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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野外台站
CAS Field Station

中国科学院千烟洲亚热带森林
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中国科学院千烟洲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观测研

千烟洲站作为综合性和区域性的野外台站，

究站（原“中国科学院 - 江西省红壤丘陵综合开发试

于 2002 年建成我国第一批碳氮水通量观测塔，较早承

验站”，以下简称“千烟洲站”），位于江西省泰

担了地球关键带重大和重点项目，是我国较早开展地

和县灌溪镇（26° 44′ 48″ N, 115° 04′ 13″ E），隶属于

球关键带及地表通量观测研究的野外站点。未来，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千烟洲站建于

烟洲站将以观测研究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1983 年，是 1990 年首批进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为核心，以红壤丘陵地球关键带为对象，以地表通量

（CERN）的野外站。

观测为研究手段，深入理解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服

千烟洲站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创建“丘上林草丘间

务，构建关键带长期定位与综合观测体系，研究区域

塘，河谷滩地果渔粮”的“千烟洲模式”，已作为我

内典型岩石-土壤-大气-水-生物及人类活动相互作用，

国红壤丘陵区生态环境与经济综合发展的成功范例写

成为我国生命科学和地学交叉具有代表性的综合观测

入地理教科书，也是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成立30年

研究站。

来3个重大示范模式之一。目前，千烟洲站建立了“一

2 主要研究方向

站三点”——“一站”指主站区，“三点”指于都、
井冈山和九连山 3 个研究基地，长期定位观测亚热带
人工林、次生林、常绿阔叶林，是以林为主、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研究的典型野外站。

1 研究目标和定位

（1）亚热带森林地下生物学过程及其与地上结构
功能的互馈机制；
（2）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碳、氮、水耦合循环及
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
（3）亚热带流域物质循环与生态水文耦合过程；

千烟洲站以亚热带人工林、次生林、原生常绿阔

（ 4 ）亚热带人工林生态系统多目标经营理论、

叶林等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长期定位观测、控

关键技术与示范模式，以及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

制实验与模拟等方法，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

升。

与关键过程。从而不断完善发展红壤丘陵关键带观测

3 研究成果与科学贡献

体系，为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红壤丘陵区山水林田湖
草-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近 40 年来，千烟洲站在亚热带人工林、次生林和
院刊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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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常绿阔叶林开展了长期生态学观测研究，获取了

凝练了小流域综合管理模式，阐明典型流域碳氮水生

大量有关生物学过程和地球表层过程的第一手数据；

物地球化学循环规律与驱动机制。

率先开展了森林通量观测研究工作，推动根系生态学

4 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理论的发展，构建了多尺度生态水文过程，并进行了
人工林优化管理模式的试验示范。从基础理论到应用

千烟洲站现有研究员 17 人，副研究员 5 人，

实践，从小流域观测研究到大流域预测管理等方面，

助理研究员 7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工程师 2 人，

千烟洲站相关研究促进了科学知识转化，服务了地方

支撑人员 7 人。其中包括院士 2 人，中国科学院王

生态文明建设。

宽诚资源与环境专项人才 1 人，江西省吉安市“庐

建站以来，千烟洲站荣获国家“八五”科技攻

陵英才” 1 人。近 5 年来，千烟洲站累计培养研究

关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

生 73 人，其中硕士生 37 人，博士生 32 人，博士

三等奖 1 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三

后 4 人。

等奖 3 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1 项，江

5 科研能力与技术平台

西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 项。近 5 年来，千烟洲站
在 Nature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425 篇，其中 SCI 论

千烟洲站主站区位于江西省泰和县，站区面积

文 343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研究

3 062 亩，其中 1 611 亩拥有土地所有权。总建筑面积

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优秀青年科

2 935 平方米，实验楼设有常规分析实验室、样品库

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科学

等，目前正在建设 1 000 平方米的科学楼。千烟洲站拥

技术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课题、国家重点研

有于都、井冈山和九连山 3 个研究基地，分布于赣江

发计划课题等 64 项。

中上游地区，各自拥有完整的小流域观测研究，具备

主要学术贡献为：

长期定位观测研究的基础，是南方山地开展地球关键

（1）阐明了生态恢复的过程和机理，创建了“千

带研究的理想基地。

烟洲模式”，发展了“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的理

千烟洲站已形成星机地立体观测体系和由样地到

念，为红壤丘陵区资源综合开发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

大流域尺度点面结合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综合观测

展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研究平台，现有仪器 82 台套，总值 2 314 万元，其中

（2）揭示了森林地下生物学过程，建立根系生物
学研究方法体系，提出基于根系的植物进化理论，解
开植物生存与传播隐秘的“地下规则”。

大于 30 万元以上的仪器 21 台（套）。
主要的长期观测平台有：① 生态系统要素长期
观测场，设有综合观测场、气象观测场、辅助观测场

（3）突破了涡度相关与稳定同位素技术协同观测

和站区调查点，可长期定位监测水、土、气、生等要

的技术瓶颈，从点到面阐明了我国亚热带森林的碳源

素；② 全球变化因子模拟试验平台，主要模拟二氧化

汇功能，揭示了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碳氮水循环的关

碳升高、氮沉降等对人工林生态系统的影响；③ 植

键过程及其机制。

物-土壤系统观测研究平台，主要观测多树种、湿地松

（4）完善亚热带人工林近自然改造与功能提升的
技术及理论体系，建立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模式。
（5）多尺度揭示了流域生态水文物质循环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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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生物学过程；④ 多尺度流域水文 - 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研究平台，包括香水溪小流域水文观测场、松塘
小流域水文观测场、雁门水小流域森林农田长期监测

中国科学院千烟洲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系统；⑤ 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多目标经营试验示范平

科生提供了实习基地，并被教育部遴选为“全国中小

台，已开展杉木大径材培育试验示范、马尾松和湿地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松纯林乔木多样性添加试验、杉阔混交林近自然经营

建站以来，千烟洲站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先后有

试验示范和阔叶林近自然经营试验示范。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6 开放与交流

的官员，以及英、美、德、法等几十个国家数百名
国际学者来千烟洲站考察、交流与学习，部分学者还

千烟洲站作为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野

在站从事野外研究工作。千烟洲站还与德国联邦自然

外支撑平台和学术交流中心，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

保护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

科研人员到站寻求合作研究和开展学术交流。目前，

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和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联合申请

已有中国科学院 10 余家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

课题和培养研究生。 2017 年，千烟洲站被遴选为江

林业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在千烟洲站开展实质性的科学

西省“生态文明示范基地”和“森林经营示范培训基

研究，涉及“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地”，服务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和重点项目等一批重要项目。据不完全统计，近 5 年

（相关图片见封三）

来，千烟洲站合作培养研究生 70 余人，为 170 余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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