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推荐书 

（ 2018 年度） 

一、基本情况 

专业评审组：环境科学与生态保护      成果类别：基础类             编号： 

项目名称 气候变化对富营养化湖泊蓝藻水华暴发的驱动机制与应对策略 

完 成 人 
秦伯强、朱广伟、施坤、李未、刘霞、邓建明、许海、龚志军、汤祥明、朱

梦圆、邵克强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推荐单位（盖章） 

或推荐专家（盖章） 
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 

学科分类 

名    称 

1 地球科学 代码 170 

2 地理学 代码 170.45 

3 自然地理学 代码 170.451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任 务 来 源 国家重大专项、基金资助、部委计划、国际合作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1) “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太湖富营养化控制与治理技术及工程示范项目第10课题“太湖“湖

泛”与水华灾害应急处置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2012ZX07101-010，2012.01-2015.12）； 

2) “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太湖富营养化控制与治理技术及工程示范项目第13课题“太湖湖

体氮磷污染与蓝藻水华控制技术与工程示范”（2009ZX07101-013，2009.01-2011.12）； 

3)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湖泊富营养化过程监测与水华灾害预警技术研究与系统

集成”（KZCX1-YW-14，2008.01-2010.12）；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浅水湖泊生态系统动力学”（40825004，200万元，

2009.01-2012.12）；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型浅水湖泊水-沉积物微界面的环境特征及其环境效应”

（40730529，2008.01-2011.12） 

授权发明专利（项） 10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13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4年1月1 日 完成：2015年12 月31 日 

 



 

二、项 目 简 介 
 

当前，全球众多湖泊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问题。湖泊蓝藻水华不仅受营养

盐影响，还受气候水文因素控制。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研究主要关注富营养化对蓝藻水华暴发

的影响，而较少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江苏湖泊众多、营养盐背景高，蓝藻水华问题尤其突出，

大大削弱了湖泊的生态服务功能，威胁饮用水供水安全，严重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研究，本成果揭示了长期气候变化与极端气候事件叠加富营养化对湖泊

蓝藻水华暴发的双重驱动机制，阐明了气候变化极大程度上抵消了流域内大规模控源截污等系列

治理工程对蓝藻水华控制的正面效应，以全新的理论解释了太湖蓝藻水华动态波动和久治难愈的

原因。同时，为应对这种迫切而严峻的情势，本成果自主研发构建了蓝藻水华的监测监控和预测

预警系统，提出了变化气候条件下蓝藻水华短期和长期防控策略，为太湖饮用水安全保障提供了

坚实的科技支撑。 

1）揭示了气候变化和营养盐富集对蓝藻水华暴发的协同放大机制：长期气候学研究发现我国

东部地区散射辐射、气温和水温显著增加，而风速显著下降，形成有利于蓝藻水华暴发和漂浮集

聚的长期气候环境；首次揭示了长期气候变化叠加营养盐富集对蓝藻水华暴发的协同放大机制，

科学诠释了富营养化湖泊蓝藻水华及其灾害风险的严峻性和长期性。 

2）发现了短期极端气候事件加剧蓝藻水华暴发强度和变率：研究发现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

国东部地区强降水、台风和高温热浪等极端气候事件明显增加，加大了营养盐供给和蓝藻水华发

生风险，系统阐明了极端气候事件对内外源营养盐供给和蓝藻水华暴发的作用机制，澄清了太湖

经过大规模的治理之后虽然营养盐浓度有所下降，但是蓝藻水华范围和频度仍然没有好转的根本

原因。 

3）研发了蓝藻水华监测和预警系统，提出了蓝藻水华控制的应对策略：构建了天地空一体化

监测监控平台，实现了对蓝藻水华多途径、全过程和广覆盖的有效监控；研发了耦合三维水动力、

营养盐迁移转化和蓝藻生长与水华暴发等过程的浅水湖泊生态模型；首次创建了湖泊蓝藻水华预

测预警系统，率先在国际上实现了蓝藻水华及湖泛短期精准预测的业务化运行；提出了气候变化

背景下蓝藻水华短期应急处置和长效防控策略。 

项目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SCI论文80余篇，授权核心发明专利10项，软件著作权登记13项，

8篇代表性论著被Nature及子刊等SCI他引313次，形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1个。形成

的3份咨询报告被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采纳并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 

项目成果的理论发现突破了长期困扰浅水湖泊蓝藻水华控制和富营养化治理的理论瓶颈，发

展了湖沼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蓝藻水华及湖泛预测预警系统填补了该领域的国际空白，支撑地方

政府显著提升了蓝藻水华防控能力，科学保障了太湖等饮用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安全，得到了江苏

省水利厅和江苏省太湖办等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在江苏、浙江等重要水体得到推广

应用。成果引领了浅水湖泊湖沼学研究前沿，对湖泊蓝藻水华灾害防控、富营养化控制和环境可

持续管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六、代表性论文论著情况（应用类可以不填） 

1、代表性论文论著目录（不超过8篇） 

序

号 

论文论著名称 

/刊名/作者 

影响

因子 

年卷页码（XX

年XX卷XX

页） 

通讯作者 
第一作

者 

SCI他

引次数 

他引总

次数 

是否国

内完成 

1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nutrient ratios on Microcystis blooms in Lake 

Taihu, China: An 11-year investigation/ Harmful Algae/Liu X, Lu X, Chen 

YW 

3.087 
2011 年 10 卷
337-343 

陈宇炜 刘霞 86 93 是 

2 

Earlier and warmer springs increase cyanobacterial (Microcystis spp.) blooms 

in subtropical Lake Taihu, China./Freshwater Biology/Deng JM, Qin BQ, Paerl 

HW, Zhang YL, Ma JR, Chen YW 

3.255 
2014 年 59 卷
1076-1085 

秦伯强 邓建明 25 30 是 

3 
Lake eutrophication and its ecosystem response/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Qin 

BQ, Gao G, Zhu GW, Zhang YL, Song YZ, Tang XM, Xu H, Deng JM 
4 

2013 年 53 卷
961-970 

秦伯强 秦伯强 43 53 是 

4 

The role of tropical cyclones in stimulating cyanobacterial (Microcystis spp.) 

blooms in hypertrophic Lake Taihu, China/Harmful Algae/Zhu MY, Paerl HW, 

Zhu GW, Wu TF, Li W, Shi K, Zhao LL, Zhang YL, Qin BQ, Caruso AM 

3.087 
2014 年 39 卷
310-321 

朱广伟 朱梦圆 22 23 是 

5 

Direct evidence of phosphorus outbreak release from sediment to overlying 

water in a large shallow lake caused by strong wind wave disturbance/Chinese 

Science Bulletin/Zhu GW, Qin BQ, Gao G 

4 
2005 年 50 卷
577-582 

朱广伟 朱广伟 48 56 是 

6 

Long-term remote monitoring of total suspended matter concentration in Lake 

Taihu using 250 m MODIS-Aqua data/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Shi K, 

Zhang YL, Zhu GW, Liu XH, Zhou YQ, Xu H, Qin BQ, Liu G, Li YM 

6.265 
2015 年 164 卷
43-56 

张运林 施坤 29 32 是 

7 

Cyanobacterial bloom management through integrated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in large shallow eutrophic Lake Taihu (China)/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Qin BQ, Li W, Zhu GW, Zhang YL, Wu TF, Gao G 

6.065 
2015 年 287 卷
356-363 

秦伯强 秦伯强 23 24 是 

8 

Determining critical nutrient thresholds needed to control harmful 

cyanobacterial blooms in hypertrophic Lake Taihu, China/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Xu H, Paerl HW, Qin BQ, Zhu GW, Hall NS, Wu YL 

6.198 
2015 年 49 卷
1051-1059 

朱广伟 许海 37 38 是 



 

七、主要知识产权目录（不超过10件） 

序

号 

知识产

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 发明人 

1 
发明专

利 

一种富营养化浅水湖

泊藻源性湖泛的短期

预报方法 

中国 ZL201510059526.1 
李未,朱广伟,张

运林,秦伯强 

2 
发明专

利 

一种浅水湖泊湖泛自

动监测系统及湖泛自

动监测方法 

中国 ZL201310067626.X 
吴挺峰,朱广伟,

秦伯强 

3 
发明专

利 

一种快速检测湖泛的

方法 
中国 ZL201510097317.6 

龚伊,汤祥明,高

光,邵克强,胡洋 

4 
发明专

利 

基于藻类指数频次法

的富营养水体水生植

被遥感提取方法 

中国 ZL201510074116.4 
刘笑菡,张运林,

施坤,周永强 

5 
发明专

利 

一种大型浅水湖泊扰

动强度空间格局的确

定方法 

中国 ZL201610097002.6 

龚志军,张运林,

施坤,秦伯强,刘

笑菡,周永强 

6 
发明专

利 

一种提高水体悬浮颗

粒物吸收测定精度的

方法 

中国 ZL201410407726.7 

刘笑菡,张运林,

施坤，王明珠，

周永强 

7 
发明专

利 

一种改善大型浅水湖

泊基础环境的消浪方

法 

中国 ZL2014104091921 
秦伯强,董百丽,

胡维平 

8 
发明专

利 

一种利用水生漂浮植

物浮床净化水质的方

法 

中国 ZL201410408979.6 
秦伯强,董百丽,

胡春华，高光 

9 
发明专

利 

一种以自来水为初始

水源形成蓝藻门微囊

藻属水华的方法 

中国 ZL2014106222797 

秦伯强,高光,张

运林,朱广伟,董

百丽,汤祥明 

10 
发明专

利 

一种基于流式细胞术

快速测定富营养化湖

泊异养细菌的方法 

中国 ZL201410171582.X 
龚伊,汤祥明,高

光,王博雯,胡洋 

备注：上述10件主要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技术秘密、动植物新品种审定、新药证书、

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农药、食品或饲料添加剂等其他知识产权情况。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 
1.秦伯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一完成人。主要贡献为：主持、组织和实施

了本项目研究，提出了主导的科学思想并指导和参与了方案设计、实验研究、成果凝练及

管理推进等各项工作。具体贡献包括：1）开创性地提出了气候变化叠加富营养化对蓝藻水

华暴发的协同作用机制；2）发现了极端气候事件引起的水文气象条件变化对湖泊内、外源

营养盐供给的影响，定量计算了浅水湖泊内源释放对水柱营养盐的负荷贡献；3）率先在国

内开展了湖泊高频在线观测与多学科协同研究，构建了蓝藻水华及湖泛监测预警平台，指

导实施了蓝藻水华及湖泛预测预警半周报的业务化运行（发现点1-3，代表作3、7）。 

2.朱广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二完成人。主要贡献为：开展强风扰动对湖

泊内源释放的影响，指导和参与应对蓝藻水华灾害的营养盐控制策略原位实验，参与蓝藻

水华及湖泛监测系统设计及预测预警平台构建。具体贡献包括：1）利用太湖强风过程高频

观测分析了强风动力扰动对浅水湖泊内源释放的巨大影响；2）筛选了蓝藻水华及湖泛原位

高频自动监测指标，设计了湖体高频自动监测平台；3）参与设计并发布了蓝藻水华及湖泛

预测预警半周报的和预警方案；（发现点1、2，代表作3-8）。 

3.施坤，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三完成人。主要贡献为：研发了蓝藻水华关键

驱动及表征参数的遥感反演方法，构建了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监控平台，揭示了藻水华形成

不同阶段关键参数的时空分布规律；具体贡献包括：1）构建了蓝藻水华形成不同阶段关键

参数的遥感反演模型；2）实现水温、藻华面积、叶绿素、藻蓝素等参数空间分布和动态变

化监测；3）重建了太湖过去近30年藻华面积、叶绿素、藻蓝素等参数时空分布格局。（发

现点3，代表作6） 

4.李未，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四完成人。主要贡献为：构建湖泊水生态动力

学数值模拟系统，研发太湖蓝藻水华及湖泛预测预警平台。具体贡献包括：1）构建以三维

水动力模型为核心，耦合水温与溶氧动态变化、营养盐迁移转化和蓝藻生长与水华暴发等

过程的湖泊水生态动力模拟系统；2）研发太湖蓝藻水华及湖泛预测预警平台，从事蓝藻水

华及湖泛短期预测预警工作的业务化运行；3）制作并发布《太湖蓝藻及湖泛监测预警半周

报》380期，平均预测精度达80%以上，科学有效的支撑了太湖蓝藻水华防控（发现点3（2））。 

5.刘霞，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五完成人。主要贡献为：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

之一，通过太湖野外大尺度藻类实测数据，系统研究了影响蓝藻水华形成的生物和非生物

因素，对比和筛选了各种物理化学因素等不同组合条件下蓝藻水华的表现特征；阐明了水

温是微囊藻水华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从全球气温变暖的视角，探究了其对太湖蓝藻水华

的促进作用（发现点1、代表作1）。 

6.邓建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六完成人。主要贡献为：揭示了气候变化与

富营养化双重胁迫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具体贡献包括：1）阐明了太湖地区过去50年的

气候条件变化趋势；2）首次通过长时间定点观测数据揭示了全球变暖促进太湖地区蓝藻水

华发生的机制；3）提出了全球变暖对富营养化湖泊蓝藻水华的放大作用（发现点1，代表

作2）。 

7.许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七完成人。主要贡献为：开展野外长期观测和

原位湖沼学实验，提出太湖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控制的长效营养盐策略。具体贡献包括：1）

通过野外长期观测和中宇宙控制实验，发现太湖蓝藻水华在夏秋季节存在氮磷共同限制现

象，提出蓝藻水华的氮磷双控策略；2）定量获取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太湖蓝藻水华控制的氮

磷营养盐浓度阈值；3）利用藻类生物量与氮磷浓度之间的定量关系和质量平衡模型估算了

有效控制太湖蓝藻水华的外源氮磷消减目标（发现点3（3），代表作8） 

8.龚志军，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八完成人。主要贡献为：参与揭示蓝藻水华

和“湖泛”发生机制，阐明影响蓝藻水华生消过程与环境特征要素相互作用规律，参与筛

选、优化了表征湖泊蓝藻水华的关键指标和监测监控方法，为构建了蓝藻水华监测监控系

统提供理论和方法。 

9.汤祥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九完成人。主要贡献为：揭示了蓝藻水华暴

发过程中有机聚集体通过附着微生物的矿化降解加速营养盐内循环，不断地向周围水体快



 

速释放营养盐，补偿因藻类暴发式生长所引起的水体氮、磷营养盐缺乏，支撑了夏秋季水

体高存量蓝藻水华长期维持（发现点1、2）。 

10.朱梦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十完成人。主要贡献为：揭示了台风等极

端气候事件对湖泊内、外源营养盐的脉冲式补给作用，提出了台风对湖泊藻类生物量增加

和蓝藻水华暴发的驱动机制，定量估算了太湖内源营养盐负荷和释放潜力（发现点2、3，

代表作4）。 

11.邵克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十一完成人。主要贡献为：发明了一种快

速检测“湖泛”的方法。具体贡献：参与建立一种基于全波长扫描酶标仪快速简便检测“湖

泛”的方法，对及时发现“湖泛”并有序、妥善地处理黑臭水体，保障水生态安全和预警

起到积极的作用（发现点3（2））。 

 



 

九、完成单位情况 

1、第一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法人代表 沈吉 单位性质 研究院所 传   真 025-57714759 

联 系 人 刘燕春 联系电话 025-86882156 移动电话 13814173558 

通讯地址 南京市北京东路73号 邮政编码 210008 

电子信箱 ycliu@niglas.ac.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限600字） 

该项目全部工作均依托本单位开展，为项目的完成提供了人力、物力和现场试验等条件，

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该项成果的取得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本单位主要贡献包括：提出

项目整体研究思路、主持项目的全面研究工作，揭示了气候变化和营养盐富集对蓝藻水华暴

发的协同放大机制，发现了短期极端气候事件加剧蓝藻水华暴发强度和变率，研发了蓝藻水

华监测和预警系统，提出了蓝藻水华控制的应对策略。在项目执行期间，本单位对项目的实

施和推进进行了跟踪和管理，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财务等方面的管理、后勤等保障。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同行引用和高度评价，不仅拓展了湖沼学研究范畴、丰富和

发展了国际湖沼学理论与应用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指导了我国湖泊富营

养化治理与蓝藻水华防治等水污染控制和湖泊生态修复方面的实践，科学指导了蓝藻水华及

“湖泛”灾害的应急防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本单位积极推广项目研发的蓝藻水华

监测和预警系统，目前该监测预警成功运用于浙江、江苏等重要水体，为地方供水安全提供

重要科学支撑。 

 

声 

 

明 

本单位严格按照《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省科学技术厅对推荐工作的

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的情形。如被推荐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调查处理。 

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