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林科院科技动态
2017 年 3 月 第 3 期 ( 总第 33 期 )

本期目录

     科研动态---------------------------------------2

	 					 沙棘浆果颜色形成机理及其与抗氧化物的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2	 	

	 	 楸树苗期光照与干旱的互作效应机制研究取得新发现----3

	 	 中国林科院生物航天燃油工作室被遴选为首批

	 	 “江苏省青年创新工作室”--------------------4	

 科技支撑--------------------------------------4

	 					 北美栎树助力江西森林质量提升-----------------4

	 	 以创新支撑发展		以服务提升产业---------------6

 条件平台--------------------------------------8

	 	 甘肃敦煌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支撑敦煌绿洲的

	 	 长期稳定发展 ------------------------------8

	 	 位居我国首位、亚洲第二的中国林科院木材标本馆 ------9

	 	 国家林业局林化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南京）--------11



中国林科院科技动态

2

沙棘浆果颜色形成机理及其与抗氧化物的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科研动态

沙棘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价值，沙棘浆果和叶片富含生物活性组分，

多达 300 余种，素有“天然维生素的宝库”和“绿色黄金”之称，是世界上公

认的维生素 C 之王，其浆果颜色有红色和黄色两种。

对此，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张建国研究员团队对沙棘浆果颜色形成机制

及与抗氧化物关系进行解析。研究发现，红果沙棘的抗氧化物质（如VC，黄酮醇，

花青素，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含量明显高于黄果。由此表明，红果沙棘品

种的营养、医疗价值和抗逆性高于黄果沙棘品种。同时研究表明，沙棘浆果着

色主要取决于番茄红素与 β 胡萝卜素含量累积的差异，当番茄红素与 β 胡萝

卜素含量比值较大时果实呈红色，反之呈黄色。研究还发现，葡萄糖醛酸途径

可能在沙棘 VC 生物合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

理解沙棘浆果独特的营养成分形成机理及良种选育提供了新的信息。本研究结

果在 SCI 收录期刊 FASEB Journal 上发表，影响因子：5.299。（林业所：何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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楸树苗期光照与干旱的互作效应机制研究取得新发现

干旱对植物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在高光强下影响较大还是在

遮阴环境（低光照强度）下影响较大？遮阴是会削弱还是会加重干旱胁迫带来

的影响？光照强度和干旱胁迫之间是否相互独立？等等系列问题，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

针对这一科学问题，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

室王军辉研究员课题组，与华南农业大学李吉跃教授课题组合作，对楸树无性

系表型可塑性及形态生理参数进行了测定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光强、水分

和二者相互作用，显著影响了楸树无性系苗木的形态和生理指标，影响了叶片

特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干旱和遮阴处理下各个变量的可塑性变化会增加资源的

获取和提高植物的适应性。各个变量对光的可塑性比对水的可塑性大，对光响

应的平均值比对水响应要高 120%。80% 和 50% 光强下，干旱胁迫显著降低了

生长、生物量，以及叶和茎生物量分配；然而 30% 光强下，生长和生物量无显

著差异。50% 光强下，正常水分和干旱处理之间气体交换参数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 30% 光强下，正常水分和干旱下的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并无

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 50% 光强下，遮阴没有改变干旱带来的负面效应，

而在 30% 光强下，遮阴削弱了干旱带来的负面效应。综上所述，干旱对楸树的

负面效应受光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在 SCI 收录期刊 ActaPhysiol Plant 上发表，

为特定立地环境下的光环境管理提供了相关的理论依据。（林业所：王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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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科院生物航天燃油工作室被遴选为首批“江苏省青年创新工作室”

日前，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以下简称林化所）“生物航天燃

油工作室”被江苏省遴选为首批“江苏青年创新工作室”。

“生物航天燃油工作室”涵盖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生物质能源、林产化学、

应用化学等研究方向。工作室由徐俊明研究员牵头，由 12 名青年技术骨干组成，

平均年龄 31 岁。该工作室打破了年龄、资历限制，成员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

开展创新性科技研究工作。灵活的工作机制，使工作室在争创过程中，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

2017 年，“青年创新工作室”将围绕“全面创新年”活动主题，举办各类

青年科技论坛、“青年科研思享库”等科技活动，为林化所的科研事业注入活力。

“青年创新工作室”创建活动，由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联

合开展，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省份、建设科技强省的

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优秀院所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此活动在江苏全省企业、

科研院所中厚植创新土壤、培育创新文化，营造了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每年遴选 30 个省级“青年创新工作室”予以资金和优先科技计划支持。此次

遴选出的是全省首批“青年创新工作室”。

科技支撑

北美栎树助力江西森林质量提升

北美栎树是北美多种栎树的统称。该类树种原产北美，中国林科院亚热带

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饶龙兵博士在多年广泛引种试验筛选基础上，选出

适应在江西种植的品种，主要包括纳塔栎、舒玛栎、柳叶栎、水栎、沼生栎和

北方红栎等，探索了一套北美栎树种子储藏、催芽、播种、育苗以及造林造园

技术。开展了多点多年试种和跟踪监测，筛选出了几种生长表现好、彩叶效果

明显的北美栎树；开展了栎树无性繁殖试验，无性扦插成活率达 85% 以上，有

望改变我国北美栎树种子繁育长期依靠进口的现状。技术成果 2016 年 12 月 12
日通过了江西林业厅组织的验收鉴定，具有很好的应用推广价值。

目前，亚林所在江西东乡、德兴、赣州建立了北美栎树引种繁育基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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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百万株以上，已推广种植

北美栎树万亩以上，举办北美

栎树培训班 3 期，培训人员 400
余人，基地接待参观人员 30 余

批，总计 200 余人，创造了较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北美栎

树江西引种被评为 2016 年江西

林业十件大事之一。2016 年，

亚林所在江西引进北美栎树良

种 5 吨。计划 2017 年引进其良

种 10 吨。

北美红栎类树种树体高大，

枝叶稠密，叶形美丽，色彩斑斓，

且红叶期长，秋冬季节观赏效

果好；材质坚固，纹理致密美

丽，为良好的细木用材，可制

作名贵的家具及生活用具；树

皮富含单宁，可提取栲胶；单

株结实量大，果实淀粉含量 50-

北美红栎大树

娜塔栎容器苗培育

60%，可人工转化为酒精；根系发达、耐干旱耐水湿，适合平原丘陵山地造林，

树叶落地形成厚叶层，能有效改良土壤和防止水土流失；可用作生物防火隔离

带树种和防风林树种，有很好的防风防沙功能。该类树种有助于提升江西森林

景观质量，具有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亚林所：饶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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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支撑发展  以服务提升产业

（一）支撑用材林种业发展

重点在江西推广应用了马尾松、国外松、木荷、南方红豆杉、红豆树等用

材树种优良品种，通过支撑建设四个国家级林木良种基地，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在马尾松方面，在江西南部（信丰）、中部（峡江）和北部（抚州）建设

马尾松二代种子园 700 亩，实验示范林 150 亩。指导马尾松二代无性系种子园

的矮化丰产经营，实现了江西马尾松良种升级换代。 
在国外松方面，从 2011 年开始，在江西永丰官山林场开展了湿加松家系

测定和湿地松优树选择工作。与景德镇枫树山林场和吉安林科所合作，开展了

湿地松国外高产脂资源引进和湿地松脂材兼营实验，为江西省国外松产业发展

储备资源。

在木荷等珍贵树种方面，建立种质基因库 60 亩，收集保存优树无性系 640
份，试验林 150 亩，为江西木荷长期育种奠定坚实基础。信丰林木良种场和永

丰官山林场建设全国首批木荷无性系种子园，在抚州、上饶和分宜，建立珍贵

树种容器育苗基地 2 个，培训科技人员 200 人次，积极推进江西珍贵树种容器

育苗技术水平提高，使江西木荷良种生产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此外，还在分宜、

景德镇等地支撑建设了木荷、红豆杉、楠木、浙江柿、毛红椿等珍贵树种试验林。

（二）促进经济林产业升级

亚林所长期致力于油茶、薄壳山核桃等经济林的研究与技术推广。在油茶

方面，自“六五”以来，一直将江西作为重要基地，与江西林科院、江西农业

大学、赣州林科所等合作，共同完成了亚林、赣无、湘林、桂无无性系选育，

“十二五”以来，中国林

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以下

简称“亚林所”）结合自身优势，

围绕江西林业产业发展对用材

林、经济林等树种良种和栽培

技术的需求，通过支撑基地建

设、落实科研项目、开展人员

培训、带动技术转化等多种形

式支撑江西林业发展，取得了

突出成效。

周志春研究员指导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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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近年，重点启动实施杂交育种、多目标育种计划；完

成了油茶遗传资源调查编目工作。技术支撑了德兴、上饶、贵溪、九江等油茶

产业重点发展基地县；累计推广油茶良种 18 个，建立示范林 100 万亩。2015 年，

国家油茶科学中心在赣州召开了科技支撑赣南油茶产业发展研讨会，并成立了

赣南油茶试验站。与油茶重点企业开展科技合作，为其丰产基地建设、加工技

术等提供技术服务。

在薄壳山核桃方面，在江西建立了国内最丰富的薄壳山核桃资源库，收集

保存了建德、金华、黄山三个资源库材料，为发展薄壳山核桃产业提供资源和

技术储备。其中，江西峡江从建德资源库引进 4 个良种；支撑建设了江西鄱阳

新品种大苗造林基地；在贵溪建立优良无性系种植基地 1000 亩，开展了薄壳

山核桃和浙江山核桃高接品种授粉配置技术试验。

（三）竹产业发展和矿山修复生态治理

在竹产业发展方面，一是在江西宜丰、宜黄、武宁等地开展毛竹低产林改

造工作，促进当地毛竹产业升级改造。二是通过引进竹种和竹种园设计指导宜

春竹文化馆建设，成为 2012 年宜春竹文化节一大亮点。

在矿山修复生态治理工程方面，针对江西省矿山开采破坏现状和生态治理

需求，开展了植被恢复矿山治理工程，通过推广应用以物种选择、树种搭配、

造林模式等为核心的植被恢复技术，使矿山修复工程区造林成活率达到 80% 以

上，有效遏制了矿山生态恶化趋势，为植被修复尾矿废弃地提供了有效技术模式。

（四）北美栎树助力江西森林质量提升

针对林分结构不合理，森林景观单一等现状，亚林所在多年广泛引种试验

筛选基础上，选出适应在江西种植的北美栎树纳塔栎、舒玛栎、柳叶栎、水栎、

沼生栎和北方红栎，进行推广种植。目前，已累计在江西东乡和德兴建立 2 处

北美栎树良种繁育基地。东乡基地年繁育幼苗 100 万余株，种植北美栎树 800
余亩。德兴基地年繁育幼苗 80 万株，种植北美栎树 200 余亩。推广成果受到

了江西省各级林业部门领导和广大林农的欢迎。

（五）技术支撑中央财政推广项目

亚林所作为技术支撑单位分别协助江西省林木育种中心和东乡县林科所申

报了 2016 和 2017 年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贴项目“木荷良种繁育和

高效栽培技术示范推广”、“北美栎树良种推广应用及培育技术示范”，以及

湿地松良种及其栽培技术推广等项目。继续推动江西省湿地松、木荷和彩叶树

种产业发展。（亚林所：田晓堃）（图片：周志春 饶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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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平台

甘肃敦煌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支撑敦煌绿洲的长期稳定发展

依托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成立的“甘肃敦煌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

究站”（以下简称“敦煌站”），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建设，2015 年 3 月 30
日通过专家论证，加入了国家林业局“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

合作单位包括敦煌市林业局、甘肃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

敦煌站从水、土、气（包括风沙）、生（包括动物）等方面进行长期监测研究，

主要监测研究内容包括：绿洲外围、边缘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稳定性，

植物（群落）分布、适应性、演替过程，风沙过程与防护，人工管理对绿洲内

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敦煌站的建立，不仅为极干旱区绿洲生态系统研

究、管理提供了长期观测研究数据，同时对敦煌历史文明的保护提供了技术支

撑。

截止 2016 年年底，敦煌站在敦煌绿洲周边与内部布设气象、水文、植被、

土壤等监测设备 40 台（套），220 余万元，建成综合固定观测场 1 处（包括气

敦煌站-三道泉土壤水分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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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风沙、土壤、植被），地下水观测场 2 处，河道渗漏观测场 3 处，土壤水

温观测点 4 个，独立固定植被监测点 16 个。涉及区域内分布的农田、防护林地、

经济林地、湿地、沙地、戈壁、河流等主要地理地貌单元。

建设以来，敦煌站承担了科技支撑计划、自然基金、行业专项项目等 5 项，

金额达到 400 度万元，发表论文 12 多篇，出版专著 1 部，取得专利 2 项，积

累观测数据超过 60M，图像数据超过 400G。建成节水高效型防护林示范基地 3
个，引进新技术 2 项、新品种 2 个，并对敦煌绿洲内部种植、用水结构调整做

了系统梳理，为敦煌建成节水、稳定型绿洲生态链提供了新思路。（荒漠化所：

李永华）

位居我国首位、亚洲第二的中国林科院木材标本馆

中国林科院木材标本馆坐落于木材工业研究所（以下简称“木工所”）内，

由木材标本库、木材腊叶标本库、木材切片库、木材标本展区等组成，主要从

事木材解剖学与木材鉴定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木工所重要的科研条件平台，

为我国多项重大科研课题以及国家或部级科技成果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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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履约、海关执法、公安刑侦、

木材进出口贸易、木制品加工、考古和古建筑等领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服

务。

标本馆的历史可追溯至 1928 年。它是在 1928 年成立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

所，以及 1939 年成立的中央工业试验研究所、西南木材试验研究室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经过近 90 年的积累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目前其规模与作用已

位居中国首位、亚洲第二，先后与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木材标本交换。

国内木材标本来自于全国所有省市（包括台湾省），其标本均保存有正号

标本 1 块，副号标本若干；国外木材标本来自于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区的濒危及珍贵木材。所有标本同时保存

有 4 套名录检索卡片：科名卡、属名卡、产地卡、号码卡。标本的基本信息在

“中国林科院木材标本查询系统”中均可查询，查询信息包括中文名、拉丁名、

科属名、英文名、别名、产地、标本号、标本柜号、木材物理力学加工特性、

木材宏微观构造特征、木材宏观照片、木材微观三切面照片等。

其中腊叶标本又称压制标本，是干制植物标本的一种，对于植物分类工作

意义重大。因为采用传统解剖学方法进行木材树种识别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

只能鉴定到“属”或“类”，但是，若能配以根、茎、叶、花和果实，则可实

现“种”的鉴定。目前一些大的植物标本馆往往收藏有百万份以上的腊叶标本，

植物学家借助这些标本可以从事描述和鉴定，它可让植物学家一年四季都可查

对采自不同地区的标本。16 世纪后半期植物分类的迅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就是由腊叶标本这种新技术促进而成的。腊叶标本的意义并非局限于植物分

类学研究，它还能带给人们无限美感，如人们熟知并爱制作的红叶等，就是腊

叶标本。

截止到 2016 年年底，中国林科院木材标本馆共取得了省部级以上奖励 40
余项；鉴定或认定成果 80 余项；出版《中国木材志》《木材学》《中国热带

及亚热带木材》《东南亚热带木材》《非洲热带木材》《拉丁美洲热带木材》《中

国裸子植物木材志》（中英文）《中国现代红木家具》《常用实木鉴别手册（地

板卷）》《常见贸易濒危与珍贵木材识别手册》（中英文版）《濒危和珍贵热

带木材识别图鉴》等学术专著 4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600 余篇。馆藏国内外

各类木材标本已达 24000 多号，约 5100 种，隶 1100 余属，180 科；木材切片

35000 余片，约 1500 种，隶 570 属，136 科；蜡叶标本约 6000 余号。

依托本馆，木工所负责制定了《红木》《中国主要木材名称》《中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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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木材名称》等重要国家标准；先后参与了故宫、天安门城楼、布达拉宫、

恭王府、山海关、青海塔尔寺、辽代开善寺、汉代马王堆、老山汉墓、应县木

塔、晋东南木结构建筑群、良渚文化遗址、大葆台、肯尼亚古沉船等考古与古

建领域的木质文物鉴定与保护工作。近 5 年来，组织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

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国家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局等委托的针对海关缉私、

进出口检验检疫、CITES 履约机构、林业监管、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澳门经

济局对外贸易处等国家执法人员的木材鉴定技术培训，举办培训班 40 余场，

共培训 2100 人次；组织完成了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委

托的国家林产品监督抽查、仲裁抽样检验、消协、环境认证检测、北京市市场

监督抽查等重大检测任务 30 余次、各类林产品 260 余批次，产生了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王建兰 图文素材来源于木工所）

国家林业局林化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南京）

依托中国林科院林

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的“国

家林业局林化产品质量

检验检测中心（南京）”

（以下简称“中心”）于

1985 年由原林业部批准

组建，是经国家认监委确

认、国家林业局授权的专

业从事林化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的第三方检验机构。

中心具有健全的组织

机构和质量保证体系，拥

有检测用仪器设备 74 台

套。下设检验组、仪器设备组、综合组，检测业务独立，可为林化产品的贸易、

产品质量评价、成果鉴定、质量仲裁等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正数据。可对脂

松香及再加工产品、松节油及再加工产品、栲胶原料、栲胶产品、单宁酸原料、

工业单宁酸、工业没食子酸、络合剂、活性炭产品、纸及纸产品六大类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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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产品质量检验。可检测的产品达 52 个、指标达 150 项。

“十二五”以来，中心承担科技支撑计划 1 项，自 2015 年起承担国家林

业局科技司“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项目，对全国林化产品实施质量监测；制

定行业标准 3 项；每年承担社会委托样品 400 多批次，培训林化产品质量检验

检测人员 6-8 人。为我国林化行业产品质量升级、检验检测队伍建设以及创新

研发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林化所：刘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