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名单 

 

一、通过验收并命名的重点实验室 

序

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1 
国家环境保护农药环境评价与

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 
环发[2002]128号 2002 年 9月 12日 

2 
国家环境保护水环境模拟与污

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

学研究所 
环发[2002]128号 2002 年 9月 12日 

3 
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

点实验室 

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院 
环发[2002]128号 2002 年 9月 12日 

4 
国家环境保护化学品生态效应

与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函[2003]259号 2003 年 9月 19日 

5 
国家环境保护生物安全重点实

验室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 
环函[2004]499号 2004年 12月 31日 

6 
国家环境保护湿地生态与植被

恢复重点实验室 
东北师范大学 环函[2006]418号 2006年 10月 26日 

7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

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南开大学 环函[2007]138号 2007 年 4月 23日 

8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重点

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辐

射防护研究院 
环函[2007]491号 2007年 12月 20日 

9 
国家环境保护二恶英污染控制

重点实验室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环函[2008]61 号 2008 年 2月 13日 

10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有机污染物

监测分析重点实验室 
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环函[2008]136号 2008 年 7月 11日 

11 
国家环境保护地表水环境有机

污染物监测分析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环函[2008]136号 2008 年 7月 11日 

12 
国家环境保护土壤环境管理与

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 
环函[2008]138号 2008 年 7月 11日 

13 
国家环境保护湖泊污染控制重

点实验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函[2008]233号 2008 年 9月 27日 

14 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 东北大学、中国环境科 环函[2010]360号 2010年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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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验室 学研究院、清华大学 

15 
国家环境保护卫星遥感重点实

验室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

究所、环境保护部卫星

环境应用中心 

环函[2011]255号 2011 年 9月 20日 

16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光学监测技

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 
环函[2011]298号 2011年 10月 28日 

17 
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

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华东理工大学 环函[2012]76 号 2012 年 3月 29日 

18 
国家环境保护河口与海岸带环

境重点实验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函[2012]77 号 2012 年 3月 29日 

19 
国家环境保护区域生态过程与

功能评估重点实验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函[2012]99 号 2012 年 4月 28日 

20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微生物利用

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 环函[2013]299号 2013年 12月 27日 

21 
国家环境保护煤炭废弃物资源

化高效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山西大学 环函[2015]98 号 2015 年 4月 30日 

22 
国家环境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管

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函[2015]220号 2015 年 8月 28日 

23 
国家环境保护辐射环境监测重

点实验室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环函[2015]225号 2015 年 9月 14日 

二、批准建设的重点实验室 

序

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1 
国家环境保护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重点实验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函[2011]384号 2011年 4月 12日 

2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规划与政

策模拟重点实验室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环函[2012]73 号 2012 年 3月 28日 

3 
国家环境保护区域空气质量

监测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 环函[2012]137号 2012 年 5月 29日 

4 
国家环境保护重金属污染监

测重点实验室 
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环函[2012]229号 2012 年 9月 12日 

5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影响评价

数值模拟重点实验室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

估中心 
环函[2012]331号 2012 年 12月 7日 

6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监测质量

控制重点实验室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环函[2013]7 号 2013 年 1月 10日 

7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

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 环函[2013]34 号 2013 年 2月 16日 



8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物理模拟

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环函[2013]207号 2013 年 9月 3日 

9 
国家环境保护机动车污染控

制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函[2013]275号 2013 年 12月 6日 

10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大气复合污

染成因与防治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函[2014]30 号 2014 年 2月 19日 

11 
国家环境保护污染物计量和

标准样品研究重点实验室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环函[2014]44 号 2014 年 3月 14日 

12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生态环境

模拟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 
环函[2014]291号 2014年 12月 18日 

13 
国家环境保护地下水污染模

拟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函[2015]36 号 2015 年 3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