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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重组木制造技术”取得重要成果

  
高性能重组木是以人工林木材为原料，以细胞为基本单元，通过定向重组

与树脂复合而成的一种新型高性能天然高分子复合材料，可克服人工林木材径

级小、材质软、强度低和材质不均等缺陷，具有性能可控、结构可设计、规格

可调等特点，可实现小材大用、劣材优用。

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于文吉研究员率领的研究团队自主研发的“高

性能重组木制造技术”，突破了传统以小径木为单元的疏解技术，利用木材加

工后剩余的边角料，进行定向分离疏解，实现单板定向线裂纤维化分离，优化

重组木结构。研发了负压逆向导入、真空加压导入、胶黏剂可控导入技术，解

决了木束浸胶不均问题。研发了重组木高效成型技术，有效避免了传统冷压热

固化工艺胶黏剂预固化现象，提高了产品的胶合性能、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实现了重组木的增强型结合和高效成型。创制了定向纤维分离重型疏解机和卧

式压机，在山东青岛建成了年产 50 台（套）卧式压机生产线。建立了高性能

重组木制造技术平台，开发出了户外、家具、地板用等高性能重组木产品，且

产品节能环保。项目申请专利 22 件，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14 件，实用新型专

利 8 件，授权 16 件。发表论文 12 篇。 
与人工林木材和传统人造板相比，高性能重组木具有强度高、耐腐蚀性强

和耐候性好等优点，可替代从国外进口的硬阔叶材产品和大径级的针叶材产品，

在建筑材料、园林景观材料、包装材料和家具等高性能结构材领域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为根本解决天然林优质木材资源短缺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提高

我国木材自给、增加林农收入、减少森林砍伐等具有重要意义。 （宣传中心：

王建兰，周晓星）

“楸树和赤皮青冈珍贵用材林定向培育技术研究与示范”取得阶段性成果

楸树和赤皮青冈均是我国珍贵优质用材树种 , 由于其种子发芽率低、扦插

生根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其良种的推广应用。

由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王军辉研究员负责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课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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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楸树和赤皮青冈珍贵用材林定向培育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通过课题组

近 4 年的联合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目前，共收集各类种质资源

150 余份，建立种质资源保存库 10 亩；通过人工杂交和天然选优，共获得植物

新品种权 1 项，审（认）定林木良种 9 个；突破了楸树体胚繁殖和赤皮青冈播

种育苗技术，制定林业行业标准 2 项，申请发明专利 3 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初步揭示了楸树水肥调控机制和赤皮青冈群体遗传结构，发表研究论文

32 篇，其中 SCI 收录 2 篇；培养博士 6 名、硕士 8 名。建设试验示范基地 20 个，

营建各类试验示范林 75 公顷，为楸树和赤皮青冈珍贵用材林培育起到了良好

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林业所：王军辉）

科技成果

栗山天牛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获梁希科技二等奖

由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杨忠岐研究员主持完成的“重大林

木蛀干害虫——栗山天牛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在第六届梁希林业科学技

术奖评选中获得二等奖。

栗山天牛是国家林业局公布的全国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自 20 世纪 90 年

代初起在我国东北林区暴发成灾，主要危害辽东栎和蒙古栎，重度发生面积

426.4 万亩。受害树干中虫道纵横交错，枝枯叶凋，林内倒木遍地，造成重大危

害，是东北林区危害最严重的毁灭性害虫。

项目经过 12 年刻苦攻关，研究集成出了栗山天牛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提

出了无公害防治新思路新策略：抓住栗山天牛成虫期暴露在外生活的关键时期，

研制出防治成虫有效技术，先诱杀大量成虫，使其后代种群数量大大降低后，

再释放、利用天敌昆虫进行生物防治，达到在短期内控制栗山天牛的目标。该

项技术解决了国内外多年来没有解决的天牛类害虫的防治难题，不但为我国，

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防治天牛类害虫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技术。

该项目研究摸清了栗山天牛的生物学、生态学和发生规律，为防治打下了

坚实基础。系统调查了该害虫的天敌资源，发现了白蜡吉丁肿腿蜂（新种）和

花绒寄甲这 2 种主要天敌，以及栗山天牛跳小蜂等 12 种其他寄生蜂（包括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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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特色乡土树种种质资源，促进湖北红安生态环境建设

为促进湖北红安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红安特色旅游产业，推动革命老区科

技扶贫工作，带动周边地区（大别山区）绿色产业和特色种植业的发展，中国

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负责人郑勇奇研究员与红安县林业局

局长贺勇签署了“红安县特色乡土树种种质资源开发利用”院地合作项目。该

项目将合作开展红安乡土树种枫香、乌桕、省沽油（珍珠菜）资源开发利用与

示范研究，在 5 年内，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将发挥其拥有的全国林木种质资

源、信息、知识、技术和设施等优势，为红安观赏树种枫香新品种选育与推广、

田园景观树种乌桕新品种选育与推广、木本蔬菜省沽油（珍珠菜）推广与示范

等特色乡土树种及木本蔬菜的开发利用与推广提供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院

省合作办：夏珊）

科技支撑

新种）；研究了白蜡吉丁肿腿蜂和花绒寄甲的寄生行为学、寄主专化性；发现

了花绒寄甲寻找、定位寄主的化学信息物质。攻克了花绒寄甲、白蜡吉丁肿腿

蜂人工大量繁殖的技术难关和林间释放防治技术，使花绒寄甲的产卵量增加了

83 倍。创新研制出了大面积天敌释放防治技术和天敌持续控制机理，在国内外

首创研发出了诱杀栗山天牛成虫的专用黑光灯和食物源引诱剂，诱杀栗山天牛

成虫效果显著，共诱杀栗山天牛成虫 57.66 吨，在短期内可控制该害虫的虫口

数量。

该项目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1 项获授权）；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2 项获授权）。完成和发表论文 76 篇（其中 SCI 论文 13 篇）。共推广防治

221.8 万亩，占总危害面积的 50% 以上，吉林省发生面积下降了 82%，辽宁省

下降了 31.6%，内蒙下降了 74.7%，控制了栗山天牛的危害，挽回木材损失价

值达 79.34 亿元，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森环森保所：王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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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林业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依托国家林业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成立的“国家林业局林业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简称“林业装备工程中心”），于 2012 年 6 月获批成立。

“中心”以“创新、产业化”方针为指导，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集成创新

能力和消化吸收后再创新能力，在林业装备领域的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建设

一流的工程化实验条件，建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工程化验证环境；培养一流的

工程技术人才，建设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林业装备技术领域的创新团队；研

究制定林业装备的技术标准、规范。形成一批水平先进和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

产品，影响和带动整个林业装备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促进集成、配套的工程化

成果在林业生产和建设中的推广和应用，提升我国林业生态建设的质量和效能，

使我国林业装备整体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围绕建设目标，以依托单

位的技术优势为基础在林木种苗成套生产装备、营林与林木采运装备、森林防

火装备、病虫害防控装备、木材综合利用与生物质资源生产装备、林副产品加

工装备、荒漠化治理装备、产品安全与质量检测装备等八个方面开展科研开发、

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工作。

“中心”成立以来，共承担科研课题 93 项，获得国家资金投入 2127.7 万元，

吸引企业投资 50 万元，发表论文 40 篇 ( 其中 EI 收录 2 篇 )，获批专利 13 项，

制修订标准 24 项（其中国家标准 8 项，林业行业标准 16 项）。

“中心”起到了科研技术推广应用孵化平台的作用。由“中心”转化推广的“苗

圃自动化育苗系列装备”，经过在伊春、亚布力等多个苗圃基地的试用、改进

和熟化，已经完全满足了苗圃各个生产阶段的需要。该系列设备在黑龙江森工

集团的科技现场会上一经演示，便受到了广大种苗生产机构的青睐。累计在东

北三省、内蒙古地区林业局及私营苗圃推广销售精量播种机、苗木移栽机和营

林成套技术装备 350 多台（套）。我国第一条全自动苗杯装播生产线在“中心”

研制成功，实现了林木种苗容器化育苗的全自动生产，解决了以往传统育苗过

程中种子浪费、覆土不均、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受到了广大基层苗圃工作人员

的欢迎。针对伊春市提出的林下经济产业装备需求，针对林药“平贝母”自动

化采收分选装备研发，“中心”提出了“平贝母收获机的开发与应用”项目建议。

创新平台



中国林科院科技动态

6

建议可以解决目前平贝母生产中人工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目前已经与伊春市

林科院签订了“平贝母收获机的开发与应用”项目开发合同，为推进我国东北

林区林药自动化采收的发展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3 年，“中心”牵头负责了“黑龙江省林下经济资源研发与利用协同创

新中心林下经济资源开发设备研发创新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工作，主要任务是

以牵头和协同单位的技术优势为基础，在林业油料植物加工技术装备、林药加

工技术装备、可食林产品加工技术装备、木材综合利用与生物质资源生产装备、

其他林副产品技术加工装备等几个方面进行科研开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工作。

通过平台的核心构建，“中心”对我国林下经济资源研发与利用前沿领域装备

需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扩大了“中心”在林下经济资源研发与利用装备研究

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哈林机所：王振东）

中国林科院甘肃民勤荒漠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甘肃民勤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始建于 1959 年，2005 年获批成为我院

甘肃民勤荒漠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该站位于民勤绿洲外围，地

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的夹缝之中，如同一把尖刀楔入“黄龙”，扼守

住民勤绿洲和河西走廊的腰部，保护着河西走廊乃至华北的生态安全。

甘肃民勤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以地面基点观测、试验为主，结合遥感、

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学模型等现代生态学研究手段，实现对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

河流域各主要类型生态系统和环境状况的长期、全面的监测和研究。围绕干旱

地区荒漠化防治领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这一典型沙质荒漠地区的生态

特征及其荒漠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动态变化趋势、形成机制和有效调控等方

面进行了长期的综合性观测研究，推动了我国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和

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建成了为荒漠生态系统研究和全球变化研究提供长期、

系统科学数据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为阿拉善高原

干旱半荒漠生态区和河西走廊绿洲农业生态区，以及我国温带干旱半荒漠生态

地区的生态与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填

补了该地区多方面的研究空白。

该站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沙生植物的引种驯化、珍稀濒危植物的“迁

地”保护、沙旱生植物生理生态与抗逆性研究及沙区资源开发研究工作，共搜

集栽培沙生、旱生和中生植物种 438 种，迁地保护了沙旱生濒危与珍惜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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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种，筛选出了用于防风固沙的植物种，形成了沙生植物的搜集、引种、培育

驯化、生理生态与抗逆性观测研究、种苗生产、造林栽培等一系列科学完整的

规范化程序，开创了运用系统科学和持续发展思想治理荒漠化的先河，并建立

起了我国第一座沙漠植物园，表明了我国在荒漠化防治技术学科领域的先进水

平。

民勤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还在“沙漠考察”、“流动沙丘固定和治理”、

“沙地飞播造林种草”、“速生丰产林和薪炭林营造技术”、“防护林水分平衡”、

“荒漠化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防沙治沙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黄沙

抑制工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首创了沙丘梭梭造林技术，发明了粘土沙

障固沙技术，形成了固身削顶、流沙改造一条龙模式，提出了以封育保护为主

建造沙漠植被和以灌木为主营造固沙林的指导理论，在荒漠化治理方面作出了

一定的贡献，为我国荒漠生态系统优化管理提供示范模式和配套技术奠定了坚

实基础。近年来依托本站取得科技奖励 16 项，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励 9
项；共编辑出版专著 9 部，发表科研论文 109 篇，这些著作成为了荒漠化防治

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的重要参考，对我国荒漠化防治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荒漠化所：却小额）

科技队伍

中国林科院 2人入选新一届“万人计划”

中组部日前公布了新一届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名单，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研究所陈航、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徐俊明 2 人入选。

本届“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共有 354 人入选，其中自然科学

类 278 人，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类 76 人。陈航、徐俊明入选自然科学类。

“万人计划”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由中组部牵头实施、与引

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并行的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青年拔尖人才

支持计划是该计划的子项目之一，每年在全国遴选 200 名左右 35 岁以下重点

学科领域、具有特别优秀科研和技术创新潜能的青年拔尖人才，支持他们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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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把他们培养成为本专业领域品德优秀、专业能力出类拔萃、综合素

质全面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并以此培养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

骨干。（院部：王建兰 蒋   煜）

陈航：资源昆虫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优秀青年学者

 
陈航，资源昆虫研究所国际真菌中心主任，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中国林学会与昆虫学会会员。

截至 2015 年底，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胶蚧属紫胶

虫系统进化和生物地理学分析”等 7 项；作为骨干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紫胶虫种质资源库建立及紫胶虫遗传规律研究”、科技部基础专项“资

源昆虫种质资源收集、整理、保存”等科研项目 5 项。在《Insect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Molecular Biology Reports》、《动物学研究》等国

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1 篇，其中 SCI 收录 19 篇，以第一作者发

表 12 篇，累计影响因子超过 30。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排名

第七）、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排名第七）、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排名第第三）。2014 年入选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对象。

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有：

1、紫胶虫的系统发育与地理演化研究。和研究团队一道，探讨了紫胶虫的

历史演化过程，采集、保存了 20 个不同地理种群紫胶虫标本，构建了紫胶虫

分子系统发育树，综合分析了紫胶虫各种间的亲缘及进化关系 , 得出可靠的紫

胶虫各种间系统发育关系；推论出了印度板块为紫胶虫起源中心、白垩纪晚期

随印度板块漂移随后迁移扩散到亚欧大陆、全球气候变化对紫胶虫进化与迁移

起着重要影响、紫胶虫有着从热带气候区向亚热带气候区、干旱气候区向湿润

气候区迁移扩散的趋势等理论。

2、紫胶虫种质资源库建立及紫胶虫遗传规律研究。为收集和保存紫胶虫 9 
种 10 品系和 24 科 64 属 160 种相关的寄主植物，世界上第一个紫胶虫种质资

源库的建立，以及对这些紫胶虫的生活周期、发育及死亡规律、生殖方式、生

态适应性、适生区域、主要寄主植物适应性等特征的掌握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

贡献。与团队成员一道，研究了 7 种紫胶虫遗传背景，阐明了 7 种紫胶虫的亲

缘关系、进化等遗传背景，厘清了我国紫胶生产用虫种为云南紫胶虫，解决了

长期困惑学术界的中国紫胶虫种分类地位问题。发现了 " 紫胶虫从热带向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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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演化 " 的重要规律，为紫胶虫生态驯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3、资源昆虫特定功能基因时空表达技术。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昆虫特定

功能基因筛选与功能注释，对资源昆虫进行 RNA 测序与转录组分析，获取大

量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从中找出特定功能的相关基因。对特定基因进行基因

敲出验证，并分别（或同时）沉默这些基因，抑制昆虫合成特定基因表达，检

测昆虫进入成虫期是否产生相应的功能表型缺失，以此验证这些基因是否参与

昆虫相关经济性状的调控。比较这些代表基因在昆虫不同器官、组织与不同发

育时期中的表达情况，得出相关功能基因在不同时间、空间上的活体表达特性，

分析特定基因在不同时空中的调控机理和表达规律。

  

 [ 徐俊明在本刊 2015 年第 7期（总第 13 期）已作介绍 ]

德国“林业战略 2020”规划未来发展

    
据德国食品和农业部网站（www.bmel.de）报道，德国制定了以满足多种需

求为导向的《林业战略 2020》。该战略针对德国林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从 9
个方面提出愿景，制定政策，规划发展，进一步增强和协调可持续经营的森林

在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森林的挑战与机遇——对林业战略的需求

伴随着全球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与负责任利用正在与日俱增。对于不

断膨胀的人口而言，当下的核心挑战是食品安全、原材料与能源供应、自然环

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因此气候友好、生态良好且贴近自然的可再

生资源生产在可持续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欧洲，各国政要一致同意更加有效地利用不断减少的非可再生资源，并

尽可能地逐步用可再生资源取代之。因此，在原料与能源领域都设想将更大

规模地使用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能源，并扩展到利用德国最重要的可再生资

源——木材。

对德国人而言，森林长期承担着重要角色。森林塑造了德国文化，并见诸

于神话、传说、故事与歌曲。森林也一直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元素、原料供应地、

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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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调节器、动植物栖息地以及人们的休憩场所。在千年发展进程中，人类的

影响与经济活动也改变了森林的外观。

受到木材日益短缺以及滥砍滥伐的威胁，德国在 300 年前已得出结论，即

可持续经营是保证子孙后代在未来从森林中获取同样收益的唯一途径。可持续

的原则最初应用于木材供应，而在更广泛的林业领域，这一原则被持续地发扬

传承。今日，可持续林业在兼顾当前与后代利益的基础上，力争对森林的经济、

生态与社会贡献给予永久且最优的保护。德国通过可持续且多功能林业的综合

性方法去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在德国，森林是潜在自然植被。时至今日，超过 1100 万 hm2、占国土面积

31％的森林得到了可持续经营。过去 40 年中，森林面积增长了 100 万 hm2。
在德国，除农业用地外，森林是最重要的生物质原料来源，并且在可持续经营

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持续供应。德国的森林生长状况相当喜人。几十年来，木材

生长量超过了砍伐量，实现了规模可观的木材储备。

森林和林业与气候紧密相关，其他行业无法相提并论。森林保护、可持续

的森林经营与木材利用可能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气候变化也可能对森

林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森林的碳储存、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及木制品的长期碳封

存都可以避免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是，当前各地均尚未充分发挥国内森林

的潜力——通过使用木材来促进气候保护。相反气候变化影响着森林，这也意

味着需要一个可持续的适应措施。

有效且可持续的森林经营、现有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靠近加工点的地区性

原料生产具有高度相关性，这不仅仅是从环境影响评估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它

们更是一个业绩卓越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木材与造纸行业的重要基石。国内外

市场的供应安全也是保证就业与附加值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此外，森林对人类、自然与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气候调节器。它

们提供了动植物栖息地、陡坡的植被保护、饮用水、空气净化器、休憩场所等，

不胜枚举。在联邦与州政府的森林与自然保护法中，已规定森林的功能以及对

其可持续保护的措施。此外，大部分林地已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认证体系予以

认证，该系统采用了可持续林业的严格标准。

大多数人掌握的有关森林生态系统以及可持续林业的理念、成效和行为要

求的知识已经明显减少。然而，知识与理解是接受森林可持续经营的首要前提。

在德国，对森林与林业的需求还将持续增长。休憩方式的转变，日益增长

的希望保障森林对环境与自然保护作贡献的诉求，狩猎者的愿望以及对木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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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需求，都必须在森林可持续经营框架下加以实现。

然而，这些来自各方面（利用、保护与休憩）的需求将会导致各地区未来

的目标截然不同。政客面临的挑战就是在整体层面上评估不同需求，并建立框

架条件，使林业与木材经营以一种可持续且最优（如有可能）的方式应对挑战。

联邦政府的《林业战略 2020》旨在应对这一挑战。

二、愿景与目标

1．愿景

可持续经营保护并发展因地制宜且长势良好的森林，主要采用能够适应气

候变化的乡土树种。森林提供必需的原材料，为动植物提供不同的栖息地，履

行其保护功能并延伸至休憩活动。德国森林的生态良好、稳定性与多样性均显

著增长。

《林业战略 2020》的目标是在对森林及其可持续生产这两方面日益增长的

需求之间，达到一个可行的平衡，从而适应未来要求。此目标的基础是对可持

续性的三要素（生态、经济与社会）给予同等考虑。森林可持续利用的目标要

求对经济可行性的考量等同于生态责任心与社会公正。此外，林业战略还需符

合联邦政府的其他战略，例如国家可持续性战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生物

质行动计划及减缓气候变化措施。

2．《林业战略 2020》的行动领域与目标

气候保护与适应  林业与木材经营对气候保护的贡献应得到保障与加强。森

林要适应气候变化，从而继续发挥其对社会、林主、自然与环境的功能。

财产、工作与收入（增加值）  维持林业企业的经济基础、林业与木材行业

的附加值与工作机会。

原材料、利用与效率  保障可持续林业的木材生产，改进整体条件，从而保

证木材、造纸与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原材料供应。在 2020 年后，满足增长中的

国内木材需求主要依托于国内供应以及其他原材料来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与森林保护  通过适当措施进一步提高森林的生物多样性。更加

深入研究森林经营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探索作为进一步决策与规划进程

的考虑因素。

营林  德国森林面积需得到维持，如有可能可以扩大。通过已得到证明的

综合性可持续、多功能森林经营措施，进一步提高森林的稳定性、生产力、多

样性与天然性。在此方面，适地适树，特别是采用乡土树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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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  狩猎在可持续林业中做出了特别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展严格有

效的狩猎活动，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促进森林天然更新。

水土保护  作为森林的一个重要生产元素，水须得到保护，有害影响须减少。

须评估森林经营对水供应的贡献，并调查更优贡献的机会。

娱乐、健康与旅游  须保持森林的娱乐与休憩价值，以及其特定的文化功能

与贡献，并采取合适措施避免对自然、林权与经营的任何不利影响。

研究、教育与公众宣传  需开展主要研究，从而避免和减少上述行动领域中

的目标冲突。同时，在教育体系以及对森林生态系统消费者公众宣传的框架下，

促进公众对森林生态系统、可持续林业的贡献及可再生资源利用的理解。    （科

信所 李  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