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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学学科发展简史 

（撰稿人：杨兴洪 孟庆伟 李德全 邹琦） 

植物生理学是高等农业院校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是所有农作物高

产优质抗逆的理论基础，在学科建设中历来受到高度重视。自 1949 年新中

国建立以来，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山东农学院的领导便广揽人才，从上海

引入新农出版社编辑、植物生理学家郑广华先生，任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

从此开创了我校植物生理学学科建设的新局面。 

一、创建“植物栽培生理”学科 

郑广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广

博的农业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遵循科学

技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宗旨，一直大力倡导植物生理学为农业生产服务，

强化植物生理学作为“合理农业基础”的作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

便在我校开设《植物栽培生理》讲座。1963 年，他在《植物生理学通讯》

上发表了《加强农业科学的理论基础—让植物生理学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

务》一文，呼吁开展栽培生理研究，以“填补植物生理与作物栽培之间的

空隙”。通过多年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当时不适当地过度密植造成的作物产

量损失，创造性地提出了“光合性能”的概念，强调作物产量是由光合性

能的五个方面：光合面积、光合能力、光合时间、光合产物分配和光合产

物的消耗共同决定的。一切增产措施，都是通过光合性能的综合改善而起

作用的。1980 年，他编著的《植物栽培生理》一书正式出版，本书不但创

造性地提出建立一门新的交叉、边缘学科―植物栽培生理学的目标，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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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植物栽培生理学的性质、内容作了很好的规定，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理

论体系。《植物栽培生理》可以说是郑广华先生对建国以来我国植物栽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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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的系统总结和对植物生理学如何为农业生产服务这一问题进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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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虑的产物。1983 年，他又在《植物生理学通讯》上发表题为“栽培生理

与生理栽培―再论植物生理学怎样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论文，强调植物

栽培生理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作物高产优质的生理基础，找出规律，形成理

论，反过来指导栽培实践，将作物栽培从过去主要依靠经验的阶段提高到

“生理栽培”的阶段。 

  

他根据当时小麦生产中群体过大而导致倒伏减产的现状，应用光合性

能的理论，找出了限制产量进一步提高的主要矛盾在于群体内光照不足，

并据此提出“合理稀植”的主张，经过多年试验，使小麦亩产从原来的 300

公斤左右提高到 500 公斤以上。在郑广华先生的参与下，以余松烈教授为

首的研究集体，将光合性能的理论运用到小麦高产栽培中，创造了“小麦

精播高产栽培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并于 1992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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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广华先生建立的植物栽培生理学理论体系，为作物栽培学工作者探索作

物高产指明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他提出的作物光合性能及其五个组成部分

的观点，已成为我国植物栽培生理学界普遍接受的观念。  

 

在郑广华先生等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山东农业大学的植物栽培生理研

究在全国有突出地位，学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分别成立了植物栽培生理研

究所和植物栽培生理生化研究室，邹琦教授担任所长兼研究室主任；中国

作物学会栽培研究委员会于1989年成立作物栽培生理学组，并由我校植物

生理教研室程炳嵩教授和邹琦教授分别担任第一届和第二届组长，定期组

织召开全国栽培生理学术会议；许多农业高校开设植物栽培生理学课程，

有的学校还专门设立植物栽培生理研究机构；不少学者运用植物栽培生理

的观点分析研究作物高产优质的栽培理论和技术，取得了卓有成效且在全

国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如我校余松烈、于振文教授，由于运用植物栽培生

理理论指导小麦高产栽培方面贡献卓著，先后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更使我校植物生理学和作物栽培学成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学科。 

二、创新实验技术，主编全国统编实验教材 

郑广华先生不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独到见解，而且还特别重视

植物生理学和栽培生理学实验技术的改革与创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办学经费不足、设备简陋的条件下，郑先生因陋就简，带领教研室全体教

师创制并改进了许多实验仪器和方法，例如，用 pH 比色法测定光合及呼吸

速率，用自制分光盒观测叶绿素及类胡萝卜素的吸收光谱，用自制比色计

测定叶绿素含量，用半穗法测定麦穗干物质积累等等。创新实验方法 2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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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使本教研室编写的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具有独到的特点，在国内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1977 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以后，由农业部组织编写了第一

批高等农业院校全国统编教材，其中《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便是由郑广

华先生牵头，以本教研室为主，联合西北农业大学共同编写的。该教材于

1979年开始在全国试用，1980年正式出版，又被广泛采用十余年。至 1995

年，农业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为了适应精简课程设置的需

要，确定编写《植物生理生化》教材，以及配套的《植物生理生化实验指

导》，仍确定由山东农业大学和西北农业大学合作编写，邹琦教授任主编，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进入二十一世纪，植物生理学的理论与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为此，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出版新的植物生理学及实验指导，

后者仍由邹琦教授主编，于 2000 年 8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本书仍以

各校目前开设的传统实验项目为主，同时，为了反映植物生理学实验技术

的新进展，编入了几项需要较复杂仪器的现代实验项目，如恒态气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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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点微伏压计以及当时已被广泛使用的 CO2气体分析仪、压力室、冰点渗透

压计、薄膜氧电极测氧仪等仪器。此外，为了增强本书在科学研究中的实

用性，除收入少量验证性项目外，大部分实验为定量性质，均可做出准确、

可信的结果，从而使本书不但可作教材，而且还可作为科研工作者的参考。 

三、建立硕士学位授权点，培养硕士研究生 

1978 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并实行学位制度，我校植物生理学学科

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之一，从 1979年开始招收植物生理

生化硕士研究生，组成了以程炳嵩教授为组长，耿如震、邹琦为成员的硕

士研究生导师组，至 2000 年，导师组成员扩大至 12 名左右。1986 年，还

举办了一期 2 年制的植物生理生化硕士研究生班，共招收学员 20 名。程炳

嵩教授作为导师组长，在植物生理生化硕士研究生培养中，花费了大量心

血，同时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学位点调整为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两

个学位点。 

在导师组的认真指导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他们毕业之后，有的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有的出国留学读博或谋得工

作，有的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科研等，他们大都成为重要的学术骨干和学科

带头人，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山东省重点学科建设和两个主要研究方向的形成 

在邹琦教授的带领下，通过“八五”期间艰苦的努力，争取到“九五”

省级重点学科：植物生理学学科。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根据邹琦教授的学

术思想，逐步形成两大研究方向：植物光合作用和逆境生理。这是邹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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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对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这两大研究方向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植物生理

学科的发展，植物生理学科团队的大部分骨干都是在这两大研究方向的指

导下获得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我校植物光合作用和逆境生理的研究至今在

全国仍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这期间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到 2000

年重点学科验收时，又将张宪省教授和郑成超教授的研究成果整合进验收

报告，最终验收结果为优秀。这为“十五”期间植物分子生物学省级重点

实验室的申报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建立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博士研究生 

本学科邹琦教授于 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学科博士生导师，1991 年开始招收该学科博士研究生，以作物栽培生

理、高产生理和逆境生理为主要研究方向，至 1997 年共招收博士生 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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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国家调整研究生学科设置，将植物生理学学科并入新的植物学学

科，以邹琦、张宪省、李德全教授为三个研究方向带头人成功申报植物学

博士学位授权点，从 1999 年开始招收植物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邹琦、

张宪省、李德全教授相继转入植物学专业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1999 年

孟庆伟教授遴选为博士生导师，此后，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不断扩

大，至今已有博士生导师 11 名，累计培养博士生 90 多名。 

六、承担重要科研项目，获得突出科研成果 

植物生理学学科组的研究特色之一是通过研究逆境条件下作物的光合

作用，探讨进一步挖掘光合潜力的途径与措施，为作物高产、优质、抗逆

栽培和育种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原则。上世纪 90 年代曾提出减轻作物光合

“午休”和防止叶片早衰，堵塞产量形成的两大“漏洞”是进一步挖掘增

产潜力的有效途径的观点。“九五”期间，国家“九五”基础性研究重大关

键项目（“攀登计划”项目）启动，其中的 “作物高产高效抗逆的重要生

理问题”项目由中科院院士娄成后教授为项目首席专家、总主持人，开题

报告书由邹琦教授为主起草，并主持其中第一课题“作物光合性能的调节

与优化”。邹琦教授带领研究团队系统地研究了作物的渗透调节和根信号对

地上部水分利用效率的调节作用；活性氧代谢和“逆境激素”脱落酸的作

用机理；建立了一套以低水势下胚芽鞘长度为指标的冬小麦抗旱鉴定与育

种程序。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三

等奖 1 项。1998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开始

启动，其中“光合作用高效光能转化的机理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项目由

中科院匡廷云院士为项目首席专家，邹琦教授和孟庆伟教授共同主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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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八课题“稻麦等主要作物光合作用光能利用效率的研究”。由于植物生

理学科团队在光合作用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特色，2005-2009 年孟庆伟教授

主持了“973”项目“光合作用分子机理及其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基础研究”

中的“光合作用光氧化和光保护的分子机制”课题，参加人员为高辉远教

授、赵世杰教授、杨兴洪教授。2015 年，孟庆伟教授等继续作为主要骨干

参加“973”项目“光合作用分子机制与作物高光效品种选育”中“光合碳

同化产物分配的调控机制研究”课题的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

研究方面，植物生理学科由“九五”期间的 3 项发展到“十二五”的现在

的 15项。在博士点基金和国际合作项目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近 5 年来，

植物生理学科团队教师主持“973”项目课题 2项，“863”项目课题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 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3 项，山东省自然基金及博士

基金 8 项，科研经费达 1000 多万元，发表 SCI收录论文 100 余篇。 

七、成为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组成部分 

2007 年批准建设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植物生理学科成为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立作物光合作用与逆境生理研究室，孟庆

伟教授担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团队成员主持“973”项目课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课题等 20 余项科研项目，到位经费达 2000 多万元。主要研究领

域是揭示作物光合作用光破坏与光保护的环境调节分子机理；植物吸收和

利用氮素营养的分子机理；植物逆境信号转导等。特别是在植物光合作用

对环境胁迫的适应机制及其分子机理的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特色。在甜菜碱

对光合作用的保护机制方面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了在高温胁

迫下甜菜碱对 Rubisco 活化酶具有保护作用；在叶黄素循环对光合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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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破坏防御机制及其分子机理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了植物

MAPK 信号转导途径在植物抗逆过程中的作用；将植物抗旱生理技术用于小

麦的抗旱育种过程，培育出抗旱小麦新品种山农 16；在氮素利用效率研究

方面有新突破，开展了植物光信号转导分子调控机制、小麦品种更替过程

中光合性能的演变和次生代谢物的生物学效应和果树锌铁生物强化机理等

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Plant Cell》、《Plant Physiology》、《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Molecular 

Plant》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 

八、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发展 

《植物生理学》是我校植物生产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每年有农

学、生科、园艺、植保、林学等 20 多个专业、60多个本科班必修《植物生

理学》和《植物生理学实验》。2004年以孟庆伟教授为课程负责人申报成功

山东省精品课程，2013 年以孟庆伟、王衍安教授为课程负责人申报成功国

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植物生理学实验》成为山东省精品实验课程。孟庆

伟、高辉远教授任主编，编写了具有现代农业特色的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

二五”规划教材《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等教材。建设了

一支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学识水平高的师资队伍。本学科现有教授 10 人，

副教授 3人，讲师 2 人，其中山东省泰山学者 2人（王勇，李刚），国家青

年千人计划 1 人（李刚），博士生导师 9 人，13人具有博士学位，6 位国外

进修或访问回国人员。植物生理学教学团队是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学校

教学先锋先进集体，孟庆伟教授获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称号，李德全、

孟庆伟、高辉远教授获得学校青年教师教学质量一等奖，孟庆伟、张元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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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安教授 3 人次获校级教学名师，1人获教学先锋先进个人，2 人次获师

德先进个人。获得国家、省及校级教学成果及教学课件竞赛等多种奖励。

本学科始终坚持培养和引进人才相结合，形成了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

合理，学术水平高，在全国同类院校具有较大影响的教学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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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山东省植物生理学会一直挂靠我校 

山东植物生理学会成立于 1987 年 12 月，挂靠在山东农业大学。初创

时期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为程炳嵩先生、秘书长郁生福先生。程炳嵩先

生热爱学会工作，倡导“科技兴农”，做了大量工作，为学会的发展和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各届理事长分别由邹琦、李德全、孟庆伟教授担

任，秘书长分别由连恒才、董新纯担任。山东植物生理学会现有会员 500

多人，主要分布在全省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农林技术领域。学术交流

是山东植物生理学会的主要任务，学会业务活动包含的学科领域主要有植

物生理学、植物学、植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农学、园艺学、园林学、

林学、农业化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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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作为学会的挂靠单位，其植物生理学科有着较强的教学

和科研团队，其学术水平在全省乃至全国同类高校中一直处于前列。该学

科在全国最早开创了“植物栽培生理”学研究；在植物生理学理论与实验

教学中不断改革创新，取得较多成果，培养了大量中高级人才；近年来学

科在光合生理生态、植物逆境生理科研方面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植物生理学系作为学会挂靠责任单位，一直支持配合山东植物生理学会开

展工作，不断改革学术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致力于提高学术活动的水平和

质量，为科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为学科发展和人才成长服务，取得

了很大成绩，充分发挥了学术交流主渠道的作用。 

目前，植物生理学科组正团结协作，奋力拼搏，力争在科学研究和人

才培养方面做出更大成绩。 

                        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生理学系 

                              2016-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