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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农业生态环境观测研究站基地

使命就是担当 创新就是责任
— 写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成立 40 周年之际
——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作为中国科学院进军农业领域研究
的先锋队，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研究所推动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范围
大规模县级农业区划工作的开展， 推动
了湖南省及全国 1500 个 县 市 采 用 系 统
工程方法编制区域发展规划， 并主持完
成了湖南省 5 个农业现代化试点县的规
划编制和技术指导工作。

1978 年， 祖国大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
角。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要实现四个现
代化， 不同类型地区农业现代化道路及其科学
技术问题就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
题。 1978 年，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国科学院“要
抓农业科学实验， 为农业现代化作出更大贡
献”，表明了党中央对农业与农业科技工作的高
度关注， 这也是对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进军农
业领域的殷切期望。 1978 年 6 月，经党中央批
准， 中国科学院决定组建中国科学院桃源农业
现代化研究所, 首任所长由我国著名土壤学家
李庆逵院士担任。 研究所的任务是：以桃源县为
基地， 探索我国南方地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
科学技术研究、中间试验、新技术应用和农业经
济问题。 1979 年 6 月，研究所启动搬迁工作，办
公地点由湖南桃源先后迁至湖南长沙市南郊的
湖南省技术物理所和长沙市东郊马坡岭省农科
院一大队，同时更名为“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
现代化研究所”（2003 年，再次更名为“中国科
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研究所因任务
建所， 学科比较宽泛， 几乎涵盖了所有农业学
科， 研究所设立有资源利用研究室、 作物生态
研究室、动物养殖研究室、林果生态研究室、土
壤农化研究室、有害生物治理组等研究部门。
基于研究所成立时的主要任务， 首先进行
了以桃源基地县为对象的县域农业自然资源综
合考察， 推动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范围大规
模县级农业区划工作的开展； 采用系统工程方
法在全国率先制定的桃源县域 1980-2000 年
综合发展规划，推动了湖南省及全国 1500 个县
市采用此方法编制了区域发展规划。 90 年代中
期， 研究所关于开展农业现代化试点县建设的
建议被湖南省采纳实施，5 个试点县的规划编
制及技术指导工作由我所主持完成。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重
大农业科学问题研究的需求加大， 与任务建所
导致的基础薄弱、研究方向过多、科研力量分散
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 学科形不成特色和优势，
科研无法获得有力度的项目与经费支撑。 到 80
年代中期开始转型于亚热带农业生态建设研
究，但因为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条件支持，研究所
的发展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1998 年中科院启动了国家知识创新工程，
全所上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面对严峻形
势，研究所“背水一战”，抓住这一难得的发展
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有针对性地实施创新文
化工程，大幅度调整学科方向，着力改善人员队
伍结构，以创新目标聚集凝聚力，以团队精神提
升凝聚力，在全所形成了励精图治的氛围。
中国科学院领导层对我所的改革进程给予
了高度关注。 2001 年 10 月 26 日，研究所领导
专程赴武汉向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路甬祥汇报
研究所模拟创新进展情况，受到路院长的肯定。
根据院领导的意见， 启动了创新工程试点的有
关准备工作。 当时分管资源环境工作的陈宜瑜
副院长在两年内 4 次来到我所进行调研时，多
次强调研究所要从国家需求的战略性、 长远性
高度来思考学科发展战略，凝炼科学目标，形成
鲜明的区域特色。
2002 年 5 月 10 日，王克林所长向院党组汇
报知识创新方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党组的认可，
研究所获准以独立单元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
新工程试点序列，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后，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经过几年的努力 , 很快完成了从任务建
所到学科建所的战略转型， 在科技创新
能力 、人 才 凝 聚 、台 站 建 设 、园 区 环 境 和
创新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 发展速度和发展态势进入了全
院“第一方阵”。

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促进了研究所方
向的转型。 所班子认真分析国家需求与研究所
发展机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领域宽

所长 谭支良

党委书记 王克林

在我们伟大祖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 ,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也迎来四秩华诞。 我们回首
她的庄严历程 , 风雨兼程，沧桑巨变；我们展望她的美好未来 , 重任在肩 , 繁花似锦。 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她
肩负起亚热带区域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科技创新的神圣使命，正朝着更加高远的目标迈进。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长 白 春 礼 （右 三 ）、副 院 长 张 亚 平 （右 一 ）考 察
石漠化治理与科技扶贫示范区。

泛的大农业应用研究方向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和
凝练，确定了“区域农业格局与系统过程”和“农
区畜牧健康养殖机理与调控技术”两大新方向,
之后又发展了作物耐逆境分子生态研究领域，
形成了涵盖区域生态景观格局、 系统过程和分
子生态三个尺度的农业生态研究体系。
围绕这一转型，研究所提出了“面向亚热带
地区农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国家需求， 以亚热
带区域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生态学为学科定位，
探索农业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机
制并建立其关键调控技术体系， 形成涵盖区域
农业生态景观格局、 系统过程和分子生态学三
个基本尺度的农业生态学科体系， 将研究所建
设成为有一定国际影响、 亚热带区域特色鲜明
的农业生态研究机构， 为亚热带区域农业与生
态协调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科技创新新目标。
围绕这一目标，研究所又提出了“练内功，
卧薪尝胆；图创新，众志成城”的所训,始终注意
以旺盛的斗志和高昂的工作热情激励大家，号
召全所职工变压力为动力， 在正视困难的同时
树立信心，全所上下空前团结、士气高涨。
经过几年的努力,研究所很快完成了从任务
建所到学科建所的战略转型,科技竞争力大大增
强，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包括首次获得总经费
3500 万元的“
十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
城郊区环保型特色农业支撑技术研究与示范”，
实现了承担国家任务的重大突破。 首次争取到湖
南省科技重大专项
“
生猪适度规模清洁养殖关键
技术”， 显示了我所在地方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竞
争力。 院外科研经费由建所初期不到总经费的
30%增加到 65%。 科技产出质量也有了大幅度提
升，先后取得了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成
果。 2008 年，
“
畜禽氮磷代谢调控及其安全型饲
料配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这是建所以来作为主持单位首次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0 年，“仔猪肠道健
康调控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与
二等奖。“
试验示范”成果入选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科
技成就进展 90 项成果之一。 美国营养学会会刊
2006 第 3 期会长评论中， 着重评述了我所畜牧
健康养殖研究中心，正在从分子、细胞、组织和整
体水平上， 致力于单胃动物和反刍动物的氨基
酸、 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营养等方面的研究，进
一步巩固了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畜牧健康养
殖研究中心作为
“
国际知名的动物营养研究与学
术交流中心”的地位。
研究所按照“小所大平台”的发展思路，对
原来分散在各项目组的实验室进行了整合，由
所统一管理，组建了农业生态过程重点实验室。
并将 可 支配 经费 的 70%用于 实验 室 建设 ， 仅
2002-2007 年间就投入 2200 余万元， 是研究
所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前 25 年投入经费的 5 倍。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影响了职工收入，但
为研究所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平台基础。
令所领导班子感动和欣慰的是， 所里职工和退
休人员都予以充分理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研究
所科研平台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2003
年， 农业生态实验室进入省院共建重点实验室
的行列，改变了建所 25 年来无省部重点实验室
的现状。 2008 年初该实验室首次参与评估就被

第十四届国际猪消化生理学国际研讨会 上 ，中 国 科 学 院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遇龙院士（中）获亚太营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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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的发展目标，近 5 年来，中国
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承担科技
任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集中，同时注重研
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取得了一批创新性
强、社会经济效益明显、服务于国家和地
方重大需求的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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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2017 年到账科研项目经费变化
评为湖南省一类重点实验室。 同年 10 月，申请
建设的亚热带农业生态系统过程重点实验室通
过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现场评估， 正式进入院重
点实验室行列。
区域性生态研究必须有野外台站支撑。研究
所通过创新项目和院地合作，在强化桃源站建设
基础上，先后新建了环江喀斯特站、洞庭湖湿地
站、长沙农业环境站、海南育种基地、数据中心等
平台，形成了以“
一室四站加数据中心”为主体的
亚热带区域农业生态科研平台格局。 值得一提的
是，2004 年正式启动广西喀斯特生态站建设，
2005 年底就成为我国喀斯特区域当时唯一的国
家生态站， 提前 5 年实现了成为国家站的目标，
2011 年 5 月底又顺利通过中国科学院生态网络
站现场考核，成为中国科学院 CERN 站。 该站的
建设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
环江模式”。
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几年中， 研究所先
后获得了生态学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和动物营
养科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取得了研究生培养平
台的重要突破。 2004 年研究所获得湖南省直机
关文明单位称号，2012 年又获得湖南省直机关
文明标兵单位称号。 创新文化建设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2007 年 11 月 3 日， 时任院长的路甬祥考
我所时说：“我是第一次来亚热带农业生态所，
看到你们在知识创新工程中所取得的成绩，比
我想象的、听到的都还要好！ 印象非常深刻，也
非常受鼓舞。 亚热带农业生态所在科技创新能
力、人才凝聚、台站建设、园区环境和创新文化
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发展速
度和发展态势进入了全院‘
第一方阵’。 ”之后他
为我所题词：“认知农业生态规律， 促进科学和
谐发展”。

随着知识创新工程的深入推进, 研究所围
绕打造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强
化主学科和产出重大科技成果提出了新的发展
目标。 围绕这一目标拓展了恢复生态系统生态
学学科，并增设农业环境污染治理研究领域。 经
过几年努力， 在畜禽营养要素代谢与养殖环境
控制，亚热带农区面源、重金属污染防控，喀斯
特退化修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高效安全
家畜营养调控技术、 喀斯特生态衍生产业培育
技术模式、农业面源污染生态治理技术、重金属
超标土壤安全利用技术、 巨型稻新种质创制等
新成果成为研究所重大成果储备， 部分实现了
规模化推广应用。 2015 年，研究所“一二三”规
划实施情况经院评估，1 个重大突破和 1 个重
点培育方向评为院优秀，优秀率达 40%。
“十三五”期间，研究所在院“三个面向”、
“四个率先”新的办院方针指引下，结合特色研
究所培育目标，重大突破调整为“亚热带稻作系
统提质增效机理与机制”和“家畜关键营养素代
谢调控与高效利用”，重点培育方向调整为“西
南喀斯特生态系统演变与服务功能提升”、“亚
热带农区流域污染防控”和“长江中游流域生态
系统演变与适应性调控”。 提出了要把农业生态
系统生态学主学科打造成居国内领先水平，其

中动物营养学居国际领先， 成为亚热带区域以
农业生态系统生态学为核心的学科特色鲜明并
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所的宏伟目标。
近 5 年来， 研究所承担科技任务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集中， 重大科技成果产出质量明显提
升。 同时注重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取得了一
批创新性强、社会经济效益明显、服务于国家和
地方重大需求的科技成果。 其中“猪日粮功能性
氨基酸代谢与生理功能调控机制研究” 成果获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还有省部级科技奖励一
等奖 8 项，二等奖 2 项，与往年比较质量与数量
均明显提升。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湖南省
自然科学一等奖、 湖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和中
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奖均属首次获得。 这说明研
究所科技创新价值链逐步从前端的基础研究向
全价值链拓展。 此外，研究所提供的近 10 份咨
询报告得到了中央和地方领导的高度重视。 值
得骄傲的是，印遇龙院士继 2013 年获湖南省光
召科技奖后，2017 年又获得湖南省科学技术杰
出贡献奖。
研究所人才队伍建设也取得新进展。 一是
科研创新团队建设方面，区域农业生态、畜禽健
康养殖、 作物耐逆境分子生态 3 个科研团队建
设进一步巩固， 新建了流域环境面源污染科研
团队， 初步建立了一支开展亚热带农业生态系
统氮磷调控研究的创新国际团队。 为造就一批
优秀青年人才，2017 年启动了 6 个青年创新团
队建设。 二是重要人才培养与引进有新突破。
2013 年印遇龙研究员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称
号， 这是我所建所来人才培养的重大突破。 此
外，研究生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研究
生队伍不断扩大。 近几年来，研究生发表的科研
论文已占全所科研论文总数的 65%以上， 在科
技创新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研究所平台建设更趋完善， 小所大平台格
局初步形成。 2016 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成立“畜
禽养殖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这标志着我所实验室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 此外，“农业生态过程与恢复生态过程研
究平台”项目基本竣工，成立了湖南省畜禽健康
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广西石漠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建设了一批研发平台。 10 年来，研究
所通过自筹经费和财政部修缮项目经费支持，
共投入约 2000 万元对研究所园区、 台站基础
设施进行了修缮提升， 投入约 6000 万元购置
仪器设备。 至此，涵盖亚热带平原、丘陵和低山
3 大类型区的农业生态系统长期观测、研究、技
术集成与示范网络平台基本形成， 这为研究所
重大成果产出持续提供强有力的平台支撑。
研究所院地合作工作不断加强， 与各省市
地方政府及国内众多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开
展了大量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形成了“研究
所 + 野外台站 + 技术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县 +
企业”的协同创新网络。 牵头成立了国家生猪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 华中农业大学等签署了联合开展科
技合作研究、 科技示范推广服务和共建教育教
学实习基地协议等。 与地方、企业开展合作研发
项目 80 余项。 与我所合作的湖南湘丰茶业有限
公司由小作坊跻身全国 20 强，该项合作被列入
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经典模式。
研究所为提升国际影响力，以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的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为目标，继续推进
国际化战略。 先后与第三世界科学院、国际水稻
研究所（IRR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澳大利
亚联邦科工组织、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英国洛
桑试验站、 加拿大农业部食品营养研究中心等
20 多个国家科教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成立了
WWF- 中国科学院洞庭湖湿地国际研究中心
（第三期）与中澳土壤生物系统联合实验室。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研究所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新起点上，在中国科学院的坚
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一个国
立研究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努力创建特色研究
所，为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研究所 2013— 2017 年获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情况
序号

名称

1
2
3
4
5
6
7
8

猪氨基酸营养功能的基础研究
反刍动物营养调控与饲料高效利用技术研究与应用
镉铅污染农田原位钝化修复与安全生产技术体系创建及应用
桂西北喀斯特生态系统退化机制与适应性修复试验示范研究
亚热带稻田土壤碳氮循环关键过程的微生物作用机理研究
猪日粮功能性氨基酸代谢与生理功能调控机制研究
功能性氨基酸及微量元素螯合物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
广西环江县科技扶贫研究与示范

类别

湖南省自然科学奖
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湖南省技术发明奖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
湖南省自然科学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
湖南省技术发明奖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

等级 年度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201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6
2016
2017

（本版图片均由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