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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科院 2016 年工作回顾

改革发展专刊

2016 年，“十三五”开局之年，在国家林业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林

科院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林业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按照《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和《林业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积极谋划，稳步推进，

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一）服务全局作用突显

中国林科院发挥林业科技人才优势，牵头组织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

版林业卷的撰写工作，积极组织专家团队参与《林业大百科全书》的编制和林

业发展、林业科技创新、林业国际合作“十三五”规划以及国家重点地区、重

点工程生态建设规划等国家规划的编写工作，以及《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

测国家报告 (2015)》、《造林技术规程》等数十项国家报告、标准、技术规程

及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组织专家参与涉林公约与进程等国际谈判，开展国

际森林问题研究，完成了《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中国国家意见》等履约文件。

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完成了中东欧国

家林业合作研究。参加了中国东欧 16+1 林业部高级别林业合作会议、中国 - 东
盟林业合作论坛，探讨推进中国与东欧、东盟林业科技合作。牵头完成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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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林业合作规划》。开展了京津冀风沙源

区沙化土地治理关键技术和林业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研究。林业生态建设与保

护北斗示范应用系统工程项目完成了初步设计，开展了高分卫星林业应用示范。 

（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新增项目（课题）218 项，其中，在第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中，我

院获批 10 个项目，项目数量和经费在全国科研院所中均排名第 5。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新增 71 项，在全国科研院所中排名第 8。2 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优秀青年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和荣誉。筛选

出了影响木材形成与生长调控的关键基因；开发了桉树环保育苗技术体系；突

破了农林生物质废弃资源的降解产物定向调控、生产过程连续化、多联产高值

化利用等工程化关键技术。林化所蒋剑春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农林生物质定向

转化制备液体燃料多联产关键技术”获得了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 项成果获得了省部级科技奖；16 项成果获第七届梁希科学技术奖；32 项成果

入选国家林业局 2016 年重点推广林业科技成果 100 项；42 篇学术论文入选第

六届梁希青年论文奖；并出台了《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励办法》。 

（三）人才队伍建设得以加强

科技人才引进推荐和培养力度得以加强，2 人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1人获国家“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8人获院“杰出青年”

荣誉称号，7 个单位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集体”，16 位专家荣获

“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称号。完成了“西部之光”、“新疆青年

英才”培训工作。制定出台了《院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计划管理办法》，加

强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和创新实践基地共建工作，新设二级学科博士点 1 个，首

次与京外企业共建创新实践基地，与华中农业大学联合创办了首届“林学英才

班”，全面提升了我院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质量。26 人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6 人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四）成果转移转化成效显著

油茶、核桃、杜仲、板栗等经济林良种栽培和林业资源高效加工技术、设

备研发等均有实质性突破。创新、推广了杜仲果园化栽培技术模式，研发的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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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养生保健等功能产品生产工艺与技术已开始产业化应用；低等级木材高得率

制浆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在江苏、福建、四川等省区建立 30 余条生产线，成套

技术与装备出口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分别与湖北省农科院、西南林业

大学等 4 家单位签订了院级合作协议，合作共建了辽宁分院、石漠化研究院和

温州森林康养研究中心 3 个机构。组织专家承担了浙江、湖北等院地合作项目

58 项，开展了科技服务、科普惠民、林业精准扶贫等工作，推介、应用我院科

技成果 211 项，启动合作项目 4 个，在第二十三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

博览会荣获“优秀组织奖”。 

（五）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新增引智项目 5 项，亚热带珍优树种基地获评“国家引智示范基地”。与

国际林联合作，成功主办了我国林业科技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盛会——国

际林联首届亚洲和大洋洲区域大会，并发布了《北京宣言》。分别与世界林业

研究所等 3 家国际科研院校签署合作协议，推荐 1 位外籍专家获得了中国政府

“友谊奖”。 

（六）条件平台建设稳步加强

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答辩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木竹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连续三次获评高活跃度联盟，生物基材料和桉树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在产业资源整合、技术合作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中国林学会松树

分会获批成立。新增局、院生态站、质检中心等 10 个，截至目前，全院各类

创新平台达到了 146 个。全年争取基本建设项目、财政修购项目 38 个。积极

筹建国家林木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主库），10 个种质资源保存基地入选国家

林木种质资源库。沿海盐碱地综合治理科研创新基地、国家林业局森林碳汇研

究与实验中心建设取得新的进展。搭建了院森林资源管护平台，编制并颁布实

施了“实验基地森林经营方案”，全院视频会议及综合办公系统建设得以启动。 

（七）科研项目资金管理不断强化

制修订了包括项目经费管理、会议培训、公务接待、出差出国等方面的 20
余项规章制度。成立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开展

了巡视整改专项检查和“四风”问题集中检查；建立了巡视整改清单，并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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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监督，整改落实。 

（八）党建、和谐院所建设再上新的台阶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扎实开展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三强化两提升”学习实践活动。开

展了“两优一先”和“十佳党群活动”的评选，认真落实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待

遇和生活待遇，开展“三送三强”主题系列活动，召开了全院离退休工作研讨会，

启动了院区治安防火综合整治系统改造项目，完成医务室、幼儿园等设备设施

的改造工作。 

2016 年度中国林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介绍

桉树工业原料林良种创制及高效培育技术

桉树是我国南方重要战略树种，目前在国内种植面积已超过了 450 万公顷，

占人工林面积的 6.5%，每年提供超过 3000 万立方米木材，占全国年木材产量

的 26.9%，相关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超 3000 亿元，就业人数近 1000 万。

项目针对桉树林浆纸一体化刚刚起步、良种品系单一、生产力低下、经营

技术落后等关键技术问题，经 10 多家单位历时 20 年的联合攻关，在种质资源

创新、桉树良种选育、快繁技术体系、定向培育和生态经营技术等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主要成果如下：

桉树林与旋切板 桉树优良品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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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家桉树种质资源库，将定向育种理念应用于

桉树育种，20 年来新引进良种 100 多个、种源 600 多个、家系 4000 多份，建

立了 5 个核心树种改良的 2代育种群体，总计 1100份家系。共选育出高产、优质、

高效和抗逆性强的桉树新品种、良种 70 个，其中获国家及省级林木良种审（认）

定 40 个，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9 个。100% 覆盖了全国桉树主产区的 10 个省，

平均材积比原来提高 20% 以上。

（2）建立了桉树良种快速繁育技术体系，开发了组培茎段基部微创处理促

根技术，使得全国桉树组培苗推广应用率达到 90% 以上。通过母树矮化、促花，

先进贮藏和解冻技术，以及一步授粉方法建立了桉树良种矮化育种技术体系；

成功解决了早期桉树组培技术生根率低、污染率高、不稳定等问题，使得组培

苗生根率达 99.7%，移栽成活率达 98.5%，育苗周期缩短了 1/3。
（3）开发了以有机基质加工、可降解育苗容器和平衡根系为核心技术的新

环保育苗技术体系，减少了对泥炭土的使用，降低了对湿地环境的破坏，较泥

炭土育苗成本降低了 15-20％，推动了桉树良种化的快速发展。

（4）率先提出了我国桉树定向培育和生态经营技术创新体系，优化了桉树

定向培育模式。较传统经营方式单位面积产量提升 10-20%，内部收益率提高

15%。项目获鉴（认）定成果 19 项，专利 12 项；制订行业标准 1 项、地方标

准 7 项；出版专著 4 部；发表论文 261 篇（SCI 收录 36 篇）。获“梁希林业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 3 项，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培养硕士及

以上人才 80 多人，为各省区桉树经营林场、公司及企业培训人员 1000 多人。

其成果已在我国南方 10 个省区大规模推广应用，辐射造林面积达 340.67 万公

顷，良种使用率达到 90%以上，繁殖苗木近 122亿株，累计新增产值 574.05 亿元。

项目牵头单位：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

项目负责人：谢耀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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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松结构材资源培育与高附加值利用技术

落叶松是我国北方及南方亚高山区主要造林树种，现有落叶松人工林面积

314 万公顷，蓄积量达1.84 亿立方米，占人工林总面积6.66%，总蓄积量的7.42%。

项目针对落叶松人工造林良种缺乏，育苗技术粗放，培育与利用脱节，产业体

系不完善，林业产值不高等突出问题，以定向培育和制造高附加值的绿色环保

产品、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定向选育了速生优质结构材专用新品系，实现了

良种苗木的规模化、设施化繁育，攻克创新了一批关键技术，形成了从材质育种、

规模繁育、定向培育，到木材高效利用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加速了我

国落叶松人工林培育的良种化、定向化和产业化进程。主要成果如下：

（1）综合运用生长、材质、生根、物候等多性状联合选择技术，提出了落

叶松家系、无性系多级选育程序，以结构材为目标定向选育出国家审（认）定

良种 10 个、地方审定良种 3 个，覆盖寒温带、温带、暖温带、北亚热带 4 个
育种区，材积增益 15% 以上，木材密度提高 5%，力学性能更加优良。

（2）研制了落叶松温室容器育苗专用配方控释肥，编制了《落叶松温室容

器育苗技术规程》林业行业标准。实现了落叶松良种苗木规模化、集约化、设

施化繁育；通过水肥管理及光周期调控，育苗周期由 2 年缩短至 1 年，显著提

高了苗木质量和整体育苗效率，干旱条件下造林成活率超裸根苗对照 80%以上。 
（3）系统研究了林龄、林分密度和立地条件对落叶松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

影响，明确了落叶松结构材性能要求，及其培育的适宜林分条件；构建了影响

结构材品质的弹性模量和木节定量预测模型，明晰了木节对弹性模量的影响效

应；应用动态规划法，确定了定量化间伐要点，提出了结构材速生丰产定向培

育配套技术。

（4）揭示了落叶松结构用集成材指接参数对指接强度的影响规律，攻克

了结构用集成材指接和层板胶合关键技术，实现了集成材从非结构应用向结构

应用的突破性转变。自主研发的落叶松结构用集成材产品性能达到 TCT21、
TCYD18、TCYF20 强度等级要求，强度性能超实体木材 1.9 倍以上，木材利用

率较传统应用提高 10% 以上。项目鉴（认）定成果４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 项，审（认）定国家良种 10 项、地方良种 3 项，编制并发布林业行业标准 3 项，

发表论文 64 篇。

项目牵头单位：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孙晓梅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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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蝴蝶规模化人工养殖及蝴蝶自然景观构建关键技术

蝴蝶自然景观构建

项目通过 15 年研究，突破了蝴蝶

规模繁殖和野外自然景观构建关键技

术，取得以下突破和创新：

（1）首次建立了国内观赏蝴蝶活

体种质资源库，保存了 25 种蝴蝶和

107 种寄主植物：引种和保存了 25 种
观赏蝴蝶和107 种蝴蝶寄主植物资源，

掌握了其生物学特征，为规模化人工

养殖奠定了资源基础。

（2）建立了蝴蝶规模养殖技术。

筛选出优良寄主植物 24 种，开发了寄主植物的栽培和管理技术、蝴蝶规模繁

殖技术及病虫害控制技术等，实现了 25 种蝴蝶规模养殖，蝴蝶产量提高到 3.0-
4.0 万只 / 亩，增殖倍数提高 40-50 倍，产量和养殖种类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3）掌握了蝴蝶成虫行为生态学特征及主要环境影响因子。阐明了蝴蝶成

虫围绕繁殖目标活动，付出时间和能量的顺序为：求偶和交配 > 飞翔 > 访花 >
产卵。根据这些行为特征，首次将蝴蝶成虫分为运动器官成熟、补充营养和促

进生殖器官发育、求偶交配和产卵等 4 个阶段，分析总结了蝴蝶成虫行为规律，

确定了蝴蝶放飞的最佳时段。

（4）通过多种蝴蝶对颜色和气味的趋性研究，掌握了主要观赏蝴蝶成虫化

学生态学特征、视觉和嗅觉信息利用规律。分析了主要蝴蝶成虫、蜜源植物和

寄主植物的挥发物，掌握了主要观赏蝴蝶之间、蝴蝶与寄主和蜜源植物之间的

主要化学通讯物质，为研发蝴蝶诱集技术提供了科学依据。

（5）首创了“嗜好性诱导”提高蝴蝶觅食能力技术。采用此方法，用特殊

标志性食物训练蝴蝶，有效排除了自然界其他挥发物对蝴蝶的影响，野外诱集

率达 60% 以上。

（6）研发出蝴蝶自然景观构建技术，突破了野外难以形成蝴蝶景观的瓶颈。

根据蝴蝶对挥发物和颜色的选择特性，构建不同颜色的仿生花藤和花柱景观，

在花藤和花柱上喷洒引诱剂，放飞经过嗜好性诱导学习的蝴蝶，营造出彩蝶飞

舞的景观效果，解决了野外难以形成蝴蝶景观的难题。项目发表论文 83 篇（其

中 SCI 8 篇），获授权专利 14 项（发明 6 项，实用新型 8 项），出版专著 4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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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牵头单位：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陈晓鸣研究员

原态重组等四种竹材加工关键技术装备开发与应用

我国竹产业产值已居世界首位，但仍处于劳动密集型、半机械半手工状态，

多年来主要依靠借用、代用、改造木工机械，效果极不理想。因此，研发新型

竹材加工技术和装备，是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通过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

支持，系统研发了竹材加工关键装备和配套技术，取得了重大科技创新。

（1）发明竹材原态重组技术与关键装备。①首次提出“竹材原态重组”理念。

将竹材加工成弧形单元进行重组，竹材利用率提高 30%、重组厚度提高 90% 以

上，可作板、方材。建立了内外弧等曲率重组理论，实现等曲率单元重组，保

留了原态特征。发明了蒸汽热处理整竹干燥方法和竹材炭化工艺，可制造炭化

和 / 或未炭化重组材。②开发了弧形驱动定位和多刀分量切削技术，研制了竹

材弧形加工设备。③开发去内节、破竹一体化技术，研制了去内节破竹机。④

开发了弧形组坯、热压成型技术和设备。

（２）开发承载型竹基复合材料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①创制了割刀、切

刀交替切削和分段进给技术，研发竹质 OSB 制造技术；开发了竹材 OSB 刨片

机等关键技术装备。②发明了大厚度、高强度竹篾积成材高频热压成型技术，

开发了高频加热成型机等关键装备，解决了传导热压形成的板坯内部温度梯度

问题。与传导热压法相比，板厚提高了 4 倍，单位厚度固化时间缩短 80%，节

能 20% 以上。③发明了竹材对剖联丝重组技术，开发了展开铣平机等关键装备，

竹材利用率由 40% 提高到 80%，保留较大竹青面，提高承载性能。

（３）突破竹材热压机 3 项关键装备技术。①突破传统竹材热压机垂直单

向加压技术，开发双向多层热压机，增加重组材横向结合强度，生产率提高

50% 以上。②突破传统热压板单进单出排汽模式，开发出“多进 / 多出”控制

技术和设备，实现多通道、分区“热、冷”循环精准控制，使热压板升温更均

匀、降温更迅速。③发明竹材热压与冷压自动切换技术，克服了“冷进 - 热压 -
冷出”工艺能耗高、效率低的弊端，研制了竹材热压与冷压自动切换多层联合

机组，热压周期缩短 5 ～ 10 分钟、节能 25% ～ 30%。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关键装备填补国内空白，总体达到国内领先，部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林科院科技动态

10

开发装备 32 种，4 种“处于国际先进水平”、3 种“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授

权专利 65 项，其中发明专利 18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5 项；出版专著 1 部，

发表论文 53 篇。

项目牵头单位：国家林业局北京林业机械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傅万四研究员

认识湿地

项目是以湿地科普读物《认识湿地》图书为

核心，创作的一系列科普产品，以及开展的科普

活动。包括与“认识湿地”主题相关的电子书、

微视频、漫画、微信公众号和手机软件等附属产品，

湿地知识明信片、书签、环保包等衍生品，以及

科普项目团队的科普讲座和科普活动等。

（1）项目目标群体多种多样，既有湿地研究

人员、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科普工作者，又

有中小学生、大学生及研究生，以及热爱自然保

护的公众。另外，通过新闻出版总署在全国范围

内实施的“农家书屋”工程，将受众扩大到农村

广大读者。
认识湿地图书

（2）创新手法方面：一是综合运用各种创作手法。采用描写、抒情等表达

方式，综合运用象征、渲染等表现手法，完成“认识湿地”系列科普作品的创

作和制作。二是艺术化加工科学知识。将科学理性与文学感性相结合；综合运

用景观设计学、传媒学及广告设计等多学科设计附属产品。三是创作中注重互

动与反馈。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公众留言板及邮件咨询等形式，增加科普项

目的互动性，对关注热点进行反馈，提高科普内容的针对性。

（3）表现形式方面：一是充分运用传统科普形式。出版《认识湿地》图书，

并在北京、南京等地举办“认识湿地”展览。在北京西单科普画廊举办“认识

湿地”科普展，通过大幅优美湿地图片的视觉冲击力，传播湿地之美和湿地知识。

二是运用新媒体传播湿地知识。以《认识湿地》图书为基础制作了“认识湿地”

系列微视频和相关电子书，并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制作了手机软件，充分借助

当前流行的信息传播平台传播湿地知识。三是主创团队亲力科普。主创团队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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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中小学校和高校课堂、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各级政府部门和

湿地管理机构等进行湿地知识讲授。四是制作创意衍生品。制作“认识湿地”

视频 U 盘，以及具有湿地知识的环保包、书签、明信片等作品，激发人们对湿

地的兴趣。

（4）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内容包括湿地的内涵和外延、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服务及其原理、湿地保护技术与对策、湿地恢复技术以及湿地景观规划设计的

理论原则等。《认识湿地》图书 5 次印刷，累计发行 56977 册；在北京、南京

举办科普展等全国科普活动期间，参观人数约 30 万人次；利用公众号、二维码、

网络平台等传播湿地知识，日均 200 人次转载与阅读；“认识湿地”系列视频

在优酷和腾讯累计播放 8 万余次，北京湿地日展播期间，近 1 万人次观看；科

普讲座听众近 5000 人次；相关知识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国家地理》、《森

林与人类》、《科技日报》，读者达 100 万人次。2014 年，在北京与科普创作

工作者代表座谈上，崔丽娟研究员参会并发言，介绍了“认识湿地”科普活动，

受到李源潮副主席的关注和认可。

项目完成单位：中国林科院湿地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崔丽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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