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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成效评价方法助力保护区管理

科研动态

评价一个保护区管理团队是否

尽职一直是保护生物学研究与保护

管理实践中试图解决的技术难题。由

于评估方法的制约，无法实现对保护

区管理能力和尽职状况的快速、准确

评估，甚至一些明显违规开发行为也

不能有效辨识，影响政府、公众对巨

额保护投入的评判，制约保护成效的

进一步提升。

为有效解决该问题，中国林科院

湿地研究所龚明昊研究团队以秦岭

大熊猫保护区网络为例，根据 2000
年以来各保护区内大熊猫对路网、农

业生产、旅游和开矿 4 种干扰源回避

行为的监测，评估各保护区管理团队

对人为干扰的管控能力，并以此实现

对保护区管理成效的定量、实时、准

确评估。研究将秦岭各大熊猫保护区的管理成效划分为 5 个等级；量化了各保

护区对不同类型干扰管控的效果和下降程度，明确了制约各保护区管理成效的

具体因素，发现路网是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最大的干扰因素；同时，本研究结果

还与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相关结论互为印证。

该研究以保护管理对物种产生影响的最终效果为指标，回避了评价指标估

计、模拟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弥补了保护管理评价方法的不足，可广泛应

用于包括保护区在内的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不同类型保护地的管理能力评估，

有助于准确认识保护地管理团队的工作状况、评判我国生态建设投入的收益。

研究成果在保护生物学经典刊物《Biological Conservation》（影响因子：3.985）
上发表。（湿地所：龚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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楸树适应干旱的生物学机制及基因型差异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为了揭示重要珍贵用材树种

楸树对干旱胁迫的适应机制，中

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王军辉研究

员带领的珍贵用材树种遗传改良

创新团队，从形态解剖和生理水

平出发，深入探讨了两个楸树基

因型对干旱 - 复水周期循环过程

的生理响应及基因型差异。

研究表明，两个楸树基因型

对周期干旱的生理响应存在共同

点。两个基因型在周期干旱胁迫

下生长均受抑制，这与它们的气

体交换参数、净光合速率和瞬时水分利用效率在干旱下的降低有关。干旱后复

水时，楸树的瞬时水分利用效率迅速增加，促进了其复水后的生长补偿。同时，

两个楸树基因型叶片解剖结构和气体交换参数均在周期干旱胁迫下表现出适应

性变化，栅栏组织厚度、栅栏 / 海绵组织比值、上表皮厚度都在干旱胁迫下显

著增加，这有助于它们减少水分散失、更好适应干旱胁迫。干旱胁迫诱导了楸

树形态和生理变化，协同提高了对周期干旱的适应能力。

两个楸树基因型对周期干旱的生理响应不仅存在共性，也存在基因型特异

性。与基因型 1-3 相比，基因型 9-1 对周期干旱的生理响应更为活跃和敏感，

基因型 9-1 叶片解剖结构与根构型对干旱胁迫的适应程度更高；在周期干旱的

早期阶段，基因型 9-1 在生物合成水平上表现出协同效应，且这种协同效应仅

在基因型 9-1 中出现，具有基因型特异性；干旱胁迫下基因型 9-1 具有更高的

叶片碳同位素比值及水分利用率，同时其可溶性糖含量也较高。这些生理过程

协同作用，共同促进了基因型 9-1 在周期干旱下的气孔调控和耐干旱能力。

主成分分析进一步表明周期干旱胁迫下两个楸树基因型均表现出与正常水

分下显著不同的生理响应，而这些生理响应在两个基因型之间既有共性也存在

显著差异，这是基因型 9-1 在周期干旱下适应能力较强、生长更好的重要原因。

研究结果在 SCI 收录期刊《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影响因子：

3.7）上发表。（林业所：王军辉）

周期干旱下楸树叶片解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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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国产木材在轻型木结构中应用关键技术”成果荣获

2016 年度七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由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任海清课题组牵头，联合国内 6 家单位历经

10 余年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国产木材在轻型木结构中应用关键技术”成果

荣获 2016 年度七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轻型木结构是一种重要的木结构建筑形式。本研究针对目前我国轻型木结

构建筑材料主要依赖进口的现状，通过锯材分等技术、单板拼接技术等一系列

技术创新，制造框架和覆面材料，应用于现代轻型木结构，推动国产材在轻型

木结构中的应用。形成了国产人工林杉木、落叶松为主要原材料的四种等级规

格材、集成芯和超厚芯结构胶合板、功能性预制木结构墙体 3 大类 5 种新材料

新技术。

该项目创新构建了包括优化加工、产品分级、无损评价、强度性能测试和

构件连接等技术在内的一整套结构用规格材技术体系。突破了国产结构用材特

征值基于无疵小试样推测方法的局限，改变了我国无等级化规格材的历史，并

创立了我国首个结构用锯材的足尺测试数据库。首次采用小规格单板和超厚型

单板，优化旋切和胶合工艺，制造出符合轻型木结构覆面材料用的结构胶合板。

针对落叶松创造了基于小规格单板的填塞旋切、定尺裁剪、笼式干燥、拼接集

成等工艺新技术。针对马尾松多脂多节的问题，首次提出了旋切超厚型单板制

造结构胶合板的技术思路，摸索了基于超厚型单板的快速高温蒸煮、渐进式旋

切、单板柔化、预压脱水等工艺新技术。依据木结构设计、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建筑设计防火等规范，针对我国国情，采用双层保温系统和双向式骨架交错技

术创新，设计制造了具有节能、隔声等多种功能的木结构预制复合墙体。

通过该项目建立了 5 条示范生产线，实施期间累计产值 2.06 亿元，新增利

润 2991 万元。组建了全国木材标准化委员会结构材分技术委员会，建成了国

内首创的 2000 多平方米的获中国实验室认证（CNAS）、中国质量监督检验认

证（CAL）和中国计量认证（CMA）三大认证的木质工程材料实验室。该项目

的实施对我国木材加工产业结构调整、建筑节能降耗及生态环境改善产生了显

著成效，将有力推动木结构住宅行业的发展。（木工所：高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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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推广

遴选科技成果  助力地方林业发展

多年来，国家林业局以推广 100 项科技成果作为“科教兴林”的重大举措

之一，每年从各级林业科研、教学、生产部门的科研成果中筛选出 100 项先进、

成熟、适用的科技成果，向全国林业部门发布，并采取多种形式分级分类、滚

动实施，促进科技成果在生产上广泛应用。

近日，国家林业局公布了 2017 年在用材林良种及丰产栽培技术、经济林

良种及丰产栽培技术、生态修复与病虫害防治技术、森林经营技术、木竹材与

林产品加工技术、林下经济与花卉、林业智能系统与机械装备 7 大领域重点推

广的林业科技成果 100 项，中国林科院共有 19 项成果入选。这批入选的创新

成果，将会率先走出实验室和试验田，通过示范建设和技术培训逐步进入林业

生产和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附表：2017 年重点推广林业科技成果 100 项中国林科院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单位 成果人 
一、用材林良种及丰产栽培技术 
红豆树、木荷等珍贵用材树种高效培育与应用 亚林所 周志春 
刺槐无性系丰产林集约栽培配套技术 华林中心 兰再平 
二、经济林良种及丰产栽培技术 
‘白丘杂’等沙棘良种培育与应用 林业所 张建国 
三、生态修复与病虫害防治技术 
典型高寒沙区植被恢复技术体系 荒漠化所 贾志清 
四、森林经营技术 
人工林多功能经营技术体系 资源所 陆元昌 
森林经营单位水平森林调查新技术 资源所 黄清麟 
五、木竹材与林产品加工技术 
杨木热塑性树脂单板复合材制备关键技术 木工所 常亮 
生物油脂能源化多联产工程化关键技术 林化所 蒋剑春 
低等级木材高得率制浆清洁生产关键技术 林化所 房桂干 
利用杨木加工剩余物制取文化用纸技术 林化所 邓拥军 
漂白紫胶微波 - 真空干燥技术 资昆所 张弘 
六、林下经济与花卉 
麻竹林下竹荪仿野生栽培技术 亚林所 谢锦忠 
林药猴耳环优良种质资源收集及栽培技术 热林所 黄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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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推广在研项目进展顺利

林业科技成果通过建立示范林、示范生产线，开展培训以及技术下乡等方

式，推广应用到林业生产中，提高了行业科技水平，支撑了各地区林业产业发

展和生态建设。2015 年立项，目前正在组织实施的 20 个“林业科技成果国家

级推广计划”项目，主要涉及用材林良种及栽培、经济林良种及栽培、木材加工、

林产化学、生态恢复、病虫害防治等领域，实施地点涵盖内蒙古、福建、贵州、

江西、云南、广东等十余个省区。

山茶花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 亚林所 李纪元 
七、林业智能系统与机械装备 
经营单位级森林多目标经营规划决策技术及软件系统 资源所 张会儒 
森林资源监测技术集成系统 资源所 唐小明 
森林火灾发生、蔓延和扑救危险性预警技术 森环森保所 舒立福 
BX498A 竹材 OSB 刨片机 北京林机所 傅万四 
低质纤维原料化学机械浆节能清洁生产技术及核心装备 林化所 房桂干 

林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按领域分布情况

截至目前为止，项目进展顺利，已建立良种圃 46 亩，培育良种 13 个，繁

育优良苗木 23 万株，建立示范林 3725 亩，苗木平均成活率达 92.42%，平均保

存率达 92.45%；建成生产线 1 条，开发新品种 2 种、新设备 80 台（套）；发

布技术标准 2个；举办培训班 17期，培训林农 600多人，辐射推广面积 150多亩，

带动致富 620 多人。



7

第 5期

成果转化助推企业技术升级

由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承担的“林木剩余物高效清洁制浆技术

产业化推广”项目，通过产学研结合模式，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径材、

加工剩余物、速生木材高效清洁制浆造纸工艺技术”应用于生产线建造和进口

技术改造升级中。

项目设计并建成一条 75 吨 / 天的杨木加工剩余物制漂白化机浆生产线，采

用国产挤压及磨浆装备的两段浸渍和磨浆制浆流程，制得的纸浆具有优良的松

厚性能、物理强度性能和光学性能，产品销往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地。制定工

艺规程 1 套，出版专著 1 本，授权专利 2 件。

项目组使用双螺旋挤压浸渍机，对以杉木片为原料的福建一公司化机浆生

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并建设了配套废水深度处理工程，有效解决了生产线能

耗高、污染重的问题，实现节电 22%、化学品节约 16.5%、节水 22.2% 以上，

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果。按年生产浆纸产量3.3万吨计算，项目可增加销售额1.35
亿元，增加利润 1750 万元，农民创收 2400 万元；年利用林木剩余物 4 万吨，

节约优质木材10万立方米，年节约用水32万立方米，污染发生量年减少9400吨。

随着项目技术的成熟，有望产生更大的示范作用，推动我国清洁制浆产业

升级。

示范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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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

吴水荣：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专家

吴水荣，博士，研究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中国林科院科技信息研究所业务处主任、森林资源与

环境经济研究室主任、气候变化与林业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林科院中林绿色碳资产管理中心副主任。

现任国际林联（IUFRO）“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与

碳市场”工作组副协调人，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分会

理事，中国林学会第十一届国际交流与合作委员会委

员、副秘书长，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第五届世界林业经

济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获欧盟资助在欧洲7所大学进修，

先后赴 42 个国家开展学术交流，在重要国际会议中做

学术报告 18 次，担任《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Agriculture》等

国际学术期刊的评审专家。

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1 项、

973计划子课题1项、行业重大专项子课题2项、林业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1项等。

曾获粱希青年论文奖二等奖、梁希林业科学技术二等奖、山东省林业科技成果

奖一等奖、中国林业经济论坛论文一等奖等，获得软件著作权 1 项。近五年，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1 篇，出版专著 12 部，其中独

著 1 部、主编 1 部、副主编 1 部。

长期以来，围绕着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方向，从森林资源价值评估与

生态补偿、多目标森林经营、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等领域开展系统的研究，

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

（1）森林资源价值评估与生态补偿：揭示了森林资源价值评估应区分资

产与生产、存量与流量，并提出了相应的价值评估框架与指标方法体系，在此

基础上开展了多个不同尺度范围的案例研究，揭示森林对不同行业领域和不同

区域的真实贡献，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创建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

提供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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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目标森林经营：从森林经营源头上探索如何提高森林多重效益与

价值，提出了多功能林业发展模式，分析了不同树种选择与配置模式的成本与

效益及其对森林多重效益的影响机制，开展了典型示范林场森林多目标经营技

术与管理模式研究，参与和指导河北省木兰林管局建立“中国北方森林经营实

验示范区”。

（3）气候变化与国际林业政策：揭示了气候变化对林业发展的影响与损益；

研究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政策，重点研究“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与森林退化

以及通过森林经营与保护加强碳贮存（REDD+）”政策与融资机制，并针对森

林碳信用的不确定性、非永久性以及泄露等特点，结合森林管理活动的特殊性，

提出了的新的“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退化排放机制（REDD）”构架；

开展林业应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研究，参与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林业

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6-2020）；开展国际林业政策研究，作为国家代表

团成员参与国际林业机制安排谈判，为全球林业治理谈判提供技术支撑。

张国钢：探究濒危鸟类迁徙和禽流感分布

张国钢，博士，副研

究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

师。现任全国鸟类环志中

心副主任，中国鸟类学会

会员，濒危鸟类黑脸琵鹭

国际专家委员会委员，国

家林业局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监测防控技术专家。

作为鸟类保护专家，

曾主持东北亚环境合作机

制下韩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国际合作项目《东北亚候鸟栖息环境保护和恢

复》，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疫病监测和预警系统维护》、《珍稀濒危物种野

外救护与人工繁育》等项目，负责国家林业局行业公益性专项和科技部“十三五”

重点研发计划等课题。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件，发表论文 70 余篇，《动物

学杂志》年度优秀论文1篇、《生态学报》年度优秀论文1篇，多篇被《Water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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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ktial》、《Peer J》、《Avian Research》等 SCI 期刊收录。参与专著《中

国大陆野生鸟类迁徙动态与禽流感》和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养殖业

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动物疫病防控卷）》的编写。

主要围绕“濒危鸟类迁徙规律研究”、“青藏高原禽流感疫源候鸟迁徙动

态监测”和“野生候鸟迁徙与禽流感传播与扩散机制”开展了多项课题的研究，

在濒危鸟类保护、野生候鸟迁徙规律和高致病禽流感病毒传播机制等方面取得

了以下进展：

（1）揭示了濒危鸟类遗鸥、东方白鹳、大天鹅、黄嘴白鹭、灰鹤、猎隼

等候鸟的迁徙规律，并发现了这些濒危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如繁殖地、迁徙停歇

地和越冬地，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国际上鸟类迁徙生态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而

且对濒危鸟类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2）阐明了青藏高原的青海湖、可鲁克湖、羌塘、雅鲁藏布江流域等重

要的禽流感疫源鸟类斑头雁、棕头鸥、渔鸥、普通鸬鹚等的繁殖行为、扩散行为、

种内和种间竞争行为，以及不同季节禽流感疫源鸟类的活动规律；同时还利用

卫星跟踪技术，揭示了禽流感疫源鸟类的迁徙规律，对分析禽流感在青藏高原

的传播机制提供了科技支撑。

（3）结合野鸟迁徙规律研究结果，沿着迁徙路线在时间和空间两维尺度

上进行了禽流感的监测，发现了野鸟感染 H5N1，H5N8 和 H5N6 亚型等高致病

禽流感病毒的易感候鸟的种类和分布地点；同时禽流感病毒遗传进化分析结果

表明，禽流感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与野鸟的迁徙时间和地点高度吻合，证实了野

鸟在禽流感病毒跨国境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找到了野鸟可以携带高致病

性禽流感病毒通过长距离迁徙传播和扩散病毒的确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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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期

库姆塔格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揭开

极干旱区长期定位观测研究新篇章

创新平台

库姆塔格沙漠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罗布泊洼地南缘，位于我国古丝绸之路

敦煌与楼兰之间的古道上，涉及甘、新、青三省区，是整个河西走廊防风阻沙

的门户。该区域年平均降水量约 20 毫米，沙漠内部仅 10 毫米左右，年蒸发量

为 2800 ～ 3000 毫米，是我国典型极干旱气候分布区。

依托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成立的“库姆塔格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

究站”（以下简称库姆塔格站），于 2007 年由中国林科院批准建设，2009 年

7 月加入国家林业局“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投资 597 万元。

合作单位包括敦煌市林业局、甘肃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甘肃安南坝野骆驼自

然保护区、新疆罗布泊野骆驼自然保护区等 6 家单位。

库姆塔格站主要监测研究方向有：库姆塔格沙漠地貌特征、形成及演化，

极端干旱环境下生物适应特征及演变，极端荒漠区生态保护与风沙防治技术，

（库姆塔格站阳关涡度-气象梯度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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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干旱荒漠区气候特征及演化，极干旱荒漠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综合管理。

库姆塔格站从水、土、气（包括风沙）、生（包括动物）等方面进行长期监测

研究，不仅有效的填补了我国极干旱区生态系统长期监测数据的缺失，还为敦

煌及周边生态系统管理、保护与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为国内外科研、教学、企业、

政府机构等提供了一个研究、交流、宣传的开放平台。

截止 2016 年，在库姆塔格沙漠南、北、东三面建成有固定住房的野外观

测站 7 处，购置设备 475 万元，185 台（套），包括涡度相关系统，光合测定

系统，土壤呼吸系统，植物径流监测系统，风沙综合观测系统等。建成综合固

定观测场 2 处，地表径流、地下水、河道渗漏观测场多处，建成壤水温观测点

8 个，独立风沙观测点 2 个，独立固定植被监测点 46 个、独立动物观测点 20
多处。截至目前，库姆塔格站是国内唯一一个进行野外动物长期监测研究的综

合定位观测研究站点。

建站以来，库姆塔格站承担了国家科技基础性项目、科技支撑计划、院士

咨询项目、自然基金、行业专项项目等 10 余项，金额达到 2845 万元，发表论

文 80 多篇，出版专著 8 部，取得专利 4 项，积累观测数据超过 500 兆，图像

数据超过 2 太（T）。初步确定了姆塔格沙漠气候、风沙、植被、土壤、水系

的分布、形成与演化过程，以及“羽毛状”沙丘的形态学特征及其形成过程，

确定了野生双峰驼等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和分布区，沙漠及周边区域的

植被结构与功能，并对库姆塔格沙漠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经济功能分区。相关

研究成果为国家战略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等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荒漠化所 ：李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