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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柳倍性与天然群体遗传结构研究取得新进展

科研动态

沙柳是我国荒漠地区的一种灌木柳，对维护当地生态环境起到很大作用，

也是潜在的生物能源树种。为此，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卢孟柱研究员所率领

的林木基因工程育种创新团队，开展了沙柳基因组构成、高效分子标记开发和

种群遗传结构分析等方面的系统工作。

该团队以分布于内蒙、陕西和宁夏等地的西北 8 个天然群体为研究材料进

行检测，发现沙柳为天然四倍体。通过选择27个多态性高、稳定性好的分子标记，

对沙柳天然群体进行遗传多样性和分化程度研究。发现沙柳与其它杨柳科植物

相似，沙柳天然种质的遗传多样性较高；群体结构和系统发育树结构均显示内

蒙和陕西群体之间遗传距离较近，且遗传分化程度较弱，但是宁夏群体与其它

群体的遗传结构差异较大、遗传距离较远，存在中等程度分化，这可能是不同

群体生境差异引起的结果。分子生物学方差分析发现，沙柳 94.27% 变异存在

于群体内，5.73% 变异存在于群体间。

该研究为沙柳天然种质资源保护与遗传育种策略优化奠定了基础。（林业

所 胡建军）

沙柳8个天然群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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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楸树和赤皮青冈珍贵用材林定向培育技术研究与示范”

助力珍贵树种资源保护开发

楸树和赤皮青冈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珍贵阔叶用材树种，长期以来，由于

过度利用，导致资源急剧减少。同时，由于繁育技术落后，优良品种缺乏，高

效培育技术空白，严重制约了珍贵用材林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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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十二五”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课题“楸树和赤皮青冈珍贵用材林定向培育技术研究与示范”，对楸树

和赤皮青冈的定向培育开展了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和成果。

课题针对楸树和赤皮青冈用材林发展技术瓶颈，在野外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与室内试验相结合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楸树和赤皮青冈种质资源，共收集楸树

157 份，赤皮青冈 48 份，选育出良种 13 个。重点开展楸树和赤皮青冈繁育技

术研究，突破了楸树体胚发生技术瓶颈，初步构建了体胚发生技术体系；对嫁

接繁育技术进行标准化规范，积极推动了产业化应用。率先实施了楸树和赤皮

青冈苗期精准配方施肥技术研究，制定了科学施肥方案，“一种楸树育苗专用

复合肥及其应用”获发明专利授权；实施了楸树和赤皮青冈水肥调控技术研究，

初步提出了苗期水肥管理方案；完成了楸树生殖生物学研究，阐明自交不亲和

的根本原因为本身的自交不亲和性，以及由种群构成、传粉模式和环境因素引

发的花粉受限。

课题搭建了长期试验示范平台，构建了稳定的试验示范网络体系。课题执

行过程中，在河南洛阳、湖北石首、甘肃天水、湖南汨罗等地建立楸树和赤皮

楸树种质资源保存林和高效培育示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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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冈优质壮苗生产基地共 6 处，并在湖北石首、河南洛阳、湖南汨罗等地分别

建设了种质资源保存、品种对比、栽培试验，以及相关试验示范基地共 21 处。

试验示范基地网络覆盖了树种的主要栽培区域，形成了包括试验研究和集成示

范在内的完整的试验示范体系。不仅为各项研究内容任务奠定了物质基础，也

为周边楸树和赤皮青冈栽培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推动了珍贵树种产业的快

速发展。

课题共选育林木良种 13 个，获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1 项；制定林业行业标

准 4 项，已发布 2 项；鉴定科技成果 1 项；出版专著 3 部；发表论文 42 篇；

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 6 人。（林业所 麻文俊）

科技成果

“西北干旱缺水地区森林植被的水文影响及林水协调管理技术”成果

荣获梁希科技二等奖

王彦辉陪德国专家参观宁夏六盘山森林生态站

由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王彦辉团队牵头，联合国内 6 家

单位，历经近 20 年的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西北干旱缺水地区森林植被的

水文影响及林水协调管理技术”成果荣获第七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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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防护林和退耕还林等重大工程显著改善了西北的区域环境，但小老头

树、土壤干层等林水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流域产流显著减少危及供水安全，引

起各界关注，急需落实“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综合治理理念，通过协调林

水关系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

围绕国家重大科技需求，研究团队经长期定位监测和跨学科研究，在理念

提升、理论进步、技术跨越方面取得了创新成果。

（1）将林业的年降水限制理念提升为水资源限制：把以年降水量 400 毫
米进行森林与草原分区的定性描述，改进为年降水量与潜在森林覆盖率的非线

性关系；发现林木分布和生长直接受限于土壤水分，并依赖土壤水库多年调节，

但因调节有限使干旱黄土立地造林后出现干层；发现坡面土壤水分再分配导致

林木生长的坡位差异明显；通过从样地到区域的多尺度的研究，发现大量增加

森林可显著减少产流；提出林业建设要同时考虑降水量和产流的限制。

（2）定量揭示了森林植被的水文影响机理：和主要基于造林 / 采伐 / 间伐

影响径流的流域实验相比，注重详细刻画森林的结构和格局，并借助模型耦合

水文过程；基于模型模拟，厘定了立地、气象和植被的水文影响，发现植被结

构及格局是改变水分平衡的关键，也是林水协调管理的可行途径，奠定了林水

协调管理的理论基础。

（3）提出了水资源的植被承载力指标体系及关键调控技术：植被承载力

指标包括流域森林的覆盖率、空间分布、结构特征等方面，其中叶面积指数是

基本指标，通过其与林龄和密度的关系可转为密度实用指标；研发了可精细计

算满足水资源管理要求的区域水资源植被承载力计算系统，并在典型流域应用；

提出了水源林的理想结构与林水协调管理技术，制定了简便实用的技术标准。

研究团队共发表论文 169 篇、专著 8 部、论文集 1 部，获软件著作权 1 项、

专利 2 项、标准 3 项、成果 4 项。主办国际研讨会 3 次，为国际林联培训 1 次，

参与制定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森林与水研究计划，累积推广示范面积达

291.59 万亩，间接经济效益 38293.26 万元。形成了特色研究团队，推进了生态

水文学发展，引领了林水协调管理，促进了国家林业战略提升。成果总体达国

际先进水平，为区域生态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森环森保所 王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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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

聚焦荒漠化防治，助力科技惠民

——记全国林业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

北京分会场科普展览 科普报告会现场

调研蒙枣良种繁育基地

全国林业科技活动周已连续举办多年，通过讲述中国林业故事，普及林业

知识和科学理念，促进了林业科技与林业生态建设相结合，推进了林业建设的

全社会参与和共建共享。

2017 年全国林业科技活动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启动，以“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科学防治荒漠化，携手共建绿色家园”为主题，以防

治荒漠化、保护自然、保护生态，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为目的，以宣传生态

文明、荒漠化防治、沙生植物等林业科普知识，以及林业科技治沙扶贫成果推

介为主要内容。中国林科院作为主要承办单位，通过“科技下乡”、“科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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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报告会现场

车西藏行”、“科普进社区”、“公众开放日”等形式，普及林业科学知识，

助力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推动科技扶贫精准脱贫。

（1）主会场与分会场活动

内蒙古呼和浩特主会场，通过林业科普知识展、现场交流互动、科普数字

体验、林业专家科普报告会等主题活动，中国林科院科技团队向社会公众普及

了荒漠化防治知识与技术，提供了详细、专业的科技咨询服务，传播了生态文

化精神。启动仪式上，中国林科院相关研究所与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

青海省同德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等单位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

北京分会场在中国林科院京区大院进行。活动包括荒漠化主题宣传展；蝴

蝶标本制作、花卉苗木移栽、云杉培体微观观察；荒漠化防治倡议书宣读；为

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颁发“北京市八一学校附属玉泉中学生命科学与

环境保护教学实践基地”标牌；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郭浩研究员作荒漠化

防治科普报告等活动。

内蒙古磴口分会场，由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以下简称“沙林中

心”）主办的科普宣传活动在磴口诚仁中学举行。沙林中心开放了 9 处科技成

果现场展示点，向 400 多名师生做了主题为“荒漠化概念、成因、危害及防治

技术”的科普报告。

主会场和分会场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学生群体、社区居民、部队官兵参与，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2）科技下乡活动

在“林业科技下乡扶贫走进达拉特旗”活动中，中国林科院林业新技术研

究所党委书记白建华，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负责人、中国林科院林

业研究所林木种质资源研究室主任郑勇奇研究员，分别做了“我国防沙治沙形

势与工程治理”、“构建种质资源产学研平台，支撑荒漠化防治”专题报告，

向当地林业局及其下属林业系统技术人员，以及农牧民讲解了土地沙化给人类

带来的危害、沙地造林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有效运用科学技术种植以及实

用的经济林栽培技术等相关知识。

专家组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调研了达拉特旗林业局蒙枣良种繁育基地、林

景一体化三湖农业开发项目区、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公益林沙漠植树基地、现

代阳光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区等地，针对当地经济林培育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进行了手把手的实地教学，并提出了指导意见。

（3）科技列车西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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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

中国林科院专家组分赴西藏自治区林木科学研究院苗圃、日喀则市林业技

术服务中心育苗基地、那曲新区规划区、那曲县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和现场指导。

通过座谈，介绍了中国林科院科研状况和适合在西藏地区应用的科研成果，探

讨了科技支撑西藏林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林业科技活动周内容丰富，主题突出，注重实效，贴近生活，得到了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进一步推动了产学研联动，促进了成果转化。

国家林业局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实验室

环氧树脂及固化剂系列产品

国家林业局林产化学工程重点实验室依托于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

所，是国家林业局 1995 年首批命名成立的部级重点实验室，2001 年顺利通过

国家林业局验收。

实验室围绕国家、行业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结合我国生物质资源和林产

化工行业发展需要，增强科技储备和原始创新能力。以林产资源为主要研究对

象，开展以木材制浆造纸为主的木材化学与利用、松脂化学利用、植物提取物

及森林资源化学与利用、生物质能源高效转化和利用，以及林产化工设备等方

面的基础、应用基础及高新技术研究。承担国家、省部级及其行业有关林产化

学工业发展的共性和关键性技术研究，探索科学前沿前瞻性的创新研究，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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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前沿

面、合理、高效利用我国丰富的林产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和实用技术。

目前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七大系列产品有：没食子酸及其深加工、生物质能

源及生物质材料、活性炭、乳液胶粘剂、环氧树脂及固化剂、松香松节油改性

及深加工和植物天然功能保健等系列产品。

实验室现有科技人员 95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研究员 22 名，

副高 26 名，博士 39 名，硕士 32 名。形成了活性炭材料、生物质生物转化技

术和利用、生物质液体燃料、工业油脂精细化学与利用、油脂和木质素高效转

化与综合利用、植物活性物化学与加工、松香精深加工、生物基高分子及胶黏剂、

清洁制浆技术等 14 个创新研究团队。                               （林化所  刘明山）

联合国森林论坛（UNFF）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IISD) 2017年 5月消息：

联合国森林论坛第 12 届会议（UNFF12）部长级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

会议主要关注点是讨论由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联大”）第 71 届会议审议

通过的《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2017-2030 年）》（以下简称《联合国森林战

略规划》）的相关执行情况，即 2030 年前实现将世界森林面积扩大 3%，即 1.2
亿公顷的全球森林目标。

《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是首次以联合国名义提出的森林发展战略规划，

阐述了全球林业发展的愿景与使命，制定了 2030 年前要实现的全球 6 大森林

目标和 26 个具体目标（这些目标均具有自愿性和普遍性）以及行动领域，提

出了各级开展行动的执行框架和获取资金手段，明确了 2030 年前实现全球森

林目标的监测、评估和报告体系。战略规划的关键任务是促进可持续森林经营，

并强调森林对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贡献。

《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建议，国际社会进一步强化全球森林资金机制，

为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履行该规划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支持；各国应根据国情

林情尽早提出并公布国家自主贡献举措，为实现全球森林目标采取实质行动；

应加强联合国涉林机构、公约和其他国际组织间协作，达到协同增效的目的。 

联合国森林论坛关注《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2017-2030 年）》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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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主席汤姆森在会议中指出，保护和可持续经营森林将是人类在地球上

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因此，联大通过首个《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的决定是“极

为重要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尽管森林对于平衡全球生态系统、维护人类福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但几十年来不可持续地使用和管理方式，使地球上的天然森林遭受严重破

坏、退化和消失。因此，联合国森林论坛第 12 届会议的召开显示了全球共同

保护森林健康的急迫性。

《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2030 年前要实现的 6 大全球森林目标为 :
一是通过可持续森林经营 , 包括保护、恢复、植树造林和重新造林 , 扭转

世界各地森林覆盖率丧失的趋势 , 并加大努力防止森林退化 , 促进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的努力。

二是提高基于森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 包括改善依赖森林为生的人

的生计。

三是大幅增加全球范围内森林保护区和其他可持续经营林区的面积 , 以及

大幅增加来自可持续经营森林的林产品比例。

四是从各个渠道大幅调动新增的和额外的财政资源，对实施可持续森林经

营和加强科技合作以及伙伴关系提供财政支持。

五是促进实施可持续森林经营的管理框架，包括通过《联合国森林文书》,
提高森林对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六是促进各级在与森林有关问题上的合作、沟通和协同，包括在联合国系

统内以及在整个森林合作伙伴关系（CPF）成员组织，以及各部门和有关利益

相关方。 （科信所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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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期

日本《合法采伐木材流通与利用促进法》实施

日本《木材情报》报道，2017 年 5 月 20 日日本正式实施《合法采伐木材

流通与利用促进法》，该法案旨在促进日本国内合法采伐木材及木材产品的流

通与利用，实现打击非法采伐的目的。

（１）《合法采伐木材流通与利用促进法》的制定背景与过程

日本是世界第四大木材进口国，从世界各国包括被认为有非法采伐风险的

一些国家进口木材和木材产品。2006 年，日本政府修改了《绿色采购法》的基

本方针，规定政府采购木材及木材产品（纸类、集成材、胶合板、地板材料、

纤维板等公共工程材料）必须是合法的，并依据林野厅制定的《木材及木材产

品合法性可持续性证明方法指南》（以下简称《合法木材指南》）对其合法性

进行认证。

《合法木材指南》中列举了以下 3 种证明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方法：①通

过森林认证及产销监管链（CoC）认证制度；②由森林、林业和木材产业相关

团体对会员企业进行合法性认定；③企业独自采取措施进行证明。这3种方法中，

第二种是重点实施方法，即森林、林业和木材产业相关团体制定会员行为准则，

规范企业的行为。

依照行为准则，木材产业相关团体对供应合法可持续木材及木材产品的会

员企业进行认定，进行严格区分管理，出货时必须附有各自的证明文件才可上

市交易。通过此种验证方式，采购者最终能购买到通过认证的合法木材。

近年来，美国、欧盟和澳洲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将应对非法采伐的措施纳入

法律，美国 2008 年颁布实施《雷斯法案修正案》、欧盟 2013 年正式实施《欧

盟木材法规》、澳洲 2014 年开始实施《禁止非法采伐法案》等，这些法案要

求企业只使用已充分证明不是非法采伐的木材，如使用非法采伐木材，将被处

以严厉刑罚，如监刑或处以高额罚金等。

（２）《合法采伐木材流通与利用促进法》内容概要

为促进合法采伐木材的流通与利用，该法案决定由国家统一制定“基本方

针”和合法采伐木材利用的“判断标准”。该法案明确了“木材相关企业”的定义，

“木材相关企业”不仅是指从事原木、锯材和胶合板的制造、加工、进出口及

销售（向消费者销售除外）的企业，还包括纸张和家具的经销商及使用木材的

建筑公司。该法案还设立了注册制度，要求已实施合法性验证的木材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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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注册实施机构”进行注册，并且在注册申请时，需先明确该企业“合

法采伐木材利用措施所涵盖的产品范围”。 注册木材相关企业如果被注册实施

机构断定为未按法案要求满足“判断标准”，且没有采取适当的必要措施，将

被注销资格。

该法案侧重木材相关企业开展木材合法性验证，而不是判断木材本身是否

合法。所使用木材的合法性，取决于木材相关企业是否在国家提供的相关信息

基础上自行开展评估，即评估的责任从根本上来说，最后还要回归到木材相关

企业本身。该法案虽然没有像欧美一样设立严厉的惩罚制度，但是木材相关企

业如果没有按照“判断标准”采取必要措施，且明知是非法采伐木材却仍然使用，

有可能成为教育、规劝、举报或行政调查的对象。

这项法案将促进合法木材利用与流通，扩大合法木材的需求。

          （科信所　王燕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