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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首个《经济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技术规程》发布

    我国食用经济林产品市场近年增长迅猛，而在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尚存在检

测技术落后、相关标准缺少、污染现状不清等瓶颈问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刘毅华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林业科

研机构，经过4年协作攻关，针对食用经济林产品中的农药、重金属污染物残

留，建立起组合检测技术，实现标准化检测体系，工作效率提升1倍以上，解决

了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缺少高效检测技术的工作难题。

    研究团队通过对我国12类特色食用林产品及产地质量安全现状，开展了4

年跟踪研究，绘制出了经济林产地土壤质量全国分布规律图，提出了油茶籽等

11类食用林产品中农药12个、重金属17个限量标准建议值。

    该成果突破了大“食品安全”研究领域“小作物（食用经济林产品）”研

究基础缺乏的困境，促进了我国经济林学科形成新的研究特色。相关方法通过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国际分析实验室能力验证（FAPAS）比对验证，发

布了我国经济林产品质量安全方面首个行业标准《经济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技

术规程》，本标准已成为国家林业局开展全国食用经济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的主要技术支撑。相关研究成果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Chemosphere、Journal of Food Science等期刊上发表。  

                                                  （刘毅华 / 亚林所）

关于《林科动态》由月刊变更为双月刊的说明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动态》（简称《林科动态》）自2014年7月创

刊以来，在各级领导、院属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秉持求真务实、

创新求变的理念，展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技成果、科技动态、科技人物、

科技平台等，发挥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并为相关部门和有关领导提供了科学决

策依据。

    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节约资源，努力做到高、精、准，本刊研究决定，

并经批准，自2018年起，《林科动态》由月刊变更为双月刊。特此说明。

                                                  《林科动态》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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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桐装饰材新产品较传统产品增值20%-150%

大尺寸泡桐木材碳化墙壁板产品

    我国泡桐资源居世界第一，但在桐材新产品研发方面缺乏系统研究，导致

桐木制品生产工艺不成熟，没有构建起完整的桐木特色产业链，阻碍了我国泡

桐产业发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泡桐研究开发中心（简称“泡桐中心”）常德

龙研究员团队，以研发高附加值泡桐装饰材产品和选育泡桐优良品系为切入点

，在理论和实践创新方面，实现了泡桐产业主体化、特色化、连续化突破。

    研究团队选育出的泡桐无性系，为有效解决南方低山丘陵区泡桐人工林培

育中，存在的盲目引种、木材品质差等问题奠定了基础；解决了泡桐木材化学

脱色成本高且有污染物排放、大尺寸墙壁板累积变形、桐材加工劈裂、腻子添

孔色差大等技术难题。通过五年的项目实施，指导建立了桐木墙壁板生产示范

线。每年向发达国家出口1200立方米高等级桐木墙壁板，较传统桐木拼板增值

20%至150%。有力带动了贫困区兰考合作企业的经济发展。                

    在桐木制品开发利用方面，研究团队创新研发了桐材环保碳化仿鸡翅木技

术，不但解决了桐木变色问题，而且形成了陈化木和鸡翅木的效果。由此研发

的烤桐墙壁板，具有大径级和通直度高的优点，拥有独特的美学价值，为泡桐

高附加值利用开辟了新途径，在室内装饰、高档家具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项目共获国家发明专利10件；发表论文17篇；完成涂饰新工艺1项，研发新产

品3项，出版学术专著《泡桐研究与全树利用》。                                 

                                                 （黄琳 / 泡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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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中国沙地志》诞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简称“荒漠化所”）杨文斌研究员率

领的防沙治沙研究团队，承担的国家林业局行业专项——“中国沙地补充考察

与沙地志编研”项目，历经4年不懈努力，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以继承、拓展、完善我国沙地基础数据为目标，项目研究内容涵盖我国四

大沙地和零星沙地在内的所有沙地。项目组系统考察滨海、高寒、环湖与河

岸沙地，摸清了零星沙地的自然资源、环境、人口、科技、社会、经济整体现

状与历史演化过程，补充考察了四大沙地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与人口和产

业的动态关系。

    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团队构建了中国沙地完整、准确、系统的基础数

据库；完成了中国沙地志编纂体系系统研究，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沙地志的编纂

工作（一部五卷），共计175万字。在包括零星沙地在内的详细调查的基础上，

编制完成了中国沙地分布图编图大纲。

    项目抓住了我国沙地研究和开发利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有效地

弥补了我国在沙地分类与本地情况调查中存在的不足，填补了我国在沙地志领

域的空白，对我国沙地的开发治理和基础信息的普及意义重大。

                                                   （李卫 / 荒漠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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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森林资源监测技术

    项目牵头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鞠洪波研究员

    项目面向现代森林资源监测业务需求，从森林资源监测技术、可视化模拟            

技术与经营管理技术出发，突破制约林业信息化发展的森林资源信息获取时间

长、精度低，可视化程度低、预测模拟困难等技术难点，实现森林资源的精准

监测、直观模拟与高效管理，提高我国森林资源监测技术与业务应用水平。主

要成果如下：

    （1）形成了数字化森林资源监测关键技术，实现了区域尺度范围内的森

林分布和覆盖信息的准确提取；开发了相应软件模块，分析了全国或区域性大

尺度森林资源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状况。

    （2）实现了数字化森林模型与可视化模拟，针对森林可视化模拟关键技

术，重点研究了树木数字化模型与可视化模拟技术、林分数字化模型与可视化

模拟技术、森林景观数字化模型与可视化模拟技术、森林经营可视化模拟技术，

为林业科研、生产和科学决策提供了直观、形象、全新的三维森林可视化模拟

平台。

    （3）实现了森林与牧场数字化经营管理，重点突破了数字化生境信息的

获取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库构建与管理技术和数字化生境评价模型、经营管理

决策支持模型、森林、牧场经营管理决策技术，研发了数字化森林与牧场经营

管理决策支持平台，实现了森林、牧场信息快速精准获取与经营管理决策。

    项目发表学术论文141篇，其中SCI/EI收录37篇；获授权专利26项，其中

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得9项；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60项，编制行业标准

2项；出版专著2部。研发的技术方法、软件系统等，已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

场总场、湖南省黄丰桥国有林场、河南省鸡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开展了

应用推广，为实现森林资源高时效、高精度监测，可视化管理提供了技术手段

与软件平台。对于提高现代林业信息化水平、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以及提升我国林业及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态、社

会、经济效益显著。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2017年度重大科技成果奖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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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技术研究

    项目牵头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鞠洪波研究员

    项目面向现代森林资源监测业务需求，从森林资源监测技术、可视化模拟            

技术与经营管理技术出发，突破制约林业信息化发展的森林资源信息获取时间

长、精度低，可视化程度低、预测模拟困难等技术难点，实现森林资源的精准

监测、直观模拟与高效管理，提高我国森林资源监测技术与业务应用水平。主

要成果如下：

    （1）形成了数字化森林资源监测关键技术，实现了区域尺度范围内的森

林分布和覆盖信息的准确提取；开发了相应软件模块，分析了全国或区域性大

尺度森林资源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状况。

    （2）实现了数字化森林模型与可视化模拟，针对森林可视化模拟关键技

术，重点研究了树木数字化模型与可视化模拟技术、林分数字化模型与可视化

模拟技术、森林景观数字化模型与可视化模拟技术、森林经营可视化模拟技术，

为林业科研、生产和科学决策提供了直观、形象、全新的三维森林可视化模拟

平台。

    （3）实现了森林与牧场数字化经营管理，重点突破了数字化生境信息的

获取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库构建与管理技术和数字化生境评价模型、经营管理

决策支持模型、森林、牧场经营管理决策技术，研发了数字化森林与牧场经营

管理决策支持平台，实现了森林、牧场信息快速精准获取与经营管理决策。

    项目发表学术论文141篇，其中SCI/EI收录37篇；获授权专利26项，其中

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得9项；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60项，编制行业标准

2项；出版专著2部。研发的技术方法、软件系统等，已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

场总场、湖南省黄丰桥国有林场、河南省鸡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开展了

应用推广，为实现森林资源高时效、高精度监测，可视化管理提供了技术手段

与软件平台。对于提高现代林业信息化水平、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以及提升我国林业及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态、社

会、经济效益显著。

    项目牵头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张建国研究员

    杉木是我国重要速生乡土针叶用材树种，种植面积与蓄积分占全国主要造林

树种的1/5 和1/4，其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技术研发是产业发展的根本需求，对

解决我国木材供需总量与结构性矛盾具战略支撑意义，本项目以定向培育速生丰

产优质高效稳定杉木人工林为目标，重点突破了杉木良种选育、良种繁育、大径

材培育、生长收获模拟与预测等难题。主要成果如下：

    （1）揭示了杉木主要经济性状遗传变异规律，选育出多目标多水平良种101 

个，全面推进了杉木产区良种换代升级。提出了第3代种子园亲本选择技术，创

新性提出先嫁接后定植分步式高效种子园营建技术，在多个省份营建第三代种子

园8000亩；揭示了杉木重要性状杂种优势形成机理，提出双系杂交种子园建立技

术，子代遗传增益达30%以上。

　　（2）突破了杉木组培快繁技术难点，构建了种子园丰产及良种快繁技术体

系，实现了良种规模化生产。改良创新的种子园丰产技术，使种子发芽率达60%

以上，病虫危害控制在10%以内；提出组培快繁方法，使生根率达90%以上。突破

了杉木大径材材种结构动态变化规律及成材机理研究，提出了杉木大径材定向培

育技术体系。提出了杉木大径材速生丰产林优化栽培模式，大径材比例提高30%

以上，系统建立了国家及省区级杉木大径材速生丰产林培育标准化体系。

    （3）突破了杉木自然稀疏理论与生长模拟方法研究，构建了杉木人工林生

长模拟技术体系。建立了杉木最大密度线优化模拟技术，奠定了杉木密度管理理

论依据；首次基于贝叶斯理论、人工神经网络、计数模型、混合效应模型构建杉

木生长模型，提高了模型估计可靠性和稳定性，实现了杉木人工林生长模拟理论

与技术创新。

    项目审/认定杉木良种101个；发表学术论文151篇，其中SCI25篇；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登记软件著作权2项；颁布林业行业、地方

标准10项；出版专著8部。成果在15个基层应用单位累计推广造林面积283万亩，

新增产值5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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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牵头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舒立福研究员

    我国是一个多森林火灾的国家，1950-2015 年平均每年受伤人员950人，

死亡近100人。我国大约有5500个县级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扑火队员65万人，

本项目针对扑火人员和林区城镇安全预警开展研究，开展县级森林火灾预警技

术体系进行研究与应用。主要成果如下：

    （1）开展了森林火灾预警领域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历经20年

（1996-2015年），调查分析火灾发生规律及预警主导要素，完成了森林火灾各

预警因子的空间定量化建模，实现森林火灾预警因子的空间模拟与表达；构建

了基于各测报变量的单因子火险预警模型，以及综合各火因子的火发生综合预

警模型，建立了火灾预警模型和危险等级的分级标准。

    （2）集成县级森林火灾预警系统，为目前国内收录火灾信息最多、判定

指标最全的森林火灾预警技术软件。系统采集和集成了县市的电子地图和数据，

实现了火灾数据快速采集、传递和集成，火情的标绘、火环境信息查询、火发

展预警、火场态势预警发布和人员疏散预警等。

    （3）开发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县级森林火灾预警技术系统。可指

导基层单位开展科学的火灾巡护、监测和预防，实现了对森林火灾发生、蔓延

的多场次和多参数的预警科学决策。是我国目前功能最全、应用最多的森林火

灾预警技术。

    （4）解决了森林火灾预警技术中指标体系建立、系列模型构建和危险性

预警等一系列配套技术问题。出版了《林火气象与预测预警》、《森林火灾监

测预警和扑救指挥数字化技术》等专著5部，为国内外第一本有关森林火灾预

警技术的专著。

    本项目发表论文56篇，其中SCI/EI12篇；获软件著作权15项；发明专利8

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制订林业行业标准5项；通过现场示范、技术培训等

方式，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的10多个市、县、林场开展成果推广应用，

效益显著。近年来，减少扑火经费和火灾损失超过2000万元以上，具有很好的

推广应用价值和产业化前景。

县级森林火灾预警技术系统研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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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牵头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李增元研究员

    “高分辨率遥感林业应用技术与服务平台”项目是为支撑“高分辨率对地

观测系统”（民用部分）应用系统建设而立项实施的行业应用示范项目，该项

目针对我国森林资源调查、湿地资源监测、荒漠化监测、森林灾害监测等主要

林业调查和监测业务对高分遥感应用要求，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和创新。主要

成果如下：

    （1）突破了高分遥感林业资源类型高精度分类技术。解决了多源高分

遥感森林类型自动化分类、高分湿地类型精细分类等技术，有效提高了林业资

源类型分类的精度、效率和自动化程度。

    （2）突破了林业监测专题要素高分遥感定量估测技术。解决了高分遥

感森林蓄积量定量估测、沙化土地稀疏植被覆盖度遥感估测，以及林火燃烧强

度遥感定量反演等技术难题，提高了模型的稳健性，实现了专题要素的自动化

遥感精准估测。

    （3）突破了云构架下高分林业遥感应用服务平台资源协同管理、产品流

程定制和分发服务的关键技术。创新性地提出并实现了以域为单元的平台资源

管理模式，并突破了多语言自动服务封装、特定流程的并行化和虚拟化应用与

平台交互等技术，首次建立了面向林业行业的高分林业应用服务平台，实现了

海量高分林业专题遥感产品的流程化定制生产和按需服务。

    项目组创新性地攻克了8项高分林业遥感应用关键技术，发表学术论文

共92篇，其中SCI/EI42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4项(授权2项)，获得软件著作

权16项；出版专著5部；制定了9项高分专项标准；研制了21种高分林业应用

专题产品，建成了5大类高分林业遥感应用示范专题数据库。

    截止2016年，项目在林业行业近50家单位分发高分共性处理和林业专题监

测产品25种，从节省数据购置支出、提高监测效率等方面估算，累计节支约

4317万元，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国家林业发展、“一带一

路”生态环境建设等提供了重要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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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牵头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于文吉研究员

    利用人工林木材和进口的低值木材逐步替代天然林木材，缓解我国优质木材

资源供需短缺的压力，是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国策。本项目针对人工

林木材和进口低值材使用中存在的径级小、材质软、密度低、强度低、易变形等

问题，经过8年多产学研联合攻关，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创制了一批关键技术装

备，开发了可替代优质硬阔叶材的高性能重组木和定向重组厚芯实木复合板材。

主要成果如下：

    （1）发明了超厚单板单元旋切制备技术。创制了无卡轴超厚单板旋切、裁

剪、输送、堆垛连续化制造装备，开发了超厚单板旋切工艺技术，突破了传统技

术对旋切单板厚度的限制，为新型木质定向重组材料的高效制造与重组奠定了基

础。

    （2）发明了高性能重组木制造技术。创制了纤维定向分离重型疏解装置和

超高压成型冷压机组，开发了多项成型工艺，创建了高性能重组木制造技术平台

，开发了户外、家具、地板、门窗等多用途的新型重组木材料及其产品。

    （3）发明了厚芯实木复合板材制造技术。创建了厚芯实木复合板材制造技

术平台，开发了室内装潢装修材料、整体橱柜、家具板等系列的厚芯实木复合板

材及其产品，实现了进口低质大径级材的高效、高质化利用。

    项目整体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研发的新型木质定向重组材料在硬

度、防腐级别、吸水膨胀率、甲醛释放量等性能指标均属行业领先水平。

    本项目获得专利46件，其中美国发明专利1件，中国发明专利21件；发表论

文38篇，其中SCI收录4篇；获得鉴定（认定）成果2项。项目通过专利技术实施

许可或合作开发，在全国5省12家企业进行技术转让，近三年新增销售额8.15亿

元，新增利润1.25亿元。项目的工业化生产，推动了我国木材产业的科技进步，

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对践行“两山理论”、节约森林资源、农民增收、保护

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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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共和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简称“共和荒漠站”），建立于1958

年，2006年加入国家陆地生态站网，依托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

所（简称“荒漠化所”）。共和荒漠站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共和盆地，属于

高原高寒沙化土地类型区，是青海荒漠化土地集中分布区之一，是国内唯一以

高寒荒漠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生态站。其职能主要是：通过对青藏高原荒漠

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演变过程进行长期综合观测和试验研究，研究高原

荒漠化发生过程与机制、荒漠生态系统演变、荒漠化综合防治模式、高原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科学问题。

    针对不同植被类型，研究人员设置监测样地，对水、土、气、生四大类数

据进行定位连续观测，利用行业先进信息技术模块将监测数据进行数据入库。

依据观测和采集的数据，结合遥感生态学方法，反演了青海省共和盆地陆地生

态系统2000—2014年的植被覆盖度、沙漠化土地分布状况等。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研究人员提出了高寒沙区植被恢复综合治理技术

体系，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 突破了高寒沙区造林成本高、成活率低、植被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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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难度大的技术瓶颈；首次建立了高寒沙地防护林生态服务功能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提出了高寒沙地防护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技术。

    经过共和荒漠站科研人员的多年努力，科技成果丰硕。截至目前，依托本

站发表论文236篇，其中SCI24篇，发表专著9部，制定标准1项，获得国家和省

部级奖13项；国内外优秀科研团队在生态站上开展了多项科学研究工作，先后

培养硕士、博研究生以及博士后30多名。

    共和荒漠站积极将取得的科研成果进行推广示范，努力融入到当地生态林

业建设工程中，为高寒沙区的生态林业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在共和荒漠站

及其周边建立各类技术示范区10万亩，示范服务工作成效显著。

                                                （李清雪 / 荒漠化所）

    森林认证作为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林产品市场准入的一种新机制和监管

手段，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

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开展森林认证工作，尽快与国际接轨。经

过十多年的稳步发展，中国森林认证体系已经正式运作。

    为进一步加强森林认证理论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建立健全中国森林认证

体系及相关技术规范，更好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经国家林业局批准，2013年

12月，“国家林业局森林认证研究中心”（简称“中心”）正式成立，由国家

林业局科技司主管，依靠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科

信所”）和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简称“森环森保所”）运作。

    中心自成立以来，开展了以下工作：

    （1）进行有关森林认证市场需求与推广机制、非木质林产品认证、集体

林认证模式、森林认证试题库构建等基础理论和政策机制基础研究。

    （2）继续推进森林认证技术规范研究及标准体系构建，组织和推进了15

项行业标准的起草、10项标准的审定，参与了中国森林认证实施规划等10余项

体系文件编制。

    （3）完成了有关森林经营、产销监管链、联合认证等系列技术体系构建

等；开展森林认证系列培训、试点示范和能力建设工作，推动5家典型企业通

过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CFCC）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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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完善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平台的构建和标识管理，有利地支撑了中国

森林认证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推动我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以及中国森林认证体系

认证产品走入国际市场。

    未来，中心将继续努力发展成为集科研、培训、咨询、服务于一身的综合

性应用研究平台，成为国家认证体系研究的骨干力量，专业人才的重要培养基

地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为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

供全方位的技术和决策支持。                          

                                                    （徐斌 / 科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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