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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高效防护林体系构建及优化技术集成与示范”取得重要成果

    

三峡库区防护林体系是库区乃至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基础。为了有效控制库区的水土流失、提高森林覆被率，中国林科院森环森

保所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组联合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林科院林业所等单位，开展了三峡库区防护林景观空

间布局优化、小流域防护林体系配置、防护林林分质量调控、水库消落带植被

恢复、库区防护林恢复模式等技术集成研究。

项目研究时间为 2001-2013 年，历时 13 年，突破了大区域防护林类型优化

配置的多目标定量分析、类型配置及空间定位技术难题；构建了三峡库区典型

小流域的防护林体系及林种结构优化技术；形成了基于健康评价的防护林定向

调控技术体系；建立了以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特大型水库消落区植被

恢复技术；构建了生态防护林、林农复合、生物篱、庭院生态、消落区植被恢

复等三峡库区防护林植被恢复模式体系。项目建立了三峡库区防护林景观空间

布局优化技术 1 套、小流域防护林体系配置与优化技术 1 套（模式 15 种）、

防护林林分质量调控技术 1 套（模式 3 种）、水库消落带治理技术 1 套（模式

5 种）、植被恢复模式体系 1 套（18 类共 80 种模式）；建成项目试验示范基

地 4 个，面积 10100 亩，实验区土壤侵蚀模数降低 60%-81%；制订地方与行业

技术标准 3 项，发表论文 80 余篇，出版专著 6 部。

目前已通过成果鉴定，鉴定专家一致认为项目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性，成

果应用效益显著，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对于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以及发

挥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生态屏障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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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森林土壤碳储量分布格局及变化规律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土壤碳是森林生态系统主要碳库，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组分。

而对于土壤碳储量分布格局及变化规律目前尚无系统研究。对此，中国林科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组在海南尖峰岭和湖

北秭归建立试验基地 2 个，在莽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建立森林土壤碳储量

信息系统平台 1 个。同时，开展了森林土壤碳储量调查与计量方法研究，构建

不同森林类型土壤碳储量数据库 10个，初步建立森林土壤碳储量估测模型 1个。

本项目已经通过现场查定，查定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本项目开展了大量的

野外调查工作，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基础数据，初步完成了任务书的各项指标要

求。项目下一步将加快森林土壤碳储量调查与计量方法在不同区域的应用，绘

制完成我国首张森林土壤碳储量分布图。

脂用马尾松和湿地松育种体系营建技术的构建与推广

松香是我国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大宗林产化工出口商品，主要采自马尾

松和湿地松。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用材树种研究课题组联合了广西林

科院和福建林科院，重启三十年前开始的高产脂马尾松育种研究，经过近四年

的协作攻关，收集保存脂用马尾松和湿地松优树种质 511个，建立育种群体 4个；

揭示了马尾松和湿地松产脂力，以及脂用组分存在显著的产地间和产地内遗传

差异，产脂力受中至强度遗传控制；选出早期速生、产脂力高的新品系 28 个，

产脂力提高 31.64%-169.73%；创制杂交新种质 52 个；新建脂用马尾松和湿地

松无性系种子园 265 亩、采穗圃 14 亩和试验示范林 620 亩；初步提出截干矮化、

遗传管理等种子园丰产经营技术，突破了脂用松树高效扦插无性繁育技术；培

养研究生和科技人才 10 名，发表论文 7 篇，获得授权专利 1 项。初步构建了

我国脂用马尾松和湿地松育种技术体系，为我国脂用松树原料林建设和松香松

脂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目前项目已通过现场查定，获得专家一致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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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国外松优良种质创制及良种繁育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荣获 2014 中国林科院科技奖

由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牵头，联合广东、湖南等单位合作攻关、

共同完成的“国外松优良种质创制及良种繁育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荣

获 2014 年度中国林科院科技奖二等奖。湿地松、火炬松等国外引种松类现已成

为我国南方用材林、松脂原料林基地发展和生态治理工程的主栽树种，为保障

高增益造林用种需求，研究组历时近二十年，构建了国外松多世代育种与杂交

育种群体及技术体系，在高世代和杂交良种创制与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

技术进展与突出应用效果。项目在国外松前期引种与育种工作基础上，广泛筛

选收集优树，大规模交配制种，创制高世代育种种质，为外来树种的长期育种

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分区域组建了两树种高世代及定向种子园，2 代及高

产脂种子园种子现实增益达 20%-40%，遗传品质超过国外进口种子；突破种间

杂交育种障碍，导入加勒比松基因，批量组配并选育湿加松、火炬松的强杂交

优势组合，提高生长量 50%-200%，配套研创了杂种高效无性化育苗技术体系。

共选育速生优质用材和脂用良种 39 个，制订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3 项，支撑

建设国家级、省级林木良种基地各 4 处、杂交松无性扩繁苗圃 6 处，达到国外

松年造林 200 万亩的种苗生产能力。基地合计生产良种种子 9.8 万公斤、杂种

扦插苗 6400万株，应用良种造林 92万公顷，杂交松造林规模世界最大，增收材、

脂产值 262 亿元，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极其显著。

“云杉属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与繁殖利用”荣获 2014 中国林科院科技奖

由中国林科院林业所牵头，联合国内 2 家单位历经近 15 年的合作攻关，共

同完成的“云杉属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与繁殖利用”成果荣获 2014 年度中国林科

院科技奖二等奖。在云杉属育种体系构建、种质资源创新、优良品种创制和规

模化繁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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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

尖峰岭森林生态站利用野外科研监测平台服务社会

2015 年 4 月，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站为贵州省

林业厅退耕还林工程管理中心的基层生态效益监测人员举办了“监测方法与数

据处理”技术培训班。尖峰岭生态站站长李意德研究员结合我国退耕还林工程

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际情况，为培训班讲解了森林生态系统长期监测相关概

念，生物资源监测、生态功能监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技术和方法，

科研监测资料整理和分析总结，技术资料存档及其相关技术要求等五个方面的

内容。

本项目首次在全球格局下多水平收集保存云杉属种质资源，包括该属 34 个

主要种及其种源、家系和无性系种质 3869 份，总造林面积 156 公顷，建成了

高遗传多样性、超大容量的国家级种质库，奠定了我国云杉持续改良的必要基

础；系统构建了以延长光照为主导的光温综合调控强化育苗新体系，培育的三

年实生苗即可达到国家苗木质量标准，使云杉育苗期因种不同缩短了 1/3-1/2，

为我国云杉育苗现代化提供了样板；系统建立了主要云杉属树种规模无性扩繁

和体胚增殖体系，选出优良无性系 110 个，欧洲云杉良种扦插生根率达到 85%

以上，强化培育三年，可达国家标准质量水平；解决了 3 种云杉的体胚繁育技

术体系，创新性地提出了云杉体胚干化处理方法，支撑了云杉无性系林业发展；

系统研究了世界云杉属的地理分布、生态生物学和分子基础上的系统学，对主

要种的家系、无性系进行了综合遗传评价，选定优良核心种质 300 份，为今后

云杉属遗传改良提供了基础性种质保障；确定了我国云杉属栽培区的适生种，

选出极具速生性、观赏性和适应性的欧洲云杉、白云杉及蓝云杉等优良种源，

提早了我国云杉良种化进程。项目获省级科技进步奖 4 项、地市科技进步奖 3

项，获省级林木良种 1 项、发明专利 2 项，制定地方标准 5 项，发表论文 60 篇，

其中 SCI 论文 4 篇。在甘肃小陇山建成国家云杉种质资源库 1 处、国家云杉繁

育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1 处，培育优质苗木 350 万株，新增产值 3500 万元，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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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修复与多功能林业综合研究中心”成立

2015 年 4 月 22 日，中国林科院与宁夏农林科学院共同组建的“宁夏回族

自治区生态修复与多功能林业综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并在宁

夏农林科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该中心主要依托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和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

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并联合宁夏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等区内林业部门相关单位以及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宁夏大学等其他相关研究单位开展

工作。将着力推动“四个平台”建设，即促进生态修复和多功能林业学科发展

的研究平台、推动生态修复和多功能森林管理的技术研发平台、保障技术配套

和长期稳定推广的示范平台、宣传宁夏林业先进理念和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展示

平台。通过四个平台建设，借助中心这一平台，进一步推动在林业发展上落实

生态文明观，理解、尊重、顺应、保护、修复自然，加快宁夏林业发展，引领

周边及类似地区林业发展走上科学指导、功能导向、综合管理的道路，提高林

业科技进步对宁夏现代林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充分发挥森林的多种服务功能，

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986 年建站，隶属中国林科

院热带林业研究所，1999 年成为首批入选的 9 个国家试点站之一；2000 年加

入 GTOS-TEMS（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网络；2006 年成为国家正式台站。区内植被类型众多，森林繁茂，覆盖率

达 93%，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高区域之一，野生物种数占海南岛物种数 40%-
80%，占全国物种数的 5%-20%。经过多年的建设，其硬件设施完善，交通通

讯设施较先进，为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基于该台站观测数据形成的科

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三

等奖1项，梁希青年论文二等奖。该台站通过与地方基层生态效益监测中心合作，

服务基层林业，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贡献了力量，获得国家林业局“全

国林业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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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

于文吉：竹材材性与加工工艺创新专家

于文吉，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竹质工程材料研发中心主任、人造板

与胶粘剂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生

物质人造板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全国竹藤标准委员会、木材标准委员会、生物

质材料标准委员会技术委员。科技部和教育部第一批服务企业科技特派员。荣

获全国优秀林业科技工作者、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等称号。

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支撑重大课题

等项目 10 余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50 余篇；

申请国际、国内专利 40 余件，获得美国发明专利 1 件，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21 件，

实用新型专利 28 项；主持制定标准 5 项，其中国家标准 3 项；获得省部级以

上鉴定及认定成果 15 项；作为主要编委参编《木 / 竹重组竹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1 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排名第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 排

名第二 )，北京市科技技术奖二等奖 1 项 ( 排名第一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排名第一），中国林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 排名第一 )，第十五届中

国优秀专利奖 1 项 ( 排名第一 )，以及其它奖励 10 余项。

在秸秆人造板领域，开展了利用农业剩余物制造人造板的技术研究与开发，

形成了环保型葵花秸秆人造板制造工艺技术、麦秸中密度纤维板生产工艺技术、

玉米秸秆均质人造板制造技术、烟秆制造包装托盘制造技术、竹材 / 稻草（稻

壳）复合制造人造板技术等系列成套的工艺技术，并建成国内第一条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年产 15000 立方米麦秸人造板生产线产业化示范生产线和年产 5000

套烟秆电缆包装托盘示范生产线，其中“稻 / 麦秸秆人造板制造技术与产业化”

项目获得了 2009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竹基纤维复合材料领域，解决了竹材单板化和竹材青黄难以胶合等一系

列瓶颈技术，开发出了重组竹第二代产品“竹基纤维复合材料”，并将产品应

用到风电桨叶基材、室外地板和集装箱底板等新领域，有效地延伸了产品的产

业链；采用高强度竹基纤维复合材料试制的全球第一片长度为 45 米的风电叶

片成功在山东世纪威能有限公司下线并顺利通过静载测试，使得我国在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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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已在全国主要竹产区建成了 7 个重组材生产基地，

组建了木竹重组材制备和性能评价专业实验室，打造了一支过硬的产学研相结

合的科技队伍。

在竹基纤维复合材料成功产业化的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了先将原木单板化

再疏解的技术方案，成功地研制出了纤维连续定向分离精准控制技术、酚醛树

脂可控导入技术、超高压成型技术等关键技术，解决了重组木产业化的技术难

题。

目前，该创新团队研发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已在近 20 余家企业进行产业化转

化，新增产值 10 亿元以上，对我国木竹产业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

进作用。

房桂干：制浆造纸关键技术国产化的探路者

房桂干，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委

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制浆造纸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博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国际杰出机械浆科学家协会会士。国家林

业局“百千万人才”省部级人选。主要社会兼职：中国造纸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造纸学会学术和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学会林化分会常务理事 APPITA

（澳大利亚纸浆和造纸工业协会） 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加拿大造纸学会会

员、澳大利亚及新西兰造纸学会会员；《中国造纸学报》、《中国造纸》、《纸

和造纸》、《国际造纸》、《纤维素科学与技术》、《林产化学与工业》、《生

物质化学工程》等杂志编委、《江苏造纸》副主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研究生教育网络授课和指导教

授，南京林业大学和陕西科技大学外聘教授。

作为主持人承担了国家“八五”至“十二五”期间科技项目、自然科学基

金倾斜项目、省部级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 30 余项。先后获鉴定和评审成果 10

余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22 项，获发明专利授权 7 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

文 160 多篇，参加编写大型专著 4 部。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梁希科技二等奖、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林业科学

院科技奖一、二等奖、中国林业青年科技奖，中国造纸蔡伦青年科技奖。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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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林业优秀科技工作者、江苏

省科技创业风云人物、南京市十行百杰提名奖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优秀青年

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带领团队针对小径材、枝桠材等林业剩余物无法用于高档纸浆生产的难题，

对纤维原料高效解离、节能磨浆、多点加药软化漂白、废水高效处理等关键技

术进行了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并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

1．创制了高可压缩比物料节能解离技术及逆向挤压浸渍设备，在节能的同

时保护了纤维的完整性，提高了纸浆的品质。

2．开发了化学机械法节能组合磨浆技术，利用高浓磨浆机发展强度，全流

程优化配置电能输入强度，大幅度降低了磨浆能耗，电耗降低 30% 以上。

3．研发了多点加药和药液回用节水漂白技术，解决了企业使用低质原料生

产高档纸浆过程中漂白和节水方面的关键问题，实现了纤维的充分软化，提高

了漂白效率。经生产示范点应用和优化，节约化学品 20%~30%。

4．发明了制浆废水催化氧化深度处理技术及关键装置，解决了传统厌氧反

应器易钙化、不耐毒物冲击等难题，综合处理成本降低 26% 以上，废水处理后

各项指标达到国家新排放标准及清洁生产要求。

近年来，已在全国 10 余个省市转化科技成果 40 余项。根据 10 家大型企

业提供的效益证明统计，自主开发的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应用，

为我国节省优质木材消耗 317 万立方米，节电 3.95 亿千瓦时，减少清水使用

量 1580 万立方米，减少 COD 排放 12.64 万吨，减少碳排 25.2 万吨，企业新增

GDP 79.33 亿元，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12.36 亿元，为林农带来经济收入 7.61

亿元。

惠刚盈：林分空间结构研究专家

惠刚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森林培育室主任、研究员、首席

专家、德国洪堡学者、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北京林业大学学报副主编、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获 2000 年国际林联杰出博士研究奖、第五届刘业经

教授奖励基金奖、1996-2000 年度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1 年德

国洪堡研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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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致力于森林经营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国家级

农业推广、国家自然基金、948 和国际合作等科研项目近 15 项。在国内外公开

发表科学论文 100余篇，其中 28篇在国外发表，20篇被SCI收录；出版专著 9部，

其中 3 部在国外出版；获得发明专利 5 项。在人工林培育、天然林经营理论和

实践中进行了深入探索，开展了创新性研究。完成的两项鉴定成果达国际领先

水平，1 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建立了杉木人工林生长与收获模型系统；首次推导出了林分由间伐而引起

的非生长性增长的计算公式，提出了径级水平上的疏伐模拟技术，建立了林分

生长与径级分布相容性模型和杉木人工林广义干形曲线。开创了我国人工林优

化栽培模式研究的先河。

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化森林经营理论与技术”体系，为我国森林可持续

经营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与技术，该理论与技术已载入国内外森林培育教材，被

150 余篇博硕士论文，700 余篇科技期刊论文采用，在东北、西北、华北、西

南林区大面积森林经营实践表明，该技术能够明显改善林分健康状况，提高森

林质量和生产力，森林生长量增加 1.0-1.4m/(ha•yr)，生长率提高 30%-58%/ 年，

推广面积达 66 万亩。

完成的“森林空间结构量化分析方法”研究，解决了不用测距就可准确获

得种群格局这一世界性难题。所发展的量化森林空间结构方法使空间结构的研

究结果直接应用于指导林分结构调整成为了可能。

完成的“基于空间结构优化的森林经营技术”研究，提出了用林分自然度

划分森林经营类型等具有明显创新性的方法。在我国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不

同森林类型中的经营实践表明，“结构化森林经营”能够明显改善森林的健康

状况，优化森林结构，提高森林质量和生产力。以上两项研究均达国际同类研

究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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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前沿

科学家绘制出全球湿地新地图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地理系的 Bernhard Lehner 教授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

绘制了全球湿地新地图。研究人员采用的地图绘制方法较以往的方法更精细，

分辨率更高。

随着技术的进步，对陆地湿地面积的大尺度估计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多

卫星方法的开发，但是对于许多生态应用而言，全球观测常用的粗空间分辨率

（几十公里）仍然是不够的。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全球适

用的降尺度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粗分辨率估计的全球湿地面积，获得了更高分

辨率的湿地面积，验证了这种方法的适用性。

研究人员利用降尺度技术绘制了全球湿地地图，该地图基于 1993-2004 年

测定的数据，包括人工湿地和部分渍水土壤，反映了全球湿地长期的基本状况。

地图区分了全球湿地的 3 种状况：全球湿地年平均最小面积为 6.5×106 平方公

里；年平均最大面积为 12.1×106 平方公里；长期最大面积为 17.3×106 平方

公里。研究人员称，该地图对于科学家在全球尺度上研究大范围的水淹模式和

湿地生态系统尤其有用。

相关成果发表在 2015 年 3 月 1 日的《环境遥感》杂志上。

欧洲环境厅发布欧洲自然状况报告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6 月 4 日消息，欧洲环境厅发表了关于欧洲生物种

及其栖息地保护状况和趋势的报告。根据该报告，在欧盟，鸟类的半数以上处

于安全状态（没有濒临灭绝的风险），许多种（猛禽类及大型肉食动物等）在

地方、地区层面上得到改善，但是整个欧洲的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状况尚未达到

合理状态，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仍在继续。

在欧盟鸟类指令和栖息地指令下，欧盟缔约国就一定的种和栖息地，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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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行一次评估和报告。关于鸟类指令，其附属文件Ⅰ中记载的种（指令要求

欧盟缔约国设立其保护区）的个体数量正在增加，但其他鸟类的个体数量正在

减少。

根据栖息地指令，被评价为适宜的栖息地仅占栖息地的 16%、生物种的

23%，被评价为不适宜的占栖息地的 77%、生物种的 60%。大量报告指出，对

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原因是农业活动及河湖的人工化和大量取水。

该报告是基于大范围的观察网络而非对专家及市民的采访，因此存在着信

息不充分之处，但表明了欧洲生物多样性的总体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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