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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研究方向 2 滨海湿地环境污染、生态毒理及生物修复 

研究方向 3 海陆界面生态系统演变过程与效应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黄邦钦 研究方向 海洋环境生态学、近岸生态学 

出生日期 1964.09 职称 教授 出生日期 1964.09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郑天凌 研究方向 环境微生物学 

出生日期 1956.06 职称 教授 出生日期 1956.06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严重玲 研究方向 污染生态学 

出生日期 1959.10 职称 教授 出生日期 1959.10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101 篇 EI 28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4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2895 万元 纵向经费 2349 万元 横向经费 546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8 项 授权数 3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准 1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47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29 人 

院士 
2 人 

（1 人双

聘） 

千人计划 长期 0 人 
短期 0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1 人

讲座 1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3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千人计划 2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17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0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1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李庆顺 Ohio Plant Biotech Consortium 主任 

郑天凌   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 

郑天凌 Frontier in Microbiology 编委 

李庆顺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编委 

郑海雷 Journal of Integrated OMICS 编委 

郑海雷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olecular 
Sciences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5 人 国外 2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0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1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学科 1 环境科学 学科 2 生态学 学科 3 海洋科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62 人 在读硕士生 165 人 

承担本科课程 2795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1592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0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1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2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1 项 

实验室面积  6500 m2 实验室网址 http://wel.xmu.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0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

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

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

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实验室围绕亚热带滨海湿地和海陆界面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环境修复主

攻方向，立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生态学、环境科学、水生生物学、海洋科

学等多学科交叉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在2015年进一步推动过程-机理-效

应-应用技术的综合研究体系的构建，在技术创新、过程认知、机理阐释、恢复

与重建技术应用于示范等方面均有新的突破和进展，从而为国家和地方提供有力

的科技支撑，助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 

2015年，实验室成员积极响应国家和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需求，利用坚实

的生态、环境方面的科研实力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合作和项目

实施，已为国家海洋局及广西、浙江、海南、福建等多个地方的政府部门政策制

定和行政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咨询服务；在福安市溪尾镇绣溪、钱塘溪河口和溪

尾湾内，铺设了6000m2的柔性生态浮床和景观生态浮床，在入海河流污染拦截、

海湾水质净化和生态景观提升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善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生

态环境；以基础研发成果为支撑，合作成立厦门海洋生物引育种中心，开展耐盐

植物的筛选、引种、选育工作，使其成为海岸带与海岛植物的资源库，为南方海

岸带与海岛生态建设提供有利保障。2015年实验室的基础研发获得重要进展：实

验室共发表SCI收录论文101篇，其中以实验室人员为第一/通讯作者的80篇（占

79.2%）；JCR顶级期刊（Top journals）论文20篇，影响因子大于2的72篇，大于

3的43篇（其中33篇为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出版专著4部，获得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3项；研究成果“应对气候变化红树林移植及资源优化技术”获得海洋科学

技术二等奖（第二单位）。实验室各方向突出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方向一：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从温室气体通量的角度阐述了滨海湿地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得出外来植

物入侵导致九龙江口红树林和盐沼的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均明显增多的规律(Sci. 

Total. Environ. 2015)；研究了磷对固相铁赋存形态及吸收的影响，根际区高浓度

的活性铁，铁相关菌落（铁氧化菌及铁还原菌）及秋茄根系伴随的有机酸分泌等

赋予根际区铁元素较快的周转速率（Environ. Sci. Pollut. Res. 2015）；揭示了一

氧化氮（NO）可以缓解 ZnO 纳米颗粒引起的植物毒害（J. Hazard Mater. 2015）；

分析了叶绿体钙信号途径和 ROS 信号途径在环境因子诱导气孔关闭中的作用



 

 

（Environ. Exp. Bot. 2015）;证明了 H2S 可以通过 NO调节的 Fe平衡增强植物的耐

盐性（Sci. Rep. 2015）；研究黄嘴白鹭的非经典 MHC II 类基因的特性及系统进

化，为今后深入开展黄嘴白鹭等鹭科鸟类的非经典 MHC II 类基因的保护遗传学

研究提供基础（Immunogenetics 2015）；发现了小型底栖生物和线虫耐受中等有

机污染，且砂砾对小型底栖生物的分布影响显著（J. Ocean Univ. China 2015）。 

方向二：滨海湿地环境污染、生态毒理及生物修复 
发现了根系分泌物能够增加红树林沉积物中菲和芘生物有效性以及渗出性

（Environ. Sci. Pollut. Res. 2015）；用同步辐射方法测定了受重金属严重污染牡蛎

体内铜、锌的储存形态，揭示了污染环境中牡蛎的耐受机制（Environ. Sci. Technol. 
2015a）；揭示了重金属胁迫对牡蛎繁殖的影响机理，及牡蛎的应对机制（Environ. 
Sci. Technol. 2015b）；采用水铁矿、针铁矿、赤铁矿对水中 As(V)吸附去除条件

进行探讨，在环境微界面分子水平上揭示了相关反应机理（Appl. Surf. Sci. 2015）；
采用 IIIumina MiSeq 测序 16S rRNA 基因的扩增子，研究并阐释了发生在厦门海

域血红哈卡藻赤潮爆发期间游离细菌的群落变化特征及其与赤潮生消的相互关

系（Sci. Rep. 2015）；从分子水平上对溶藻菌株 Deinococcus sp.Y35 抑制塔玛亚

历山大藻生长的功能机制进行了深度探讨，发现并证实了藻细胞光合作用系统受

损、核结构破坏并且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相关基因表达被抑制是其致死的

主要原因（J. Hazard. Mater. 2015）；发现了一株对三角褐指藻具有裂解性、非

可培养性的特殊微生物，经测序和系统进化树分析显示，该菌属于红杆菌科

（Rhodobacteraceae）拉布伦茨氏属（Labrenzia），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其在三角

褐指藻细胞的高效微生物处理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Algal Res. 2015）。 

方向三：海陆界面生态系统演变过程与效应 

系统研究了九龙江河流-河口系统硝化、反硝化产物氧化亚氮（N2O，温室气

体）的时空分布，发现枯水期大坝库区产生相对更多的 N2O，近 30 年来向海输

出通量增加 15 倍(Agric. Ecosyst. Environ. 2015b)；与中科院地理所同行联合发现

河流氮和溶解氧含量对 N2O 释放的影响( Atmos. Environ. 2015)；采用

MALDI-TOF MS 分析技术，首次揭示了硅藻胞外可溶性多糖整体结构构象对氮、

磷营养盐胁迫的响应（J. Appl. Phycol. 2015）；通过分析大量现场数据，提出了低

纬度边缘海微微型浮游植物类群的结构是决定群落光合参数的关键因子，而在全

球尺度下则主要由粒级结构决定（Deep-Sea Res. PT I 2015），而浮游植物的群落

结构和颗粒有机碳的输出通量也有密切关系（J. Geophys. Res. (Oceans) 2015）；

利用电子显微镜技术在厦门潮间带发现了四个底栖硅藻的新种（Phytotaxa 

2015）；应用蛋白质组学研究手段阐明无机汞对海洋青鳉鱼的神经毒性及作用机

理（Chemosphere 2015）；提出了汞对桡足类日本虎斑猛水蚤的多世代毒性表现

为累积损伤效应，然而该动物的生理适应能力即表型可塑性赋予其对汞的高耐受



 

 

性（Aquat. Toxicol. 2015）；发现了多莫酸（硅藻拟菱形藻产生的毒素）可破坏斑

马鱼心脏的发育及改变与心脏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和钙离子通道 （J. Biochem. 

Mol. Toxicol. 2015）。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5年，实验室积极承担各类科研任务，通过项目实施提升基础研发水平，

并有效服务地方社会发展。今年，实验室共承担各类科技项目153项，到位经费

2895万元。新增各类科技项目55项，合同经费2137万元，其中新增国家级科研项

目16项，合同经费1493万元；同时，积极发挥实验室社会服务功能，承担各企事

业单位委托的横向课题34项，合同经费614万元。 

实验室成员在201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1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1项，充分显示实验室成员在承担国

家重点重大项目的实力。此外，还主持承担主持国家“973计划”课题2项、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1项、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1项和国家基金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1项。 

此外，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基金项目45项，作为主要合作单

位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课题1项，科技部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7项、环保公

益性专项项目1项。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扬子大三角洲资源环

境保护利用* 
2013CB956504 严重玲 2013.01-2017.12 500 

国家“973 计划”

项目课题 

2 
浮游植物群落演替与

水母爆发的相互影响* 
2011CB403603 黄邦钦 2011.01-2015.12 279 

国家“973 计划”

项目课题 

3 

海峡两岸典型河口红

树林生态系统中生源

要素与高危重金属耦

合机制及驱动力研究 

31530008 严重玲 2016.01-2019.12 330.6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4 

有害藻华形成过程中

关键甲藻类群宏转录

组学和宏蛋白质组学

研究 

41230961 王大志 2013.01-2017.12 3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5 

南海浮游生态系统结

构及其对生物泵效率

的调控机制 

41330961 黄邦钦 2014.01-2018.12 29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6 海洋环境生物学 41222040 史大林 2013.01-2015.12 1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7 

高藻水源地供水卫生

保障羟基自由基氧化

技术研发与示范 

2013BAC06B00 白敏冬 2013.01-2015.12 896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8 

封闭海湾典型生境物

理修复和生物修复的

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示范 

201205009 黄凌风 2012.01-2015.12 1605 

国家海洋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项经费项

目 

9 
典型滨海湿地修复效

果评估* 
201305021-2 杨盛昌 2013.01-2016.12 150 

国家海洋局海洋公

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10 

基于群落特定物种的

海洋生态监测与评价

关键技术研究 

201305030-6 蔡立哲 2013.01-2016.12 129 
国家海洋局海洋公

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11 

生活在海洋桡足类上

的动表生硅藻的多样

性与生态作用研究 

41476116 高亚辉 2015.01-2018.12 1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2 

改进生物配体模型预

测河口水体中铜和锌

的水生毒性 

21477099 谭巧国 2015.01-2018.12 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3 

蟹类在互花米草入侵

红树林过程中的生态

作用和适应机制 

31470485 张宜辉 2015.01-2018.12 8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4 

亚热带中尺度近海流

域河流氮输出对气候

变化的响应 

41471154 黄金良 2015.01-2018.12 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5 

红树植物地上根系对

表层沉积物碳库的影

响机制 

41476071 陈鹭真 2015.01-2018.12 9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6 

海洋酸化和金属汞对

海洋桡足类的联合毒

性效应及其机理 

41476094 王明华 2015.01-2018.12 9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7 

海岛易危黄嘴白鹭MHC

基因多样性及其进化

适应机制的研究 

41476113 陈小麟 2015.01-2018.12 9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8 

一株新奇藻华生防功

能菌的生物学特性、作

用机理与应用基础 

41376119 郑天凌 2014.01-2017.12 8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9 

新鞘氨醇属海洋细菌

降解高分子量 PAHs 的

分子转运与代谢调控

机制研究 

41376117 田蕴 2014.01-2017.12 8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 

海洋细菌食性微型异

养鞭毛虫的氮再生作

用研究 

41376131 黄凌风 2014.01-2017.12 8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1 

福建滨海湿地固着缘

毛类原生动物的分类

学与分子系统学 

31372167 孙萍 2014.01-2017.12 8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2 

亚热带暴雨事件的河

海界面生物地球化学

响应 

41376082 陈能汪 2014.01-2017.12 8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3 
滨海湿地 AMF 多样性

及其对红树耐受/适应
31370516 严重玲 2014.01-2017.12 8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逆境机理的影响 

24 

基于大型底栖动物及

其生物指数的海洋沉

积环境评价技术研究 

41376113 蔡立哲 2014.01-2017.12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5 

红树林生境异质性的

时空尺度效应与鱼类

多样性的维持机制 

41276075 王瑁 2013.01-2016.12 9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6 

中国与苏格兰沿海有

机锡污染与海洋腹足

类的性畸变调查比较

研究 

31511130139 王新红 2015.05-2017.04 10 

国家基金国际(地

区)合作与交流项

目 

27 
闽江流域水环境分析

模型开发 
-- 黄金良 2014.03-2015.03 250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

程研究中心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
（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别
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或
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及其

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李庆顺、陈小麟、 

郑海雷、周涵韬、 

王文卿 

叶勇、丁振华、唐崇惕、蔡

立哲、王义权、方文珍、沈

英嘉、张宜辉、陈鹭真、朱

旭东、王瑁、杨盛昌 

2、滨海湿地环境污染、生态毒理及生物

修复 

严重玲、郑天凌、 

白敏冬、黄凌风 

王新红、田蕴、欧阳通、左

正宏、黄晓佳、洪海征、陈

猛、刘景春、谭巧国、卢豪

良、熊小京、骆苑蓉 

3、海陆界面生态系统演变过程与效应 

黄邦钦、高亚辉、 

王大志、史大林、 

曹文志 

陈炳章、郭卫东、陈能汪、

黄金良、张彩云、陈长平、

孙萍、梁君荣、王明华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叶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11-2016 

2 周涵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08-2016 

3 丁振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2008-2016 

4 王文卿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2008-2016 

5 陈鹭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2008-2016 

6 朱旭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1 2015-2016 

7 唐崇惕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教授 87 2008-2016 

8 陈小麟 研究人员 男 学士 教授 59 2008-2016 

9 王义权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9 2008-2016 

10 蔡立哲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9 2011-2016 

11 方文珍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教授 53 2008-2016 

12 王瑁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4 2008-2016 

13 李庆顺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2-2016 

14 郑海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0 2008-2016 

15 杨盛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0 2008-2016 

16 张宜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2008-2016 

17 沈英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6 2014-2016 

18 黄邦钦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2008-2016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9 高亚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08-2016 

20 张彩云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4 2012-2016 

21 陈长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08-2016 

22 陈炳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6 2012-2016 

23 孙萍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7 2012-2016 

24 史大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9 2012-2016 

25 曹文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8 2012-2016 

26 郭卫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8 2012-2016 

27 陈能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0 2012-2016 

28 黄金良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1 2012-2016 

29 王大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12-2016 

30 梁君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1 2008-2016 

31 王明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5 2012-2016 

32 严重玲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7 2008-2016 

33 王新红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7 2012-2016 

34 洪海征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8 2012-2016 

35 陈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4 2012-2016 

36 刘景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6 2008-2016 

37 卢豪良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08-2016 

38 谭巧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2013-2016 

39 左正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2008-2016 

40 郑天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0 2008-2016 

41 田蕴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9 2008-2016 

42 熊小京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53 2011-2016 

43 白敏冬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1 2012-2016 

44 黄凌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8 2012-2016 

45 欧阳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11-2016 

46 黄晓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2012-2016 

47 骆苑蓉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助理教授 37 2012-2016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48 吴芳 技术人员 女 硕士 高级工程师 36 2014-2016 

49 曲海东 技术人员 男 博士 工程师 39 2013-2016 

50 王秀秀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工程师 34 2013-2016 

51 王磊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助理工程师 31 2014-2016 

52 肖征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助理工程师 27 2014-2016 

53 郑陈娟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工程师 32 2011-2016 

54 黄奕雅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科员 28 2014-2016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
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期限 

1 钟传奇 博士后 男 34 博士 中国 厦门大学 2012.08-至今 

2 柳欣 博士后 男 32 博士 中国 厦门大学 2013.01-至今 

3 洪礼伟 博士后 男 29 博士 中国 厦门大学 2014.05-至今 

4 陈慧斌 博士后 男 29 博士 中国 厦门大学 2014.05-至今 

5 胡泳华 博士后 女 28 博士 中国 厦门大学 2014.09-至今 

6 李华亮 博士后 男 29 博士 中国 厦门大学 2014.09-至今 

7 杨亚男 博士后 女 28 博士 中国 厦门大学 2014.11-至今 

8 阎光宇 博士后 女 32 博士 中国 厦门大学 2014.11-至今 

9 
Robert Reece 

Twilley 
访问学者 男 71 博士 美国 

美国路易斯安那

州立大学 
2015.4-2015.12 

10 
Emily S 

Maung-Douglass 

访问学者 
女 34 博士 美国 

美国路易斯安那

州立大学 
2015.4-2015.12 

11 李纪 访问学者 男 35 博士 中国 美国马里兰大学 2015.4-2015.12 

12 魏淑东 
访问学者 

男 34 博士 中国 

湖北省荆州市长

江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 

2015.4-2016.12 

13 李祎 访问学者 男 28 博士 中国 
河南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 
2015.4-2016.12 

14 张化俊 访问学者 男 31 博士 中国 
宁波大学海洋学

院 
2015.4-2016.12 

15 袁中新 访问学者 男 57 研究员 中国台湾 台湾中山大学 2015.6-7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期限 

16 王文雄 其他 男 50 教授 中国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 2012-2016 

17 戴家银 其他 男 50 教授 中国 
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 
2012-2016 

18 卢昌义 其他 男 68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13-2016 

19 陈清西 其他 男 56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08-2016 

20 李振基 其他 男 52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08-2016 

21 林清贤 其他 男 39 
助理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08-2016 

22 罗大民 其他 男 53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08-2016 

23 王重刚 其他 男 52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08-2016 

24 袁东星 其他 女 60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12-2016 

25 郑文教 其他 男 57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08-2016 

26 周晓平 其他 男 38 
助理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08-2016 

27 章军 其他 男 43 副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08-2016 

28 张勇 其他 男 53 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12-2016 

29 李杨帆 其他 男 37 副教授 中国 厦门大学 2013-2016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

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实验室以环境科学、水生生物学、海洋科学等国家重点学科以及新提升为一

级学科的生态学（福建省重点学科）为主要依托，学科历史悠久，在滨海湿地和

海陆界面生态系统研究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实验室又是促进多学科交叉

合作和提升对外影响力的重要平台，通过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学术交流氛围、

组织高水平科学研究和承担社会服务项目、加强中青年骨干和高层次学科人才培

养、推进平台硬件设施建设开展系统性野外研究等，促进依托学科的平稳发展和

软实力的有效提升。 

2015 年，实验室承担各类科技项目 153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3 项、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 项、国家“973 计划”课题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基金项目 45 项等，在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和服

务国家社会需求上，发挥重要作用；组织高水平科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在 J. 

Hazard. Mater.、Chemospher 等 JCR 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篇，获得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 3 项，出版专著 3 部。科研活动为学科群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2015 年，实验室活跃的学术交流活动为学科群的发展增添重要力量，系列

的学术活动也成为学科群对外展示和宣传的重要窗口。实验室举办系列讲座、论

坛等 34 期，39 位海内外领域知名学者到访交流；成员及学生出国/境访学、交流

及开展合作研究达近百人次。成功承办国际性会议“世界自然与保护联盟红树林

特别专家组第三届年会” 和全国性会议“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藻类学分会第九届

会员大会暨第十八次学术讨论会”，促进学科的国际性、全国性交流。2015 年 6

月，与依托学院共同推动成立“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科建设国际咨询委员会”，

聘请两位工程院院士及台湾、美国两位领域知名教授担任委员会委员，并召开“厦

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科建设暨环境生态工程专业建设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一届会

议”，为环境与生态学科的建设、发展把脉，并正在筹备中的环境生态工程专业

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助力支撑学科发展。 

2015 年，依托学科生态学省级重点学科顺利通过福建省教育厅的考核验

收，并获得“优秀”等级，学科发展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

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实验室人员是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海洋与地球学院等

单位承担教学工作和教改项目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2015 年，实验室依托国际前沿科研项目，科研特色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

强化学生科研训练，增强实践创新能力，取得了良好成效。2015 年，实验室成

员承担研究生教学工作量 1592 课时，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2795 课时，承担本科生

课程 74 门次，其中承担的动物生物学、生命科学导论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实验室利用雄厚的科研力量，将优秀的科研资源和成果有效转化成教学资

源，提高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自 2014 年以来，实验室启动与中国科学院城市

环境研究所联合创办“城市环境与健康菁英班”，以科教融合促科研合作育专门

人才为目标。2015 年，实验室继续面向本科生开展特色活动“凌峰暑期科研训

练”和“全球气候变化及其脆弱性”暑期学校，通过中、美、瑞三方学生共同参

与，以教师讲授、分组讨论与野外考察相结合形式，使本科生了解到不同学科领

域的前沿研究，为将来在该领域的进一步深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外，实验室

教师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工作，共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8

项，其中 6 项为国家级项目，部分科研进展已发表在 Environ. Pollut.、J. 

Chromatogr. A 等期刊上。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让本科生提早走进实验室、走进

科研，在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对科研

的兴趣。 

开展野外科研和观测是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依托学科的重要特色之一，实验

室将野外科研与学生的教学、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实验室重点推进建设的 “漳

江口湿地生态系统野外科研与教学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为多学科的教学实

习、暑期实践活动、科学研究等人才培养活动提供重要支撑，已成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的生物学（含生态学）野外实习基地之一，并列入教育部“国家理

科野外实践教育共享平台”首批的 32 个“生物学野外实践教育基地”之一。此

外，以科研项目实施为基础，实验室成员与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合作联系，

获得了重要生产实习资源，为学生开展全方位、针对性的生产、实习提供了多样

的选择。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

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实验室依托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海洋与地球学院的环

境科学、水生生物学、海洋科学等国家重点学科以及生态学福建省重点学科开展

人才培养，是我国滨海湿地和海洋环境科学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依托

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生态学、海洋科学均形成了“本－硕－博－博士后”完整

的人才培养体系。2015 年，实验室共有 44 名硕士生毕业，15 名博士生毕业；在

读博士生 89 人，硕士生 212 人。 

实验室注重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交流和联合培养。自 2014 年以来，

实验室启动与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联合创办“城市环境与健康菁英班” 

（简称菁英班），涵盖滨海湿地、城市环境与生态、海洋环境科学等领域，充分

利用校所双方优势资源，共同培养创新型高层次人才。2015 年 6 月，第一届“菁

英班”的 28 名同学在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进行了一场为期四周的实践活

动，进入各课题组进行沉浸式学习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实验室继续坚持国际化人才培养特色明显。2015 年，实验室 20 名学生前往

美国健康科学西部大学、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

等高校进行长期或短期的交流、学习；7 人获得国家基金委资助在美国密歇根州

立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高等院校继续深造。2015 年，实验室继续通

过与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瑞典隆德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及一批台

湾高校联合举办研究生、本科生暑期学校、科研训练项目等形式，培养学生国际

化视野和沟通、交流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力，提升他们的科研素质，同时也推

动了实验室的国际化进程。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

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实验室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

学生国际视野、自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成为培养优秀的生态学和环

境科学方面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 

2015 年，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70 篇，占实验室 SCI 发表论文

总数 69%，其中 JCR 顶级期刊（Top Journals）论文 12 篇，以研究生为主体参

与获得的科研成果在领域知名期刊 Bioresour. Technol.、J. Hazard. Mater.等上发表。

此外，在 2015 年福建省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审中，申请参评的 3 篇论文均

荣获 2015 年福建省优秀学位论文，其中博士论文 1 篇，硕士论文 2 篇。研究

生在实验室得到良好训练，已成为实验室的重要科研生力军，在国内外竞争力

日益增强。 

实验室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会议交流，参与更多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开拓

视野、活跃思维。2015 年，实验室研究生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达 48 人次，

9 人次在学术会上作口头报告，以墙报等其他形式参加交流 39 人次。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

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口头报告 Rediat Abate 博士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um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neficial Uses of Algal 

Biomass 2015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高亚辉 

2 口头报告 余亚岑 硕士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um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neficial Uses of Algal 

Biomass 2015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陈长平 

3 口头报告 曹娣 博士 
2015 Australian Coral Reef Society Conference

（Australian Coral Reef Society） 
曹文志 

4 口头报告 张勇 博士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um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neficial 

Uses of Algal Biomass 2015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王大志 

5 其他 李海燕 博士 
IWA Nano & Water Regional Conference 2015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白敏冬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实验室自 2009 年开始设置开放课题，于 2013 年将“开放课题基金”与“访问学

者”相融合，设立“高级访问学者与开放课题基金”和“青年访问学者与开放课题基

金”，旨在支持国际一流学者来实验室开展短期访问交流和合作研究，带动国内优秀

青年学者，以提升开放课题的实施成效。 

2015 年，实验室新设立“高级访问学者与开放课题基金”和“青年访问学者与

开放课题基金”各 3 项。 

红树林生态学领域杰出的国际知名学者、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Robert R. 

Twilley 教授，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来访实验室合作开展红树林植物生态学研究。来访

期间，Twilley 教授实地考察实验室野外长期生态定位站的涡度塔、野外实验样地，

增进了对中国红树林以及互花米草在中国红树林区的入侵现状的了解；参加实验室第

19 期香山论坛交流，作厦门大学最高层次讲座“南强学术讲座”，介绍，并与湿地生

态领域的教师和学生会谈和交流。此外，双方探讨了 Sea Grant 项目资助中国区域的

可能性，将进一步推动相关的合作，也增进了实验室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海洋与海

岸科学系之间的了解，为后续围绕中美滨海湿地开展国际性合作研究建立基础。 

此外，与实验室已有合作基础的马里兰大学的李纪副研究员也作为高级访问学者

来访实验室，进一步探索生态藻坪技术产生的藻类生物量价值，包括藻物质转化为生

物能源和生物饲料的探索等研究。其前期合作成果已联合发表在 JCR 二区期刊 Ecol. 
Eng.上，相关生态藻坪技术已应用到厦门市水源地九龙江水库的水质改良工作上。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费

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红树林植物生

态学研究 
3 万 

Robert Reece 
Twilley 

教授 
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

立大学 

2015.4-2015.1
2 

2 
中美滨海湿地

的保护与管理

研究 
3 万 

Emily S 
Maung-Douglass 

Oil Spill 
Research 
Extension 
Specialist 

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

立大学 

2015.4-2015.1
2 

3 
藻坪净水技术

流速优化 
3 万 李纪 副研究员 

美国马里

兰大学 
2015.4-2015.1
2 



 

 

4 
虫害对红树植

物多酚物质的

影响机制 
1 万 魏淑东 讲师 

湖北省荆

州市长江

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 

2015.9-2016.9 

5 

微生物对产油

微藻主要元素

生地化循环的

影响机制与关

键过程研究 

1 万 李祎 讲师 
河南师范

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 
2015.9-2016.9 

6 

浙北近岸海域

赤潮期浮游细

菌群落结构演

替规律的调查 

1 万 张化俊 讲师 
宁波大学

海洋学院 
2015.9-2016.9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 
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

数 类别 

1 世界自然与保护联盟红树林特

别专家组第三届年会 

世界自然与保

护联盟、厦门

大学（承办） 

Joe S Y 
Lee 

2015.11.12
-14 65 全球性 

2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藻类学分会

第九届会员大会暨第十八次学

术讨论会 

中国海洋湖沼

学会藻类学分

会（承办） 
--- 2015.11.27

-30 680 全国性 

3 第二届生态毒理学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生态毒理

学报》编辑部

（承办） 

--- 2015.4.25-
28 700 全国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研

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计划、

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填写。 

实验室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实质性的国内外科研合作，吸引高水平合作者

的能力逐步提升，有力加强了实验室中坚力量在国际学术舞台竞技的能力，极大

提升了实验室及我国滨海湿地生态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2015年，实验室承担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1项，并通过该项目合作

吸引1名青年优秀人才（2016年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加盟。发表合作论

文16篇，占发文总数16%，合作者来自美国、英国、德国、韩国及港台等国家（地

区）。2015年，实验室出国/境访学、交流及开展合作研究达近百人次，其中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59人次，做特邀报告/大会报告4人次。 

实验室通过主承办高水平国际会议及论坛，打造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营

造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2015年，实验室继续开展特色品牌学术交流活动“环境

与生态香山论坛”与“生态与环境讲坛”，已分别举办5场和27期，吸引了30位境

外专家学者来访，成为极具实验室特色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平台。2015年，实验室

还承办1场国际性会议“世界自然与保护联盟红树林特别专家组第三届年会”，来

自欧美、亚洲尤其东南亚的16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余名红树林领域的知名专家参加

会议。本次会议是我国迄今为止有关红树林主题规格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充分

体现了实验室红树林研究和管理方面的国际地位，对实验室红树林研究的国际化

具有重要意义。 

实验室倾力推动与国内兄弟单位的协同关系，优势互补，共同提升我国海洋、

环境及生态学科科技实力。联合国家海洋局第一、三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

等11家单位开展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封闭海湾典型生境物理修复和生

物修复的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在2015年顺利结题，在封闭海湾生境质量退

化评价技术、水动力-水质模型和海岸带人工湿地陆源污染物拦截的集成技术研

究中取得了创新性成果；联合大连海事大学开展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也在顺利进行

中。实验室在2015年承办1场全国性会议“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藻类学分会第九届

会员大会暨第十八次学术讨论会”，全国130多家单位及境外4所高校，约700名藻

类学领域研究人员参加会议,促进我国藻类科学的交流。此外，实验室与兄弟单

位联合举办“第二届生态毒理学学术研讨会”国内外与会代表达700余人。大型

学术会议的承办，既提升了实验室对外影响力，也为推动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作

出贡献。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继续通过网站平台宣传、举办公众教育活动、支持公益组织、协助政府开展

公益活动等形式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开展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的传播，

提高全民生态、环保意识，主要包括： 

发起“自然讲坛”公益讲座 

2015 年 5 月，实验室与福建省生态学会共同发起“自然讲坛”公众教育活

动，主要邀请从事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高等院所、NGO 等公益组织的专家

学者以公益讲座形式面向公众开放，向公众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理念。2015 年，“自然讲坛”已成功举办 3 期，听众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关

注超乎想象，讲坛获得了热烈反响，有效达到了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传播目的。 

继续开展红树林的生态修复及保育宣传工作，指导学生开展第六届厦门大

学生湿地营。2015 年 8 月，实验室指导学生在宁德进行第六届厦门大学生湿地

营活动，活动主要关注宁德福安红树林分布区，通过红树林的巡护及入户调研，

了解当地红树林生长的现况，并绘制出富有当地人文历史信息的红树林绿地图；

同时将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环保组织合作，通过公宣、环教、净滩、复种、等

红树林保育系列活动，让宁德当地居民可以更深入了解红树林的价值，帮助居民

树立保护红树林的意识，也让环保志愿者了解红树林保育的相关内容，为日后在

宁德接续开展红树林保育活动奠定基础。 

参与中国海洋科学卓越教育伙伴计划的实施，共同举办厦门大学第四届海

洋科学开放日。2015 年 11 月 15 日，海洋环境相关的 30 余个实验室和展位面向

社会公众开放，以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为主的 4000 余名公众通过观察、听讲、答

题、动手实验等方式进行了不一样的科学体验，此次活动是是厦门国际海洋周的

重要文化活动之一，促进全民对海洋的认知，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唐崇惕 女 教授 87 厦门大学 否 

2 刘兴土 男 教授 80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 否 

3 张经 男 教授 59 华东师范大学 否 

4 陈家宽 男 教授 69 复旦大学 否 

5 戴民汉 男 教授 51 厦门大学 否 

6 冯新斌 男 研究员 48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否 

7 洪华生 女 教授 72 厦门大学 否 

8 胡洪营 男 教授 53 清华大学 否 

9 黄良民 男 研究员 63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否 

10 李庆顺 男 教授 54 厦门大学 否 

11 林光辉 男 教授 54 清华大学 否 

12 卢昌义 男 教授 69 厦门大学 否 

13 齐雨藻 男 教授 83 暨南大学 否 

14 宋立荣 男 研究员 55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否 

15 谭凤仪 女 教授 62 香港城市大学 否(香港) 

16 王文雄 男 教授 51 香港科技大学 否(香港) 

17 俞志明 男 研究员 57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否 

18 张正旺 男 教授 54 北京师范大学 否 

19 朱永官 男 研究员 49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

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2015 年 4 月 9 日，我校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

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翔安校区环境与生态学院顺利召开。学术

委员会主任刘兴土院士、名誉主任唐崇惕院士等 15 位湿地生态和环境领域知名

专家委员出席了会议。 

会上周涵韬副处长代表学校致欢迎辞，李庆顺院长代表依托学院向到会专家

表示感谢。学术会议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刘兴土院士主

持。会上，重点实验室主任黄邦钦教授作 2014 年度 WEL 工作汇报，六名成员

作代表性成果汇报。为迎接教育部在 2015 年对实验室的评估，黄邦钦主任还向

学术委员们作五年工作汇报。 

学术委员们认真听取了实验室的工作报告和代表性成果汇报，对实验室在

2014 年取得的成果和进展给予高度肯定，并一致认为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及公众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

成绩，对实验室后续的发展与提升，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强调依托单位

应加大投入，加快推进野外高水平的观测平台和基地建设。学术委员也从实验室

的代表性成果凝练、亮点体现等角度给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有效指导实验室迎

接教育部评估工作的开展。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

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

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的大力支持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发展的重要保障。根

据《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厦门大学成立科技、人事、学科、

财务、资产等部门组成的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委员会，协调实验室发展的重大

事务和保障条件落实，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实验室倾斜支持。 

2015年，厦门大学划拨相关经费约100万元保障实验室稳步运行。2015年，

实验室引进1名优秀青年人才，多人荣获相关人才项目称号：其中1人入选科技部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荣获2015年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称号，3人入选

省、市相关人才项目；实验室围绕“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设立自主课题，

为科学研究培育新的增长点，访问学者与开放课题基金也获得有效支持。实验室

在2015年进行定位站铁塔的翻新和加固，并更新定位站的气象监测系统和二氧化

碳水汽分析系统，完善定位站对目标数据的采集功能；此外，进一步推进“漳江

口湿地生态系统野外科研与教学基地”建设，取得一定进展。 

厦门大学全力打造3600亩翔安新校区，以本实验室为主体入驻的科研大楼

于2012年9月正式启用，建筑面积20000平米，总投资1.5亿，为推动建成地学（海

洋、环境和生态）大学科群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奠定基础。厦门大学通过日常

监督管理和考核，根据考核情况给予实验室人力、物力及其它相关支持，依托单

位大力支持下，实验室已形成“开放、流动、联合、竞争”运行机制。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

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实验室依托地学（海洋、环境和生态）大学科群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为

科研工作提供服务，仪器设备均采用开放共享、预约使用的管理模式。可预约使

用的、单价 1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达 156 台，总价值近 8000 万元。按年标准

机时 1000 时计算，网上预约共享仪器平均利用率近 80%。2015 年经培训合格后

使用网上预约系统的实际用户总数达到 1202 人，年预约数达 2 万余次。通过预

约共享使用仪器设备这一管理方式，一方面有效提高了仪器的共享率和利用率，

另一方面为新引进人才、访问学者、双聘人员、流动人员、研究生等快速进入科

研状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还减少了重复购置仪器的现象，为实验室添置科

研紧缺仪器提供了翔实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