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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松高产脂良种助力产业增效

科研动态

高产脂引进材料示范林

松脂原料生产是我国松脂松香林化工业的保障，也是松树人工林发展的驱

动因素。中国松脂产量占世界松脂产量的 60% 以上，近年来，年产值超过了

80 亿元。在我国，松脂原料人工林规模为第一，湿地松在南方人工林树种中年

造林规模已位居第四。据初步估计，我国湿地松人工林面积已达 300 万公顷。

然而，高产脂良种研发却显得异常的滞后。

针对不同树种、相同树种不同类型产脂能力差异大，且受较高遗传力控制

的现状和特点，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姜景民研究

员率领的研究团队研发的“湿地松遗传资源高产脂测评技术与定向育种”，首

次提供了便捷实用的产脂遗传资源评价方法，形成了高产脂育种技术体系，并

建成了高产脂育种基地，对良种选育和高效良种生产意义重大。

该成果突破了传统湿地松遗传资源高产脂性状生产性直选技术，独立生产、

组配了一套湿地松松脂标准化收集器和水蒸气蒸馏装置，用于对湿地松家系产

脂力、松脂基本密度和松节油含量等指标进行相关测定；建立了全面评价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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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产脂力、产脂量和松脂成分的测定、分析和预测技术。培育出的高产脂良种

在不降低其它生长、材性指标的情况下，可实现产脂量增长 50%，可给整个松

脂产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数十亿元。

成果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公示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形成了《湿地

松产脂性状测定评价技术规范研究报告》和《湿地松产脂性状测定评价技术规

范（主要规定内容草稿）》，筛选了 223 株高产脂资源，建立了高产脂育种群体，

营建了高产脂无性系种子园 50 亩；发表科研论文 4 篇，其中 SCI 2 篇、EI1 篇。

                                                                                                  （亚林所  栾启福）

氮营养对楸树耐干旱胁迫影响及调控研究获得新进展

楸树是我国北方重要珍贵用材树种，主要分布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经常

面临干旱和氮素匮乏的双重胁迫。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

王军辉研究员率领的珍贵用材树种创新团队，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学合作，

在前期解析两个楸树基因型对干旱 - 复水周期循环过程生理响应及基因型差异

基础上，又在氮营养对楸树耐干旱胁迫影响及调控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正常供氮及缺氮环境下楸树耐干旱相关基因的表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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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低氮环境下，植株生物量和根系参数显著受干旱胁迫所抑制，

而施氮，就缓和了干旱对根系特别是直径小于 0.2 毫米细根的抑制。施氮增加

了瞬时水分利用效率。与低氮环境相比，正常供氮促进了干旱胁迫下楸树的渗

透调节和抗氧化能力。耐干旱胁迫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诱导表达，大部分依赖

于正常氮营养，而在低氮环境下受到限制。正常供氮时，氮利用效率和氮代谢

相关基因家族的转录水平在干旱下诱导增加。从而揭示了活跃的氮代谢生理过

程及碳 - 氮协同作用对楸树耐干旱胁迫的重要性。

这些结果解析了氮营养调控楸树耐干旱胁迫的生理机制和分子基础，为干

旱、氮素双重胁迫下的楸树人工林高效培育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结果在 SCI
收录期刊 Tree Physiology 上发表。                                              （林业所  麻文俊）

林业生物质气化制取富氢燃气技术取得重要成果

生物质气化制取富氢燃气技术

氢气是一种理想的清洁燃料和重要的化工原料，被广泛应用于化工、食品、

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我国氢气年产量居世界第一，2015 年产氢量达 2500 多

万吨，产值 5000 多亿元。然而，目前传统的制氢方法不仅消耗大量化石资源、

污染环境，而且成本较高。从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以及氢气产业的长远发展

来看，生物质气化制氢具有其自身的优势，是目前最有前景的制氢技术之一。

但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比，我国现有技术在燃气热值、氢气含量等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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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距。

对此，由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简称“林化所”）应浩研究员

率领的团队，创新研究开发了生物质催化气化制氢技术，研发出了高效廉价的

催化剂；研制了制氢系统装置；开发出了生物质气化反应制备富氢燃气热能回

收装置，利用高温气体的显热热量产生蒸汽，为气化反应提供气化剂，提高了

制氢系统装置整体能源利用率。该技术制备的燃气中氢气含量达到 62%，热值

达到 11.4 兆焦耳 / 标准立方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发表论文 7 篇，其

中 SCI 、EI 各 2 篇；申请发明专利 4 件。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生物质气化制氢技

术的进步。

生物质催化气化制取富氢燃气，再通过变压精制提纯，将成为氢气的可再

生、循环利用的新来源，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研究团队将进一步研发，建立

生物质催化气化制取富氢燃气放大装置，推进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应用。

               （林化所  应  浩）

一种缩短欧洲云杉童期的高接换冠嫁接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由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

验室珍贵树种遗传改良课题组研发、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林业科学研究所

协作完成的“一种缩短欧洲云杉童期的高接换冠嫁接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

本发明在于从已经开花结实的欧洲云杉母树树冠外围中上部选择顶芽饱满、

健壮、无病虫危害和机械损伤的 1 年生枝条作为接穗，在其芽开始萌动前采集

接穗，于低温地窖沙藏 5 ～ 7 天后，采用木质部形成层贴接方法嫁接。嫁接时

间以砧木树液开始流动，芽未萌动为宜。采用本办法嫁接后 2 ～ 3 年就可开始

开花结实，从而极大地缩短了欧洲云杉童期，加速了欧洲云杉遗传改良进程。

          （院  办　王建兰　实管办　舒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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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简称“资源所”）李增元研究团队牵头，

联合国内 3 家单位历经近 6 年时间的合作攻关，共同携手完成的“高分辨率遥

感林业应用技术与服务平台”项目荣获 2017 年度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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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沙化土地类型高分遥感自

动分类等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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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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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了高性能、高可靠、高可用的网络统一存储（NAS）平台，并突破了多语

科技成果

“高分辨率遥感林业应用技术与服务平台”

荣获 2017 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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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自动服务封装、可视化服务编排和算法服务资源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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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达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目创新性地攻克了 8 项高分林业遥感应用关键技术，研制了 21 种高

分林业应用专题产品，开发了相应的应用模块，建成了 5 大类高分林业遥感应

用示范专题数据库，制定了9项高分专项标准，并系统开展了高分林业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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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监测产品 25 种，其关键技术成果在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全国采伐限额

和全国林地征占用检查、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以及全

国多省的森林病虫灾害监测中广泛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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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所 高志海）

科技支撑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助力富阳科普自由行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科普教育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所拥有的实验室和研究基地等根据富阳区

科协需求和自身工作安排，每年不定期地接收富阳中小学生参观、学习。为了

进一步普及昆虫知识，与富阳区科协每年定期举办“昆虫之旅”系列科普活动。

在富阳区政府贯彻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中，在进一步营造“人人都

是科普之人、处处都是科普之所”的良好氛围下，亚林所充分发挥学科优势、

研究人员的专业特长，助力富阳科协开展“科普自由行”工作，为激发全体公

民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为中国科普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

源泉和动力。

今年“昆虫总动员——揭开昆虫世界神秘面纱奇妙之旅”活动于 9 月在富

阳区实验小学举行，通过科普讲座、互动问答、标本参观与制作及宠物昆虫领

养等一系列体验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参加此活动的学生及家长多达 600 余人，

成为了迄今为止富阳最大规模的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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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林所舒金平博士通过大量的图片和精彩的故事，介绍了昆虫与人类的关

系、昆虫行为及登革热等虫传疾病的防控知识。同时通过现场答疑、标本制作

等互动内容，让参与者亲历昆虫世界，通过宠物昆虫领养活动让昆虫融入日常

生活。活动当天，会场座无虚席、报告精彩生动、小朋友们积极踊跃。活动普

及了昆虫知识，激发了小朋友对大自然的探索欲望，提高了他们的观察能力，

开阔了孩子们的认知视野，同时也提升了亚林所在地方民众中的影响力。

                （亚林所　舒金平  张亚波）

推进院地合作，支撑产业升级

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以下简称“木工所”）、国家林业局桉树研

究开发中心（以下简称“桉树中心”）分别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人民政府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木工所将与鹿寨县人民政府合作举办木材工业新产品、新材料、

新技术相关领域的全国性研讨会，合作编制鹿寨县木材工业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并在木材工业科技创新发展技术培训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桉树中心将与鹿寨

县人民政府，在联合共建“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试验示范基地”，合

作开展桉树优良品种选育、低产林改造等高效培育试验研究、成果中试、成果

转化及产业化等工作，为鹿寨县桉树人工林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鹿寨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产业和生态建设的重要典范之一。全县拥有

100万亩桉树，其中桉树大径材原料林基地2万亩，以“桂中现代林业科技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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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桉树加工业蓬勃发展。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中国林科院木工所和

桉树中心将发挥专业特长和人才优势，推动研究与产业的有机融合，为促进鹿

寨县产业升级和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供科技扶持。

      （院省合作办　夏　珊　桉树中心  彭　彦）

中国首次承办的全球荒漠化环境峰会成果积极

国际前沿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官网（http://www2.unccd.int）消息：9 月 6-16
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的由中国首次承办的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UNCCD 
COP13）中，各缔约方围绕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

UNCCD 新战略框架以及推动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LDN）目标等议题，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磋商，达成多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大会最后通过了《鄂

尔多斯宣言》(The Ordos Declaration )。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主要取得下列重要成果：

（1）大会通过了最新的全面解决土地退化全球路线图，即 UNCCD
《2018-2030 年战略框架》，明确承诺了在 2030 年前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

（LDN）目标的战略途径、步骤和监测指标。通过了未来两年 UNCCD 工作计

划和预算，确定了科学与政策联系平台的工作计划和具体方案，明确了履约审

查委员会未来职责、会议机制，以及国家报告的周期和要求。

（2）112 个国家承诺加入自愿国家目标制定进程，以实现联合国《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9 月 12 日启动了全球首个专为实现全球土地退化

零增长（LDN）目标而设立的全球私营部门基金——土地退化零增长基金（LDN 
FUND）。汇集公共和私人投资者的基金，为那些能够带来环境、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退化土地恢复项目提供资助。

（3）首次发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旗舰出版物《全球土地展望》（Global 
Land Outlook）报告，阐述分析世界土地资源目前和未来的状况。报告第一次

从广泛的相互关联的各个部门和主题领域对土地的多功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如

粮食、水与土地的关系。报告指出，土地退化最主要因素是工业化农业的扩张，

而且土壤退化压力将会持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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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球 80 多位部长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鄂尔多斯宣言》，敦促各国

在所有战线上加紧努力，解决全球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的荒漠化问题。《鄂

尔多斯宣言》共 46 条，承认防治荒漠化、遏制土地退化、减缓干旱、缓解沙

尘暴危害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粮食安全具有密切关系；重

申各国对有效实施 UNCCD 作出的坚定承诺；肯定 UNCCD《2018-2030 年战略

框架》的重要意义，鼓励各国采取行动，设定履约自愿目标。会议期间，中国

作为东道国，启动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

（5）干旱、沙尘暴和迁徙这 3 大新出现的问题，与越来越增多的土地退

化有关，因此也得到此次大会的关注，并采取行动予以解决。沙尘和沙尘暴威

胁着全球数百万人的健康，成为大会的主要关注事项。“干旱缓解”首次成为

UNCCD 新战略中重点领域。

（6）发布了《全球防治荒漠化青年倡议》、《可持续土地管理商业论坛宣言》，

通过了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的相关决议，引导鼓励私营部门建立公私伙伴

关系。　　　　　　　　                                                       　　（科信所 张建华）

《2016 年度加拿大森林状况报告》概要

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网站发布的《加拿大森林状况 2016 年度报告》，加

拿大的森林面积为 3.47 亿公顷，居世界第三位，有 1.66 亿公顷森林通过森林

可持续经营认证。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与加拿大林业可持续性相关的指标

1）森林面积、毁林面积、造林面积和森林蓄积

加拿大森林面积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比较稳定，维持在 3.47 亿公顷左右。

近 20 多年，加拿大的年度毁林面积呈下降趋势，由 1990 年的 6.31 万公顷，下

降至 2014 年的 3.42 万公顷。

加拿大森林蓄积量约为 470 亿立方米。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太

平洋沿岸生态区森林生长最快，平均蓄积生长量为 432 立方米 / 公顷 , 是加拿

大平均森林蓄积生长量（136 立方米 / 公顷）的 3 倍以上。

2）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

加拿大森林的商业采伐面积由 2013 年的 74.5 万公顷降至 2014 年的 71.7
万公顷，降幅约为 4%。这主要是由于在山松甲虫害的影响下不列颠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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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年度许可采伐量下降，再加上作为加拿大主要出口市场的中国的木材需求

下降所造成的。在森林更新面积中，人工更新占 60%，天然更新占 40%。人工

更新面积中，96% 为植苗造林，4% 为播种造林。

加拿大的可持续木材供应量由 2013 年的 2.24 亿立方米增至 2014 年的 2.27
亿立方米，增幅近1.4%。2014年的实际采伐量为1.48亿立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

3）林业部门的社会效益、经济贡献和环境表现

2015 年，加拿大森林工业提供了 201645 个直接就业岗位，这些工作岗位

对于农村社区的经济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森林工业还提供近 95000
个间接就业岗位。

加拿大森林工业是一个出口远大于进口的生产部门，2015 年出口额 327 亿

加元，占加拿大总出口额的 7%。位居前三位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国依次为美国、

中国和日本，对这三个国家的出口额分别为 221 亿、50 亿和 14 亿加元。虽然

加拿大总体上在 2015 年出现贸易逆差，但林业部门却有 215 亿的贸易顺差。

2015 年，加拿大森林工业的营业利润达 260 亿加元，资本回报率增至 5.7%，

高于 2014 年的 4.4% 和过去 10 年的平均值 3.5%。

加拿大林业部门在开发环保新产品的同时，还在通过技术革新减少环境影

响。2000-2013 年，林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下降 44%，能源消耗减少 29%。

（2）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加拿大森林

气候变化正在对加拿大森林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其中包括频发的森林大

火、大规模干旱和病虫害爆发。随着气候变化，预计森林的树种组成、平均林龄、

地理分布和生长量等方面会出现变化。林业部门需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应对措

施，其中包括：采取防火措施。利用树叶水分含量大的树种进行造林，清除地

面的枯枝落叶和干草；种植更加耐旱的树种；选择低海拔或南方林木种源进行

造林，因为这些种源已经适应温暖气候，所以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容易保持较

高的生产力；通过调整采伐计划降低虫害损失。在虫害爆发前抢先把衰弱的林

分和已经感染虫害的林木采伐掉，降低虫害损失程度；调整采伐区的大小和形

状，降低风害对森林的破坏程度。随着气候变暖，春季土壤解冻提前，秋季土

壤冻结延迟，增加了林木遭受风害的机率；探索受灾枯死木的加工利用技术。

通过拯救伐和调整木材加工技术来利用枯死和低质量林木来生产新产品，抵消

病虫害爆发对森林的损害。

（3）发展高层木结构建筑

加拿大实现气候变化减缓的一个方法是使用来自可持续经营森林的木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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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筑材料，而不是使用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更大相关性的传统建筑材料。近

年来发展起来的创新工程木制品（如大型集成材）正在使中高层（高达 6 ～ 18
层）的木结构建筑成为可能。

2015 年前，加拿大《国家建筑规范》将结构用木材的使用限制在不超过 4
层的木结构建筑中。然而，加拿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和加拿

大木材委员会，在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资助下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结构用木材

的优异性能可使其在高层建筑应用。因此，修订了《国家建筑规范》，允许使

用木材建造 6 层高的中层木结构建筑。

（4）加拿大木材资源利用的多重效益

木材是加拿大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加拿大在确保木材来自可持续管理

的森林的前提下鼓励木材利用，主要因为：木材产品在使用周期中储存碳，有

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用木材做建筑材料比使用其它建筑材料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可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量；木材更容易回收和再利用；原木加工剩余物

可以被制成纸、工程木制品、工业化学品、药品、服装、个人护理用品和生物

能源等；创新木制品和能源为经济带来新的绿色选择；木材和木材加工剩余物

可用于生产生物塑料、持久耐用的复合材料、“绿色”化学品和生物能源；木

材有助于偏远小社区的繁荣和发展；木材采伐和木材加工为加拿大数百个当地

小社区（包括许多土著社区）提供了就业岗位，促进了对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

的投资以及清洁技术的开发。                   （科信所  徐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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