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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剩余物制机械浆节能和化学品减量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科研动态

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简称“林化所”）房桂干研究员承担的

国家林业局 948 项目“农林剩余物制机械浆节能和减量技术引进”，针对我国

化机浆生产存在的技术瓶颈问题，在引进加拿大魁北克工业技术研究中心“机

械浆生产过程节能和化学品减量技术”的基础上，创新研制出了制浆过程木片

材性快速检测技术和装备，建立了系统的木片材性快速检测方法，开展了材性

特征与制浆工艺及纸浆产品性能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设计开发出木片质量在线

检测平台和工艺优化专家系统。

化机浆技术因具有投资成本低、原料利用率高及纸浆应用范围广等优点，

现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木材制浆方式之一。目前，我国优质木材原料短

缺，企业主要是使用混合商品木片和木材加工剩余物等低质原料来进行化机浆

生产，但由于低质木材原料的材性差异大、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企业生产中普

遍存在磨浆电耗高、化学品用量大和产品质量不稳定等技术瓶颈问题。

房桂干率领的项目团队成功实现了节省磨浆电耗、降低化学品用量和改善

纸浆质量的目标。目前，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江苏天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和福建腾

研制的木片材性快速检测中试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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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达制浆有限公司等化机浆企业的生产中，实现节省磨浆电耗 19% 以上，节省

主要化学品消耗 16% 以上，提高产品合格率 8% 以上，终端产品纸浆质量显著

提升。

项目实施期间，申请发明专利 8 件，发表研究论文 15 篇。木片材性快速

检测和相关装备技术成果，不仅显著提升了化机浆生产线的智能化控制和管理

水平，而且为化机浆生产的节能减排和改善产品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此外，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对缓解我国化机浆行业纤维原料供

应短缺、降低生产消耗、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等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林化所  邓拥军　梁  龙）

我国首批甜角新品种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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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研究所（简称“资昆所”）杨时宇研究员带领的甜角

课题组，培育出了我国首批甜角新品种“红鳅”、“翠玉”和“金月”。

甜角是酸角的变异类型，是苏木科酸豆属常绿乔木，原产地热带非洲，是

特色热带水果，其果肉含有丰富的有机酸、糖类、氨基酸、B 族维生素及各种

矿物质营养成分，可生津止渴，改善积食不消、呕逆少食，具有良好的医疗保

健功效。同时，因其树形美观、常绿，耐贫瘠、干旱、速生等特点，也是热带

地区常见的园林和生态绿化树种，能够很好地兼顾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

课题组通过实生选育、生物学观测、品种比较、区域试验等手段，培育出

的甜角新品种具有以下特点：果荚大，平均长度可达 10 厘米；果肉厚，含量

高达 50%；口感好，果肉含糖量高达 57%-62%；产量高，丰产期亩产可达到

300 公斤。通过调整育苗和嫁接时间，砧木和接穗的选择，嫁接技术、保温处理、

防穿袋等措施的应用，提出了高效嫁接的关键技术，最终将甜角的嫁接成活率

从 40% 提高到了 90% 以上。

课题组以甜角资源开发和利用为目标，收集了来自赞比亚、肯尼亚、印度、

泰国及缅甸的甜角种质资源 100 余份，在云南元江试验站建立甜角种质资源圃

30 亩。培育甜角良种 3 个、新品种 3 个；营建甜角良种采穗圃 20 多亩，育苗

圃 5 亩，每年可生产甜角良种苗 20 多万株；在景洪、普洱、元江、元谋等地

建立甜角良种示范基地 1200 多亩；结合新农村建设，移民搬迁，生态咖啡、

茶园建设以及杨善洲纪念林建设，推广种植甜角良种 5000 多亩；发表相关论

文 13 篇，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培训果农 200 多人次。（资昆所　王兵益）。

森环森保所构建“森林昆虫自动识别系统”

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简称“森环森保所”）张真研究

员率领的研究团队，联合全国 5 所高等林业院校及浙江工商大学，共同开发完

善了森林昆虫自动识别系统，构建了全国范围的大型森林鳞翅目昆虫图形库，

将为森林害虫的普查、监测和防治提供高效服务。近期新增图片 12865 幅，种

类 772 种，使得图片识别准确率达 100%。

鳞翅目昆虫在线自动识别系统由“主页”、“昆虫图像智能识别”、“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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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信息上传”、“使用帮助”、“联系我们”五个部分组成。“主页”介绍识

别技术的支撑项目、研制单位、简明的使用操作说明。“昆虫图像智能识别”

模块，提供识别上传图片的功能，识别结果将显示昆虫中文名、拉丁名、分类

地位、形态特征等信息。同时，系统对用户上传的图片进行收集，不断丰富图

片库，由此可以不断扩大识别范围。“使用帮助”提供了在线的使用培训方式，

并可通过“联系我们”联系工作人员答疑解惑。该系统在全国森林病虫害趋势

会商会上得到了广泛关注，将在进一步补充昆虫种类后尽快正式上线。

项目实施期间，研究团队研制了图形识别网络版软件 1 套，起草了图像自

动识别技术规程、技术手册，申请软件著作权 1 份、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发表

论文 3 篇。编制了昆虫拍摄和图像处理的多媒体培训教材 4 套，在全国范围内

培训、推广此项技术 4 次。

          （森环森保所 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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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山茶花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

成果荣获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春江之夏：规模化生产

由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牵头，联合国内 6 家

单位历经 20 余年的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山茶花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

技术”成果荣获 2016 年度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该成果在四季茶花品种类群创制、基因组学研究及重要性状解析、花色苷

标记辅助育种和标准化生产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创育了四季茶花新

品种类群，并育成四季开花新品系217个，填补了国内外夏季无茶花的市场空白；

创建了山茶花花色苷辅助育种的理论框架及应用技术，显著提升了新品种花色

育种的精准性和育种效率，为高效培育特异花色的茶花新品种奠定了理论基础；

阐明了杜鹃红山茶夏季盛花，金花茶黄色、重瓣花演变以及矮生性状的分子调

控机理；攻克了山茶属观赏植物种质资源保育技术，构建了世界茶花品种新的

分类体系；突破了山茶花规模化扩繁与标准化栽培技术瓶颈，为山茶花现代生

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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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获茶花新品种权 16 项、国际品种登录 22 项、新产品奖 3 项；获国

家发明专利 8 项；制定国际标准 1 项、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3
项；编写专著和国际会议论文集 8 部，发表论文 91 篇。在浙江、广东和湖南

等中心产区建成了轻基质盆栽示范基地 5000余亩，省级特色产业基地 3万余亩，

使我国成为国际上最大的茶花生产区。三年累计生产 607万株（盆），创效益 6.07
亿多元，显著促进了我国山茶花产业的科技进步。

         （亚林所  李纪元  童杰洁）

科技支撑

科研监测助力海南守护“热岛凉山”

海南岛是我国热带地区的第一大海岛，其中南部山区的热带雨林，既是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也肩负着全岛水源供给、控制水土流失、固碳释氧、

维持优美生态环境的重任，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极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因

此，海南中南部山区也被誉为“热岛凉山”。

为配合科技部和海南省“科技活动月”工作安排，2017 年 6 月 3 日 ~8 日，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热林所”）尖峰岭国家级森林生态站举行

在大田保护区展示智慧保护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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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的“送科技下林业基层”活动。活动内容根据海南中南部山区有关自

然保护区和当地林业局改革的实际需求而设置，包括自然保护区及生态公益林

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因子监测技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技术以及

“智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技术等。　　

活动以座谈和野外考察等形式，开展技术交流与培训，对象有海南鹦哥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大田坡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尖峰岭林业局和国

家自然保护区、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吊罗山林业局和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等 7 家林业基层单位，共计 160 余人参加。

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已由数量建设向质量提升的方向发展，如何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保护与生态公益林管理条例等相

关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要求，科学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因子的监测、提升自然

保护区与生态公益林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合理评估自然保护成效，是各自然保

护区和国有林业基层单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海南省相关自然保护区和国有

林业局经过新一轮改革，已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完善了森林保护相关人员的

配备，但如何尽快提升他们的监测、保护和管理水平，强化保护管理成效总结，

及时开展送科技下基层活动，仍然是守护“热岛凉山”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本次科技交流活动，使各保护区和基层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了解了当今国际

上最新的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技术，通过相互交流，为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找

到了解决思路。活动期间，尖峰岭国家级森林生态站与鹦哥岭保护区、大田保

护区、五指山保护区达成了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保护区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意

向；与尖峰岭林业局达成了培养科研监测人员的合作意向；与吊罗山保护区签

署了生物多样性监测的项目协议，承接了该保护区的植物群落与植物多样性监

测样地的建设与人员培训任务。　　　　　　　　　　　　（热林所　李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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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江华：创新完善高效可持续经营的竹林资源体系

建言献策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针对竹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新需求，

著名竹类研究专家、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简

称“亚林所”）资深专家萧江华研究员建议，创新完善可持续的竹林资源体系，

以生态安全为基础，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生态管理为抓手，全面提升竹林

优质、高效、健康的可持续经营水平。

我国现在竹林资源面积 700 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北纬 35°以南的广大丘陵

山地，生长着单轴型、合轴型和复轴型三大类竹子 500多种。经过 20多年的努力，

中国已建成比较发达的竹林资源体系，发挥了巨大的功能效益，为中国竹产业

高效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竹林资源体系建设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　

（1）发展动力不够足。竹林资源发展主要靠二产和三产带动。然而，目

前仍有相当大面积的竹区，二产不强、三产滞后，一产缺少强大的发展带动力。

（2）竹林经营成本上涨。竹区广大青壮年劳力进城务工，家庭竹林培育

缺乏劳动力。近年来，用工价成本上升，农用物资和运输等成本也逐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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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农从竹林经营中获得的收入普遍减少 30%-50%，严重影响了竹农培育竹林的

积极性，致使许多竹区竹林培育水平下降。

（3）竹林培育技术滞后。以往竹林丰产培育技术标准是建立在劳动力和

农用物资等较廉价基础之上的，有些关键技术已不能适应竹林培育成本上涨形

势的需求。　　

（4）竹林经营体制的不适应性。目前大多数竹林经营主体仍然是农户个体，

农户经营竹林面积小，一家一户人力、财力单薄，不能适应高效可持续竹林资

源体系建设的要求，虽有一些新的经营体制出现，但尚未形成主流。

由此萧江华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创新经营理念、经营举措、培育技术，完

善高效可持续经营竹林资源体系的建设。

（1）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发展。竹区竹业要坚持一、二、三产联动发

展的方向，以二产和三产的需求带动一产的发展，给高效可持续经营竹林体系

建设以强大的动力。竹加工业是竹产业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应坚决实施供给侧

改革，在提升传统产品质量的同时，大力研发新产品，拓展新的利用领域。竹

区要利用竹林环境优势，积极发展旅游业。

（2）改变竹林经济增长模式。竹林经济应由竹材和竹笋产品生产的单一

经济模式向竹林产品、林下种植、养殖和竹林环境利用等的综合经济模式发展，

从而提升竹林经济效益和竹农的直接经济收入。

（3）调整竹林经营类型的比重。根据竹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

解决竹林培育面临的成本上涨困境，适当调整竹林资源体系中竹林经营类型比

重是必要的。　　

（4）建设高标准基地竹林。目前，我国优质高产的工业用原料竹林所占

比重不大。为保障竹产业发展对优质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通过整合经济、

技术、劳力和交通等资源，建设高标准基地竹林。坚持分类经营、定向培育方针，

围绕“优质、高产、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经营目标，根据竹林立地等级的

高低，制定相应的产量指标，运用相配套的先进培育技术，采用生态集约型增

长方式，提升竹林经营效益。高标准基地竹林面积要根据当地竹产业发展规模

要求来定，切不可盲目求大和大规模连片。

（5）建设高效生态公益竹林。生态公益竹林包括水源涵养竹林、水土保

持竹林、防护竹林、碳汇竹林等，欲使其能持续发挥最佳功能效益，必须进行

科学经营，维持合理的竹林林分结构，消除有碍竹林正常更新生长的不利因素。

（6）创新竹林经营技术。一方面对现有竹林经营规程中的一些先进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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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大力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对一些不适应现代竹林经营形势要求的技术，

要改进或摒弃，创立新的技术取代。要以竹林生态系统管理为抓手，研发可持

续经营及竹林避灾减灾关键技术；研制竹林经营机械装备，提升竹林经营机械

化水平。

（7）创新竹林生产经营体制。要大力培育产业合作社、产业大户、家庭

林场和企业竹林场等新型竹林生产经营体制，实行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为高效竹林资源体系建设提供体制保障。

        （院　办　李志强　素材来源：林业知识服务）

综合型现代科研基地——南方国家级林木种苗示范基地

南方国家级林木种苗示范基地 (简称“南方种苗基地”)，1999年由国家计委、

国家林业局批准立项 ,中国林科院负责筹建，2003年竣工，是集科研、推广、培训、

生产经营、科普、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型科研基地。

基地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 , 背靠粤西最高峰——螺岗岭，占地面积

200 公顷 , 拥有安静优美的自然环境，绿化植物多达 200 余种，是一个不可多

得的珍稀植物基因库，拥有现代化育苗温室、荫棚面积 3 万余平方米 , 基质加

工车间 5200 平方米、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它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重要角色——

林木良种和繁育研究基地、林木种苗理论与技术科研基地、现代化林木种苗生

产和技术示范基地、现代化林木种苗生产和技术示范基地、南方林木种质资源

保存基地。同时，还肩负着我国林业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林业国际合

作和对外交流的重要职责。

基地以市场为导向，走高起点、高标准、高科技、高效益的发展道路，依

托中国林科院多学科的科技人才及其科研成果优势，大力开展研究、推广和开

发工作，承担了桉树高效栽培、桉树大径材、桉树胶合板材、现代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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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叶植物等国家科技支撑、国家自然基金、林业行业专项、948 项目、农业成

果转化基金等 30 多项。研制出了多个桉树新品种以及多个绿化品种，与桉树

栽培、桉树肥料企业开展了长期友好的合作。荣获了“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信

得过生产基地”、“全国林业科普教育基地”、“广东省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等荣誉称号。 （桉树中心  李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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