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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森林资源监测、林业遥感参数提取和森林生物量估计等应用问题上，分

类和回归方法是探究其内在机理、发现潜在规律的有效方法，是大数据时代背

景下数据处理的重要手段。由于实际应用中问题绝大多数是非线性的。针对非

线性回归，经典的方法有人工神经网络、基于核的支持向量回归、分段线性回

归等，但存在计算量大、参数选择困难、丧失线性特点等问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简称“资源所”）符利勇研究员率

领研究团队提出的分段/分片线性回归方法，可有效缓解以上问题，其方法主

要特点如下：（1）有别于点中心聚类方法，从有利于保持线性特性的平面聚

类方法入手，充分考虑了分段线性中的局部线性特点，能够有效缓解拐点处易

发生回归错误的问题；（2）提出了一种保持局部线性特点的簇数选择方法；

（3）主要计算量集中在一般特征值方法，相对上述方法，计算速度可大幅提

高；（4）通过公开数据集实验，与近10种常用非线性回归方法相比，本研究

提出的方法在计算效能、回归误差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5）核心算法均

有理论保证并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

    此外，基于该方法的扩展，不仅能解决上述预测问题，并且对于林业研究

目标的三维重建和虚拟仿真也有借鉴作用。本研究结果在SCI收录期刊IEEE 

Access上发表。（符利勇/资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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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微真菌在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维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是森林资源再生、恢复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但是，其

重要类群的分类学问题不清楚，阻碍着森林微真菌对凋落物降解及其生态系统

功能的研究。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研究所（简称“资昆所”）吴海霞副研究员团队对森

林微真菌重要类群微盾壳科（Micropeltidaceae）真菌的物种多样性和谱系多

样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新的形态学分类特征，确立了新的分类学地位，

并确定了物种分化的时间。该研究在重新鉴定、描述了该类群27个属的模式标

本后发现其重要形态特征为子囊果呈蓝绿色、并具多横膈膜的子囊孢子。据

此，确定仅有8个属仍隶属于微盾壳科；同时，研究还为其它19属确定了更适

合的分类阶元。相关基因片段联合构建的、更加趋于自然的系统发育树，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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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壳科作为一个新目（Micropeltidales）从原来隶属的座囊菌纲（Dothideo-

mycetes）置入茶渍纲（Lecanoromycetes）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研究团

队还通过分子钟和化石证据等推测了该类群的物种分化时间大约在1.3亿年以

前。

    该研究为森林微真菌物种多样性形成、演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为相关

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研究成果以Taxonomy and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icropeltidaceae为题在真菌学顶级期刊Fungal Diversity上发

表。（王强/资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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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枝云杉和青海云杉是我国特有的云杉属树种，属于同域物种，主要分布

在青藏高原的东部，不仅是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重要的造林树种，还是重要生

态树种。为解析这两个树种的叶绿体基因组水平上的变异，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针叶树育种创新团队通过测定粗枝云杉和青

海云杉的叶绿体基因组，与已发表的欧洲云杉、台湾云杉等的叶绿体基因组进

行比较分析，利用序列构建系统进化树来研究云杉及松科其他属树种的系统进

化关系。

    叶绿体DNA和核DNA的研究表明，粗枝云杉和青海云杉具有很近的亲缘关

系，但线粒体DNA结果则不然,质体组相对于核基因组，具有更低的突变率，更

小的基因组和更小的有效群体。

    研究表明，粗枝云杉和青海云杉的叶绿体基因组，共有108个编码基因。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存在多个微结构变异。利用最大似然法和简约法基于68个共

有的质体基因、蛋白编码基因和保守基因将公共数据库的32个裸子植物物种分

为五个主要的类群，（1）松科（松亚科、云杉亚科、落叶松亚科和冷杉亚科）；

（2）南洋杉科；（3）罗汉松科；（4）红豆杉科；（5）柏科。各分枝支持率

大于90%，可靠性高。该研究成果为云杉属近缘物种、同域物种鉴定和关系研

究提供了基础。（欧阳芳群/林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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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桉树工业原料林良种创制及高效培育技术

桉树中心研制的中国第一个桉树新品种(新桉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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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简称“桉树中心”）牵头，联合

国内6家单位历经20多年的深入研究，共同完成的“桉树工业原料林良种创制

及高效培育技术”成果荣获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该成果在桉树良种创制、良种快繁和定向培育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

   （1）建立了桉树可持续良种创制技术体系。本着适地适树和速生丰产的原

则，20多年来，通过引进、测定和筛选，在我国建立105个桉树种、612个种

源、4837个家系的的第1代、第2代的桉树种质资源库；进行桉树“有性改良，

无性利用”，应用高效定向杂交育种、无性系育种等技术，获得杂交子代2232

个，经过子代测定和中试，选育创制高产优质桉树新品种70个，其中国家新品

种权9个、国家及省级林木良种34个，平均材积较对照提高20%以上，覆盖了全

国90%的桉树主产区，使良种应用率达90%以上。

   （2）建立了桉树制种和无性繁殖技术体系。通过化学和修枝矮化及促花、

花粉冷藏及解冻和一步授粉技术，建立了桉树矮化育种技术体系，降低制种成

本70%，制种周期由5-7年缩短至1.5-3年；创立了茎段基部微创促根技术，使

桉树组培生根率达98.5%，移栽成活率达95%，育苗周期缩短1/3，大幅促进了

我国桉树良种的无性系化，使我国桉树生产中组培苗应用率达90%以上。

   （3）集成创新了桉树轻型基质环保育苗技术体系。开发了以有机基质加

工、可降解育苗容器和平衡根系为核心的成套技术，使桉树苗木根系增加

30.3%，出圃率提高10.1%，造林成活率提高10%；该技术中以农林废弃物为原

料的轻型有机基质替代泥炭土，不但减少对湿地环境的破坏，还能使育苗综合

成本降低28.7%。

   （4）优化了生态经营模式。基于可持续经营原则，依据纸浆材、胶合板材

和实木材培育目标及相应培育周期的长短，从立地选择、造林模式、密度管

理、养分管理和采伐期确定等各环节对桉树培育模式进行优化，优化后的生态

经营培育模式较传统经营方式单位面积产量提升3倍，经济收益提高2.5倍，同

时显著提高了桉树人工林的生态效益。

    项目获鉴（认）定成果18项；获专利12项；制订行业标准2项、地方标准7

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261篇（SCI收录36篇）。获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

发生回归错误的问题；（2）提出了一种保持局部线性特点的簇数选择方法；

（3）主要计算量集中在一般特征值方法，相对上述方法，计算速度可大幅提

高；（4）通过公开数据集实验，与近10种常用非线性回归方法相比，本研究

提出的方法在计算效能、回归误差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5）核心算法均

有理论保证并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

    此外，基于该方法的扩展，不仅能解决上述预测问题，并且对于林业研究

目标的三维重建和虚拟仿真也有借鉴作用。本研究结果在SCI收录期刊IEEE 

Access上发表。（符利勇/资源所）

项、省级二等奖3项，省部级三等奖2项，梁希二等奖3项，省级农业推广二等

奖1项，省级农业推广三等奖1项。培养硕士及以上人才超过80人，培训人数超

过3000人次。

    项目成果已在我国南方10个省区大规模推广应用，繁殖苗木近122亿株，

良种使用率从15%提高到90%，培育技术辐射造林面积达350万公顷，累计新增

产值574.05亿元以上，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杜阿朋/桉树中

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简称“林化所”）牵头，联合

国内4家单位历经8年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林木油脂能源化联产增塑剂材料

基础与关键技术研究”成果荣获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二等奖。

    该成果在油脂转化过程理论与技术方法、产物定向调控、过程连续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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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森林资源监测、林业遥感参数提取和森林生物量估计等应用问题上，分

类和回归方法是探究其内在机理、发现潜在规律的有效方法，是大数据时代背

景下数据处理的重要手段。由于实际应用中问题绝大多数是非线性的。针对非

线性回归，经典的方法有人工神经网络、基于核的支持向量回归、分段线性回

归等，但存在计算量大、参数选择困难、丧失线性特点等问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简称“资源所”）符利勇研究员率

领研究团队提出的分段/分片线性回归方法，可有效缓解以上问题，其方法主

要特点如下：（1）有别于点中心聚类方法，从有利于保持线性特性的平面聚

类方法入手，充分考虑了分段线性中的局部线性特点，能够有效缓解拐点处易

林木油脂能源化联产增塑剂材料基础与关键技术研究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简称“桉树中心”）牵头，联合

国内6家单位历经20多年的深入研究，共同完成的“桉树工业原料林良种创制

及高效培育技术”成果荣获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该成果在桉树良种创制、良种快繁和定向培育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

   （1）建立了桉树可持续良种创制技术体系。本着适地适树和速生丰产的原

则，20多年来，通过引进、测定和筛选，在我国建立105个桉树种、612个种

源、4837个家系的的第1代、第2代的桉树种质资源库；进行桉树“有性改良，

无性利用”，应用高效定向杂交育种、无性系育种等技术，获得杂交子代2232

个，经过子代测定和中试，选育创制高产优质桉树新品种70个，其中国家新品

种权9个、国家及省级林木良种34个，平均材积较对照提高20%以上，覆盖了全

国90%的桉树主产区，使良种应用率达90%以上。

   （2）建立了桉树制种和无性繁殖技术体系。通过化学和修枝矮化及促花、

花粉冷藏及解冻和一步授粉技术，建立了桉树矮化育种技术体系，降低制种成

本70%，制种周期由5-7年缩短至1.5-3年；创立了茎段基部微创促根技术，使

桉树组培生根率达98.5%，移栽成活率达95%，育苗周期缩短1/3，大幅促进了

我国桉树良种的无性系化，使我国桉树生产中组培苗应用率达90%以上。

   （3）集成创新了桉树轻型基质环保育苗技术体系。开发了以有机基质加

工、可降解育苗容器和平衡根系为核心的成套技术，使桉树苗木根系增加

30.3%，出圃率提高10.1%，造林成活率提高10%；该技术中以农林废弃物为原

料的轻型有机基质替代泥炭土，不但减少对湿地环境的破坏，还能使育苗综合

成本降低28.7%。

   （4）优化了生态经营模式。基于可持续经营原则，依据纸浆材、胶合板材

和实木材培育目标及相应培育周期的长短，从立地选择、造林模式、密度管

理、养分管理和采伐期确定等各环节对桉树培育模式进行优化，优化后的生态

经营培育模式较传统经营方式单位面积产量提升3倍，经济收益提高2.5倍，同

时显著提高了桉树人工林的生态效益。

    项目获鉴（认）定成果18项；获专利12项；制订行业标准2项、地方标准7

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261篇（SCI收录36篇）。获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

生物柴油连续制备示范线

发生回归错误的问题；（2）提出了一种保持局部线性特点的簇数选择方法；

（3）主要计算量集中在一般特征值方法，相对上述方法，计算速度可大幅提

高；（4）通过公开数据集实验，与近10种常用非线性回归方法相比，本研究

提出的方法在计算效能、回归误差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5）核心算法均

有理论保证并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

    此外，基于该方法的扩展，不仅能解决上述预测问题，并且对于林业研究

目标的三维重建和虚拟仿真也有借鉴作用。本研究结果在SCI收录期刊IEEE 

Access上发表。（符利勇/资源所）

项、省级二等奖3项，省部级三等奖2项，梁希二等奖3项，省级农业推广二等

奖1项，省级农业推广三等奖1项。培养硕士及以上人才超过80人，培训人数超

过3000人次。

    项目成果已在我国南方10个省区大规模推广应用，繁殖苗木近122亿株，

良种使用率从15%提高到90%，培育技术辐射造林面积达350万公顷，累计新增

产值574.05亿元以上，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杜阿朋/桉树中

心）

联产高值化等方面取得了以下重大突破。

   （1）创新了林木油脂定向催化裂解制备高品质燃油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首次发现了碱性催化剂的定向降解作用机制；

   （2）开发了普适性的自热式定向催化裂解反应器和连续精馏反应装置，

创建了不凝气体的热量自循环回收系统，实现了油脂定向催化裂解的规模化

生产；

   （3）开发出目前难以处理的高酸价油脂自催化酯化、管道式自混合均相催

化和串联式酯交换反应新技术。技术实现了生物柴油生产过程的连续化，能耗

较传统工艺降低20%，节约生产成本15%以上；

   （4）开发了酯交换产物温敏减粘、闪蒸等高效连续分离技术，效率较传统

沉降法提高4 倍，能耗降低约40%；

   （5）首次揭示油脂非均相催化聚合过程机理，开发出新型生物基新材料产

品，创制了富含二聚体结构的高闪点生物基增塑剂。

    项目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6件；发表论文56篇，其中SCI收录25篇。创建了

全球最大的催化裂解制备富烃燃油连续化示范线，建成10万吨/年生物油脂连

续转酯化制备生物燃油生产线、1万吨/年连续化生物基塑料增塑剂中试生产线

1条。项目成果已在2家企业得到推广应用，每年可转化生物质10万余吨，废弃

物资源增值超过10亿元，替代化石资源10万吨以上，减排CO2 约37万吨。近三

年，累积新增销售总额15.5亿元，新增利税2.84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徐俊明/林化所）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简称“林化所”）牵头，联合

国内4家单位历经8年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林木油脂能源化联产增塑剂材料

基础与关键技术研究”成果荣获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二等奖。

    该成果在油脂转化过程理论与技术方法、产物定向调控、过程连续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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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森林资源监测、林业遥感参数提取和森林生物量估计等应用问题上，分

类和回归方法是探究其内在机理、发现潜在规律的有效方法，是大数据时代背

景下数据处理的重要手段。由于实际应用中问题绝大多数是非线性的。针对非

线性回归，经典的方法有人工神经网络、基于核的支持向量回归、分段线性回

归等，但存在计算量大、参数选择困难、丧失线性特点等问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简称“资源所”）符利勇研究员率

领研究团队提出的分段/分片线性回归方法，可有效缓解以上问题，其方法主

要特点如下：（1）有别于点中心聚类方法，从有利于保持线性特性的平面聚

类方法入手，充分考虑了分段线性中的局部线性特点，能够有效缓解拐点处易

发生回归错误的问题；（2）提出了一种保持局部线性特点的簇数选择方法；

（3）主要计算量集中在一般特征值方法，相对上述方法，计算速度可大幅提

高；（4）通过公开数据集实验，与近10种常用非线性回归方法相比，本研究

提出的方法在计算效能、回归误差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5）核心算法均

有理论保证并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

    此外，基于该方法的扩展，不仅能解决上述预测问题，并且对于林业研究

目标的三维重建和虚拟仿真也有借鉴作用。本研究结果在SCI收录期刊IEEE 

Access上发表。（符利勇/资源所）

联产高值化等方面取得了以下重大突破。

   （1）创新了林木油脂定向催化裂解制备高品质燃油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首次发现了碱性催化剂的定向降解作用机制；

   （2）开发了普适性的自热式定向催化裂解反应器和连续精馏反应装置，

创建了不凝气体的热量自循环回收系统，实现了油脂定向催化裂解的规模化

生产；

   （3）开发出目前难以处理的高酸价油脂自催化酯化、管道式自混合均相催

化和串联式酯交换反应新技术。技术实现了生物柴油生产过程的连续化，能耗

较传统工艺降低20%，节约生产成本15%以上；

   （4）开发了酯交换产物温敏减粘、闪蒸等高效连续分离技术，效率较传统

沉降法提高4 倍，能耗降低约40%；

   （5）首次揭示油脂非均相催化聚合过程机理，开发出新型生物基新材料产

品，创制了富含二聚体结构的高闪点生物基增塑剂。

    项目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6件；发表论文56篇，其中SCI收录25篇。创建了

全球最大的催化裂解制备富烃燃油连续化示范线，建成10万吨/年生物油脂连

续转酯化制备生物燃油生产线、1万吨/年连续化生物基塑料增塑剂中试生产线

1条。项目成果已在2家企业得到推广应用，每年可转化生物质10万余吨，废弃

物资源增值超过10亿元，替代化石资源10万吨以上，减排CO2 约37万吨。近三

年，累积新增销售总额15.5亿元，新增利税2.84亿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徐俊明/林化所）



科技支撑

    我国人工林林面积居世界首位，扩大人工林木材的用途，提高人工林经济

价值，实现速生材的高品质利用是林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科技创新改

善速生材的性能，以人工林木材替代珍贵阔叶材，是缓解地板、家具等高质量

原材料短缺的重要途径。

    实木层状压缩技术，是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简称“木工所”）专

家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研发出来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新技术。该技

术针对人工林木材密度低、材质软、易变形等缺陷，通过对水分、温度、时间

、强度等多个因子的系统性精准控制，有效调节木材内部的热质传递方向，使

木材在湿热耦合作用下定位软化和定位压缩，实现了部位可控的层状增强。获

得的压缩木材具有质量轻、强度高、硬度大、尺寸稳定性好、绿色环保等特征

，可广泛用于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木制品的生产。与传统的整体压缩技术相

比，该技术的压缩材积损耗大幅度减少，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具有广阔的工

业化应用前景。

    目前，已围绕木材层状压缩技术申请发明专利8件，已授权4件；申请实用

新型专利2件，均已获得授权。专利保护范围涵盖了技术工艺、生产方法、生

产线以及相关设备，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木材层状压缩增强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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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状压缩增强杨木板材

实木层状压缩技术引领人工林木材高品质利用

    项目团队与久盛地板有限公司合作，经过3年多的生产试验和工艺优化，

以杨木、奥古曼、坎诺漆等3种低密度人工林木材为原料，开发了层状压缩增

强实木地板基材，完成了8个品种的实木地板的设计和生产，项目成果通过了

浙江省科技成果鉴定。2019年6月27日木工所与久盛地板有限公司签订了“木

材层状压缩技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实现了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同时，项

目团队正在积极研发应用层状压缩木材制造家具的技术，相关成果充分验证了

层状压缩木材的优良性能。

    实木层状压缩增强技术适用于所有低密度木材，可以有效缓解我国优质阔

叶材供应不足的矛盾，减少木制品行业对进口木材的依赖。同时，可以大大提

高人工林低质木材的价值，使其附加值提高1倍以上，为杨树、杉木、柳杉等

主要人工林木材的高品质利用提供了新的途径，将为我国相关产业优化升级提

供重要支撑。（黄荣凤/木工所）



    我国人工林林面积居世界首位，扩大人工林木材的用途，提高人工林经济

价值，实现速生材的高品质利用是林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科技创新改

善速生材的性能，以人工林木材替代珍贵阔叶材，是缓解地板、家具等高质量

原材料短缺的重要途径。

    实木层状压缩技术，是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简称“木工所”）专

家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研发出来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新技术。该技

术针对人工林木材密度低、材质软、易变形等缺陷，通过对水分、温度、时间

、强度等多个因子的系统性精准控制，有效调节木材内部的热质传递方向，使

木材在湿热耦合作用下定位软化和定位压缩，实现了部位可控的层状增强。获

得的压缩木材具有质量轻、强度高、硬度大、尺寸稳定性好、绿色环保等特征

，可广泛用于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木制品的生产。与传统的整体压缩技术相

比，该技术的压缩材积损耗大幅度减少，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具有广阔的工

业化应用前景。

    目前，已围绕木材层状压缩技术申请发明专利8件，已授权4件；申请实用

新型专利2件，均已获得授权。专利保护范围涵盖了技术工艺、生产方法、生

产线以及相关设备，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木材层状压缩增强技术体系。

    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简称“鸟环中心”）于1982年9月由原国家林业局批

复成立。中心成立以来，组建了全国鸟类环志和候鸟迁徙研究团队，与国内主

要从事鸟类迁徙研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长期合作与跟踪研究，

汇聚了跨行业、跨部门的鸟类迁徙研究权威专家。

    鸟环中心主要承担的工作有：制定我国统一的环志方法、环志环、表卡和

记录的技术管理规定；承担全国各环志站点的技术指导、检查和技术咨询工

作；汇集、存贮、交流全国各国环志站、点一级国际间环志数据、资料、情

报；制定全国鸟类环志培训计划，组织培训鸟类环志人员； 开展国际合作与

信息交流。

    目前全国有鸟类环志站点45个，先后有近110个单位开展过鸟类环志。截

止2018年底中国大陆开展环志的鸟类环志单位先后有111个，累计环志鸟类840

余种365余万只。回收177种3849只，彩色标记鸟类观察54种9596只次。近10年

年均志数量超过10万只。环志人员达到300人，持有鸟类环志合格证人员100人。

    我国从2006年开始应用卫星跟踪技术跟踪青海湖繁殖的渔鸥、斑头雁，这

是我国第一次从资金到研究独立完成的卫星跟踪项目。2007～2018年鸟环中心

在青藏高原、陕西、内蒙古、山东、黑龙江、河南等省区对白头鹤、白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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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鸟类环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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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中华秋沙鸭、猎隼、遗鸥、斑头雁、苍鹰等珍稀濒危鸟类的迁徙规律进

行卫星跟踪，跟踪结果进一步揭示跟踪鸟类的最新迁徙路线、中途停歇地、越

冬地、繁殖地等。

    鸟环中心是国家林草局政府间候鸟保护协定的相关项目任务的执行机构，

从1996年起至今，执笔完成12届中日、中澳、中韩政府间工作会议报告和合作

意向建议的相关内容，执行了黑嘴鸥、鹤类种群及栖息地保护，鸻鹬类监测，

环志信息交流等多项双边项目活动；完成了中日、中澳、中韩、中俄候鸟保护

名录的确定、调整和修正以及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活动。

    30多年来，鸟环中心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自然基金、林业行业专项

以及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的专项研究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20多项，获得国家和

部省级科技奖励2项，获得国家实用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3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作为主编（主持）单位出版《中国鸟类迁徙研究》等专著4部，主持

编写《全国候鸟迁徙路线保护规划》，主持修订《鸟类环志管理办法》和《鸟

类环志技术规程》。（陈丽霞/森环森保所）



    依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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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依据。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林木种质资源评价及遗传资源解析、生物技术与

转基因技术、林木遗传育种、林木种苗繁育、森林（用材、经济、竹类、观

赏、生态林等）高效培育、森林健康与保护等。

    亚热带林木培育重点实验室作为南方十余个国家级良种基地的支撑单位，

建立了松杉及部分珍贵树种长期育种基地，陆续选育了一批良种，松、杉已进

入高世代育种阶段，为实现我国造林良种化提供了技术和物质保障，支撑的浙

江省国家林木良种基地所产良种占全省80%以上。

    油茶、甜柿和薄壳山核桃等主要经济林树种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成为我

国亚热带区域山区林农脱贫攻坚的“摇钱树”，为乡村振兴和精准脱贫提供了

林业手段。选育的油茶新品种在全产区应用，占全国油茶良种应用率的70%以

上；研发的苗木培育新技术、油茶低改技术、高效栽培技术等助力我国油茶单

产显著提升，大面积示范园产油可达50公斤以上；‘太秋’甜柿辐射推广到江

西、贵州、云南等地；研究筛选出薄壳山核桃高产优良无性系，在四大薄壳山

核桃育种栽培区块有序推进，与安徽省、河南省、山东省重点工作相结合完成

了淮河流域的总体布局；茶花新品种及繁殖、培育技术在产区广泛应用，选育

的彩叶栎类、木兰品种在华东地区特别是浙江省“两美浙江”建设中得到了大

力推广应用。

    亚热带林木培育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积极为亚热带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森林资源高效培育与健康经营等提供基础知识和适用技术，为行业从业者能力

提升提供支撑，在服务国家林业发展，推进林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

贡献。积极组织开展亚热带区域重要森林植物种质资源整理与保护、林木遗传

育种、高产高效培育与经营等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及社会服务。

    截至目前，实验室完成科研项目500余项，涵盖南方用材及生态树种选育

与栽培、南方重要经济作物品种选育及栽培、竹类资源开发与培育、区域典型

生态系统保育与工程化管理、林特资源开发利用等。审（认）定良种、新品种

共107个，鉴认定成果46项，出版专著62部，制定国际植物保护联盟（UPOV）

国际标准1项、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41项、地方标准18项，登记软件著作2

项，授权发明专利62项，发表论文800余篇。（童杰洁/亚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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