午餐前的 1个小时，对试验站的基础设施和实验室仪器设备进行了

现场检查，参观了气象观测场。13：00评估会议正式开始。 

陈泮勤局长主持会议，并再次阐明了评估的目的和意义。南海海



洋所所长施平和党委书记黄羽庭先后介绍了该所的科研情况、学科方

向、重点领域和基础建设等方面的简要概况。播放大亚湾站科研、环

境、仪器设施等方面简介性录像片，然后大亚湾站站长王友绍作《台

站综合评估报告》，就研究站在“科研、监测、示范”等方面的工作

做了详细汇报，黄良民副所长进行补充说明。从 5年来研究所在该站

的科研投入，平台建设、科研成果产出等方面来看，研究所在进入创

新工程以来，就已经在学科调整时将该试验站列入研究所重点支持方

向，每年有固定经费支持，科研方向由野外站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

会把关，平台建设工作也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专家对该站给予了非常

高的期望，希望该站能够发挥台站建设的引领作用，真正做到成为高

起点、高效率、高技术等具有创新意义的野外台站。 

专家还就台站的学科发展方向、科研工作、平台建设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等方面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站的科研、观

测人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会议在热烈讨论的气氛中结束。专家组于当

晚飞往海南省三亚市，将对第一阶段的最后一站进行评估。 

 

第六站：海南三亚 

时    间：2006年 4月 10日 

单    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CERN站：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 

经过上午短暂的修整，专家组于 4月 10日下午 2：00前往海南

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进行现场评估。 



专家组一进入该站所辖领域，立即被站区内优美的环境、优良的

基础设施和生气勃勃的景象所感动。该站是本评估阶段最后一站，也

是各方面条件较好的一个站点。评估会议开始前，播放了该站的简介

性录像片，会议由陈泮勤局长主持，黄羽庭书记首先介绍了该站的一

些概略情况，强调了该站的规划、部署均按院及研究所的要求，重视

网络观测，重视科研、科普工作等。站长张偲研究员作《站综合评估

报告》，详细汇报了 5 年来在南海海洋所三期科技创新体系重点方向

中所发挥的监测和研究平台的重要作用，作为研究所基础岸基站之

一，是 4个优先发展学科领域中“中尺度海洋环境观测体系及其关键

技术”的一个关键观测平台，同时常年接纳并支持热带海洋生态学研

究团队、珊瑚礁古环境研究团队和热带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研究团队等

的研究工作。之后是 3个学术报告，分别是： 

1、张乔民，珊瑚礁和红树林生物地貌研究 

2、董俊德，三亚湾浮游生物生态系统研究 

3、徐继荣，人类活动对典型热带海湾生态系统及其碳氮循环的

影响 

专家就对学术报告中的问题作了简短提问后，开始了现场检查。

分别对实验室仪器设备、实验条件、实验楼的建设工程和专家公寓的

装修工程等进行检查，还参观了站内的“海藻养殖场”和整个园区环

境。座谈会于下午 16：50 开始。专家分别谈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对某些问题作了质疑，黄副所长、张偲站长及相关人员回答了专家的

问题，并对专家的详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同时



也表态将在三期创新中进一步凝练科学问题，解决站内目前存在的学

科布局、作为国家科学站的合理的发展模式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