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rocess and Climate Change in Cold and Arid Regions, CAS 

 

2017 年度开放基金申请指南 
 
 

为促进青藏高原和西北干旱区陆面过程、非均匀下垫面大气边界层和气候变化等

方向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研究基金，

资助国内外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开展相关工作。 

 

一、 实验室简介 

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陆-气实验室”）

是中国科学院在西部唯一从事大气科学研究的实验室，2010 年 12 月经中国科学院计

划局批准正式成立。 

陆-气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专门从事青藏高原

和西北干旱区陆面过程、非均匀下垫面大气边界层和气候变化应用基础研究和社会公

益性研究的科研机构，传承了原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优势学科和科研

力量，数年来，陆面气候实验室及其前身主要承担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中与大气科学相关的关键性、基础性科研课题，以寒旱区陆面过程、非均匀下垫面

大气边界层物理和高原与干旱气候动力学为主攻方向，在促进大气探测与遥感技术发

展及强化大气科学与其它交叉学科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本实验室开展我国西

部干旱气候环境的演化规律、形成原因、预测方法以及适应对策，以及青藏高原陆面

过程和气候变化及其对我国、东亚乃至全球气候影响的研究。同时本实验室注重人才

培养，与国内外多个知名科研机构有密切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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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请指南 

1、2017 年度开放课题主要资助的研究方向 

（1）寒区旱区陆面过程 

不同下垫面能量物质收支与湍流结构分析研究； 

陆面过程与灾害天气分析研究； 

寒旱区陆-气相互作用与气候变化研究； 

湖泊、草地、湿地、沙漠和冻土等典型下垫面陆面过程观测与模拟研究； 

（2）非均匀下垫面大气边界层物理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大气边界层和气候变化研究； 

青藏高原大气边界层特征及其参数化研究； 

（3）高原与干旱气候动力学（气候变化） 

青藏高原东北部大气环流及其年际变化特征分析； 

高原陆-气间能量与水分交换过程及其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寒旱区年际气候变化规律与机理； 

短期气候预测方法与理论； 

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 

 2、开放课题申请条件 

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高校、科研机构、产业部门或其它单位的研究人员（不含

博士后和在读研究生）均可申请。课题主持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没有高级职

称的申请者需两名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申请人合作者必须有实验室固定人员，项目

申请须有实验室学科方向带头人推荐。预算经费一般为 5万元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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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放课题的研究期限一般为 1～2年，对实验周期较长或出现特殊情况的项

目，经学术委员会批准可延长一年。具体申报要求请参考《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

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附件 1)。 

4、申请者通过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网站主页

（http://www.nieer.cas.cn/，）、实验室网站主页(http://lpcc.careeri.cas.cnHHH)公告栏下载

《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附件 2)。 

5、开放课题申请截止日期为 8月 30日(邮寄申请书以投递日邮戳为凭)。申请者

须提供签字盖章的纸质申请书原件一式三份提交到实验室，同时提供内容一致的电子

版，难以电子化的附件材料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 

 

三、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320 号 

邮政编码：730000 

联系人：陈昊 

电话：0931- 4967065          手机：13909492648 

传真：0931-4967056          E-mail：chenhao@lzb.ac.cn 

附件： 

1、《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2、《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 

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       

2017年 7月      




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及课题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及相关领域科研水平的提高，


吸引凝聚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及相关科研领域国内外优秀学者来本实验室


开展高水平的基础性和应用基础性研究工作，遵照“开放、流动、联合”的


原则，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


室”）面向国内外设立开放基金，立项资助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具有创


新思想的科研课题（以下简称：开放课题）。  


第二条  为了规范实验室开放基金和开放课题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实验室每年定期发布开放课题申请指南，受理申请。  


第四条  开放课题原则上应在本实验室完成。开放课题研究人员在课题执


行过程中，可与本实验室固定科研人员同等享受使用本实验室大型仪器的优


惠待遇。   


   


第二章   基金申请及审批 


第五条  开放课题应围绕实验室当年发布的申请指南进行申请。  


第六条  开放课题的申请人应为实验室以外的从事教学、科研及专业技术


人员。申请者必须与实验室至少一名的固定成员进行合作。  


第七条  申请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开放课题申请。开放课题申请经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经实验室主任办公会议批准，可获得实验室


开放基金的资助。  


第八条  申请者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提出课题申请，填写《中国科学院陆面







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书》一式3份（可在实验室网


站http://lpcc.careeri.cas.cn/、研究院网站http://www.nieer.cas.cn/ 


公告栏中下载或来函索取），并于每年指南发布之日起15日内报送实验室办


公室。高级职称的教学和科研人员申请不需要推荐，其他人员申请需有一名


高级职称教学和科技人员推荐。  


第九条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申请课题进行评审，根据择优资助的原则提


出资助课题以及资助额度建议。  


第十条  获得资助的课题负责人须填写《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


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计划任务书》，并承诺按照计划完成科研任务。  


  


第三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一条   实验室根据开放课题的性质和重要性给予不同额度的资助。一


般课题资助2-5万元，重点课题资助4-8万元，执行期一般为1-2年，资助金


额一次审定，分年度资助。  


第十二条  开放课题经费的各项开支标准，均按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


资源研究院财务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经费由课题负责人按预算安排使用。实验室对开放课题进行定


期检查，课题完成后要及时决算。对于不能按期完成研究计划的 


课题，实验室有权削减经费或停止资助。课题结束或终止时所余经费应上缴


本实验室。  


第十四条  开放基金开支范围原则上用于支付与课题直接有关的研究费和


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费，如材料费、加工费、版面费、差旅费等。  


  


第四章  科研成果管理 


第十五条  开放课题负责人每年应向实验室提交年度进展报告和相应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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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  


第十六条   开放课题结束后，必须向实验室提交下列资料：  


1、研究工作结题报告；   


2、已发表（或已接受的）学术论文以及研究报告；   


3、已发表论文中的原始技术档案、数据记录、图纸、底片和资料等


的原件或复印件，并提供目录清单。   


第十七条  开放课题的研究成果归实验室和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享（或按


协议分享），成果鉴定和报奖由实验室与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同办理。如申


请专利，按《专利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实验室将定期检查开放课题的进展情况，如发现原研究计划不


能实现时，有权调整、暂停或取消资助。   


第十九条  开放课题完成的书面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等）和研究报


告，归本实验室和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享，发表论文应并列署名“中国科学


院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兰州，730000”，英文署名：“Key 


Laboratory for Land Surface Process and Climate Change in Cold and Arid 


Re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同时应注明


受“中国科学院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以英文发


表的书面研究成果需注明“Supported by Opening Fund of Key Laboratory 


for Land Surface Process and Climate Change in Cold and Arid Re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并报实验室办公室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最终解释权归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


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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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申请书


    项目名称：                                             


    申 请 人：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E-mail  :                                              

申请日期：                                             


中国科学院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


二○一一年四月制


开放课题项目申请简表


		申


请


者

		姓  名

		

		性别

		

		年龄

		

		学位

		



		

		职  称

		

		专业

		



		工作单位

		



		合作者(本实研究人员)

		



		项目名称

		



		申请课题类别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申请资助经费

		            （万元）



		起止年月

		自    年   月至    年    月

		

		



		摘要（500字以内）

		



		关键词

		



		课


题


组

		总人数

		其  中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生

		硕士生

		



		

		

		

		

		

		

		

		

		



		

		主


要


成


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工作单位

		参加月数

		项目分工

		签字



		

		

		

		

		

		

		

		

		

		



		

		

		

		

		

		

		

		

		

		



		

		

		

		

		

		

		

		

		

		



		

		

		

		

		

		

		

		

		

		



		

		

		

		

		

		

		

		

		

		





申请经费预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申请重点实验室资助

		



		                 课题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金 额

		计算明细（）



		（一）直接费用

		　

		　



		  1.设备费

		　

		　



		   （1）购置

		　

		　



		   （2）试剂

		　

		　



		  2.业务费

		　

		　



		   （1）材料费

		　

		　



		   （2）燃料及动力费

		　

		　



		   （3）外协测试化验与加工费

		　

		　



		   （4）出版物/文献/信息传播费

		　

		　



		   3.学术交流费

		　

		　



		   4.其他直接费用

		　

		　



		（二）间接费用

		　

		　



		   1.现有仪器设备使用费

		　

		　



		   2.房屋占用费

		　

		　



		   3.直接管理人员费用

		　

		　



		   4.其他间接费用

		　

		　



		总  计

		





		1、 申请项目立论依据


  1、项目研究目的、意义、应用前景等

  2、国内外研究概况、水平和发展趋势


  3、主要参考文献






		2、 申请项目研究方案及可行性


  1、研究内容


  2、预期研究目标和考核指标


  3、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技术难点


  4、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须具体翔实，包括理论分析、计算、实验方法、实验步骤等）


  5、申请项目的特色或创新之处


  6、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7、成果形式（包括提交、发表论文的数量、题目和时限）






		3、 申请项目研究计划


  1、研究进度计划及阶段目标


  2、在重点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的安排（包括需使用的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名称、数量、使用时数及使用时间安排，试验、测试次数等）








		4、 申请项目已具备的研究条件


  申请者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基础






		 五、申请者及主要成员情况

  1、申请者业务简历和主要成果及水平


  2、主要成员业务简历和主要成果及水平






		6、 推荐意见（申请者不具备高级技术专业职称的，须由两名非课题组成员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推荐。推荐意见主要说明项目的意义和预期取得成果的可能性，申请者和项目组成员的技术水平、研究能力等。专家须亲笔签名，否则无效）


 推荐人（签章）      职务       专业        单位



		 推荐人（签章）      职务       专业        单位



		7、 申请人的承诺和保证（包括研究时间、完成项目考核指标、遵守实验室相关规定等情况的承诺）

       项目申请人签名（亲笔）：                       年   月   日






		八、 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9、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批意见


                           学术委员会主任（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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