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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野外台站
CAS Field Station

中国科学院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
观测研究站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阳 550081
中国科学院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普定站”）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位
于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普定地处贵州高原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属中亚热带季风温暖湿润气候区，是
我国南方喀斯特典型代表区域。
普定作为全国科技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我国岩溶分布发育规律及其改造利用》中 4 个喀斯特典型研究区
域（山西娘子关、贵州独山、贵州普定、广西都安）之一，自 1975 年开始就已经开展观测研究工作，且是自
“五五”时期“岩溶会战”至今唯一开展喀斯特观测研究未曾中断过的地区。至今积累了长达近 40 年的观测
数据，记录着我国南方喀斯特高原表生过程环境变化（如石漠化土地退化和植被恢复）信息。2006 年，中国
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和贵州省科技厅基于长期定位开展喀斯特观测科学研究、应对我国气候变化、西南石
漠化治理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需求，在普定原有工作基础上共建普定站。 2014 年 7 月，经中国生态系统研
究网络（CERN）科学委员会评定，普定站正式成为 CERN 台站，2017 年获批水利部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
范园区。

1 主要研究方向
（1）喀斯特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表生作用过程；
（2）喀斯特石漠化恢复生态学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技术；
（3）全球变化下的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成果与科学贡献
普定站根据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特点，以普定县后寨河流域为研究小流域，通过对不同尺度、多类型与不同人
类活动干扰方式下喀斯特生态系统组成要素的长期监测与控制实验，揭示贵州高原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格局与过程；探索在全球变化及人类活动背景下喀斯特生态系统的自维持机制与主要限制因子，预测喀斯特
生态系统的演替趋势，构建生态系统优化管理模式，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探索喀斯特退化生态系统自然和
人工修复的途径和机理并进行示范，为石漠化综合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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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地论证了碳酸盐岩原地风化成土二阶段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模式与形成演化机制，提出了喀斯特原地风化成土的

获得者 3 人，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1 人，“杰出青

主要物源证据，为揭示喀斯特生态系统稳定性与自维

年”4 人，“优秀青年”1 人，贵州省管专家 4 人，中

持机制提供了基础理论依据。

国科学院“西部青年学者”（ A 类） 1 人，以及全国

（ 2 ）阐明了喀斯特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本质，实

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科学院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获

现了对石漠化发生、演变的内外动力学机制的深刻解

得者各 1 人。

析，给出了石漠化的科学定义和科学内涵。为国家发

4 科研能力与技术平台

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委颁布和制
定国家石漠化治理规划及督察提供重要依据，推动了
全国的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工作。

普定站自 2010 年纳入 CERN 管理以来，迎来了更
为全面和快速发展的时期。在中国科学院、贵州省的

（ 3 ）利用近 40 年长期流域观测数据揭示了喀斯

共同支持下，对台站的平台能力和基础设施进行全面

特地区植被恢复的双重碳汇效应，科学解析了喀斯特

的改造和升级，形成了“一站多点式”的网络布局，

作用碳汇效应、通量及驱动机制，引领国际岩石风化

包括： ① 主站区。 面积为 168.47 亩，其中征用土地

碳汇效应的研究。系统地获得了南方喀斯特地上植被

面积为 28.28 亩，拥有 3 000 平方米生活试验综合办公

碳储量与碳汇潜力原创数据和认识，推动了喀斯特地

楼，具有办公、实验、样品 / 标本储藏、会议室、住

区土壤学和植物学方面的发展。系统地论证了西南喀

宿、餐饮和体育设施，可保障约 40 人驻站长期开展

斯特碳循环过程与全球变化响应与反馈机制，为喀斯

野外研究和实验。② 喀斯特流域综合观测研究区（后

特地区生态修复和植被恢复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认

寨河流域）。后寨河流域是我国喀斯特研究的代表性

知喀斯特地区碳汇的调控机理，评估喀斯特地区碳汇

流域，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已对该流域开展了研

潜力及其对全球碳汇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究观测。流域内布局有 4 个气象观测站、10 个地表、

（4）提出了喀斯特地表、地下“二维”水土流失

地下河流水文水化学长期观测站、 6 个不同土地利用

方式，揭示了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特点、产流机制及

类型全坡面观测场、 3 个表层岩溶泉观测点、 5 口地

其河流泥沙来源，为喀斯特水土流失防治和表层水资

下水观测井、 3 座涡度相关（ EC ）通量观测塔、 1 套

源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双波段水热观测大孔径闪烁仪（OMS）、代表区域近

（ 5 ）构建了喀斯特生态环境地球化学研究方法

顶级植被（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 2 公顷天龙山大

和理论体系，围绕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展“观

样地，以及代表不同人为干预方式的 6 类辅助观测样

测—研究—示范”，推动喀斯特生态环境研究的学科

地。可以进行气象要素观测、土壤样品采集与常规分

发展。

析、植物生长状况监测、植物样品处理与常规分析、

3 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水土流失与土壤水分等观测，满足对野外生态环境要
素长期观测需求。此外，利用中国科学院科研重点设

普定站建站以来，在喀斯特生态环境研究、生物

施建设项目还建成了包括大气污染物在线观测平台、

地球化学循环、地表圈层相互作用研究领域具有明显

洞穴-土壤-植被-大气物质能量通量平台、喀斯特关键

的学科优势，培养了大批从事喀斯特生态学和生物地

带水 - 碳 - 氮模拟观测平台、喀斯特不同岩土组构与土

球化学的科研人才，形成了一支稳定的科研队伍。

地利用类型蒸渗观测平台在内的多项系列观测研究平
院刊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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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③ 石漠化综合治理和农业生态旅游试验示范区

关系，开展了长期合作研究，每年参加或举办多次国

（梭筛和陇财）。

内学术会议。

5 开放与交流

依托中-英地球关键带重大国际合作研究计划项目
和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喀斯特关键带站网构建等

基于长期的观测研究历史、健全的科研基础设施

国际合作项目，与斯洛文尼亚喀斯特研究所，罗马尼

和便利的科研工作条件，普定站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

亚洞穴研究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埃克斯特大学、

喀斯特生态环境研究领域的一张名片，成为国内外重

斯特灵大学，以及美国肯塔基大学等建立了长期伙伴

要的喀斯特研究数据积累基地、野外科研共享平台和

关系。

学术交流以及人才培养基地。

为国内外科研人员提供实物资源、信息资源下载

早在“五五”和“六五”期间作为我国高原喀斯

与访问、标本查阅与借用等方面的服务。近 5 年该站

特典型代表，普定就吸引了来自奥地利、法国、德国

为其他研究机构提供了 120 余人次超过 80 GB 的数据

等国岩溶和洞穴专家开展观测和研究工作，在国内也

服务，与外单位合作发表文章占到普定站发表文章总

先后有南京大学、成都地质学院、岩溶研究所等 20 余

量 40% 以上。

家单位在后寨河流域开展观测研究。近年来，“973”

作为贵州省科普教育基地，普定站一直秉承服务

项目“西南喀斯特山地石漠化与适应性生态系统调

公众的重要使命，积极开展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

控”（2006CB403200）、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文化的传播，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例如，中央

“基于水-岩-土-气-生相互作用的喀斯特地区碳循环模

电视台科教频道（ CCTV-10 ）拍摄“地理 · 中国”专

式及调控机理”（2013CB956700）、国家自然科学基

题节目《白水台之谜》、中央电视台农业与军事频道

金创新群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贵州省

（ CCTV-7 ）参与拍摄“聚焦三农”专题节目《石漠

政府联合基金项目、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化之战》等节目中，普定站对石漠化发生原因、形成

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等诸多研究项目先后在普定站实

过程和治理之路进行了科学的诠释，为西南地区“石

施。

漠化之战”胜利提供了重要“情报”。每年接待来

普定站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

自大专院校教学实习及中、小学冬夏令营活动师生

昆明植物研究所、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地理科学

约 500 多人次。目前，有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

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

4 所高校将普定站设为常年教学实习基地。

境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河海大

（相关图片请见封三）

学、贵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建立了长期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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