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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水源区面源污染林业生态修复技术研究取得新进展

针对长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造成面源污染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中

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人居环境研究组通过对水系源头、水流途径、集水

区，以及污水净化过程全面采取林业生态修复措施，实现了人居环境改善与面

源污染控制的良好局面。

通过基于“源 -汇”理论的生态过程模型和景观生态模型，确定了“源”、“汇”

景观和“源 -汇”与水质的关系，分析了滨岸植被缓冲带对地表植物物种多样性、

地表植被生态功能的影响，提出了植被缓冲带建设的优化模式；研发出了综合

控制农村生态系统物质平衡和流动途径配套技术，从污染源头到受纳水体，实

行多层次的治理与修复，从而达到减少进入水体污染物总量的目的。同时，通

过水源区经济林林分结构调整，植物修复技术，岸带生物防护和集水区人工湿

地技术，增强其涵养水源和改善水质的功能，加大对水体中污染物的吸收、利用，

以及对地表径流中污染物进行生态拦截。发表论文 17 篇（其中 SCI 收录 3 篇），

出版专著 1 部。其成果在浙江省“五水共治”、江苏太湖防护林建设和上海黄

浦江水源涵养林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中得到应用，尤其为“诸暨市陈蔡水库水

土保持与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程”、“上虞市隐潭溪水土保持生态清洁性

小流域建设工程”等小流域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水质改善相关工程提供

了科技支撑，有力推动了当地林业工作，维护了区域水安全。

科研动态  

科技成果

“厚朴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及繁育关键技术研究”获 2014 年度浙江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林药科技创新团队在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重点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下，摸清了厚

朴树野生资源分布情况，揭示出厚朴树的濒危机制，提出了科学保存策略与繁



3

第 5期

育关键技术，其成果“厚朴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及繁育关键技术研究”荣获

2014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厚朴为国家第一批二级重点保护树种和二级保护中药材。据统计，我国年

均消耗厚朴药材原料 6852 吨，为缓解上世纪大规模采集造成厚朴野生资源枯

竭的现状，满足药用生产对厚朴树的需求。亚林所林药科技创新团队揭示了厚

朴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及遗传结构，阐明了厚朴遗传多样性式样形成的机理；

结合生殖生物学和保育遗传学，系统阐述了厚朴濒危机制，并提出了 4 个保育

策略；开展了厚朴种子生理生态及苗木扩繁培育等基础生物学研究，掌握了幼

苗生长规律及遗传稳定性特征，创建了种苗容器基质育苗关键技术，实现了规

模化高质量育苗。在浙江省磐安县和江西省分宜县建立了厚朴种质资源保存圃

350 亩，并在浙江省磐安县、福建省泰宁县和湖南省安化县营建了种源试验林

350 亩，推广示范化培育基地 6500 亩，为厚朴遗传改良和可持续综合开发利用

奠定了坚实基础。

“轻型木结构材料制造与应用技术”

获 2014 年度中国林科院科技奖二等奖

由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牵头，联合国家林业局北京林业机械研究所

历经 12 年科技攻关，共同完成的“轻型木结构材料制造与应用技术”成果获得

2014 年度中国林科院科技奖二等奖。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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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效加工、性能评价及其相应标准的技术体系平台，填补了我国这一工业领域的

空白；集成芯和超厚芯结构胶合板制造技术，首次将落叶松、马尾松胶合板产

品性能从非结构应用提升至结构应用水平，改变了其长期低值化利用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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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了应

用领域；工厂化和标准化预制技术，提高了建造速度和质量。鉴（认）定成果

10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制定国家标准 2 项、林业标

准4项；研制无损检测仪器设备1台；创制新产品5种，推广建立示范生产线5条，

实现产值 1.5 亿元；建成了国内最大（2000 m2）的木质工程材料实验室，并获

得 CNAS、CAL 和 CMA 认证。依托项目组建立了全国木材标准化委员会结构

用木材分技术委员会，为我国轻型木结构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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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

助力南水北调中线渠首生态屏障

南阳市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为保护好

这一道生态屏障，守护丹江清水，满足淅川县移民生计和绿色经济发展实际需

求，2014 年 6 月，中国林科院设立了“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水源地林业生态示范

区建设”项目，并与南阳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渠首水源地林业科技服务项目》

协议。项目由中国林科院院省科技合作办公室牵头，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的资源优势引入院地合作，组织协调中国林科院四个研究所、两个国家级林业

科技平台和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网络管理中心的高层专家，以及南阳市、淅川县

相关单位，在渠首水源地开展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林木种质培育、石漠化治理、

生态定位站建设、技术培训等方面的科技服务。

经过一年多的联合攻关，项目组交付了“丹江口水库及其水源区周边区域

的卫星遥感数据”、“覆盖淅川县全县的涵盖渠首区域、县城城区等的高分辨

率卫星遥感数据”、“南水北调水源区专题服务数据集”等资源数据与图集，

对渠首地区的资源现状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评估；开展了渠首地区的种质资源调

查，确定了重点保存的种质材料，建设育苗繁殖基地 2 处，并提供 9 个种源

200 多个家系的木通种质材料、19 个种源 47 个家系的鹅掌楸种质材料，丰富了

淅川县优质林木资源；编制了《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森林生态监测站中长期建设

发展规划（2015-2025 年）》，完成了森林生态和环境梯度通量塔基础设施建

设及设备安装工作，完善了渠首森林生态监测体系建设；研制了“石漠化综合

治理试验示范区建设方案”、“水库集水区小流域径流泥沙监测设计方案”，

建设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 1000 亩；组织协调南阳市、淅川县林业技术人员

300 多人次参加“林木种质资源发掘利用与新品种选育”、“南水北调中线渠

首水源地林业生态示范区建设”、“国家科技平台南水北调渠首水源区生态建

设联合专题服务及技术”等 6 期培训班，加速了当地林业专业人才的培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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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

中国林科院为黎平科研试验示范基地授牌

2015 年 4 月 21 日，贵州省黎平县林业发展专家咨询会在中国林科院学术

报告厅召开，中国林科院院院长张守攻为黎平科研试验示范基地授牌。

通过在黎平建立科研试验示范基地，中国林科院将为黎平县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自然保护区、航空护林站等的建设，以

及珍稀树种造林、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优势利用和转化等提供科技支撑，促

进黎平林业科技发展。

人才队伍

徐大平：热带珍贵树种人工林培育专家

徐大平，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森林培育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林学会理事、桉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树木

引种专业委员会理事、森林土壤专业委员会理事。

现主持国家林业局行业专项重大项目“热带珍贵树种良种选育和高效培育”、

科技部“十二五”科技支撑课题“南方阔叶树新品种选育技术研究”和广东省

林业行业专项“檀香、黄花梨、沉香良种选育和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等

省部级科研课题，在人工林可持续经营关键技术、热带珍贵树种人工林培育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主持的“广东省优良珍贵树种研究与推广”获得 2013

年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主持的“华南主要速生阔叶树种良种选育及高

效培育技术”获得 2013 年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作为主编出版《南方

主要珍贵树种栽培技术》等专著 5 本，在国外刊物发表论文 25 篇，国内刊物

发表论文 60 多篇。

长期系统地研究了桉树、相思养分诊断、平衡施肥、合理整地、密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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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效培育技术体系。提出了桉树相思混交种植和大径材培育技术；发现了以

前桉树林地力衰退的主要原因，攻克了桉树多代经营养分持续供给和调控难题；

揭示了桉树林水分利用量和水分平衡关系，得出结论：华南桉树人工林比其他

国家桉树人工林用水量少的主要原因是空气饱和蒸汽压差小、叶面积指数小和

丘陵山地土壤可供给水分少；首次在我国发现桉树缺微量元素硼，并把硼施肥

纳入桉树人工林养分管理；在推动华南地区人工林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和可持续

经营、从低产向高产、从高产向优质高效转变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近十多年来，开辟珍贵树种用材林培育研究新领域。广泛收集檀香、黄花梨、

紫檀、土沉香、大红酸枝等热带珍贵树种种质资源，进行树种、种源和家系筛选，

选育优良无性系。同时研究上述树种立地选择、壮苗培育、合理施肥、密度控

制、修枝整形、抚育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系列高效栽培技术，为大面积种植珍

贵树种人工林提供技术支撑。同时，重点研究珍贵树种的心材形成和管理技术，

在利用植物生长调节物质促进珍贵树种心材形成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推广

热带珍贵树种人工林 30 多万亩，生长量为天然林的 3 倍以上，轮伐期比天然

林缩短一半，使热带珍贵用材人工林生产成为可能。

杨承栋：森林土壤学专家

杨承栋，森林土壤学专家，曾任森林土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中国林学会、中国土壤学会森林土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林业

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林业科学”、“林业科学研究”

及“土壤通报”编委。

长期从事森林土壤、化学、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化学、森林立地、土壤微生物、

微生物肥料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多项国家攻关专题及国家攻关子专题、

部级重点课题、中英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推广项目。先后获中

国土壤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原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 7 项。出版专

著 3 部。2009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主要造林树种土壤质量演化与调

控机理》专著，获得了全国森林土壤工作者和相关专家的较高赞誉。

提出了森林土壤功能与其组成、结构及性质变化一致性原理的创新思路，

运用该思路，系统揭示了我国主要造林树种土壤质量退化机理，找出了导致主

要造林树种土壤质量退化的关键因子，为合理维护和恢复主要造林树种土壤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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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价值的技术途径。

对我国主要造林树种杉木、桉树等，在不同立地条件下、不同代及不同发

育阶段人工林土壤组成、结构和性质变化及其与林木生长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

找出了导致我国主要造林树种地力衰退的关键因素：土壤性质恶化、生物学活

性大幅下降、主要营养元素减少，土壤营养状况失去动态平衡。

针对我国杉木等主要造林树种地力衰退之现状，提出了维护土壤功能的具

体技术途径与适用技术。研究了我国主要造林树种混交林营造技术，重点研究

了混交树种、混交比例和混交模式的选择；提出通过间伐，发展林下植被，增

加林地生物多样性，有效改良土壤性质，维护和恢复土壤功能，使杉木更好地

生长；在林业系统，首次提出非豆科主要用材树种多功能细菌肥料研制及其应

用技术，并阐明其维护土壤功能、提高林木生长量的作用机理，在微生物肥料

研制和林业应用方面居国际领先地位；创造性地将细菌肥料和化学肥料常规用

量的一半混合施用于桉树、杨树，使胸径树高均有提高，减少了化肥施用量，

有效提高了化肥利用率，减少了土壤和空气污染。

国际前沿

常绿阔叶树的分布区域因地球变暖而发生改变

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网站 2014 年 12 月 9 日发布研究成果，常绿阔叶树的

分布因地球变暖将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解地球变暖对于从台湾（中国的台湾省）到日本生长的常绿阔叶树的

影响，预测了现在和未来（2081-2100 年）的潜在生长区域。对象树种是从台

湾到日本广泛生长、成为优势种的 10 种常绿阔叶树。分析针对对象树种的分

布和气候因素的定量关系，采用可进行基于非线形回归的高精度预测的一般化

加法模型（GAM）进行了模型化。这些对象树种主要受到了气温及降水量的影响。

采用基于建立的模型和 SRES A1B 排放情景（考虑能源平衡的高增长情景）的

20 个种类的未来气候情景，对未来的分布区域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为：任何

一个种其潜在的生长区域伴随着变暖的北方及高海拔扩展，但是其程度因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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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区而不同。而且预测，大果米槠、野山茶、蚊母树、薯豆这 4 个种是在台

湾及琉球群岛等分布的南部区域，但在接近南部区域将来潜在生长区域将会缩

小、脆弱化，因此今后必须加以关注。另一方面，被预测为扩大的常绿阔叶树

将成为变暖的指标树种，检测有效的变暖影响。

该研究成果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发表在《植物生态学》（Plant Ecology）上。

柳杉材抗弯曲强度因剖面尺寸发生变化

——可能涉及大型木质建筑的安全设计

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网站 2014 年发布研究成果：对柳杉锯材弯曲强度的尺

寸效应——材长和材宽的影响。

主要内容是：用作柱、梁等木材（锯材）的断面尺寸越大强度越低，存在

着尺寸效应现象。因此，该研究针对海外的建筑标准及日本的木结构建筑用锯

材的标准强度，制定了修正尺寸效应的尺寸调整系数。但是，日本传统的木结

构梁柱施工法采用的锯材，先行设计强度被制定的当时，没有想到要使用大断

面锯材，因此没有设定尺寸调整系数。在当今公共大型木质建筑物的建设迅速

发展的背景下，为保证其结构的安全性，对这些结构用锯材也要阐明尺寸效应。

因此，为比较锯材宽度及长度的影响，利用柳杉原木加工的锯材制作样体

进行了抗弯试验。结果：在材宽不同的实验体之间抗弯强度没有不同，但是关

于锯材的长度，出现了抗弯强度随着长度缩短而提高的尺寸效应。首次将这一

倾向数值化，阐明了柳杉锯材抗弯强度的调整系数。例如，材长的标准尺寸为

150 毫米时，那么当材长增至 300 毫米时抗弯强度就下降 15% 左右。

这一研究结果有利于今后推动公共木质建筑物时，针对结构用锯材（无等

级材及 JAS 锯材）的标准强度，引进尺寸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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