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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中国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有了综合评估技术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评估技术研究

    滨海湿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产力最高和最具价值的生态系统之

一，在生物多样性维持、水质净化、水产品提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生态服务功

能。

    中国林科院湿地研究所（简称“湿地所”）崔丽娟研究员率领的研究团队

，在典型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及其驱动机制、重复性计算去除技术

、区域性尺度转换技术和综合评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

    项目组从物质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方面，对滨海湿地主导服务功能变

化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将静态和动态价值引入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

务评价，在充分考虑动态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转换系数概念，据此构建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网络矩阵模型，并对模型的“分离、反馈、共产物”三个机

制进行分析识别，提高了重复性计算剔除率，使评价结果更加精确；成功构建

“整合分析”和“小波变换”尺度转换模型，在区域尺度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进行评估，使尺度转换计算结果精度达到90%以上；构建了滨海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体系，对全国15个典型滨海湿地，11个沿海省、市进行

了湿地价值评价，最终综合评估了中国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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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重组木制造技术与装备已自主创新研发

于文吉研究员（右1）在企业指导重组木性能检测工作

    团队研发构建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评估关键技术３套；制订行

业标准2项，发表论文69篇，其中SCI 8篇、CSCD 36篇，出版专著1部，建立了

15个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示范基地，为我国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估技术的完善、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的实施及

《湿地公约》履约等提供了技术指导和数据支撑。      （湿地所　康晓明）

    高性能重组木是一种新型高性能天然高分子复合材料，可克服人工林木材

以及其他生物质材料等存在的径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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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材优用和高

效高值化利用。

    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简称“木工所”）于文吉研究员率领的人造

板与胶黏剂研究团队，经过近10年的努力，创新性研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性能重组木制造技术与装备”。

    该技术突破了传统工艺以小径木为单元的直接疏解技术，实现了单板定向

线裂的纤维化分离，优化了新型重组木的结构形式；研发了胶黏剂负压逆向导

入、真空加压导入及可控导入等关键技术，解决了纤维化单元浸胶不均的技术

难题；研发了重组木高效成型技术，有效地避免了传统冷压热固化工艺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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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病成灾的生物学机制研究为防控技术产出奠定基础

松材线虫与松墨天牛的化学生态耦合机制

的胶黏剂预固化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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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了年产50台（套）的卧式压机生产线。建立了高性能重组木制造技术平

台，开发出了户外、家具、地板及结构用等高性能重组木产品。经检测，产品

具有高耐候性、高尺寸稳定性和优良的物理力学性能等，尤其是环保性能达到

了欧盟最高等级要求。

    与人工林木材和传统的人造板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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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应用于建筑、园林景观、包装和家具等高性能结构材领域，具有非常广

阔的应用前景，为根本解决我国天然林优质木材资源短缺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

途径，对提高我国木材自给率、增加林农收入、保护天然林、建设美丽中国等

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项目申请了专利22件，其中国家发明专利14件、实用新型专利8件

，已授权16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木工所　高瑞清 任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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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引进项目填补国内空白

    松材线虫引起的病害是我国和邻近东亚其他国家最严重、危害最大的森林

病害。该病害自1982年在我国首次发现以来，政府长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病害防治卓越成效。然而，病害的扩散蔓延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

转。制约有效防控技术产出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病害成灾机制缺乏深刻认识。

    中国林科院张星耀研究员率领的研究团队，依托于林业公益性行业专项“

重大森林病虫灾害防控技术的关键理论基础”，经过多年的攻关研究，揭示了

松材线虫病成灾机制中的关键理论问题，为该病有效防控技术的产出提供了重

要理论依据。

    研究团队首次从交配行为、择偶行为、性别偏向等多个层次，研究了松材

线虫繁殖模式，发现松材线虫交配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性内竞争和性间选择。揭

示了松材线虫雌性主导的混交模式，发现离体条件下松材线虫雌雄比为3.4时

繁殖率最高，以及优先选择未交配异性进行交配等现象，这为解释自然条件下

雌雄比为3.0的松材线虫种群具有极强扩张能力提供了直接依据。松材线虫优

先选择未交配异性交配，则有利于提高后代种群竞争力。

    研究揭示了松材线虫在进化过程中媒介昆虫选择的化学背景，阐明了松材

线虫快速适应不同疫区的成灾机制。基于松材线虫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等前人

研究，综合寄主松树组织病理学变化，提出了松材线虫激发、解毒、模拟等关

键致病基因协同假说。

    上述研究结果在国际经典线虫学杂志Nematology、植物病理学杂志Physi-

ological & Molecular Plant Pathology等上发表。（森环森保所　吕　全）  

森林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主要内容与方法框图
（图中GIS指地理信息系统，SMS指风景管理系统；虚框内为方法，实框内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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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林产品贸易中的碳转移计量与监测研究

    发展森林游憩是建设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繁荣的

森林文化体系的最佳结合点，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森林游憩早已是发达国家森林经营的首要目标，而森林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则

是开展森林游憩活动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由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所（简称“

资源所”）黄清麟研究员团队承担完成的国家林业局“948”项目——“森林

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的引进”，经过消化吸收与创新研究，取得了重要成

果。

    该项目引进了美国游憩机会谱（ROS）和视觉资源的调查与评价技术，填

补了该领域的国内空白；创新性地提出了个体水平与林分水平森林游憩吸引物

的调查与评价技术；结合国情与林情，提出了基于我国森林经理调查（二类调

查）内容与方法的森林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体系。该体系由游憩机会谱（

ROS）、视觉资源、森林游憩吸引物、森林游憩特性和森林游憩设施等五个部

分组成。

    该项目出版编著《美国森林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指南文集》1部，发表学

术论文4篇，其中EI论文2篇，认定成果“森林游憩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1项。

　　　　　　　　　　　　                          （资源所　黄清麟）

    由中国林科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科信所”）牵头，联合国内两

家单位历时近3年的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国际林产品贸易中的碳转移计量

与监测研究”成果荣获2016年度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该成果主要有以

下突破：

    （1）该研究在跟踪国际前沿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比较国际林产品贸易中

碳计量理论与方法，首次优选出国际林产品贸易中碳计量的方法——储量变化

法。运用该方法计算出我国2013年在用木质林产品的年度储碳量约为5373.13

万吨。

    （2）项目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林产品国际贸易碳转移计量的数据，为我国

参与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支持。研究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林产品贸易中碳转移

路径监测，基于国际贸易中的木质林产品碳流动性强、监测复杂等特点，跟踪

监测了深圳、上海、哈尔滨等进出口贸易口岸木质林产品运输、加工、销售和

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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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过程中的碳转移路径，计量监测林产品贸易中的碳储量变化，为探索林产

品碳流动监测方法提供了范例，对我国适应林产品贸易的运营管理和预警需要

，以及保障林产品贸易安全、木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3）首次研建了林产品贸易中碳转移计量与核查的技术规范及监测评价

标准体系。项目组运用该标准体系监测了多个出口贸易口岸原木、锯材、胶合

板等木质林产品运输、加工、销售和管理等环节的碳排放，在解决碳排放责任

主体、调整边境碳关税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也为应对国外碳壁垒提供有力

依据。

    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应变力，提升林业在应对

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还可以向民众倡导高效利用木材，践行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　　　　                                     （科信所 陈　勇）

    江西省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以“提质增效”为目标，做好“森

林质量提升”工作。地处江西分宜县的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简称

“亚林中心”）围绕这一目标，在国家级推广项目“杉木大径材速生丰产林定

向培育技术示范”、中国林科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主要用材树种优质高抗良种选育研究”、江西省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建设等项目

支持下，与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合作建立了新建杉木第

三代核心育种群体。这标志着亚林中心杉木种质资源保存与利用研究在前期种

源种质、一代种质、二代种质及无性系种质、特异种质收集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杉木第三代核心育种群体面积50亩，采取先嫁接后移植建立程序，一次性

容器嫁接苗移栽建园，包括三代骨干亲本71个，设5个大区，区组内无性系随

机排列。容器苗于2015年芽苗移栽，2016年嫁接，2017年移栽定植。后期将继

续收集保存来自全国杉木中心产区湖南、福建、浙江、贵州等省区杉木最新选

育的三代亲本在内的优良遗传材料。

    该群体的建成，将有力促进林木良种事业健康发展，为后续选育奠定基础

。同时，使当地林木良种的经营管理水平在群体建设过程中得到了锻炼提升，

每年可培育大量的遗传增益大、经济价值高的林木良种，为江西省提供大量优

国际林产品贸易中的碳转移计量与监测研究

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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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苗，对提高林农经济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亚林中心　孙建军）

    江由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主持完成的“毛竹

林下多花黄精复合经营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在福建沙县境内建立了毛竹林下

多花黄精复合经营示范林400亩，示范林多花黄精平均保存率96.4%。示范林建

成第三年产多花黄精块茎129.3公斤/亩，技术辐射推广1550亩。举办技术培训

3期，印发培训资料218份，培训竹农188人次，培训基层竹业科技骨干30人次

，受训总人数达218人次同时制订了林业行业标准《毛竹林下多花黄精复合经

营技术规程》，编制了《毛竹林下多花黄精复合经营》标准化生产模式图，为

区域毛竹林可持续经营和竹农增收起到了示范和辐射作用，效果显著，并通过

了专家现场查定。本项目为国家林业局林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由亚林所竹林

生态团队具体实施。

    多花黄精是药食同源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毛竹林中的常见植物种，实行

毛竹林下多花黄精复合经营，切实可行，效益良好。

                                 （院办公室  王建兰 亚林所　杨清平）

毛竹林下多花黄精复合经营技术示范推广效果显著

黄铨：在营林实践中树木性状的“衰败”与防范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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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叶，“林木育种”发展成了林学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加速了树

种改良与良种繁育的步伐，为林业产业带来了丰厚的效益。但是，在林业生产

实践中，树木性状“衰败”的情况时有发生，引起了林学先导们的注意，如德

国林学界倡导的“近自然林业”的理念与实践。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林业实践

者们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觉。对此，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

）专家黄铨研究员剖析了原因并提出了防范建议。

　　（1）无性繁殖条件下性状特征的“衰败”与防范

以柳树为例，柳树是我国重要的城乡绿化树种，易繁殖，即可种子繁殖，也可

扦插繁殖。早春柳籽飞絮可自然扩繁，在飞絮自然繁衍条件下，没有生活力衰

退现象。但当人们多“轮次”以插条育苗方法培育苗木从事栽培后，则出现树

体早衰现象。

众所周知，种子是由雌雄配子体结合而形成的新生个体，是最幼化的活体。无

性繁殖时所使用的繁殖材料，则是一个生命个体生长发育过程的某一个时段。

采条繁殖新生个体时，以不同部位枝条作繁殖材料，就会产生幼化程度不同的

个体。以老化枝条或芽体繁殖的新生个体，栽植后则会形成“小老树”，出现

低龄衰败现象。

　　本质上插条苗所显示的是其基因型加上老龄化的变型，不能把无性繁殖的

苗木视作由种子培育的苗木。在无性繁殖的实践中，由于分生组织的加龄，基

本型相当的个体，不同年龄时段的枝条或芽会出现不同的表型，研究者将其称

作“年龄效应”，只是不同树种的显著程度有别而已。但年龄效应是普遍存在

的，扦插苗所显现的是基因型加上年龄效应，扦插材料的年龄愈高，这种苗木

栽植后老化程度也就愈趋严重。这是育苗和造林工作者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在实践中能否使营养繁殖的苗木能够与实生苗木有相同或近似的生长历程

呢？完全相同不可能，但可以“近似”。基本要点是使用幼龄时段的器官或组

织作为繁殖材料。

　　第一，利用欲繁殖推广的新品种的原种的根系，通过组织培养手段繁衍新

生个体，这种个体在生理上是幼化的，比较接近由种子繁殖的新生个体。

    第二，根蘖苗在生理上也比较年轻幼化，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诱导根

系，尽可能多地繁衍一些新生个体。早年毛白杨常用此法繁衍，效果良好。

    第三，在某些情况下，上述繁殖手段无法满足造林的现实需要，只有使用

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繁育苗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根据不同品种的特点，适

当控制该无性系品种的繁殖轮次。通常这种无性系繁殖轮次不宜过长，当发现

已出现树木衰退迹象时，应及时更新栽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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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生繁殖条件下树木性状的“衰败”与防范

　　运用实生繁殖的树种，也出现不少性状衰败、退化、适应能力降低等情况

。我国北方的油松经多世代的人工栽培，不少情况下油松的生长势走向衰退。

不仅树体矮化，而且生长缓慢，枝杈横生。在内蒙古，有近期人工栽植的油松

纯林，也有仍然残存的天然林保存下来的部分油松单株，两者生长势的差距令

人惊愕。

    城市污染严重、栽植用地选择未能适地适树等因素可能导致上述现象，但

人们往往忽略了在某些情况下，造林苗木类型的选用是最重要的原因。

    造林苗木的种子采集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负向选种”的情况，原因有二

。一是以往采种者在容易采得种子的地区和单株上采集，而这种采种树必是树

体相对矮小、分枝角度大、果实丰盛、容易采集者。由这类种子育苗造林，当

然不会成长为通直高大的理想树体。如果这些生长弱势、结实较丰的个体之间

相互授粉结实，其种子进一步被采集利用，就会形成加速度的“负向选种”使

其遗传品质进一步恶化。二是木材增速偏慢、分枝角度偏大、树冠较开阔的单

株，结实量相对丰富，这种单株经常被我们作为采种对象。而树木结实与否并

不与其木材生产快、树干通直高大成正相关，很多情况下是负相关。用人工采

集的这些种子营造新林，其木材生长量递次下降也是必然趋势。从林业总体看

，不论是我国还是国外，一般人工林的木材生产量低于天然林，乃是普遍情况

，在我国林业生产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和明显。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可以采用。

    一是按严格的科学手段，选择优树，在足够数量优树的基础上，建立专为

生产遗传品质好的林木种子基地，用以生产林木种子。这种基地被称作不同世代

的种子园。以种子园生产的种子营造人工林，将会突破负向选种的困惑局面。

    二是随着造林事业的发展，不断通过林木育种，选育新的适宜栽培利用新

品种。

    林业生产周期很长，林业工作者在从事营林活动时，应该有比较长远的估

测，要使用合宜的种植材料以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杜绝“衰败”倾向，使繁殖

材料的遗传品质逐步提高。

                          （林业所　黄　铨，素材来源：林业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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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东寨港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简称“东寨港站”）是中国林

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热林所”）红树林研究团队在完成国家“八五

”“九五”红树林科技攻关研究课题的基础上成立的，2004年提升为国家林业

局生态站。

    东寨港站的建站目标是：建设一个仪器设备先进、研究水平高、共享开放

程度大的红树林综合研究平台。重点开展红树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化规律

和恢复生态学研究，为我国沿海红树林生态安全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指导和技

术支撑。

    东寨港站现已具备潮汐模拟实验室、潮汐波浪自动观测平台、自动气象站

、鸟类观测屋、固定样地等观测设施，以及光合仪、潮波仪、多功能水质仪、

超声测高测距仪等一系列仪器，为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提供了良好的红树林野

外试验观测平台，多次被评为国家林业局先进湿地生态站。近年来，主要围绕

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防护效益、红树林温室气体与固碳、红树林生态

修复、红树林生物多样性等6个方面开展监测与研究。

　　

海南东寨港湿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成绩斐然

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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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寨港站研究团队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社会公益专项、国

家林业局“948”技术引进等红树林科研项目30余项，取得科研成果10多项，

其中荣获国家和部省级科技奖励3项；发表红树林研究论文100余篇，出版《中

国红树林恢复与重建技术》等专著、译著7部；制定了《红树林造林技术规程

》等3项行业技术规程，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1人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人获广东省“三八红旗手”和广东省“五一巾帼”奖

荣誉称号。                                        （热林所　李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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