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目录

 科技动态-----------------------------------------2

 科技成果----------------------------------------8

 科技支撑--------------------------------------10

林草科技扶贫贵州行、特色资源利用见成效-----------------10

林业科技助力构建沿海生态安全屏障----------------------11

 创新平台--------------------------------------1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修复种质资源利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和“仁用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专家评审----------12

禽流感传播机制获得重要突破----------------------------2

楸树COMT家族基因的表达特性和潜在功能获得解析------------3

中国林科院8个生态站在2018年陆地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评估中结果为优---------------------------4

森林火灾趋势长期预报有了新途径 -----------------------6

“杉木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技术研究”成果荣获第九届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科技动态

2019 年  第  3  期 （总第 51 期）



科技动态

    近期，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简称“森环森保

所”）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简称“鸟环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

系统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展禽流感传播机制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该研究成果强

有力地证实了禽流感病毒随着候鸟迁徙在东亚—澳洲和中亚迁徙通道上从东到西

进行传播，为我国禽流感的监测与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5年青海湖野鸟暴发了严重的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病毒快速地

传播至亚洲和欧洲，导致了大量野鸟死亡，甚至还感染至家禽和人类，H5N1病毒

的快速传播及其带来的威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病毒如何传播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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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热点问题。我国候鸟有三条迁徙通道，其中东亚-澳州和中亚-印度迁徙通道覆

盖了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H5N1禽流感病毒的快速地在欧亚之间进行扩散与传

播，因此推测与候鸟的迁徙有密切的联系。 

　　研究团队通过采用卫星跟踪技术，针对H5N1禽流感疫源鸟种，选择青海湖地

区的斑头雁和渔鸥，以及三门峡地区的大天鹅，对它们的迁徙路线进行了全天候

的实时跟踪；同时在青海湖、三门峡和及其迁徙路线上进行样品的采集，以揭示

H5N1病毒在不同迁徙通道上进行扩散与传播的途径。研究表明，青海湖地区和三

门峡的 H5N1 病毒属于相同分支且高度同源，发现H5N1病毒是沿着大天鹅和渔

鸥、斑头雁的迁徙路线从东向西进行扩散，病毒的传播与候鸟的迁徙路线在时空

上高度吻合，同时还发现了H5N1病毒扩散与传播关键的时空节点。研究成果为

H5N1禽流感病毒随着候鸟迁徙在东亚—澳洲和中亚迁徙通道上从东到西进行传播

提供了新的证据。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Emerging Microbes＆Infections》，论文题

为“New evidence for the east–west spread of the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5N1 virus between Central Asian and 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s in China”。（张国钢/森环森保所） 

禽流感传播机制获得重要突破

HA基因遗传进化分析和候鸟迁徙路线

A. H5N1 HA 序列的进化树； 

B.大天鹅、斑头雁和渔鸥的迁徙路线以及监测防控的关键时空节点； 

C. 迁徙路线与H5N1发生地点从东向西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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楸树COMT家族基因的表达特性和潜在功能获得解析

楸树、拟南芥、毛果杨、玉米COMT家族基因进化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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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和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

点实验室珍贵树种遗传改良研究组在全基因组水平上解析了楸树咖啡酸甲基转

移酶（Caffeic acid O-methyltransferase，COMT）家族基因的表达特性和潜

在功能。 

　　咖啡酸甲基转移酶（COMT）是木质素合成途径中重要的酶，与植物细胞壁

木质素相关，并且其功能可能影响木材最终材性。通过在楸树全基因组水平上

比对COMT家族基因特有的保守结构域及拟南芥、毛果杨中已鉴定出来的COMT家

族基因的序列，筛选出可能的楸树COMT（CbuCOMT）家族基因，随后进行一步

筛选，最终获得23个COMT家族基因。 

　　与毛果杨、拟南芥、玉米中鉴定出的COMT家族基因进行进化树分析，发现

23个CbuCOMT主要分为三组。启动子区域顺式作用元件分析发现CbuCOMT家族基

因主要受到生长、发育相关的作用因子调节。CbuCOMT4、5、9、10、12、17和

23在楸树的木质部中特异表达，表明这些基因的表达可能与楸树木质部细胞木

质素合成相关。研究发现CbuCOMT23在楸树的应拉木中下调表达，并且在对应

木中上调表达，与木质素在应拉木中木含量下降、在对应木中含量上升的变化

趋势相一致。 

　　研究结果在线发表在Peer J，林业所助理研究员卢楠博士为第一作者，王

军辉研究员和麻文俊助理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工作得到了林业公益

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的资助。（卢楠/林业所） 

    2018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为进一步加强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

站（以下简称“生态站”）建设管理，充分发挥生态站的作用，在各地各单位

开展自评估基础上，结合生态站上报数据质量，经专家评议，按照优、良、中、

差四个等级对生态站建设管理情况开展了综合评估。中国林科院共有26个生态

站参与综合评估，其中8个生态站评估结果为优秀。这些生态站在野外观测、

科学试验、示范推广、科普宣传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林科院8个生态站在2018年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评估中结果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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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牵头，联合国内12家单位历经

近10余年的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杉木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技术研究”成果

荣获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成果在杉木高世代种子园营建技

术、多目标无性系选育、良种规模化繁育、生长模拟与预测、大径材定向培育

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突破。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系统突破了杉木第三代种子园技术，奠定了杉木第四代育种理论与材

料基础。基于9省区10年的连续系统测试，阐明了杉木不同改良世代亲本不同

交配设计子代生长与材性的遗传变异规律，基于生长、开花、结实等多性状选

择指数，选出第3代建园亲本228个；创新提出了种子园分步式高效营建技术、

双系种子园营建技术和红心杉种子园营建技术3项核心技术。中心产区全面完

成第3代遗传改良，营建第3代种子园8000余亩，遗传增益达10%以上，构建了

三代亲本子代测定网络，推进了第四代育种进程，使得我国树木遗传改良水平

与发达国家同步。

   （2）突破了杉木多目标无性系育种与规模化繁育技术。基于7省区50块

13～21年无性系试验林测试，在理论上系统揭示了无性系重要性状遗传变异规

2018年中国林科院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评估优秀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生态站名称

江西大岗山森林生

态系统国家定位观

中国林科院森林生

态环境与保护研究

中国林科院森林生

态环境与保护

技术依托单位 建设单位

甘肃民勤荒漠生态

系统国家定位观测

研究站

中国林科院、甘肃

省治沙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

中国林科院 中国林科院

河南黄河小浪底森

林生态系统国家定

位观测研究站

中国林科院林业研

究所

中国林科院林业研

究所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

林业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

林业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

林业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

林业研究所

海南尖峰岭森林生

态系统国家定位观

测研究站

浙江钱江源森林生

态系统国家定位观

测研究站

广东珠江三角洲森

林生态系统国家定

位观测研究站

库姆塔格荒漠生态

系统国家定位观测

研究站

浙江杭州湾湿地生

态系统国家定位观

测研究站

律，奠定了杉木无性系选育理论基础。在技术上突破了速生优质、耐瘠薄、红

心材等多性状无性系选育技术，选育优良无性系288个，材积遗传增益

19.8%～153.05%；突破了杉木组培快繁技术和容器育苗技术瓶颈，实现了优良

无性系规模化生产。

   （3）突破了杉木自然稀疏理论与生长模拟方法研究。基于不同产区密度试

验林30年连续观测数据，揭示了杉木林自然稀疏机制与最大密度线轨迹作用因

素，奠定了杉木密度管理理论依据；提出了林分结构模拟新模型，首次将贝叶

斯统计理论引入生长模拟预测，形成一种新的模拟技术体系。

   （4）突破了杉木大径材材种结构动态变化规律及成材机理研究，提出了杉

木大径材定向培育技术体系。基于杉木密度试验、间伐试验、密度间伐试验等

13～36年长期观测数据，系统阐明了杉木人工林林分密度效应规律及其大径材

成材机理；首次提出了杉木大径材丰产稳产优化栽培模式，建立了国家及省级

杉木大径材培育技术标准化体系，促进了杉木人工林质量提升及健康可持续发

展。

    项目共审/认定杉木良种101个，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SCI收录25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登记软件著作权2项，颁布林业行

业、地方标准10项，出版专著8部，验收认定/鉴定科技成果7项。成果相关内

容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成果在湘、

赣、桂、浙、闽、粤、黔等省区推广，15个基层应用单位累计推广造林面积

288万亩，新增产值60.1亿元。近10年累计推广造林3000余万亩，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段爱国/林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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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趋势长期预报有了新途径

东亚500毫巴高度场与我国不同地区（带黑点的白色区域）三个月（火险期）火灾发生次
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东北（NE）相关为正，华北（NC）、华中（CC）和华南（SC）东负西正，西南（SW
）东西正、南北负。 （临界值（％）为39（p <0.1），46（p <0.05），58（p <0.01）

和69（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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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材机理；首次提出了杉木大径材丰产稳产优化栽培模式，建立了国家及省级

杉木大径材培育技术标准化体系，促进了杉木人工林质量提升及健康可持续发

展。

    项目共审/认定杉木良种101个，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SCI收录25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登记软件著作权2项，颁布林业行

业、地方标准10项，出版专著8部，验收认定/鉴定科技成果7项。成果相关内

容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成果在湘、

赣、桂、浙、闽、粤、黔等省区推广，15个基层应用单位累计推广造林面积

288万亩，新增产值60.1亿元。近10年累计推广造林3000余万亩，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段爱国/林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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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系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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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林30年连续观测数据，揭示了杉木林自然稀疏机制与最大密度线轨迹作用因

素，奠定了杉木密度管理理论依据；提出了林分结构模拟新模型，首次将贝叶

斯统计理论引入生长模拟预测，形成一种新的模拟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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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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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登记软件著作权2项，颁布林业行

业、地方标准10项，出版专著8部，验收认定/鉴定科技成果7项。成果相关内

容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成果在湘、

赣、桂、浙、闽、粤、黔等省区推广，15个基层应用单位累计推广造林面积

288万亩，新增产值60.1亿元。近10年累计推广造林3000余万亩，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段爱国/林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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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系种子园营建技术和红心杉种子园营建技术3项核心技术。中心产区全面完

成第3代遗传改良，营建第3代种子园8000余亩，遗传增益达10%以上，构建了

三代亲本子代测定网络，推进了第四代育种进程，使得我国树木遗传改良水平

与发达国家同步。

   （2）突破了杉木多目标无性系育种与规模化繁育技术。基于7省区5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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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突破了杉木自然稀疏理论与生长模拟方法研究。基于不同产区密度试

验林30年连续观测数据，揭示了杉木林自然稀疏机制与最大密度线轨迹作用因

素，奠定了杉木密度管理理论依据；提出了林分结构模拟新模型，首次将贝叶

斯统计理论引入生长模拟预测，形成一种新的模拟技术体系。

   （4）突破了杉木大径材材种结构动态变化规律及成材机理研究，提出了杉

木大径材定向培育技术体系。基于杉木密度试验、间伐试验、密度间伐试验等

13～36年长期观测数据，系统阐明了杉木人工林林分密度效应规律及其大径材

成材机理；首次提出了杉木大径材丰产稳产优化栽培模式，建立了国家及省级

杉木大径材培育技术标准化体系，促进了杉木人工林质量提升及健康可持续发

展。

    项目共审/认定杉木良种101个，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SCI收录25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登记软件著作权2项，颁布林业行

业、地方标准10项，出版专著8部，验收认定/鉴定科技成果7项。成果相关内

容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成果在湘、

赣、桂、浙、闽、粤、黔等省区推广，15个基层应用单位累计推广造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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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共审/认定杉木良种101个，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SCI收录25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登记软件著作权2项，颁布林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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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

    贵州省独山县和荔波县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定点扶贫县，中国林科院资源

昆虫研究所（简称“资昆所”）高度重视定点科技扶贫工作，紧抓“乡村振

兴，科技扶贫”项目，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多渠道帮助贫困群众增收，取

得了明显成效。

    2018年12月份以来，资昆所多次派出科技人才、专家及专业技术人员到对

口扶贫县进行调研，及时了解贫困村的技术需求，细化项目规划，并设立科技

扶贫项目“西南特色资源利用”，促进林业扶贫工作落地生根，全方面诠释“

林草科技扶贫”的意义。

    项目在贵州荔波县岜鲜村种植中秋酥脆枣大苗50亩已经进入开花季节，明

年开始有收成，解决当地发展养蜂产业蜜源不足和推动贫困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问题。同时，当地已经引入了8个黄金百香果品种，并即将引进多个石斛品种。

下一步将重点帮扶筛选出适合当地生长的特色优良品种，打造岜鲜林果科技扶

贫示范村。

    针对贵州独山县紫林山村野生水苔资源丰富，但长期存在种植技术差、生

产效率低下的问题，项目组编写了《水苔种植与杂草防除技术指导手册（草

案）》，免费发放给贫困村水苔种植户，并进行相关培训；营建了20多亩的水

苔高效种植示范基地，对原来的1200亩低产低效水苔地种植进行手把手指导；

建成了水苔设施干燥棚、晾晒设施、压缩打包等生产试验车间，采用植物纤维

压缩打包一体化机和小型压力试验机生产水苔包装产品，压缩后产品容重可达

0.3克每立方厘米，压缩比是目前同类产品的4倍以上。

    资昆所通过充分利用自身林草科技优势，使林业生态扶贫提质增效，为贫

困地区创造了可观的生态和经济价值。（廖声熙/资昆所）

1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动态

    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牵头，联合国内12家单位历经

近10余年的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杉木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技术研究”成果

荣获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成果在杉木高世代种子园营建技

术、多目标无性系选育、良种规模化繁育、生长模拟与预测、大径材定向培育

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突破。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系统突破了杉木第三代种子园技术，奠定了杉木第四代育种理论与材

料基础。基于9省区10年的连续系统测试，阐明了杉木不同改良世代亲本不同

交配设计子代生长与材性的遗传变异规律，基于生长、开花、结实等多性状选

择指数，选出第3代建园亲本228个；创新提出了种子园分步式高效营建技术、

双系种子园营建技术和红心杉种子园营建技术3项核心技术。中心产区全面完

成第3代遗传改良，营建第3代种子园8000余亩，遗传增益达10%以上，构建了

三代亲本子代测定网络，推进了第四代育种进程，使得我国树木遗传改良水平

与发达国家同步。

   （2）突破了杉木多目标无性系育种与规模化繁育技术。基于7省区50块

13～21年无性系试验林测试，在理论上系统揭示了无性系重要性状遗传变异规

林草科技扶贫贵州行、特色资源利用见成效

律，奠定了杉木无性系选育理论基础。在技术上突破了速生优质、耐瘠薄、红

心材等多性状无性系选育技术，选育优良无性系288个，材积遗传增益

19.8%～153.05%；突破了杉木组培快繁技术和容器育苗技术瓶颈，实现了优良

无性系规模化生产。

   （3）突破了杉木自然稀疏理论与生长模拟方法研究。基于不同产区密度试

验林30年连续观测数据，揭示了杉木林自然稀疏机制与最大密度线轨迹作用因

素，奠定了杉木密度管理理论依据；提出了林分结构模拟新模型，首次将贝叶

斯统计理论引入生长模拟预测，形成一种新的模拟技术体系。

   （4）突破了杉木大径材材种结构动态变化规律及成材机理研究，提出了杉

木大径材定向培育技术体系。基于杉木密度试验、间伐试验、密度间伐试验等

13～36年长期观测数据，系统阐明了杉木人工林林分密度效应规律及其大径材

成材机理；首次提出了杉木大径材丰产稳产优化栽培模式，建立了国家及省级

杉木大径材培育技术标准化体系，促进了杉木人工林质量提升及健康可持续发

展。

    项目共审/认定杉木良种101个，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SCI收录25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登记软件著作权2项，颁布林业行

业、地方标准10项，出版专著8部，验收认定/鉴定科技成果7项。成果相关内

容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成果在湘、

赣、桂、浙、闽、粤、黔等省区推广，15个基层应用单位累计推广造林面积

288万亩，新增产值60.1亿元。近10年累计推广造林3000余万亩，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段爱国/林业所）



    红树林具有重要生态、社会与经济价值，尤其在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

岸护堤、维持生物多样性、净化海水等方面作用显著。由于以往围海造田、围

塘养殖、港口码头建设等人为干扰，我国红树林遭受严重破坏，面积由50年代

5万公顷骤降至2001年的2.2万公顷。

    自上世纪90年代始，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支持

下，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热林所”）红树林团队在南部沿海各

省区开展了长达20年的红树林恢复技术研究及造林实践工作。

    专家团队重点开展了互花米草生态控制、红树林菌肥接种壮苗、滩涂后缘

半红树育苗造林、消浪效应及其功能评价等试验研究与示范，系统地提出了红

树林快速恢复重建关键技术及其评价指标体系，为沿海消浪防护林体系建设提

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主要成果如下：

   （1）通过不同树种的种植比较试验，筛选出用于互花米草控制的最佳造林

树种。在互花米草侵占的滩涂，合理密植速生红树林植物， 2至3年后林下互

花米草盖度由100%衰退至0-15%。分离筛选红树林固氮菌28种、溶磷菌33种，

构建高效混合菌群6个，研制出微胶囊菌剂，接种促生菌剂后，造林成活率提

高10–30%。

   （2）研究并提出了银叶树、海檬果、水黄皮和杨叶肖槿等4种半红树植物

的育苗造林配套技术，苗木出圃率大于90%，造林成活率大于80%；与滩涂真红

树植物实现空间耦合，拓宽了消浪红树林带。

   （3）确定了13种不同红树林类型的消浪定量指标，创建了以树木特性、林

分胸高断面积和波浪传播距离3个指标为基础的红树林消浪效应定量评价指标

体系，提出了50米宽红树林在不同消波率预期值下的林分结构标准。针对滩面

高程过低、风浪过大、生境盐度过高等各类困难滩涂, 采用不同的恢复与重建

模式，以吹挖填淤泥提高滩面为基础，结合促生菌剂接种壮苗技术、竹竿扶植

幼苗、种植耐盐（或耐沙或抗逆速生）树种等造林技术，提高红树林造林成活

率20-30%。 

    “红树林快速恢复重建技术”在广东、海南、广西和福建等沿海地区推广

应用，恢复重建红树林3200 公顷，彻底扭转了我国红树林面积逐年萎缩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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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牵头，联合国内12家单位历经

近10余年的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杉木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技术研究”成果

荣获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成果在杉木高世代种子园营建技

术、多目标无性系选育、良种规模化繁育、生长模拟与预测、大径材定向培育

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突破。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系统突破了杉木第三代种子园技术，奠定了杉木第四代育种理论与材

料基础。基于9省区10年的连续系统测试，阐明了杉木不同改良世代亲本不同

交配设计子代生长与材性的遗传变异规律，基于生长、开花、结实等多性状选

择指数，选出第3代建园亲本228个；创新提出了种子园分步式高效营建技术、

双系种子园营建技术和红心杉种子园营建技术3项核心技术。中心产区全面完

成第3代遗传改良，营建第3代种子园8000余亩，遗传增益达10%以上，构建了

三代亲本子代测定网络，推进了第四代育种进程，使得我国树木遗传改良水平

与发达国家同步。

   （2）突破了杉木多目标无性系育种与规模化繁育技术。基于7省区50块

13～21年无性系试验林测试，在理论上系统揭示了无性系重要性状遗传变异规

林业科技助力构建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律，奠定了杉木无性系选育理论基础。在技术上突破了速生优质、耐瘠薄、红

心材等多性状无性系选育技术，选育优良无性系288个，材积遗传增益

19.8%～153.05%；突破了杉木组培快繁技术和容器育苗技术瓶颈，实现了优良

无性系规模化生产。

   （3）突破了杉木自然稀疏理论与生长模拟方法研究。基于不同产区密度试

验林30年连续观测数据，揭示了杉木林自然稀疏机制与最大密度线轨迹作用因

素，奠定了杉木密度管理理论依据；提出了林分结构模拟新模型，首次将贝叶

斯统计理论引入生长模拟预测，形成一种新的模拟技术体系。

   （4）突破了杉木大径材材种结构动态变化规律及成材机理研究，提出了杉

木大径材定向培育技术体系。基于杉木密度试验、间伐试验、密度间伐试验等

13～36年长期观测数据，系统阐明了杉木人工林林分密度效应规律及其大径材

成材机理；首次提出了杉木大径材丰产稳产优化栽培模式，建立了国家及省级

杉木大径材培育技术标准化体系，促进了杉木人工林质量提升及健康可持续发

展。

    项目共审/认定杉木良种101个，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SCI收录25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登记软件著作权2项，颁布林业行

业、地方标准10项，出版专著8部，验收认定/鉴定科技成果7项。成果相关内

容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成果在湘、

赣、桂、浙、闽、粤、黔等省区推广，15个基层应用单位累计推广造林面积

288万亩，新增产值60.1亿元。近10年累计推广造林3000余万亩，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段爱国/林业所）

面。2019年4月11日，CCTV-13新闻频道整点滚动播出了题为《广东珠海人工恢

复红树林，构筑生态防护墙》的报道，充分展示了热林所红树林团队在珠海市

淇澳岛生态控制互花米草、人工恢复红树林的成果。淇澳岛互花米草面积由

1998年的260公顷下降至2公顷（仅留做试验对照用），红树林的有林地面积由

1998年的32公顷恢复至目前的500公顷，为粤港澳大湾区构筑了沿海生态安全

第一道屏障, 推动了广东沿海地区绿色发展。（李玫/热林所）



    红树林具有重要生态、社会与经济价值，尤其在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

岸护堤、维持生物多样性、净化海水等方面作用显著。由于以往围海造田、围

塘养殖、港口码头建设等人为干扰，我国红树林遭受严重破坏，面积由50年代

5万公顷骤降至2001年的2.2万公顷。

    自上世纪90年代始，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支持

下，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热林所”）红树林团队在南部沿海各

省区开展了长达20年的红树林恢复技术研究及造林实践工作。

    专家团队重点开展了互花米草生态控制、红树林菌肥接种壮苗、滩涂后缘

半红树育苗造林、消浪效应及其功能评价等试验研究与示范，系统地提出了红

树林快速恢复重建关键技术及其评价指标体系，为沿海消浪防护林体系建设提

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主要成果如下：

   （1）通过不同树种的种植比较试验，筛选出用于互花米草控制的最佳造林

树种。在互花米草侵占的滩涂，合理密植速生红树林植物， 2至3年后林下互

花米草盖度由100%衰退至0-15%。分离筛选红树林固氮菌28种、溶磷菌33种，

构建高效混合菌群6个，研制出微胶囊菌剂，接种促生菌剂后，造林成活率提

高10–30%。

   （2）研究并提出了银叶树、海檬果、水黄皮和杨叶肖槿等4种半红树植物

的育苗造林配套技术，苗木出圃率大于90%，造林成活率大于80%；与滩涂真红

树植物实现空间耦合，拓宽了消浪红树林带。

   （3）确定了13种不同红树林类型的消浪定量指标，创建了以树木特性、林

分胸高断面积和波浪传播距离3个指标为基础的红树林消浪效应定量评价指标

体系，提出了50米宽红树林在不同消波率预期值下的林分结构标准。针对滩面

高程过低、风浪过大、生境盐度过高等各类困难滩涂, 采用不同的恢复与重建

模式，以吹挖填淤泥提高滩面为基础，结合促生菌剂接种壮苗技术、竹竿扶植

幼苗、种植耐盐（或耐沙或抗逆速生）树种等造林技术，提高红树林造林成活

率20-30%。 

    “红树林快速恢复重建技术”在广东、海南、广西和福建等沿海地区推广

应用，恢复重建红树林3200 公顷，彻底扭转了我国红树林面积逐年萎缩的局

    近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修复种质资源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仁用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工程中心通过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

组织的专家评审。

    草原修复种质资源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国家林草局系统第一个草原工

程技术中心，也是我国第一个面向全国不同类型退化草原修复治理的工程中

心，是落实促进草原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该中心由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

所牵头建设。

    仁用杏是我国十分重要的生态经济型木本油料树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仁

用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立，有利于完善我国仁用杏工程技术创新体系，提

升仁用杏工程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加速产学研联合、科技成果转化和学科体系

建设，对促进我国仁用杏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西部生态脆弱区绿色产业体系

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奎、胡瑞阳/院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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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牵头，联合国内12家单位历经

近10余年的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杉木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技术研究”成果

荣获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成果在杉木高世代种子园营建技

术、多目标无性系选育、良种规模化繁育、生长模拟与预测、大径材定向培育

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突破。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系统突破了杉木第三代种子园技术，奠定了杉木第四代育种理论与材

料基础。基于9省区10年的连续系统测试，阐明了杉木不同改良世代亲本不同

交配设计子代生长与材性的遗传变异规律，基于生长、开花、结实等多性状选

择指数，选出第3代建园亲本228个；创新提出了种子园分步式高效营建技术、

双系种子园营建技术和红心杉种子园营建技术3项核心技术。中心产区全面完

成第3代遗传改良，营建第3代种子园8000余亩，遗传增益达10%以上，构建了

三代亲本子代测定网络，推进了第四代育种进程，使得我国树木遗传改良水平

与发达国家同步。

   （2）突破了杉木多目标无性系育种与规模化繁育技术。基于7省区50块

13～21年无性系试验林测试，在理论上系统揭示了无性系重要性状遗传变异规

创新平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修复种质资源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仁用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专家评审

律，奠定了杉木无性系选育理论基础。在技术上突破了速生优质、耐瘠薄、红

心材等多性状无性系选育技术，选育优良无性系288个，材积遗传增益

19.8%～153.05%；突破了杉木组培快繁技术和容器育苗技术瓶颈，实现了优良

无性系规模化生产。

   （3）突破了杉木自然稀疏理论与生长模拟方法研究。基于不同产区密度试

验林30年连续观测数据，揭示了杉木林自然稀疏机制与最大密度线轨迹作用因

素，奠定了杉木密度管理理论依据；提出了林分结构模拟新模型，首次将贝叶

斯统计理论引入生长模拟预测，形成一种新的模拟技术体系。

   （4）突破了杉木大径材材种结构动态变化规律及成材机理研究，提出了杉

木大径材定向培育技术体系。基于杉木密度试验、间伐试验、密度间伐试验等

13～36年长期观测数据，系统阐明了杉木人工林林分密度效应规律及其大径材

成材机理；首次提出了杉木大径材丰产稳产优化栽培模式，建立了国家及省级

杉木大径材培育技术标准化体系，促进了杉木人工林质量提升及健康可持续发

展。

    项目共审/认定杉木良种101个，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SCI收录25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登记软件著作权2项，颁布林业行

业、地方标准10项，出版专著8部，验收认定/鉴定科技成果7项。成果相关内

容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3项。成果在湘、

赣、桂、浙、闽、粤、黔等省区推广，15个基层应用单位累计推广造林面积

288万亩，新增产值60.1亿元。近10年累计推广造林3000余万亩，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段爱国/林业所）

面。2019年4月11日，CCTV-13新闻频道整点滚动播出了题为《广东珠海人工恢

复红树林，构筑生态防护墙》的报道，充分展示了热林所红树林团队在珠海市

淇澳岛生态控制互花米草、人工恢复红树林的成果。淇澳岛互花米草面积由

1998年的260公顷下降至2公顷（仅留做试验对照用），红树林的有林地面积由

1998年的32公顷恢复至目前的500公顷，为粤港澳大湾区构筑了沿海生态安全

第一道屏障, 推动了广东沿海地区绿色发展。（李玫/热林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