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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湿地领域重大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

由中国林科院湿地研究所崔丽娟研究员主持的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评估技术研究”重大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

项目初步分析了滨海湿地生态特征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内在联系机制，

研发出了典型滨海湿地生态特征及主导服务功能确定技术，确定了全国 15 个

典型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主导服务功能并进行价值评价，提出了生态系统功能

评估的区域性尺度转换技术；明确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产生重复

性计算的原因，并对重复性计算的指标进行分类，提出了评估重复性计算的剔

除方法，初步构建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体系及其评估技术。截至目前，

已发表相关论文 9 篇；《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观测指标体系》和《滨海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技术规程》行业标准初稿已编制完成。

中国林科院突破我国滇楸无良种现状

近期，滇楸优良无性系‘中滇 63’、‘中滇 128’获得了河南省林木良种

委员会的审定，由此突破了我国滇楸无良种的现状。 

滇楸为高大落叶乔木，树高可达 20 米，木材结构细，纹理通直，花纹美观，

抗虫、防腐、防湿性强，加工性能好，是制作高档家具、室内装饰、建筑、造

船、车辆、乐器、木模等的珍贵优质用材树种。它喜光、喜温暖湿润，适生于

年均气温 10 ～ 15℃、年降水量 700 ～ 1200 毫米的地区。对土、肥、水等条件

要求较为严格，适宜在土层深厚肥沃、疏松湿润而又排水良好的中性、微酸性

和钙质土壤上生长。主要分布于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地。但是，长期以

来由于人们无节制地砍伐利用，加之其遗传改良研究和品种选育工作相对滞后，

无审定良种投产，从而不能开展大规模生产，导致其资源急剧下降，不少省区

濒临枯竭。

2005 年，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珍贵用材树种遗传改良

研究组，联合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在滇楸主要分布区共收集优良种源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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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份。2007-2008 年，筛选出了 30 个无性系开展区域化试验；2009 年，在河南、

湖北、贵州等地营建滇楸无性系区域化试验林，开展无性系评比试验和选择；

2012 年，对表现优异的无性系开始示范推广。经过 7 年的无性系评比试验和示

范推广，筛选出了适宜在河南省适生区栽培的滇楸优良无性系‘中滇 63’、‘中

滇 128’两个优良品种。‘中滇 63 ’和‘中滇 128 ’滇楸优良无性系干性端直、

速生等特性表现突出，两年生嫁接苗胸径和树高分别达 3 厘米、3.5 米以上；5

年生胸径和树高分别达 12 厘米、7.5 米以上。

目前，尚有部分优良品种处于中试阶段，并分批送呈林木良种委员会审定。

“低质纤维原料化学机械浆节能清洁生产技术及核心装备”

成果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2014 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4 月 2 日，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以下简称林化所）制浆造纸

创新团队申报的“低质纤维原料化学机械浆节能清洁生产技术及核心装备”成

果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针对我国化学机械浆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资源利用率低、能耗高、污染

重等共性问题，林化所与江苏金沃机械有限公司、江苏天瑞新材料有限公司等

企业单位开展联合攻关，成功研发出高效均质化学预处理、节能磨、过程污染

物高效低成本组合处理等多项专利技术，集成后应用于产业化生产。同时，研

制出了适合木材加工剩余物特点的专有节能预处理和磨浆关键设备。该技术以

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以林木加工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为目标，清洁生产，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是由中国轻工联合会设立的最高轻工科

技奖项，代表了轻工行业技术奖励的最高级别，被誉为轻工业的“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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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专利荣获“第十六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日前，中国林科院“竹材原态多方重组材料及其制造方法”、“一种大片

竹束帘及其制造方法和所用的设备”、“一种增强、阻燃改性人工林木材及其

制备方法”3 项专利，获得了“第十六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竹材原态多方重组材料及其制造方法”，首次提出“竹材原态重组”理念，

首次系统地规模化研发了承载型竹基复合材料加工机械；创制的竹材弧形原态

重组材料和竹材原态多方重组材料可作为承载型材料应用于建筑结构、车船制

造等领域，有力地促进了竹材加工的技术装备升级。目前已在江苏、湖南等地

实施技术转让，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一种大片竹束帘及其制造方法和所用的设备”，创制了多功能竹材专用

疏解机，开发了竹材单板化制造、点裂微创、纤维原位可控分离一体化疏解工艺，

发明了纤维化竹单板，开发出了性能可控、规格可调、结构可设计的高性能竹

基纤维复合材料。产品在我国 21 个省、全球 46 个国家推广应用；创制的关键

设备在我国 13 个省、全球 9 个国家推广应用。

 “一种增强、阻燃改性人工林木材及其制备方法”，通过树脂型木材改性

药剂的调配、浸渍、改性干燥定型等技术，改善了人工林速生杨木与杉木等树

种低密度、软材质、握钉力小和尺寸稳定性差等缺陷，同时赋予阻燃、防腐等

功能。开发出的家具、门窗等产品，木材附加值提高 3 倍以上，已建示范生产

线 7 条，新增销售额 5.68 亿元，新增利润 1.0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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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

国家林业局马尾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

3 月 30 日，依托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

研究院联合组建的国家林业局马尾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将整合国

内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生产企业的科技资源，紧密围绕马尾松产业发

展过程中的共性技术和社会需求，开展马尾松科技成果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

促进成果转化，引领产业发展，增加林农收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

我国木材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保障。

马尾松是我国分布广、速生、综合利用程度高的乡土树种。50 多年来，中

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持续开展马尾松良种选育、高效栽培、加工利用及

产业化与科技服务工作，形成了集中稳定、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的专业研发

队伍，具有布局合理、基础雄厚的长期研究和成果转化基地，取得了一系列自

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科技成果。

人才队伍

杨忠岐：森林害虫生物防治的开拓者

杨忠岐 , 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入

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林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国际林联东北

亚森林保护学工作委员会主席；曾任第五、六届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为国

家林业局高级专家组成员，北京昆虫学会副理事长。多年来一直担任国家林业

局森林保护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任《林

业科学》常务副主编以及《昆虫学报》等 10 多种我国核心期刊编委、格鲁吉

亚科学基金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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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森林害虫防治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项目；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际林联科学成就奖等奖项，是我国首次国际林业大

奖获得者，林业界首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首届“蒲蛰龙优秀生物

防治工作者奖”和首届“刘业经教授基金奖”获得者；发表论文 226 篇，其中

SCI 论文 46 篇，主要发表在昆虫学和生物防治领域的国际高端刊物上，国际著

名昆虫学刊物《美国昆虫学会年鉴》百年来首次破例为杨忠岐的论文配发中文

摘要，在美国昆虫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版专著 5 部，译著 1 部；获国家发

明专利授权 5 项；发表天敌新种 325 种。其主要贡献体现在：

一、解决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多项防治难题

1. 美国白蛾生物防治技术研究。通过调查发现美国白蛾重要天敌为新属新

种白蛾周氏啮小蜂，研究出了人工大规模繁殖小蜂和释放防治技术，建立了生

物防治技术体系。截至 2014 年底已在全国推广防治面积 6800 多万亩，占全国

美国白蛾发生面积的 2/3以上，防治区有虫株率由 95%以上下降到了 0.1%以下，

使上海、大连、烟台、青岛等地的美国白蛾连续 10 年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为

北京“绿色奥运”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成果于 2006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 重大有害生物松材线虫病防治难题研究。从防治松材线虫病传播媒介松

褐天牛入手，发明了生物防治新技术：专用黑光灯诱杀成虫，小幼虫期释放松

褐天牛肿腿蜂（新种），中老龄幼虫及蛹期释放花绒寄甲，防治效果良好。

3. 我国东北林区重大蛀干害虫栗山天牛防治问题研究。研究出了诱杀栗山

天牛成虫专用黑光灯，在短期内控制害虫虫口数量，以及白蜡吉丁肿腿蜂（新

种）防治天牛小幼虫、释放花绒寄甲防治天牛中老龄幼虫和蛹的综合防治技术，

有效控制了栗山天牛。成果整体达国际领先水平。

4. 控制重大外来入侵害虫红脂大小蠹研究。从国外引进捕食性天敌大唼蜡

甲，解决了天敌人工大量繁殖技术难题，建立了大唼蜡甲生物防治技术体系，

实现了对红脂大小蠹的有效防治，使其在防治区得到完全控制。

5. 其他多种天牛的防治难题研究。攻克了我国天牛的重要寄生性天敌—花

绒寄甲大量繁殖难关和高效低成本释放技术；开发了三种生物防治天牛新技术，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解决了多年来困扰国内外的天牛防治难题。

二、奠定了我国森林害虫生物防治的良好基础

1. 建立了我国林虫寄生蜂资源数据库。收集天敌标本 25 万号，发表寄生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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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属 10 个、新种 325 种，建立了我国寄生蜂天敌资源数据库，完成专著《寄

生林木食叶害虫的小蜂》。

2. 参与国际重大检疫害虫生物防治研究。发现三种控制白蜡窄吉丁的重要

天敌（新种），解决了天敌大量繁育技术难题。研究成果获得美国动植物检疫

局专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高度评价。

三、推动我国森林病虫害生物防治学科发展

提出的“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治理森林病虫害”理念，被国家林业局采纳，

并在全国实施；协助国家林业局在全国建立 36 个天敌繁育中心，为推动我国

森林病虫害生物防治学科进步做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

周志春：速生丰产和珍贵用材树种育种与培育专家

周志春，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林木育种与培育研究室主任、用材树种研究方向首席专家，

浙江省林木育种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入选浙江省 151 人才第一层次培养

计划并获重点资助，曾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奖、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

自 1987 年工作至今，一直从事马尾松、木荷和南方红豆杉等亚热带主要速

生丰产和珍贵用材树种育种与培育技术研究，为全国马尾松和木荷育种及全国

马尾松良种基地技术协作组组长。先后主持和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和专题、

国家基金、863 子课题、948 项目、部省重点项目 20 余项。获国家及部省级科

学技术奖 13 项，其中主持成果获省级二、三等奖各 2 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

出版专著 5 部，负责制定行业标准 3 项、省标 4 项，选育林木良种 4 个。支撑

建立国家林木良种基地 10 余个、国家种质库 1 个和省级保障性苗圃 8 个。

1. 组织完成了我国马尾松第二代遗传改良，推进我国马尾松人工造林品种

更新换代

组织开展了全国马尾松高世代遗传改良及全国良种基地技术协作工作。系

统揭示了马尾松生长、材性、产脂力和营养效率等性状的遗传变异规律，从分

子水平初步揭示了与产脂量和抗性相关的基因；解决了多性状聚合育种、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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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本分子辅助选配、营养高效育种、种子园矮化丰产和近交控制等共性关键技

术；在全国建立了马尾松二代无性系种子园超过 5000 亩，实现其人工造林品

种的更新换代。审认定了全国第一个马尾松二代种子园良种，材积增益较第一

代良种提高 10% 以上。初步构建了我国脂用马尾松育种技术体系。主持的“马

尾松二代遗传改良和良种繁育技术研究与应用”获梁希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作

为主要完成人参加的“马尾松良种选育及高产高效配套培育技术研究及应用”、

“马尾松材性遗传变异与制浆造纸材优良种源选择研”和“主要针叶纸浆用材

树种新品系选育、规模化繁殖及培育配套技术”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在多种亚热带重要珍贵树种育种和培育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突破

揭示了木荷天然林分个体类型和材性表型变异规律，将木荷划分为中心、

中部和北部 3 个种源区，认定优良种源 3 个。在浙江龙泉构建我国首个木荷育

种群体，支撑浙江、福建、江西和重庆营建木荷无性系种子园。

研创了木荷、红豆树、南方红豆杉、楠木、浙江樟、赤皮青冈、柏木等 1 －

2 年生珍贵树种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体系，并实现产业化生产，突破了珍贵树

种育苗难的技术瓶颈，支撑多个省区省级保障性苗圃建设，培育主要珍贵树种

各类轻基质容器苗 5000 万株以上。初步构建了木荷、柏木、南方红豆杉和红

豆树等主要珍贵树种栽培技术体系，有效支撑了我国珍贵树种战略资源的培育。

突破了南方红豆杉和三尖杉两种珍稀木本药用植物优良种子贮藏难、发芽迟和

1 年生苗木生长慢的关键技术瓶颈，综合筛选出速生高药用含量的南方红豆杉

优良种源 7 个、优株 6 株，三尖杉药用优良种源 7 个，攻克了设施栽培和林下

套种南方红豆杉和三尖杉短周期高效培育关键技术。主持成果“南方红豆杉和

三尖杉优良药用种质选择及短周期高效栽培”和“红豆树、木荷等 6 种珍贵用

材树种品种选育和高效培育技术”分别获得福建省和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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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言

杜鹏东建议：发展林业技术装备 推进生态建设 改善民计民生

林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是现代林业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加快林

业技术装备发展步伐是转变林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国家林业局哈尔滨林业

机械研究所（简称哈林机所）所长杜鹏东认为，技术装备是现代林业技术实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装备水平也是考核一个行业技术实力的重要指标。针对

我国目前林业发展新形势，提高林业装备技术创新能力 ,不断发展林业技术装备 ,

对于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农村劳动力

缺乏，结构日趋老龄化，工资成本上涨，劳动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已成为制约

当前林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广大林农迫切需要林业机械装备，林业机械化已成

现代林业发展不可逾越的门槛。

杜鹏东认为，解决途径应该从国家政策和技术发展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国家政策方面，确立林业技术装备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的公益

地位，从政策上保障林业装备科研发展适应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方向。

把现代林业装备发展纳入到国家新时期林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中，用装备现代化

促进生态林业发展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林业装备发展中存在的只重

市场经济效益，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需求。

二是技术发展方面，可以从 3 个方面着手：

1. 种苗培育技术装备研究。建议从苗圃系列装备、苗木移栽装备、油茶等

经济林苗木嫁接装备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谋求以机械替代人工，提高种苗生

产的科技含量和种苗质量，节省生产成本，建设一批苗木生产机械化示范基地，

辐射、示范和带动种苗产业发展，大幅度改善林木种苗生产条件和技术装备水

平，构建日益完善的全国林木种苗生产供应体系，增强林木种苗生产和供应能

力。

2. 经济林、用材林资源采集利用技术装备研究。目前用材林和经济林生产

配套装备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生产中仍以人工为主，劳动强度大，费工费时，

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作业质量难以保证。建议针对桉树、竹子等用材林

的采伐、集材装备，针对油茶、核桃等经济林的抚育、修剪、采摘、果实处理（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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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分离、干燥）装备的研制开发进行专项投入，使之成为我国林业经济新的增

长点。

3. 林间林下经济资源开发技术装备研究。林下经济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同样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加强林下经济资源开发设备研发创新已成为当务之急。

林下经济资源主要包括林菌、林果、林药、林业养殖、林业蔬菜、林业种植六

大支柱产业。目前我国特色森林食品和药品的生产设备普遍存在水平低、不配

套，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稳定，产生的废弃物污染环境等问题。建议充分

依靠现代科技和装备，全面提升林下经济资源种植、采收、加工装备的技术水平，

实现林下经济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不断提高林下经济产

业的聚集效应 , 推进林下经济向大规模、深层次发展。通过高新技术装备对产

品的精深加工 , 不断延长产业链 , 提高产品附加值 , 以加工业的大发展带动林下

经济产业大发展。

红树林可以保护珊瑚礁免遭气候变化影响

珊瑚是一种海洋动物，幼年珊瑚生长在死亡的先辈珊瑚的石灰质遗骨堆上，

形成珊瑚礁。珊瑚礁生态系统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但

它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2011 年 2 月 28 日，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的《珊瑚

礁危机再探》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 75% 的珊瑚礁正遭受来自全球和区域范围

内的各种威胁。该报告首次确认了气候变化对于珊瑚礁的危害，包括海水变暖

和持续的海水酸化；而来自区域的威胁则包括过度捕捞、海岸带开发和污染等，

这些区域性因素正在对全世界 60% 的珊瑚礁构成了快速的、直接的威胁。

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埃克德学院的科学家最近发表的一份综合分析报告显示，

美国维尔京群岛（St. John）的红树林可以减轻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的影响。研究

人员发现，一些位于红树林下的珊瑚生长健壮，有大块的珊瑚礁，而就在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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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没有红树林庇护的地方，则出现了珊瑚礁“漂白”现象。

红树林主要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河海口交界处，适生于半咸水的环境，

具有发达的支柱根并形成网络，向下延伸至海底，珊瑚礁即生长在这些根的上

下部。红树林对珊瑚礁的重要性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综合分析报告指出，

珊瑚礁群落的结构和多样性严重依赖于红树林的有无，保护红树林可以使珊瑚

礁群落的多样性得到加强。研究人员称，红树林及其相关的生境和生物过程以

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护着珊瑚礁：

——红树林为珊瑚礁提供林荫，使其免遭高水平太阳辐射的影响；同时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水温度，减轻了海水变暖造成的压力。

——红树林周边的化学、生物和物理条件可以降低海水的酸度，使其维持

在有害水平以下。随着海洋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量的不断增加，导致海洋酸化，

而海水酸化会降低珊瑚的生长速度，导致动物骨骼脆弱，使珊瑚礁的石灰化程

度减小，珊瑚礁生长速度和硬度都会降低。

——红树林提供的林荫可以阻止珊瑚漂白。随着气候变化，全球范围内的

珊瑚漂白事件越来越频繁。海水变暖会扰乱珊瑚与藻类的共生关系。藻类通过

光合作用为珊瑚提供必需的营养物质，同时向自身无色的珊瑚传递颜色；而藻

类则依靠珊瑚提供的日光和排出的废物生活，珊瑚礁堆积得越高，越有利于藻

类植物的生存。一旦海水温度上升，藻类就会消失，珊瑚则处于饥饿状态，从

而失去颜色产生“漂白”的现象。

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埃克德学院的综合分析报告《红树林生境中珊瑚群落的

多样性表明红树林是珊瑚礁躲避气候变化的新避难所》，在线发表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的《生物地球科学（Biogeosciences）》杂志上。

世界首次统一阐明：热带雨林中树叶的光合能力由树高决定

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就热带雨林中树叶光合能力的研究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研究成果：1）该研究发现在热带雨林叶的光合能力与树高同时增加；2）

在光照强的林冠层能够有高效的光合作用是热带雨林高固碳能力的原因之一；

3）该成果对提高热带雨林固碳能力的计算精确度贡献颇大。

研究发现，在热带雨林，树木越高树叶的光合能力越强。根据在温带的研究，

高大树木难以把水分运输到树叶上，树高达到一定高度以上，光合能力就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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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但是，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对 100 多种树从树高 1 米的小树到超过 50

米的大树测定叶的光合能力，得知：树木越高光合能力越强，树木越大固碳量

越多。这是在雨水多的热带雨林，树木可以从根部吸收充足的水分，所以在光

照充足的树冠部可以进行有效的光合作用。

尽管很难准确推测由多种树木组成的热带雨林的光合能力，但是这项研究

成果对阐明热带的固碳能力有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