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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专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曾庆银，博士，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73年11月出生，2006年在瑞典UMEA大学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2006至2017

年相继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基因组和蛋白质功能进化研究组组长、中国科

学院大学岗位教授。2014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

特聘研究员，2016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2018年入选科

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9年入选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主要从事林木比较功能基因组学和林木分子育种研究，在Plant Cell、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Plant Physiology、New Phytologist等

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发表在Plant Cell上的两篇论文

均被编辑部同期配发评述论文。截至目前，培养博士9名，其中3名获中国科学

院院长优秀奖，1名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近年来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完成我国乡土树种银白杨高质量全基因组测序，注释32963个蛋白质

编码基因。对中国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天然群体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发现，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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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银白杨群体平均杂合度低于意大利和匈牙利群体，且额尔齐斯河流域银白杨

群体经历了瓶颈效应后的扩张。银白杨全基因组和群体信息的揭示为建立适合

我国的林木模式系统奠定了基础，为林木比较功能基因组学、功能基因定位挖

掘奠定了基础。

   （2）在基因组、基因表达、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层面上系统性地揭示了：林

木大型基因家族的功能分化模式和机制；达尔文正选择驱动了林木大型基因家

族的功能进化；正选择位点在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进化中的特性。研究成果对理

解林木大型基因家族的形成、以及林木适应性功能产生的分子机理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同时也将为杨树的分子改良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研究工作的创新性和前沿性被国际同行认可，杨树GST家族的研究成果被

Plant Cell杂志专门撰写论文进行评述；松树GST家族的研究论文被美国

“Science Daily”专题报道，杨树PRX家族的研究成果被Plant Cell杂志选为

研究亮点，并将这项研究向读者重点推荐，同时该研究成果也入选了FACULTY 

of 1000，被推荐为本领域有重要进展的研究成果。

曾庆银：林木遗传育种专家



    曾庆银，博士，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73年11月出生，2006年在瑞典UMEA大学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2006至2017

年相继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基因组和蛋白质功能进化研究组组长、中国科

学院大学岗位教授。2014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

特聘研究员，2016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2018年入选科

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9年入选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主要从事林木比较功能基因组学和林木分子育种研究，在Plant Cell、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Plant Physiology、New Phytologist等

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发表在Plant Cell上的两篇论文

均被编辑部同期配发评述论文。截至目前，培养博士9名，其中3名获中国科学

院院长优秀奖，1名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近年来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完成我国乡土树种银白杨高质量全基因组测序，注释32963个蛋白质

编码基因。对中国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天然群体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发现，该地

    罗志斌，博士，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首席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73年11月出生，2006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树木生理学博士学位。2008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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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0年6月至2014年1月，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

院副院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2018年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

推荐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9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现任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副主编、林学领

域TOP期刊Tree Physiology编辑和Plant Biology编委，以及Global Change 

Biology、New Phytologist和Plant Physiology等20多个国际期刊评审专家。

    主要从事林木抗逆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973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20余项。研究成果以第

一/通讯作者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SCI论文近40篇，其中两篇论文被ESI评为

1%高被引论文。获国家林业局“第十二届林业青年科技奖”。

    近年来，针对土壤重金属镉超标、氮素盈亏、盐胁迫等逆境因子，开展深

入系统的研究，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镉等重金属抗性方面，揭示了杨树细根吸收镉离子的时间和空间变

化规律。提出了抗性基因γ-ECS 超表达的杂交杨通过增强谷胱甘肽合成，激

活镉离子吸收与转运系统，促进镉积累的生理调控新模式，为推动镉等重金属污

染土壤林木修复技术的发展，保障我国生态环境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在氮素贫瘠和盈余方面，解析了杨树根/叶协同表达基因调控网络。

发现了杨树通过减慢氮素获取和同化以应对低氮环境，慢速生长杨树较快速生

长杨树，能更好地适应低氮环境，明确了杨树通过氮素转运与同化相关基因的

转录调控响应氮肥，为培育氮素利用效率高的林木、贫瘠地区造林树种选择及

人工林养分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3）在菌根林木抗逆性方面，发现了外生菌根真菌激活宿主杨树的抗性相

关基因和信号转导途径，增强其抗盐性的新机制；同时，揭示了菌根真菌诱导

杂交杨镉转运与解毒关键基因表达，提升防御系统，增强镉抗性的新机理。研究

为菌根林木在盐渍化和镉等重金属污染地区造林提供了新的认识和适用技术。

区银白杨群体平均杂合度低于意大利和匈牙利群体，且额尔齐斯河流域银白杨

群体经历了瓶颈效应后的扩张。银白杨全基因组和群体信息的揭示为建立适合

我国的林木模式系统奠定了基础，为林木比较功能基因组学、功能基因定位挖

掘奠定了基础。

   （2）在基因组、基因表达、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层面上系统性地揭示了：林

木大型基因家族的功能分化模式和机制；达尔文正选择驱动了林木大型基因家

族的功能进化；正选择位点在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进化中的特性。研究成果对理

解林木大型基因家族的形成、以及林木适应性功能产生的分子机理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同时也将为杨树的分子改良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研究工作的创新性和前沿性被国际同行认可，杨树GST家族的研究成果被

Plant Cell杂志专门撰写论文进行评述；松树GST家族的研究论文被美国

“Science Daily”专题报道，杨树PRX家族的研究成果被Plant Cell杂志选为

研究亮点，并将这项研究向读者重点推荐，同时该研究成果也入选了FACULTY 

of 1000，被推荐为本领域有重要进展的研究成果。

罗志斌：林木抗逆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专家



    罗志斌，博士，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首席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73年11月出生，2006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树木生理学博士学位。2008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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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0年6月至2014年1月，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

院副院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2018年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

推荐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9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现任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副主编、林学领

域TOP期刊Tree Physiology编辑和Plant Biology编委，以及Global Change 

Biology、New Phytologist和Plant Physiology等20多个国际期刊评审专家。

    主要从事林木抗逆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973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20余项。研究成果以第

一/通讯作者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SCI论文近40篇，其中两篇论文被ESI评为

1%高被引论文。获国家林业局“第十二届林业青年科技奖”。

    近年来，针对土壤重金属镉超标、氮素盈亏、盐胁迫等逆境因子，开展深

入系统的研究，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在镉等重金属抗性方面，揭示了杨树细根吸收镉离子的时间和空间变

化规律。提出了抗性基因γ-ECS 超表达的杂交杨通过增强谷胱甘肽合成，激

活镉离子吸收与转运系统，促进镉积累的生理调控新模式，为推动镉等重金属污

染土壤林木修复技术的发展，保障我国生态环境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在氮素贫瘠和盈余方面，解析了杨树根/叶协同表达基因调控网络。

发现了杨树通过减慢氮素获取和同化以应对低氮环境，慢速生长杨树较快速生

长杨树，能更好地适应低氮环境，明确了杨树通过氮素转运与同化相关基因的

转录调控响应氮肥，为培育氮素利用效率高的林木、贫瘠地区造林树种选择及

人工林养分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3）在菌根林木抗逆性方面，发现了外生菌根真菌激活宿主杨树的抗性相

关基因和信号转导途径，增强其抗盐性的新机制；同时，揭示了菌根真菌诱导

杂交杨镉转运与解毒关键基因表达，提升防御系统，增强镉抗性的新机理。研究

为菌根林木在盐渍化和镉等重金属污染地区造林提供了新的认识和适用技术。



两位专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符利勇，博士，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简称资源所）森林经理与林业统计研究室副主

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4年获中国林科院

杰出青年，2016年入选中国科协首批“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被托举对象，2017年获第十四届中国

林业青年科技奖，中国林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

员。2019年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

    先后主持包括国家自然基金在内的项目18项，

其中省部级以上6项。作为项目骨干参加省部级以

上课题14项，参与其他项目9项。在Neural 

    1962年始，以热林所为技术依托的“国家林业局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站”（简称生态站）在海南尖峰岭成立。由此，生态站在热带林恢复

与生物多样性保育、森林碳汇计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森林生态旅游和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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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生态站入选科技部首批9个国家级生态站之一，为林业部门入选

的首批2个生态站之一。2009年，被科技部评为“全国优秀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站长李意德研究员荣获“全国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先进个人”。2013年，

生态站被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全国林业先进集体”；2018年，李

意德被评为“全国林业先进工作者”。 

    2016年，由李意德等牵头、海南文昌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参与完成的

《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出版。这是以生态站为主的多

个野外台站，利用多年对热带森林在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

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游憩等八大生态服

务功能的监测研究数据为参数进行的评估研究，是首次对海南生态公益林所产

生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全面量化、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技术成果，体现

了海南生态公益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认识

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促进海南生态省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同时，以生态站长期监测成果为基础，生态站开展了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评估表明：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年总价值为

1262.41亿元（以2012年生态公益林为基数）。

   （2）开展沿海防护林生态建设研究

符利勇：森林经理学研究专家

Networks、Forestry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以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54篇，SCI论文30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7.20，累

积影响因子91.45。被邀请聘任为国际林业重要SCI期刊Forestry编委和林业遥

感期刊Remote Sensing特约编辑。获得梁希青年论文奖一等奖1次、二等奖2

次，获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1项。作为副主编，编写专著1部，获得软件

著作权14项。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近代统计模型和森林生长模型模拟方面的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的进展：

   （1）提出了考虑交互作用的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方法，构建立木生物量模

型，解决了生物量预估中由随机因子引起的不确定性问题。

   （2）提出了含度量误差的非线性联立方程组法，构建立木各分项生物量可

加性方程系统，解决了生物量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观测值含有度量误差而

引起的估计偏差问题。利用非线性联立方程组并结合博弈论思想，从理论上系

统解释了树木生物量分配机理，该研究成果为实现森林生物量精准估测提供坚

实的理论基础。

   （3）提出了利用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方法，构建了基于遥感数据的单木直

径—冠幅反演模型，解决了在生物量预估中由地域随机因子而引起的不确定性

问题。

   （4）系统构建了生物量—直径模型和直径—冠幅反演模型的相容性方程系

统，为实现大尺度森林生物量精准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

    上述多数研究成果已在ForStat软件上实现，目前该软件已推广到国内80

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使用。部分生物量研究成果已经纳入到《立木生物

量建模方法技术规程》（LY/T 2258-2014）行业标准之中，正在全国范围内

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符利勇，博士，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简称资源所）森林经理与林业统计研究室副主

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4年获中国林科院

杰出青年，2016年入选中国科协首批“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被托举对象，2017年获第十四届中国

林业青年科技奖，中国林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

员。2019年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

    先后主持包括国家自然基金在内的项目18项，

其中省部级以上6项。作为项目骨干参加省部级以

上课题14项，参与其他项目9项。在Neural 

    1962年始，以热林所为技术依托的“国家林业局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站”（简称生态站）在海南尖峰岭成立。由此，生态站在热带林恢复

与生物多样性保育、森林碳汇计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森林生态旅游和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动态

    刘鹤，博士，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

业研究所（简称林化所）研究员，硕士生

导师。现任中国林学会林化分会松香松节

油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赴美国德雷塞尔大

学、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进修学习。中国

林科院第六届“杰出青年”， 2019年入选

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面

上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中国林科院青年人才项目、十三五重点研

发计划任务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ACS Applied 

    1999年，生态站入选科技部首批9个国家级生态站之一，为林业部门入选

的首批2个生态站之一。2009年，被科技部评为“全国优秀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站长李意德研究员荣获“全国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先进个人”。2013年，

生态站被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全国林业先进集体”；2018年，李

意德被评为“全国林业先进工作者”。 

    2016年，由李意德等牵头、海南文昌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参与完成的

《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出版。这是以生态站为主的多

个野外台站，利用多年对热带森林在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

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游憩等八大生态服

务功能的监测研究数据为参数进行的评估研究，是首次对海南生态公益林所产

生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全面量化、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技术成果，体现

了海南生态公益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认识

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促进海南生态省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同时，以生态站长期监测成果为基础，生态站开展了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评估表明：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年总价值为

1262.41亿元（以2012年生态公益林为基数）。

   （2）开展沿海防护林生态建设研究

刘鹤：林业生物基功能性新材料研究专家

Networks、Forestry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以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54篇，SCI论文30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7.20，累

积影响因子91.45。被邀请聘任为国际林业重要SCI期刊Forestry编委和林业遥

感期刊Remote Sensing特约编辑。获得梁希青年论文奖一等奖1次、二等奖2

次，获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1项。作为副主编，编写专著1部，获得软件

著作权14项。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近代统计模型和森林生长模型模拟方面的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的进展：

   （1）提出了考虑交互作用的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方法，构建立木生物量模

型，解决了生物量预估中由随机因子引起的不确定性问题。

   （2）提出了含度量误差的非线性联立方程组法，构建立木各分项生物量可

加性方程系统，解决了生物量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观测值含有度量误差而

引起的估计偏差问题。利用非线性联立方程组并结合博弈论思想，从理论上系

统解释了树木生物量分配机理，该研究成果为实现森林生物量精准估测提供坚

实的理论基础。

   （3）提出了利用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方法，构建了基于遥感数据的单木直

径—冠幅反演模型，解决了在生物量预估中由地域随机因子而引起的不确定性

问题。

   （4）系统构建了生物量—直径模型和直径—冠幅反演模型的相容性方程系

统，为实现大尺度森林生物量精准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

    上述多数研究成果已在ForStat软件上实现，目前该软件已推广到国内80

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使用。部分生物量研究成果已经纳入到《立木生物

量建模方法技术规程》（LY/T 2258-2014）行业标准之中，正在全国范围内

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Materials & Interfaces、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等

期刊上发表论文SCI论文16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21.857，累计影响因子

103.343。以第一申请人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7件。

    主要从事林业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研究，通过物理、化学途径，对纤维

素、松香、油脂等林业生物质资源进行精深加工，构建功能性纳米材料、高

分子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等环境友好型生物基功能性新材料，服务于林业

发展。

    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有：

   （1）林木生物基光热转化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以我国丰富的天然资

源木材为原料，在木材表面进行改性或进行涂层修饰，构建了具有高光热转

化层和高吸水层的双层木材基水处理材料。利用木材内部微纤维及微孔结构

导热系数的各向异性，进一步提高水分蒸发界面温度，减少传导热损失，制

备出低价高效的太阳能水蒸发材料，使海水淡化过程中太阳能的转换效率高

达74%，远高于目前太阳能电池的转化效率。此种太阳能蒸汽发生装置可获

得低成本效益和大规模应用价值，在高效海水淡化和废水处理等方面，具有

潜在的应用前景。

   （2）纤维素基功能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采用原位接枝法，在纤维素

结构中引入环氧植物油脂聚合物，制备具有生物降解性能的绿色吸油材料，

从微观角度探索提高纤维素多孔材料的憎水性和保油性的有效途径；以水溶

性纤维素醚为原料，制备两亲性纤维素聚合物，并将其应用于高分子表面活

性剂领域中。为纤维素和植物油脂高值化利用探索了新的途径。

   （3）松香基高分子材料的结构调控及应用研究。针对有机硅橡胶存在分

子链柔韧性大、分子链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弱、机械性能较差等问题，以我国

特色林业生物质资源松香为原料，合成了松香基有机硅烷功能性单体及聚硅

氧烷，并将其应用于松香改性有机硅橡胶材料的制备。解决了松香与硅橡胶

相容性差以及硅橡胶机械性能低的问题，为创新生物基有机硅橡胶的开发提

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为松香的高值化利用开辟了新途径。



中国林科院助力海南热带森林可持续发展

科技支撑

    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也是我国热带森林主要基地。独特的热

带景观与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优质的生态环境，特有的民族文化造就了海南这

张独有的名片。因此，海南的林业发展不仅对推动海南生态和国际旅游岛建设

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国家生态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2003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林科院），联合国际竹藤中心，

与海南省人民政府签署了《海南省人民政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国际竹藤中

心全面科技合作协议书》。16年来，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简称森环森保所）、资源信息研究所（简称资源

所）、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热林所）、湿地研究所（简称湿地所）等，秉承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原则，在海南组织实施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

863、国家科技支撑、行业专项、院地合作、国际合作等在内的一大批科研项

目，为海南省在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沿海防护林研究与示范、热带森林

可持续经营、热带森林植物种质资源保存与研究、沿海退化人工林近自然化改

    1962年始，以热林所为技术依托的“国家林业局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站”（简称生态站）在海南尖峰岭成立。由此，生态站在热带林恢复

与生物多样性保育、森林碳汇计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森林生态旅游和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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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鹤，博士，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

业研究所（简称林化所）研究员，硕士生

导师。现任中国林学会林化分会松香松节

油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赴美国德雷塞尔大

学、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进修学习。中国

林科院第六届“杰出青年”， 2019年入选

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面

上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中国林科院青年人才项目、十三五重点研

发计划任务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ACS Applied 

造、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维持与自然恢复策略研究、生态公益林动态监测等方

面，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科技支撑。 

   （1）建立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1999年，生态站入选科技部首批9个国家级生态站之一，为林业部门入选

的首批2个生态站之一。2009年，被科技部评为“全国优秀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站长李意德研究员荣获“全国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先进个人”。2013年，

生态站被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全国林业先进集体”；2018年，李

意德被评为“全国林业先进工作者”。 

    2016年，由李意德等牵头、海南文昌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参与完成的

《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出版。这是以生态站为主的多

个野外台站，利用多年对热带森林在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

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游憩等八大生态服

务功能的监测研究数据为参数进行的评估研究，是首次对海南生态公益林所产

生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全面量化、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技术成果，体现

了海南生态公益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认识

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促进海南生态省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同时，以生态站长期监测成果为基础，生态站开展了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评估表明：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年总价值为

1262.41亿元（以2012年生态公益林为基数）。

   （2）开展沿海防护林生态建设研究

Materials & Interfaces、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等

期刊上发表论文SCI论文16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21.857，累计影响因子

103.343。以第一申请人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7件。

    主要从事林业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研究，通过物理、化学途径，对纤维

素、松香、油脂等林业生物质资源进行精深加工，构建功能性纳米材料、高

分子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等环境友好型生物基功能性新材料，服务于林业

发展。

    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有：

   （1）林木生物基光热转化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以我国丰富的天然资

源木材为原料，在木材表面进行改性或进行涂层修饰，构建了具有高光热转

化层和高吸水层的双层木材基水处理材料。利用木材内部微纤维及微孔结构

导热系数的各向异性，进一步提高水分蒸发界面温度，减少传导热损失，制

备出低价高效的太阳能水蒸发材料，使海水淡化过程中太阳能的转换效率高

达74%，远高于目前太阳能电池的转化效率。此种太阳能蒸汽发生装置可获

得低成本效益和大规模应用价值，在高效海水淡化和废水处理等方面，具有

潜在的应用前景。

   （2）纤维素基功能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采用原位接枝法，在纤维素

结构中引入环氧植物油脂聚合物，制备具有生物降解性能的绿色吸油材料，

从微观角度探索提高纤维素多孔材料的憎水性和保油性的有效途径；以水溶

性纤维素醚为原料，制备两亲性纤维素聚合物，并将其应用于高分子表面活

性剂领域中。为纤维素和植物油脂高值化利用探索了新的途径。

   （3）松香基高分子材料的结构调控及应用研究。针对有机硅橡胶存在分

子链柔韧性大、分子链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弱、机械性能较差等问题，以我国

特色林业生物质资源松香为原料，合成了松香基有机硅烷功能性单体及聚硅

氧烷，并将其应用于松香改性有机硅橡胶材料的制备。解决了松香与硅橡胶

相容性差以及硅橡胶机械性能低的问题，为创新生物基有机硅橡胶的开发提

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为松香的高值化利用开辟了新途径。



    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也是我国热带森林主要基地。独特的热

带景观与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优质的生态环境，特有的民族文化造就了海南这

张独有的名片。因此，海南的林业发展不仅对推动海南生态和国际旅游岛建设

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国家生态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2003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林科院），联合国际竹藤中心，

与海南省人民政府签署了《海南省人民政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国际竹藤中

心全面科技合作协议书》。16年来，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简称森环森保所）、资源信息研究所（简称资源

所）、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热林所）、湿地研究所（简称湿地所）等，秉承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原则，在海南组织实施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

863、国家科技支撑、行业专项、院地合作、国际合作等在内的一大批科研项

目，为海南省在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沿海防护林研究与示范、热带森林

可持续经营、热带森林植物种质资源保存与研究、沿海退化人工林近自然化改

    1962年始，以热林所为技术依托的“国家林业局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站”（简称生态站）在海南尖峰岭成立。由此，生态站在热带林恢复

与生物多样性保育、森林碳汇计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森林生态旅游和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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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维持与自然恢复策略研究、生态公益林动态监测等方

面，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科技支撑。 

   （1）建立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1999年，生态站入选科技部首批9个国家级生态站之一，为林业部门入选

的首批2个生态站之一。2009年，被科技部评为“全国优秀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站长李意德研究员荣获“全国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先进个人”。2013年，

生态站被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全国林业先进集体”；2018年，李

意德被评为“全国林业先进工作者”。 

    2016年，由李意德等牵头、海南文昌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参与完成的

《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出版。这是以生态站为主的多

个野外台站，利用多年对热带森林在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

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游憩等八大生态服

务功能的监测研究数据为参数进行的评估研究，是首次对海南生态公益林所产

生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全面量化、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技术成果，体现

了海南生态公益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认识

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促进海南生态省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同时，以生态站长期监测成果为基础，生态站开展了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评估表明：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年总价值为

1262.41亿元（以2012年生态公益林为基数）。

   （2）开展沿海防护林生态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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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祥副研究员（右1）在海南开展热带雨林碳水通量测定（姜恩宇摄） 



    1962年始，以热林所为技术依托的“国家林业局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站”（简称生态站）在海南尖峰岭成立。由此，生态站在热带林恢复

与生物多样性保育、森林碳汇计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森林生态旅游和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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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研究站”（简称生态站）在海南尖峰岭成立。由此，生态站在热带林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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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保护区、文昌林科所、临高林业局等多个海南林业科研、高等院校和林业生

产单位合作，先后在海南沿海推广种植了木麻黄防护林10多万亩，恢复重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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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技术及管理平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利用、科学管理及区域生态安全建设

提供了数字化决策依据和技术平台。

    “十二五”以来，中国林科院湿地所多

个团队在海南文昌市清澜港红树林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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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研究，提出了红树林寒害高光谱快速

检测和预警技术，建立了红树林湿地分布动

态变化多光谱遥感监测技术，探讨并优化红

树林动态变化空间模拟模型，建立红树林健

康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典型红树林

进行评价。近年来，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碳汇

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等开展研究，建立了红树

林湿地寒害及富营养化实时监测预警技术及

管理平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利用、科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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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功能的监测研究数据为参数进行的评估研究，是首次对海南生态公益林所产

生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全面量化、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技术成果，体现

了海南生态公益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认识

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促进海南生态省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同时，以生态站长期监测成果为基础，生态站开展了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评估表明：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年总价值为

1262.41亿元（以2012年生态公益林为基数）。

   （2）开展沿海防护林生态建设研究

湿地所专家在海南开展河流水样抽取调查

理及区域生态安全建设提供了数字化决策依据和技术平台。



    1962年始，以热林所为技术依托的“国家林业局海南尖峰岭森林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站”（简称生态站）在海南尖峰岭成立。由此，生态站在热带林恢复

与生物多样性保育、森林碳汇计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森林生态旅游和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臧润国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海南岛热带天然林生物

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制研究。通过20多年的研究，阐明了海南热带天然林生物

多样性形成、维持和恢复机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热带林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

持的理论体系，发展和完善了天然林生态系统保育和恢复的理论体系，同时也

为我国物种丰富林区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完成国家行

业标准3项，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海南省高校科技成果奖一

等奖和中国林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3）开展热带林可持续经营和生态公益林动态监测研究 

    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林科院资源所多个专家团队到海南开展合作科研，

累计投入科研经费1000多万元。

    黄清麟研究团队开展了热带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热带森林景观恢

复、热带天然商品林生态补偿和热带森林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等方面的研究，

提出了中国热带地区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热带森林景观恢复理论与技术、热

带天然商品林生态补偿机制和热带森林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等，建立了试

验示范点。

    陆元昌研究团队开展了热带林可持续经营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提出

了热带中部山区次生林可持续经营等系列理论和技术。近年来，针对热带沿海

防护林退化问题，与海南省林科所合作，在文昌市开展木麻黄退化人工林近自

然化改造研究，提出了热带滨海地区低效、退化人工林健康经营等系列技术模

式和手段，帮助海南省林科所完成更新恢复造林1000多亩。

    张旭研究团队开展了高分遥感、主被动协同监测技术在生态公益林动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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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41亿元（以2012年生态公益林为基数）。

   （2）开展沿海防护林生态建设研究

臧润国研究员（右）和他的助手与学生在海南开展野外生物多样性调查

化监测方面的应用研究，研发了公益林资源卫星监控平台，通过与国家林业高

分遥感应用平台的对接，实现了覆盖海南省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获取，通过

GIS地图，展示了海南省各县市高分影像底图和生态变化监测可视化专题图。

与海南省生态公益林管理中心合作，对海南中部生态核心区的白沙、昌江、琼

中、五指山四个市县的公益林资源开展卫星监控，共发现变化斑块451个，涉

及7个管辖单位，实现了高频次、及时快速发现辖区内人为干扰和林地破坏行

为，实现了最大程度地保护海南公益林的业务目标。

   （4）提供可靠智力支持 

　　2005年，海南省林业局与中国林科院签订了“热带林业农业推广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班”协议书，委托中国林科院负责招生和培养热带林业方面的农业

推广硕士，包括保护区管理、森林保护、森林经理、热带林业和林业经济5个

研究领域。截至目前,已为海南培养硕士研究生24名，为改善海南林业人才队

伍结构、提高海南省林业系统骨干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唐守正院士与海南共建了首个“林业院士工作站”，双方在热带

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热带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检测体系建设、林业科学

数据平台建设及运行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探讨我国热带地区生物资源开发与

保护，以及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途径。 

                                    （王建兰/院办  崔  凯/院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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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林退化问题，与海南省林科所合作，在文昌市开展木麻黄退化人工林近自

然化改造研究，提出了热带滨海地区低效、退化人工林健康经营等系列技术模

式和手段，帮助海南省林科所完成更新恢复造林1000多亩。

    张旭研究团队开展了高分遥感、主被动协同监测技术在生态公益林动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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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生态站入选科技部首批9个国家级生态站之一，为林业部门入选

的首批2个生态站之一。2009年，被科技部评为“全国优秀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站长李意德研究员荣获“全国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先进个人”。2013年，

生态站被人社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全国林业先进集体”；2018年，李

意德被评为“全国林业先进工作者”。 

    2016年，由李意德等牵头、海南文昌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参与完成的

《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出版。这是以生态站为主的多

个野外台站，利用多年对热带森林在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

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游憩等八大生态服

务功能的监测研究数据为参数进行的评估研究，是首次对海南生态公益林所产

生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全面量化、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技术成果，体现

了海南生态公益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认识

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促进海南生态省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同时，以生态站长期监测成果为基础，生态站开展了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评估表明：海南生态公益林生态服务功能年总价值为

1262.41亿元（以2012年生态公益林为基数）。

   （2）开展沿海防护林生态建设研究

化监测方面的应用研究，研发了公益林资源卫星监控平台，通过与国家林业高

分遥感应用平台的对接，实现了覆盖海南省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获取，通过

GIS地图，展示了海南省各县市高分影像底图和生态变化监测可视化专题图。

与海南省生态公益林管理中心合作，对海南中部生态核心区的白沙、昌江、琼

中、五指山四个市县的公益林资源开展卫星监控，共发现变化斑块451个，涉

及7个管辖单位，实现了高频次、及时快速发现辖区内人为干扰和林地破坏行

为，实现了最大程度地保护海南公益林的业务目标。

   （4）提供可靠智力支持 

　　2005年，海南省林业局与中国林科院签订了“热带林业农业推广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班”协议书，委托中国林科院负责招生和培养热带林业方面的农业

推广硕士，包括保护区管理、森林保护、森林经理、热带林业和林业经济5个

研究领域。截至目前,已为海南培养硕士研究生24名，为改善海南林业人才队

伍结构、提高海南省林业系统骨干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唐守正院士与海南共建了首个“林业院士工作站”，双方在热带

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热带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检测体系建设、林业科学

数据平台建设及运行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探讨我国热带地区生物资源开发与

保护，以及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途径。 

                                    （王建兰/院办  崔  凯/院科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