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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

一、基本信息

姓名：宋春

最高学位：博士

职称： 副教授

学术头衔：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硕/博：硕士生导师、留学生导师

招生专业：环境科学（科学硕士）；环境工程（专业硕士）

二、学习及工作经历

1999年9月-2003年7月，东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攻读学士学位。

2004年9月-2007年7月，东北农业大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2007年9月-2011年7月，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生态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2008年10月-2010年10月，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土地与水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

2011年7月-2013年12月，讲师，于四川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工作。

2014年1月至今，副教授，于四川农业大学生态环境研究所工作。

个人荣誉： 2012-2013学年度校级优秀班主任

主要教学工作：曾担任本科生《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有机农业与绿色食品》、《土壤污染与修复技术》、《农业环境学》、《地质学》、《土壤学》、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经济地理学》等课程的任课教师；曾为研究生及留学生讲授《Agricultural ecology》(全英文教学)

主要研究方向: 农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与修复；土地利用与管理

研究特色：关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与修复、农田生态系统元素循环及土地利用与管理方面的研究。现阶段致力于植物根际解磷微生物对土壤磷素利用的贡献及解磷
机制研究，力争明确土壤-植物-微生物共同作用下农田生态系统磷素高效利用机制，提出种养循环体系下减量施磷配合作物秸秆及动物粪便等农业废弃物还田提质
增效的可行配套技术。与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合作研究纳米农药、环境微塑料、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等方面研究。

三、主要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成果：

代表性论文

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篇，其中SCI论文19篇，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13篇。合作专利2项。代表作如下：

Crop production, soil carbon and nutrient balances as affected by fertilisation in a Mollisol agroecosystem. Nutrient Cycling in
Agroecosystems. 2011
Phosphorus budget and organic phosphorus fractions in response to long-term applications of chemical fertilisers and pig manure in a
Mollisol. Soil Research. 2011
Changes in phosphorus fractions, sorption and release in Udic Mollisols under different ecosystems. Biology and Fertility of Soils. 2007
Relationships among light distribution, radiation use efficiency and land equivalent ratio in maize-soybean strip intercropping. Field Crops
Research. 2018
Identification of Fusarium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soybean root rot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PLANT PATHOLOGY.
2018
Contribution of interspecific interactions and phosphorus application to increasing soil phosphorus availability in relay intercropping systems.
Field Crops Research. 2017
Changes in light environment, morphology, growth and yield of soybean in maize-soybean intercropping systems. Field Crops Research. 2017
PAR interception and utilization in different maize and soybean intercropping patterns. PLos O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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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educed nitrogen inputs on crop yield and nitrogen use efficiency in a long-term maize-soybean relay strip intercropping system.
PLos One. 2017
Pretreating Luffa Sponge (Luffa cylindrica L.) with concentrated phosphoric acid and subsequent enzyamtic saccharification.
BioResources.2016.
Biomonitoring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s by moss visible parameters.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2016.
Growth and photosynthetic responses of soybean seedlings to maize shading in relay intercropping system in Southwest China.
PHOTOSYNTHETICA 2014.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Shade-Induced Inhibition on Leaf Size in Relay Intercropped Soybean. PLoS One 2014.
施磷量与施磷深度对玉米-大豆套作系统磷素利用率及磷流失风险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2018
羊粪-玉米秸秆高温堆肥优化配比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18
不同玉米与大豆栽培模式的能值效益分析.生态学杂志.2016.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紫色土磷吸附-解吸动力学特征. 水土保持通报 2015
紫色丘陵区玉米/大豆套作系统土壤磷吸附-解吸动力学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2015
玉米/大豆套作体系作物磷素吸收利用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15
长期不同施肥条件下黑土团聚体中磷的分布及其有效性.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0
长期施肥条件下土壤磷素的研究进展.土壤 2009
北部黑土区旱年大豆适宜施肥量的研究. 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2009
不同土地利用下黑土磷素肥力特征的研究.土壤通报 2007

承担科研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紫色丘陵区玉米-大豆套作系统根际解磷菌活化土壤难溶磷的生化机制”，主持，2018-202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南方间套玉米产量与效率层次差异形成机制与丰产增效途径”，主研，2016-20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叶绿体蛋白组的荫蔽对大豆光合特性的调控及其机理研究”，主研，2016-20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玉米/大豆套作系统氮素高效利用的根际微生态机理研究”，主研，2013-20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套作模式下玉米和大豆根际土壤磷有效性研究”，主持，2013-2015；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紫色土磷素形态及有效性研究”，主持，2012-2014.

指导学生情况

指导土壤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共计8人，其中已毕业硕士研究生4人，在读硕士研究生3名，留学生1名;

近5年指导农业资源与环境、土地资源管理、环境规划、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本科毕业生60余名，多人保送或考取硕士研究生；

指导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各1项，科研兴趣培养项目1项。

联系方式:

Email: songchun@si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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