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

丽中国等国家战略。当前我国生态功能退化、人居环境持续

恶化的问题在城市区域尤为突出。如何减少城市发展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满足城市居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既是国

内外生态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也是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需

求。

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建于2001年，2008年加入中国

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城市生态系统研究

站。北京城市站依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

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首都及其周边区域生态安全与

人居环境改善的需求，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

及其长期演变规律，为认识城市生态系统中自然与人类社会

的相互作用关系提供研究平台，为首都及区域的城市规划、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建站以来，建立了由遥感监测、长期样

地监测、定位监测、生态模拟、社会经济调查相结合的综合

监测研究体系；开展了城市与区域主要生态要素的时空变化

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城市生态系统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

制和生态效应、城市生态系统过程、以及城市生态系统综合

评价与生态调控机理等研究；并坚持开展科学传播与示范工

作，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评为全国优秀科普教育基地。北京

城市站为认识和揭示历史文化悠久、发展迅速、功能综合的

特大城市生态系统演化规律提供监测、研究和示范基地，对

我国城市生态站的建设和城市生态学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示

范作用。

截至2019年，北京城市站共有4个综合监测平台、2个水

文水质监测站、51个河湖监测点和2个地下水监测点、5个长

期监测主样地和200个城市生态长期监测样地；建立了独立的

空气、水、土壤与微生物分析实验室；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原

始数据、图片资料、遥感影像等。

2019年度，北京城市站顺利完成水、土、气、生各项常

规监测工作。获得监测数据包括水分数据62套，土壤数据4

套，大气数据10套，生物数据248套，生物标本7000余号，图

片图像4380幅。在原有远程数据传输系统基础上，完善了基

于物联网技术的城市生态环境数据监测体系，进一步提升了

自动监测能力。

2019年度，北京城市站的科研工作稳步推进。负责或参

与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等研究项目共

4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共发表论文38篇。

《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年报》从2020年开始编写，

希望增进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人士对北京城市站的了解，扩大

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提高我国城市生态学领域的整

体研究能力与水平，为开展城市生态监测与管理，构建优美

的城市人居环境献计献策。

在此，我谨代表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学术委员会向

关心、支持和帮助北京城市站的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和机

构、有关部委、地方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和生态学界的朋友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学术委员会主任
 2020年7月

傅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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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站基本概况 科学目标与任务
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依托城市与区域生态国

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唯

一以城市生态系统为观测和研究对象的长期生态学研

究站。自2001年启动建设至今，融监测、研究和示范

为一体，开展城市生态系统中水分、土壤、生物和大

气等生态要素的长期定位监测，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结

构、格局、过程、功能和服务及其演变，为城市可持

续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坚持面向公众开展

科学传播工作，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评为全国优秀科

普教育基地。

目前，北京城市站已经建成沿北京季节主风向，

跨越北京核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延伸到西北远郊山

区的4个长期观测平台，同步开展空气质量和气象观

测、PM2.5采样分析、空气花粉观测、降雨降尘观测、

植物物候观测、植物生长和蒸腾观测、植物排放VOC

观测、昆虫多样性、鸟类多样性和空气微生物多样性

观测等；建立了宋庆龄同志故居和雾灵山2个水文水质

监测站，以及51个河流、湖泊常规监测点和2个地下水

监测点，开展北京城市和区域水文水质监测；建立了5

个长期观测样地和200个城市典型绿地监测点，开展城

市生物监测。拥有室内分析及野外原位观测设备200余

台（套），总价值2000多万元。

系统观测北京城市生物及其

生境要素和主要生态过程的时空动

态，为城市生态系统和区域环境演

变研究提供长期数据积累。

研究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结

构、格局、功能和服务的时空动态

及其驱动力和生态环境效应。 

研究城市生态系统人与自然

耦合机制，探讨人类活动对生态系

统的影响机制和适应策略，发展社

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

论。 

开发和推广面向城市生态系

统结构优化和功能改善的生态工

程、生态管理和生态规划方法，为

城市可持续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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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监测与调查

城市水体和水分观测

空气质量及气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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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监测
2018年开始在蟒山监测平台、北京教学植物

园、景山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4个地点共安

装红外相机20台，连续在线监测城市动物种类和

分布，共获得图片和视频资料约 1500条。

2018-2019年利用红外相机在蟒山监测平台已发现了

豹猫、狐狸、獾、野猪、野兔、松鼠等野生动

物。

土壤监测样地和生物监测样地一致，调查频

率一致。根据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要求，每

五年一次，向土壤中心汇交数据及样品，接受土

壤中心的考核和工作指导。

2017年开始在蟒山、中科院生态中心、北京

教学植物园和大兴采育4个监测平台各安装1套土

壤温湿盐自动观测系统，实现了土壤温度、湿

度、盐度、电导率的自动在线长期观测。2019年

顺利完成监测任务，获得4套完整小时频度的连续

监测数据。土壤温度湿度盐分监测数据每年向中

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水分分中心汇交数据，并接

受工作指导。

研究进展与成果

城市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周伟奇研究员研究指出城市生态系统的社会

与生物物理复杂性要求城市生态学研究需要采用

强有力的跨学科视角，离散研究学科不足以解决

城市生态系统的复杂多维及持续动态；城市生态

系统中的生态学知识必须由生态学家、决策者和

实践者（包括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在公众的参

与下共同产生。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城市生态系统格局演变研究

王静博士等基于高分数据，发展了刻画景观

过程的新方法。构建了绿地动态度指数，准确量

化城市绿地的实际动态度，揭示了城市绿地演变

的时空过程，并发现2005 - 2009年北京五环新增

绿地的质量要低于被侵占的绿地，表明城市绿地

面积上的增加并不能表征城市绿地质量的相应增

加，建议城市规划中，要重视城市绿地的变化过

程，而不只是净增长。本研究及时、准确地掌握

了城市绿地系统的空间动态过程，为城市绿地健

康管理、土地利用规划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出

了科学合理的建议。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Landscape Ecology。

城市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韩立建等首先利用我国业务化运行的空气质

量监测网络数据，定量评估了目前广泛应用的卫

星遥感反演的PM2.5浓度数据产品，并给出该数据

的应用建议。在此基础上，定量评估了2000-2015

年我国PM2.5污染的多年累积暴露情况，发现全国

约60万平方公里持续暴露于PM2.5>35μg/m3的污染

之中，造成4.71亿人口持续暴露其中，带来巨大

的潜在健康风险。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Magazine和Earth 

Future。

赵秀玲博士等利用2015-2016年空气污染监

测站数据，探究了中国269个地级市城镇地区

PM2.5浓度及其变化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聚集性

结果表明区域协同治理空气污染，尤其是在京津

冀地区，虽然能起到一定效果，但是作用比较局

限。PM2.5污染及其变化存在季节特异性，因此在

实施管控措施时，应考虑不同季节特异性气象条

件、人为活动等产生的影响。同时，结合185个城

市统计年鉴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城市规

模、人口密度、产业结构、机动车辆和人均收入

对PM2.5浓度及其变化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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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干道径流污染研究

曹雪莹、任玉芬等对北京城市主干道降雨径

流进行取样监测，分析了径流污染物TSS、EC、

CODCr、TN、TP、Zn和Ni的污染特性，并在此基

础上估算污染物年污染负荷。研究结果表明，北

京城市主干道径流水质为劣Ⅴ类；污染物浓度与

降雨量、平均降雨强度、降雨历时和雨前干期长

度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依据冲刷作用与稀释作

用的强弱变化，相关性有一定变化；用TSS和EC

表征污染物在径流中的存在状态，发现COD、

TN、Zn和Ni在径流中主要以溶解态存在，TP主要

以颗粒吸附的形式存在；据实际监测数据估算，

北京城市主干道年污染负荷TSS、COD、TN、

TP、Zn和Ni分别为3273.15、266.86、16.24、

1.89、0.10和0.01kg·hm-2·a-1。城市主干道径流污染

特征研究可以为城市道路径流污染防控与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环境科学学

报》。

城市植物物候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导致植物物候提前。

苏跃波等研究了北京城区的油松叶和雄球花的物

候相，结果显示，随着距市中心距离的增加，叶

和雄球花的物候相分别提前0.36~1.92days/km和

0.41~0.66days/km发生。随着观测样地周围硬化地

表覆盖面积的增加，叶和雄球花的物候相显著提

前发生，并且叶物候相的提前程度随着叶的生长

加剧。叶生长盛期（LEpeak）对城市化的响应最

敏感，雄球花花粉洒落期（MCpollen）与花粉致

敏密切相关，因此，在时间和经费有限的情况

下，应该将优先权给予叶生长盛期和雄球花花粉

洒落期，以期更好地理解城市化对植物物候的影

响，更有效地维护人类健康。相关研究结果发表

在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城市植物与地表硬化的关系研究

为了探究城市植物对地表硬化的生态响应，

汪旭明等开展了两项模拟实验。

√较大面积地表硬化模拟实验

铺设较大面积硬化地表（包括透水和不透水

硬化地表），栽种北京市2种常见绿化树白蜡

探讨其光合过程对不同类型硬化地表的响应。栽

种后第4年原位测定净光合速率对光强和CO2浓度

的响应曲线，进而估算相应光合参数。硬化地表

使地表温度和土壤温度显著升高，使土壤水分显

著降低，环境因子的变化程度随硬化地表类型而

发生改变。白蜡和元宝枫光饱和点上最大净光合

速率，白蜡饱和胞间CO2浓度，元宝枫光饱和

点、CO2饱和点上最大净光合速率和最大羧化速

率在不透水硬化地表上均显著降低，表明硬化地

表不仅使叶片光合速率降低，还导致叶片对高光

强和高浓度CO2利用能力的下降。不透水硬化地

表上树木光合作用的下降主要由较低的土壤可利

用水分含量导致。总体来看，元宝枫较白蜡表现

出对硬化地表更高的敏感性，透水硬化表较不透

水硬化地表对树木光合参数的影响更小。

√盆栽模拟实验

探讨城市绿化树光合作用对硬化地表和干旱

胁迫的响应，有助于为在快速城市化和气候变化

背景下城市树木的管理提供参考。种植北京市常

见绿化树白蜡和银杏（Ginkgo biloba），开展硬

化地表和干旱胁迫模拟实验。结果表明：（1）硬

化地表使地表温度升高、空气湿度下降，同时使

银杏净光合速率和最大光合能力显著降低；（2）

干旱使白蜡和银杏净光合速率、光饱和点上和

CO2饱和点上最大净光合速率均显著降低；（3）硬

化地表和干旱的复合作用对树木光合的不利影响

显著高于干旱的单独作用。从结果推断，未来可

能更加严重的干旱将加剧硬化地表上树木光合作

用的降低。总体来看，白蜡较银杏表现出对环境

胁迫更强的耐受性，是更适合于种植在硬化地表

上的树种。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和 iForest-Biogeosciences and 

Forestry。

09 10

城市热环境效应研究

田蕴钰等基于遥感卫星、激光雷达等多源

数据，构建6个二维指数和8个三维指数，量化了

北京部分居民区的景观形态特征，能够极大地推

动城市内部构造的定量刻画。同时揭示居民区热

环境的时空格局变化，阐释了水平和垂直空间形

态对热环境的影响，发现城市三维景观的组成

（如植被建筑体积比）和配置（如邻近建筑间

距）将显著影响城市的日间气温，而建筑高度则

显著影响夜间气温。研究结果可为阐明热岛效应

产生机制、改善人居热环境和城市景观设计提供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Landscape Ecology。

王佳博士等利用MODIS逐年夏季平均地表温

度数据，定量评估了2000-2015年北京市热环境演

变情况，发现城市热岛强度逐年显著增强，特别

是15年间新扩建的城区。而相比较于城市区域温

度的不断上升，郊区温度的快速下降是导致北京

市城市热岛强度快速增强的主要原因。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Remote Sensing。

城市植物与臭氧的关系研究

张红星博士等利用移动监测车发现，北京西

部和北部山区臭氧浓度较高，在典型臭氧污染条

件下这种现象更为突出，而在道旁树附近也监测

到了高浓度的臭氧。采用被动采样分析方法分析

了北京城市和远郊10个样地的臭氧浓度，发现北

京西部和北部山区植被茂密地方的臭氧浓度高于

平原区域。运用森林健康专家咨询系统，鉴定出

（Fraxinus chinensis）和元宝枫（Acer trunc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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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这种现象更为突出，而在道旁树附近也监测

到了高浓度的臭氧。采用被动采样分析方法分析

了北京城市和远郊10个样地的臭氧浓度，发现北

京西部和北部山区植被茂密地方的臭氧浓度高于

平原区域。运用森林健康专家咨询系统，鉴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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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嵌套过程。

该研究定量和定位了研究区鸟类多样性热

点，可为雄安三县生态廊道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建议在三个县城内部开辟城市绿地，并提升公园

内的植被结构复杂度，以增加市区内鸟类物种的α

多样性；同时建议通过构造各城区差异化栖息地

实现区域鸟类群落β多样性的提升。相关研究结果

发表在PeerJ。

城市河流浮游动物群落研究

基于北京优美河湖监测评价项目，刘玉飞、

任玉芬等根据北京市28个水体81个断面的水样

品，鉴定出浮游动物4类68种，其中原生动物17种

占25%，轮虫36种占53%，枝角类13种占19%，桡

足类占3%，主要是桡足幼体和无节幼体。15种优

势种中12种主要来自于轮虫和桡足类。山区河流

浮游动物以原生动物和桡足类为主，城郊结合区

以桡足类为主，城区以轮虫为主。综合水质标识

指数法、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

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山区河流

水质总体上优于城区，城市水质优于城郊结合

区；采用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法识别出水体主要

污染因子为总氮。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和典范

对应分析(CCA)后发现，NH4
+-N、BOD5和COD

等对浮游动物特征影响较大。相关研究结果发表

在《环境科学》。

城市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影响因素

采用部门法核算了11个典型城市2006-2015

年间的CO2排放量，根据各城市排放特点将之分

为四类：经济高度发达城市、高碳排放城市、低

排放低增长城市和低排放高增长城市，并运用

LMDI因素分解法对比分析了四类城市CO2排放量

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十年间北京和广州CO2

排放呈负增长趋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12%

和-11.82%；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CO2排放密度呈

减少趋势且具有空间相邻特征，CO2排放强度从

整体上表现为经济高度发达城市＜低排放低增长

和低排放高增长城市＜高碳排放城市；人口和人

均GDP对CO2排放的增长始终为促进作用，但人

口的贡献相对较低，能源强度是CO2排放增长最

主要的抑制因素，产业结构对经济高度发达城市

CO2排放增长均表现为抑制作用，能源结构是高

排放城市、低排放低增长城市和低排放高增长城

市CO2排放增长的第二大正向效应。

11 12

2019年，依托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开展工作的科研项目共41项，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资助，总经费约1.4亿元。

科研项目其中的18种植物表现出了伤害特征，表明北京城

市和远郊的植物已经受到高浓度臭氧的胁迫。

进一步研究表明，臭氧浓度和当时的NDVI

显著正相关，臭氧浓度随NDVI增加呈现Logistic

增长，而且郊区高浓度臭氧并非由城区远程输送

而来。这个发现为地表臭氧浓度和植被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直接的数据证据，首次在NDVI和地表臭

氧浓度之间建立了数量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植物

和空气界面生理生化过程指明了方向。相关研究

成果优先发表在《生态学报》。

城市鸟类多样性研究

谢世林等对雄安新区的城市鸟类进行调查，

2017年和2018年繁殖期（4-6月）共记录到鸟类37

种，分属9目26科。从居留型来看，留鸟和旅鸟居

多且占比相同（ 40.54%），繁殖鸟总共占

78.38%；从食性类别看，以食虫鸟为最多（占

48.65%），食虫食果鸟次之（占18.92%）。各城

市化梯度间的繁殖鸟物种和个体分布均有显著差

异，城乡过渡带的鸟类物种和梯度专属种较城区

和农村地区均更高。

研究指出，空间周转作用对于雄安新区鸟类

物种β多样性具有更大贡献。容城和雄县之间的物

种相异性完全由空间周转导致，容城和安新县之

间的相异性主要决定于物种嵌套过程，而雄县与

安新县之间的相异性则同时取决于物种空间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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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于2019年荣

获第二届中国生态文明奖，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

究站是其开展科普活动的主要依托平台。

2019年4月，北京城市站王静博士在美国景

观生态学会议上获得NASA-MSU Professional 

Enhancement Award荣誉。

由北京城市站推荐，以李品和冯兆忠研究员

为主要完成人，发表在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期刊上的研究论文“A meta-analysis on growth,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responses of woody 

species to ground-level ozone highlights the role of 

plant functional types”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

研究网络年度“十佳”青年优秀论文奖。

获奖成果

2019年北京城市站工作人员发表论文共38

篇，其中SCI论文25篇。

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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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城市站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通讯作者 刊物 卷、期、页 影响因子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通讯作者 刊物 卷、期、页 影响因子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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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通讯作者 刊物 卷、期、页 影响因子

台站自从2001年建站以来，积累了大量宝贵

原始数据、图片资料、遥感影像，包括：空气质

量、气象、河湖水质、暴雨径流等。野外监测和

实验室内化学分析完成后，数据及时整理和分

析；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及时下载，每月定期整理

一次。通过周期性的会议，及时总结数据，梳理

问题，查缺补漏，有效控制了监测数据质量。

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目前已将北京城

市站历年的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和总结，按照监测

地点、监测时间等的顺序，将采样记录、实验记

录、监测记录和仪器故障以及维修保养等的情况

进行了整体规整，存入城市站专属的数据库保存。

2017年购置的数据管理平台针对北京城市生态系

统的水土气生要素及其主要生态过程的变化的监

测研究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

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
数据管理

北京城市站主要连续监测数据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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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汇总、分析、备份和查询。主要数据集如

下：

空气质量数据集（2004-2019），主要包括

SO2、NOx、O3、CO、PM2.5等指标。

气象监测数据集（2002-2019年），主要包

括大气辐射、天气状况、气压、风、空气温度、

空气湿度、降水、水面蒸发、地表温度等指标。

水分监测数据集（2003-2019年），主要包括

土壤含水量、地表水水质、地表径流、地下水

位、地下水水质、水面蒸发等指标。

生物监测数据集（2007-2019年），主要包括

城市生态系统植物群落组成和结构、优势植物和

凋落物的元素含量与能值测定；鸟类种类与数

量、昆虫种类与数量等指标。

土壤监测数据集（2009-2019年），主要包括

土壤温度、湿度、盐分、有机质、全氮、全磷、

全钾、速效氮、速效钾、pH。另外还对土壤矿质

含量，微量元素和重金属元素、速效微量元素、

土壤机械组成、阳离子交换量、土壤剖面等指标

进行监测。

本着为科研服务的态度，北京城市站野外观

测、室内分析、长期定位观测数据以及空间数据

一直对所内外有关研究人员开放共享。2011-2019

年期间对外数据共享79次，服务对象涉及10家单

位27个课题组/团队，所外单位包括北京大学、中

国林科院、北京教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科院遥感所、大气物理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新疆生地所和遗传所等。共享服务的科研

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

目、青年基金，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科技

支撑项目、中科院战略先导B专项、水专项以及

重点实验室项目等。共享数据类别主要包括蟒

山、生态中心、北京教学植物园等多站点的气

象、空气质量、土壤温湿度、涡度相关、植物生

长、树干液流等长期监测指标。

2019年，北京城市站对外数据共享11次，为

所内外科研团队及科学家提供数据支持达66.17万

条，共1604.3万组数据项。其中，为城市与区域

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提供数据支持达9.8

万条，共789.72万个数据项。 

共享服务

2014-2019年，美国Cary生态系统研究所、

巴尔的摩生态系统研究站首席Steward Pickett教授

与Morgen Grove教授多次来城市站开展合作研

究，每年在生态站进行为期1-3个月的交流，开展

全球城市化背景下的区域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综

合生态与社会经济的整合性研究，探讨中国城市

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生态问题及对应策略。

2016年，北京城市站与美国林务局（U.S. 

Forest Service）签订了共同合作备忘录。任玉芬

副站长获中科院公派留学基金资助，于2016-2017

年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

研究。张红星博士获中科院公派留学基金资助，

于2018年9月到2019年9月，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立

大学进行访问研究。

北京城市站立足于CERN长期研究站，放眼世界，面向国际和国内科教单位开放，
吸引了众多科研人员到站开展研究工作和合作交流。通过互访讲学、互派研究生、开展
短期学术研究、举办学术讨论会等方式，开展了大量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与
美国凤凰城城市生态站、巴尔的摩城市生态站以及马萨诸塞州大学等开展多次学术交
流，联合举办国际国内城市生态研讨会，大大提高了学术研究水平。

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

国际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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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站对城市生态调查与监测指标、技

术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形成一系列较为完善

的方法体系，并将其应用到全国多个城市的生态

学研究中，为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区域（如城

市）开展生态环境变化观测与研究提供支撑与示

范作用。

师和孙旭工程师分别介绍了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监

测指标体系和野外观测仪器、台站管理、数据传

输等有关情况，并引导来访人员实地考察了北京

教学植物园监测平台和大兴采育监测平台。此次

调研，为西安城市生态环境观测研究站构建监测

指标体系和开展监测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

证经验。

√澳门生态调查及管理规范研究

北京城市站参与开展了澳门生物多样性及生

态调查，生态格局遥感分析，公众调查参与咨

询，生态重要性评估。建立了澳门具特殊保育价

值的野生动、植物清单，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与

环境严格保护区范围，提出了环境严格保护区管

理与恢复措施建议。

√北京河湖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从2017年起，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连续

3年对北京市主要河湖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调查和

监测：建立了生态调查和监测的方法体系和标

准；确定生态调查和监测的主要内容。调查和监

测了北京市河湖的关键水质指标以及水生植物、

水生动物、植被、鸟类等，为北京市河湖生态环

境评价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

√深圳陆域生态调查评估

北京城市站参与开展了深圳生态格局的调

查，数据库构建和深圳城市生态监测、评估与管

理系统原型系统开发，同步开展生态系统构成、

典型生态过程、部分典型生态问题的数据整理和

前期调研，以及生态质量评估方法体系的构建。

√西安城市生态环境观测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安芷生院士团队

到北京城市站调研。北京城市站张红星高级工程

对城市与区域生态研究的支撑与示范

2019年5月28日，由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

站、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生态

学学会和SURE-China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城市生

态论坛”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顺利召

开。论坛主题是：“城市生态系统长期研究与生

态管理”。来自美国、德国以及国内的27个省、

市、自治区，100多家单位的近300名城市生态科

技工作者参加了论坛。

组织学术会议

2019年9月5-7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CERN）水分分中心在长白山站举办CERN水环

境监测规范修订培训与水化学分析研讨班，北京

城市站研究人员参会，任玉芬副站长应邀作了题

为“城市生态系统水化学监测与数据产品开发”

的报告。

2019年11月21-22日，首届全国生态系统观

测研究科学大会暨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成立三

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城市站研究

人员参会，周伟奇研究员等组织了“‘社会-生

态’系统长期观测与研究”分会场。

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第十八届中国生

态学大会在云南昆明召开，北京城市站研究人员

参会，周伟奇研究员等组织了“城市生态学研究

方法系列——生态环境遥感方法与应用”分会

场。

2019年12月15-18日，北京城市站研究人员

赴江苏南京参加CERN土壤监测技术培训暨研讨

会。

参加学术会议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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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站现有长期在站

固定人员8名，其中研究员1

名，副研究员1名，高级工程师

2名，工程师3名，助理工程师1

名。

固定工作人员

2019年，依托北京城市站

开展工作的研究生有25名，在

城市景观格局、城市环境污

染、城市生物生态效应等方面

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依托城市站开展

工作的研究生

人员组成
北京城市站固定工作人员

依托北京城市站开展工作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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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

地质勘探、湿地保护、生态建设，地球科学与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2019年6月2日，北京城市生态站站长周伟奇研究员

作客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学不分科》栏目，为青少年朋友讲

述有关城市生态学的学科故事。相关视频在BTV青年频道播

出。

2019年3月21日，北京城市站

接待了中科启元学校学生，实地观

摩了生态中心监测平台有关监测设

备，学习了气象要素监测的方法。

2019年12月11日，北京城市站张红星博

士受济南市章丘区第二实验小学邀请，到该校

讲授科学课程。授课题名是《低碳生活》、

《臭氧和植物》，区教育体育局研究室主任吕

学江、副主任刘伟、教研员苏明霞以及学校的

300名师生参加报告会，报告会通过钉钉教育

云直播，收看人数达到800余人。

2019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举行一年一度

的科普盛筵——“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公众科学日活动。活动吸引

了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四中、农大附小、上地实验小学

等大中小学及社会各界人士近700多名公众前来参与。北京城市生态

系统研究站工作人员接待了来访公众，并就城市生态系统观测指

标、意义和观测方法（太阳辐射、紫外辐射、地表辐射、日照时

数、风速风向、温湿度等）等作了讲解。

2019年10月16日-10月18日，北

京市登来小学300余名小学生参观了

北京城市生态站大兴监测平台。城市

站工作人员苏芝敏和孙旭带领来访学

生参观了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等相关监

测设备，并就城市生态系统观测指

标、意义和观测方法等作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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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1日，北京城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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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了生态中心监测平台有关监测设

备，学习了气象要素监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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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和植物》，区教育体育局研究室主任吕

学江、副主任刘伟、教研员苏明霞以及学校的

300名师生参加报告会，报告会通过钉钉教育

云直播，收看人数达到800余人。

2019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举行一年一度

的科普盛筵——“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公众科学日活动。活动吸引

了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四中、农大附小、上地实验小学

等大中小学及社会各界人士近700多名公众前来参与。北京城市生态

系统研究站工作人员接待了来访公众，并就城市生态系统观测指

标、意义和观测方法（太阳辐射、紫外辐射、地表辐射、日照时

数、风速风向、温湿度等）等作了讲解。

2019年10月16日-10月18日，北

京市登来小学300余名小学生参观了

北京城市生态站大兴监测平台。城市

站工作人员苏芝敏和孙旭带领来访学

生参观了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等相关监

测设备，并就城市生态系统观测指

标、意义和观测方法等作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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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9日，北京城市站工作人员受邀参加朝阳区中小学生科技文化节，开展科学

传播活动。

2019年11月1日，北京城市生态

站工作人员接待了呼家楼中心小学学

生，就有关城市生态系统监测知识作

了讲解。

2019年5月30日，北京城市站工作

人员在北京教学植物园监测平台为中

小学生作科普教育讲解。

2019年11月19日，北京城市生态

站工作人员受邀参加北京市十三中学

科技节活动，并作科普讲解。

大事记

经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由周伟奇研究员任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站长，任玉芬高级工程
师、逯非副研究员任副站长。

2019年2月11日

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召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傅伯杰院士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2019年5月27日

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生态学学会、SURE-China在北京联合举办第八届城市生态
论坛。来自美国、德国以及国内的27个省、市、自治区，100多家单位的近300名城市生态科技工作者参加了论坛。

2019年5月28日

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张红星博士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访问研究，主要方向是城市生态学。2018年9月-2019年9月

首届全国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科学大会暨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
究站组织了“‘社会-生态’系统长期观测与研究”分会场。

2019年11月21-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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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主任：
傅伯杰                    院    士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副主任：
于贵瑞

欧阳志云 

院     士

研究员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委员：（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利顶 

何     永 

何兴元 

李俊祥 

李延明 

鹿海峰 

吕永龙 

孟庆义 

彭     建 

王     成 

王效科 

邬建国 

杨     军 

研究员 

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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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教授级高工 

高级工程师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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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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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教     授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第二届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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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城市站教学植物园监测平台，与少年
儿童分享对环境保护的理解和认识。

2013年4月15日，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视察北京城市站教学植物园平
台。

2005年11月9日，由北京城市站主办的城市生态系统长期研究与生态管理
学术研讨会在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召开。

2006年5月23日，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就城市生态长期研究等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建立了中美联合实验室。

2008年1月12日，经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专家组论证，北京城市
站获批加入CERN，成为首个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 。

2011年10月25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城市生态学团队访问北京城市站。

31 32

历史档案
1.

2.

3.

4.

5.

6.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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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18号
邮编：100085

电话：010-62849751;010-62849752
网址：www.bjurban.rcees.ca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