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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探地治湖开先河 特色立所谱新篇
——
—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成立 80 周年
■本报记者 陆琦 见习记者 韩扬眉

开拓科学基业 绘制发展蓝图
紫金山麓、玄武湖
畔，一座静谧古朴的科学
大院坐落于此。她，开中
国湖泊科学研究之先河，
筑中 国 流域 地 理 研 究 之
摇篮。她，就是全国唯一
以 湖 泊—流 域 系 统 为 研
究对象的综合研究机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构——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下
简称南京地湖所）。
2020 年，南京地湖所
迎来八十华诞。
80 年 风雨 兼 程 探 地
1940 年 10 月“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纪 治湖，80 年筚路蓝缕筑梦
华夏 。 南京 地 湖 所 以 团
念合影。
结、奉献、务实、创新之精
神，在我国湖泊环境治理
与生态修复、湖泊—流域系统演变与调控、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
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贡献。

立所：
艰苦奋斗奠基业
历史的时钟回拨到 1940 年 8 月 1 日，彼时，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南京
地湖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重庆北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
地理研究机构。
首任所长由我国地学界先驱黄国璋担任。一批毕业于“中央大学”、西
南联大、浙江大学等地理系的高材生，以及从英、美、德等海外留学归国的
青年才俊共同扛起建所大旗，
开启了我国现代地理研究的征程。
在艰难的岁月里，
研究所六易其址。
从重庆北碚中山路到状元碑蔡家湾，
从国立礼乐馆旧址到南京苏州路，
从南京山西路到九华山现址，
每一步都铭
刻着前辈的足迹，
记载着历史的坎坷，
更见证着南京地湖所的发展历程。
在坚定的前进中，研究所几度易名。1950 年，
“中国地理研究所”由新
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接管，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理科学迎
来“新生”；1958 年，大部分科研人员迁往北京，中科院批准成立“中国科
学院 南京 地 理研 究 所”，聚
焦地 理和 湖 泊两 大 研究 方
向， 填补 我 国湖 泊 学科 空
白；
1987 年，再次更名为“中
国科 学院 南 京地 理 与湖 泊
研究所”。
80 年弦歌不辍，上下求
索。 中国 科 学院 院 士黄 秉
维、任美锷、周立三等著 名
地理学家 曾 先后 担 任研 究
所所长，带领一批又一批胸
怀振 兴中 国 地理 科 学之 志
1986 年 8 月，周立三院士（右二）在洞
的将帅贤才加入。他们的足
迹遍及全国，将科学研究与 庭湖考察。
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奠定了
中国地理与湖泊科学发展的坚实基业。

引领学科发展 服务国家需求
再出发，勇立潮头，顺势而为。
当下，南京地湖所主动适应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与新要求，全面贯
彻中科院“三个面向”
“四个率先”的决策部署，不断调
整优化科技布局，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面向需求 勇于担当
新时代，新担当。
湖泊流域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基础性和应用性，
将其学科的创新理论和理念、方法、手段，应用于解决
关键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生态环境
问题，促进其研究成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
要，成为南京地湖所提升其学科地位及社会影响力进
而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途径。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
南京地湖所系统梳理其中
的重大科学问题，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长江经济带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聚焦湖泊系统治理
与流域综合管理，
在湖泊生态系统演化、
湖泊环境治理、
流域地理与可持续发展等学科方向承担了一系列重大
科研项目，
包括
“十三五”
水专项 2 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 5 项、
科技部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 1 项、
科技基础资
源调查专项 1 项、
中科院
“美丽中国”
先导专项 1 项、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1 项等。
加强前沿引导，深化组织管理。近年来，南京地湖
所在湖泊—流域系统格局过程、机制机理、示范应用
和调控管理方面的科研实力有力提升，承担基础重大
科研项目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后续重大科研成果产出
奠定了良好基础。

服务地方 合作共赢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南京地湖所紧密围绕国民经济主战场，聚焦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需求，构
建了一批重大示范工程、转化平台和支撑服务平台，
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成果应用和成果转化。
主持“十三五”太湖水专项和巢湖水专项，构建了
基于湖泊水治理和保护的系列重大技术示范工程和
水体污染系统治理解决方案。相关技术方案在太湖、
巢湖、滇池等重点湖泊及其流域的示范应用中成效显
著，并在抚仙湖、洪泽湖、千岛湖等 10 余个湖泊运用，
有效提高了我国湖泊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管理技术水
平，有力支撑我国湖泊治理保护工作。
开发蓝藻及湖泛预测预警技术，
在国际上率先实现
了藻华及湖泛监测预警业务化运行，
形成监测、
模拟、
评
估和预测预警的系统解决方案，并广泛应用于太湖、
巢
湖、
星云湖、
千岛湖、
于桥水库等湖库。连续 13 年，
南京地
湖所作为江苏省政府防控太湖蓝藻应急处置工作领导
小组唯一科研成员单位，向省委省政府报送《蓝藻水华
预测预警半周报》，
为水安全保障提供重要支撑。

为满足国家水污染治理和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需
求，南京地湖所优化科技创新链布局，形成了“湖泊科
学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
技术研发—工程示范”的完整创新链条，提升服务国
民经济主战场的能力。
此外，南京地湖所主动与地方对接合作，了解地
方需求，分别与昆明市政府、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等地方政
府及部门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服务国民经济主战
场提供制度保障。

打造智库 放眼全球

拓展至中亚、
东南亚和非洲，
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水资
源安全保障研究提供重要基础数据支撑和技术指导。
作为核心成员单位参与建设“中—非联合研究中
心”，支撑坦桑尼亚区域水资源监测；建设“东非大湖
与城市生态研究站”，深入开展东非大湖全流域水体
水环境保护与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依托中科院“中
亚中心”重点部署项目，与中亚多国联合开展中亚地
区湖泊流域水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跻身
国际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前列。

学科引领 贤才汇聚

南京地湖所作为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
科技力量，始终把提供重大咨询建议放在突出地位，
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治理相关成果。
组建高水平科技智库专家团队和实体单元，
在职称
评定、
团队考核、
成果奖励等体制机制方面加以引导，
鼓
励科学家主动思考，
基于坚实的研究基础，
在扎实调研、
充分研讨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新
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和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
湖泊环境治理等重大战略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中存在的关键突出问题提出建议报告。
南京地湖所完成了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
划》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苏皖（溧
阳、郎溪、广德）合作示范区发展规划》等国家级规划，
以及《江淮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
《长江经济带九江市
沿江产业承接转型升级示范区规划》等省市级规划的
编制，支撑了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
立足国内，走向海外。
作为世界五大湖泊研究中心之一，在“以我为主、
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合作交流原则下，南京地湖所
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00 所著名科研机构建立
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与合作关系，多名研究员在国际学
术组织和学术期刊任职，举办各类大型国际会议，多
次荣获江苏省国际合作奖。
南京地湖所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
倡议，
把科研平台

任务带学科，学科促发展。
80 年来，
南京地湖所在承担一个个国家重大科技任
务的过程中，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形成了古今结合、
湖
泊—流域结合、
人文与自然结合的多学科交叉综合特色，
在地质科学、
动植物科学、
环境与生态学和工程学四个学
科方向，
保持 ESI 全球前 1%，
踏入国际学科发展前沿。
聚焦湖泊—流域关键过程与多要素相互作用机
理、湖泊—流域系统演变及对人类活动的响应与综合
管理两大基础科学问题，南京地湖所围绕湖泊生态系
统演化、湖泊环境治理、流域地理与可持续发展三大
学科领域，形成了湖泊沉积与环境演变、湖泊生物与
生态、物理湖泊与水文、湖泊环境与工程、湖泊—流域
过程与调控、流域资源与生态环境、区域人文经济地
理、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八个研究方向，满足国家在
湖泊—流域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区域可持续发展规
划与评估两个应用研究领域的重大需求。
乘风破浪，继往开来。
南京地湖所注重科技创新与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
合，
在承担科研任务中，加快凝聚培养领军人才和拔尖
人才，引进具有信息技术、材料科学、生物技术等学科
背景的研究人员，强化有工程技术背景的支撑人员队
伍建设，
使人才队伍更适应于研究所综合性学科特色。
80 年来，一批又一批湖泊科学、地理科学的高层
次人才从这里开启科学之梦，不断谱写美丽中国建设
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2000 年，科研人员在青海湖进行湖泊深钻采样。

2019 年 8 月青藏科考，拍摄于西藏蓬错。

立学：
“地理”
“湖泊”为人先
艰苦创业，举步维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兢以勤，孕育了地理科学
摇篮，
打造了湖泊研究基地。
建所之初，先辈们便陆续开展嘉陵江与涪江流域、汉中盆地、大巴山
区等一系列野外考察研究，与其他单位协作赴河西走廊、新疆、青海、长江
三峡等地区开展地理学理论探索和地图编制工作。1941 年，首创《地理》
季刊，
随后陆续出版《四川经济地图集》
《北碚志》等图书杂志，为今天地理
学研究储备了丰富的经验资料和高水平地学人才。
80 年来，南京地湖所的地理科学研究经历了从传统到革新的发展过
程，大大扩展了地理研究领域。开展中国农业区划研究与专业地图编制，
推动了我国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国情分析研究，率先提出建立
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开展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建立了统筹流
域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各要素和各区段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体系。
80 年来，南京地湖所的湖泊科学研究从无到有，时至今日设有湖泊
沉积与演化、
湖泊生物与生态、
物理湖泊与水文、
湖泊环境与工程四大研究
方向，
成为中国湖泊研究基地，
孕育了一批独树一帜的创新成果：
创建我国湖
泊流域科学研究的分支体系，
主导我国湖泊综合调查与科学考察，
开展湖泊
沉积与全球变化研究，
开拓我国湖泊湿地资源高效利用的模式……
80 年初心不改，南京地湖所始终坚持“学科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服
务”的指导方针，密切跟踪不同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和紧迫
需求，凝练问题，开拓创新，形成了鲜明的自然与人文交叉融合的综合研
究特色，立足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快速发展地区的区域研究优势，成为我
国地理与湖泊流域科学领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展望：
肩负使命创一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综合治理，加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城市群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补齐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短板，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作为国内唯一从事湖泊—流域综合集成研究的科研机构，南京地湖所
具有完备的湖泊—流域研究体系和科研人才，
自然而然地肩负起支撑国家湖
泊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修复保护、
流域综合管理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重任。
近年来，
在中科院
“率先行动”
计划引领下，
南京地湖所瞄准湖泊学科国
际前沿，
围绕
“山水林田湖草”
综合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
聚焦湖泊治理与流域综合管理，
发展以湖泊科学和流域地理学为核心的
特色学科体系，建议并承担了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取得累累硕果。
站在 80 年的新起点上，南京地湖所满怀壮志再出发，以当前国家需
求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键瓶颈为出发点，找准和凝练湖泊—流域科学发
展方向，努力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湖泊科学基础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基地、
国家湖泊资源利用与环境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济发达地区可
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中心。

建设不可替代创新平台 打造国际一流丰盈硕果
80 年砥砺前行，服务生态文明，南京地湖所形成
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野外台站—院重点实
验室—院工程实验室”广覆盖的科技创新平台。
目前，南京地湖所拥有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
室、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
湖泊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实验室。
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是重要湖泊科学综合
研究基地、
湖泊资源利用与环境治理技术研究中心和湖
泊科学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实验室围绕湖泊水安
全保障和区域生态安全维系方面的重大科学问题，
致力
于完善发展现代湖泊科学理论体系，
创建湖泊水环境质
量改善、
水安全保障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
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围绕流域生
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重大科学问题，立足长江中下
游，聚焦流域地理要素格局演化、机制效应与优化调
控，坚持自然与人文交叉融合、科学性和应用性兼具
的发展道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
国家战略。
中国科学院湖泊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实验
室，则具有工程技术和应用的突出特色，主要瞄准湖
泊—流域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的原创技术研发，制定
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研制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产

品、材料、工艺及装备，推动工程示范及应用推广，培
育湖泊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产业，为政府、行业及企
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同时通过产学研联合机制聚集
和培养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人才。
流域生态科学研究需观测先行，而野外台站作为
重要的科技基础设施，提供着生态系统各生态要素大
量、直接、综合和长期的定位观测数据。
针对不同区域湖泊生态环境问题，立足地理湖泊
学科布局，南京地湖所形成了完善的不同生态类型的
湖泊野外台站监测体系。
太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成立 30
余年来，针对“长三角”高密度人口聚集和经济高速发
展的区域特点，为我国富营养化湖泊生态保护与环境
治理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是国家 24 个优秀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之一，也是全球湖泊生态观测网络
（GLEON）中国唯一成员单位。
鄱阳湖湖泊湿地观测研究站，以湖泊湿地演替及
江湖关系为研究特色，是我国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
中具有代表性的湖泊湿地综合研究站。
抚仙湖高原深水湖泊观测研究站，瞄准国家西部
地区水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战略需求，以深水湖泊物理
参数和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为特色，是我国高原深水

湖泊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
呼伦湖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主要针对
干旱区温带大型浅水湖泊湿地，结合冰冻特征开展相
关科学研究和观测，具有独一无二的典型性和代表
性。
天目湖流域生态研究观测研究站，聚焦我国东南
湿润区流域生态安全与饮用水安全问题，是我国东南
湿润区饮用水水库—流域复合生态系统设置的长期
综合试验研究基地。
2017 年，南京地湖所在非洲坦桑尼亚布局建设
“东非大湖与城市生态研究站”，启动了海外湖泊监测
网络的建设。
这些观测站犹如科学家的“眼”和“手”，在野外开
展长期定位观测、科学研究和示范服务，有效支撑了
湖泊生态系统演化、湖泊环境治理、流域地理与可持
续发展等学科发展，服务地方发展需求，满足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和“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需求。
从野外台站产出的数据和相关产品，最终汇入南
京地湖所建成的全国唯一的湖泊—流域科学数据中
心，并在这里收集、汇交、整编、集成、共享和挖掘分
—国家
析。该中心已被纳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不忘初心志 奋进新时代
80 年辉煌征程，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南京地湖
所以构建和谐研究所为目标，着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研究所推进
“一三五”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政治保障。
南京地湖所高度重视党支部的组织建设，确保党
的基层组织全覆盖，筑牢发展基础。积极推进让科研
一线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研究室负责人，有力促进了
党建科研的融合，彰显了科研院所的党建特色，更体
现出基层党组织“有地位、有能力、有保障、有作为”的
党建工作新形象。
南京地湖所还十分注重加强精神文明和创新文

化建设，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让全所职工牢
记初心使命，激励他们团结进取、锐意创新、奋发有
为，为构建新型和谐特色研究所努力奋斗。
风雨奋进八十载。从天山脚下到青藏高原，从东
北平原到巴蜀大地……在一代代科学家的薪火相传
中，南京地湖所铸就了一座又一座
“美丽中国”丰碑。
谋划改革新局开。南京地湖所将以实干开创未
来，以发展凝聚力量，不断传承中国地湖人的荣耀
与梦想，不断谱写更加辉煌的华彩乐章，为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和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强国目标作出更
大贡献。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筑梦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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