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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热带森林稀有物种与常见物种存在生境利用分离现象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李意德率领的生态效应监测与评价研究团队，

基于海南尖峰岭国家级森林生态站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平台所获得的海量数

据，探讨了多植物种群共存且生物多样性指数非常高的热带雨林物种自然分布

格局以及与环境的关联性。发现热带森林稀有物种与常见物种存在生境利用分

离现象。

研究发现：在同一个具有明显的生境梯度条件的区域中，植物种类受气候

和土壤条件共同影响能够呈多个热点分布区，森林中稀有物种和常见物种对生

境利用存在分离现象，稀有种多分布于常见物种多度较低的区域；常见物种倾

向于生长在潮湿、相对温凉和高土壤氮区域，而稀有种倾向于生长在相对温暖、

高土壤钾、钙、镁、特别是高磷的区域。所以有些森林小区域虽然物种多样性

指数较低，但这些区域是稀有种的偏好生长区域，这些小区域在自然保护区优

先区域划分的时候经常被忽略。本研究结果已发表在 Journal of Ecology（《生

态学杂志》）（IF=5.7）上。

该项研究阐明了了解稀有物种热点分布区在森林恢复和自然保护中的重要

性，认为需要平衡重点保护与一般保护的区域，对易破碎化的低物种多样性但

稀有种多的区域必须进行优先保护；解决了生物地理学、群落生态学和保护生

物学等学科中关于物种分布与生境关联的科学问题，对自然保护范围的划定、

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的有效管理，及如何促进热带天然林的自然恢复等方面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多抗杨 2号新品种选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杨树速生、易繁殖，是我国广为栽培的重要造林树种，利用现代基因工程

手段选育生长快速、抗逆能力强的杨树新品种，对我国北方工业用材林和生态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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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苏晓华研究团队承担完

成的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重大项目“杨树产业资源材培育及新产品开发关

键技术研究”, 经过五年的研究，在转基因多抗杨树新品种创制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

项目组以杨树优良品种库安托杨为受体，将现代生物技术融入常规育种程

序中，突破林木多个外源基因共转化及遗传检测等技术瓶颈，在国内外首次获

得了转多基因杨树品系。通过室内和大田区域试验，进行多年多地点的生产力、

抗性、适应性的测定，综合评价后，选育出对多种逆境胁迫抗性显著提高的、

适合我国北方干旱区和盐碱化地造林绿化的转多基因杨树新品种“多抗杨2号”，

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培育出的新型杨树品种“多抗杨 2 号”在干旱、盐碱条件下年生长量比对

照提高了 9.7% ～ 15%，具有抗旱、耐盐、耐涝、抗虫等特性，且对土壤微生物、

昆虫群落、林地植被等生态环境未产生了不良影响，受到了广大林农和生产单

位的欢迎，推广应用前景巨大。对于我国林业生产和建设，特别是困难立地造

林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将为保障木材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桉树生态经营及产业升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由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谢耀坚研究团队承担的林业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重大项目“桉树生态经营及产业升级关键技术研究”，针对我国桉树产

业发展现状，开展了环保育苗和用肥、胶合板材培育和加工、桉叶综合利用、

桉木化机浆等以及桉树产业数据库建立等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成效显著。

通过四年研究，建立桉树人工林生态经营技术体系 2 种、桉树育苗用轻型

有机基质生产基地 2 个、生态育苗基地 3 处，产能 3500 万株 / 年；新型环保肥

料生产基地 1 个，产能 5 万吨 / 年；筛选出胶合板材优良无性系 6 个，营建胶

合板材试验示范林 1412 亩，在广西上思建立桉树胶合板 1 万立方米 / 年的示范

生产线 1 条，获认定成果 1 项——“桉树胶合板材良种选育及定向培育技术”；

在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建立桉叶多酚产品中试生产线 1 条；开发阻燃胶合板新产

品 1 种，应用于四川成都、湖南郴州等桉木高档漂白化机浆生产技术和废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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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低覆盖度防沙治沙的原理与技术”通过成果鉴定

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杨文斌研究团队和内蒙古林科院共同主持，联合

20 多家研究院所、院校及企事业单位，历经十多年完成的“低覆盖度防沙治

沙的原理与技术”成果于 2015 年 6 月通过成果鉴定。该成果开拓了覆盖度在

15%-25% 时能够完全固定流沙的新领域；基本解决了人工固沙林“中幼龄林”

衰败死亡的问题，初步构建了低覆盖度治沙的生态学理论，丰富了荒漠化沙地

治理的生态学理论，达到了同类研究国际领先水平。项目组分别在我国半干旱、

干旱区建立低覆盖度治沙试验示范区 7 个，开展了持续的定位研究。结合国家

各项工程，到 2011年底累计推广面积达到 3000多万亩。与同覆盖度的疏林比较，

低覆盖度治沙模式能够增加降雨入渗量 5%-10%，提高水分利用率 10%-18%，

增加生物生产量 8%-30%；与 2006 年修订的《国家造林技术规程》比较，降低

造林成本 40%-60%，减少生态用水 40%-60%。该项研究发表论文 120 余篇，

SCI 收录 20 余篇，编著出版著作 4 部，申请国家专利授权 20 余项，制定（或

者修订）标准 8 项。成果支撑了《国家造林技术规程》旱区部分的修订 (2015

修订版 )，重点修改了造林密度表和旱区人工林疏林标准。在低覆盖度领域继

续开展研究工作，能够研究探索出更多的防沙治沙模式，这些模式都是低耗水、

高效益、生物多样性增加、稳定性强的符合自然规律的模式，将有效支撑我国

干旱、半干旱区的林业生态建设。同时，低覆盖度治沙开拓了我国防沙治沙新

领域，将支撑我国防沙治沙走出“高密度”“小老树”和不成材状况，开始进

入低密度（稀疏的）乔、灌、草复层结构、多树种带状混交，显著提高林分稳

定性、生物多样性、长效生态和经济效益的防沙治沙新时代。

理技术生产线 4 条；建立中国桉树产业数据库 1 个，收集各种数据 3 万份。此外，

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各 1 项；申报专利 17 项，获发明专利授

权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发表论文 60 篇；培养博士研究生 6 人、硕士研

究生 20 人。对桉树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我国

桉树人工林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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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灿鸿’，亚林所科技特派员在行动

2015 年第 9 号强台风‘灿鸿’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镇登陆，全省

农作物受灾面积 177.3 千公顷。为减少台风‘灿鸿’对浙江省农业的损失，中

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特派员采取了积极行动。

台风‘灿鸿’来临前，亚林所科技特派员提前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尽可

能降低台风带来的损失。派驻缙云县油茶产业团队特派员首席专家姚小华研究

员带领团队，赴缙云县开展油茶产业防风抗台工作，为减少台风对缙云县油茶

产业的损失，为缙云县金马油茶育苗基地、坤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6 家龙头

企业和十余位油茶种植大户开展技术培训，讲解油茶丰产技术、病虫害防治技

术、油茶防风抗台及灾后重建等技术。科技特派员叶淑媛工程师深入油茶重点

乡镇石笕乡新品种油茶基地，察看幼林和 2015 年新套种的山稻进行，向种植

户详细讲解施用化肥和落实台风过后的抚育管理技术。

亚林所党委书记马力林带领由首席专家顾小平研究员、李正才副研究员等

组成的科技特派员团队赶赴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为林农群众抗灾自救提供科

技服务。针对黄岩区屿头乡部分地段毛竹林受灾严重情况，指导广大林农开展

毛竹林灾后自救工作技术指导，制定了竹林灾后恢复方案，提出了灾后竹林管

理相关建议。科技特派员李恭学工程师赶赴三门县花桥镇，与镇农办工作人员

一起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救灾工作。针对水稻倒伏现象严重、柑橘、梨等果树

出现断枝裂果落果、西瓜地水淹严重、葡萄园落果裂果严重等情况，指导农民

及时做好排水工作，并根据各种农作物的不同特点分别提出灾后科学处理意见

与建议。

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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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建设与运行服务取得良好效果

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简称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是包含林木、竹藤、

花卉等多年生植物的种质资源标准化整理、整合与共享服务体系，是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由财政部、科技部共同支持，国家林业局

主管，中国林科院负责运行管理，管理办公室设在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自

2003年开始建设，2009年 7月通过科技部验收和评议，2011年 11月通过科技部、

财政部共同认定。

平台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林木种质资源采用统一标准进行整理整合，对分

散资源实行一体化管理，把种质资源的保护、保存与创新利用有机结合，打破

行业、部门间和机构间的种质资源信息与实物共享利用障碍，按照科技部的“整

合、共享、完善、提高”原则，对林木种质资源信息、实物、技术和设施实行

全面开放、共享，并提供优质高效的技术支撑，从而实现“保护遗传资源，促

进共享利用”的目标。

平台整合了全国 70 多个从事林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研究利用的重点单位，

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原地、异地和设施 3 种保存方式相结合的林木种质资源保存

库（林）体系和服务网络。截至目前，共整合资源 7.5 万余份，整合资源涉及

204 科、866 属、2116 种，基本涵盖了用材、经济、生态、珍稀濒危树种，以

及木本花卉、竹、藤等。

自 2011 年开展运行服务以来，平台共向 1000 余个重点单位用户提供服

务 2000 余人次，提供种质资源服务 3.5 万份次 , 提供优异种质扩繁苗木、穗条

1390 余万株（穗 / 条），用于推广和造林应用。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

术服务共 2000 余次，技术培训 3 万余人次。获得了大部分用户的良好评价。据

统计，依托本平台开展的各类项目 500 余项，通过平台支撑，共获得科技奖励

45 项，获得专利 50 项，技术标准 12 项，林木新品种、良种 194 个，相关研究

论文 978 篇，科技支撑效果显著。

除提供常规的种质资源和技术服务外，平台组织开展了 300 余项专题服务，

包括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水源地生态环境建设、经济林树种种质资源利用、西南

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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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武陵山区特色经济树种种质资源利用、京津冀生态建设、全国林木种质资源

调查、全国林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开发利用规划、林木种苗企业科技创新等

专题服务和联合专题服务，在生态环境建设、种质资源开发利用、企业创新等

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取得显著服务效果。

科技队伍

傅万四：林业机械理论与应用研究专家

傅万四，国家林业局北京林业机械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研

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林业机械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林机

协会竹工机械分会秘书长、《木材加工机械》主编、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从事林业机械理论研究、设计与生产实践 30 余年，主持开展了大量林业机

械和人造板生产线自动化技术、竹材加工技术与装备等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

撑课题、国家林业行业科研专项重大项目、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及国家林

业局“948”项目等 20 余项，申请专利 50 件，获得授权 37 件，出版专著 3 部，

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曾获得“‘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重大项目突出贡献奖”

一项，中国专利优秀奖一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项，“茅以升科学技

术奖木材科研奖一等奖”一项，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项，中国林业产

业创新奖一项，中国林科院科技二等奖一项。

作为学科带头人和项目主持人，开展的重点研究工作有：

（1）主持开发了“计算机控制调供胶系统”，首次将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

于人造板生产线的调胶与施胶控制中，用“失重法”取代了传统体积计量方式，

填补了国内空白，先后被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苏福马人造板机械有

限公司、信阳木工机械厂、哈尔滨林业机械厂、西北人造板机器厂、江西第三

机床厂等科研和企事业单位选用，作为这些单位开发人造板生产线的定型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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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设备，已在北京市木材厂、中法合资万力木业等多家企业的 31 条人造

板生产线上应用，有效地提高了成品板材质量，节省人造板的主要成本之一——

胶料 5％以上，平均降低生产成本 2% 左右。该项目获得“2005 年茅以升科学

技术奖木材科研奖一等奖”。

（2）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竹材原态重组”理念，致力于“竹材原态重组”

技术与装备研究，先后主持开发出“竹材原态弧形重组”和“竹材原态多方重

组”制造技术与成套生产线装备，在湖南省建立了 2 条示范生产线，初步实现

产业化生产。近年来，在“竹材原态重组”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获

得授权专利 21 件（含发明专利 7 件），其中核心发明专利“竹材原态多方重

组材料及其制造方法”获得“2014 年中国专利优秀奖”；取得 4 项国家林业局

鉴定和认定成果 3 项，其中研发的“BX498A 竹材 OSB 刨片机”和“CGPB-65SP

多功能竹材弧形重组高频拼板机”被鉴定为“技术创新性较强，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

张星耀：森林保护学家

张星耀，中国林科院新技术研究所所长、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森林

病理学科首席专家，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林业局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国家

林业局昆嵛山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站长、中国林学会森林病理学分会名誉理事

长、国家林业局松材线虫病工程治理专家组组长，《北京林业大学学报》副主编，

以及《林业科学》、《Forest Science and Practice》等 10 余种学术刊物编委。

主持了国家科技攻关（支撑）、国际合作、863、973、948、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以及国家林业局重大行业专项等重大项目（课题），研究内容涉及真菌分类、

森林病害地理生态、森林病害生态调控和化学防治、病原与寄主互作的超显微

结构及其细胞和生理学基础等。重点研究方向为：我国重大森林病害的防控技

术、病原与寄主互作的分子生态基础以及病原的进化生物学。在国内外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 357 篇，出版了《森林病理学研究的生态数学方法》、《中国森林

重大生物灾害》等著作 5 部。具体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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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材线虫致病机理研究方面，提出了“激发基因 - 解毒基因 - 模拟基因

协同致病假说”。解析了我国松材线虫自然种群的分子遗传结构及其致病性差

异，在阐释松材线虫向高海拔和高纬度扩张的分子机制等科学问题的同时，发

现了松材线虫性内竞争和性间选择的化学生态学过程。尤其是在基因水平方面，

揭示了松材线虫独特的雌性主导混交婚配模式及其对低温快速适应的表型变异

以及性别分配的调整策略，解释了自然状态下雌雄比 3:1 的进化生物学意义。

对松材线虫在我国的风险提出新预警方案与措施，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了重

要依据和支持。

在杨树溃疡病致病机理研究方面，在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以及代谢组学

的层次，解释了有关杨树与溃疡病菌互作机制的若干科学问题。尤其是在信号

转导的水杨酸过程中，发现了新的组件和通径，揭示了杨树响应溃疡病菌侵染

的信号传导特征及其抗病机制，为病害的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解析了我国杨

树溃疡病病原菌自然种群的分子遗传结构，阐明了种群对生态环境适应性变异

的分化，发现了关键种在我国的地理起源中心。研制了基于地下 - 地上生态学

过程耦合，人工信号介导的杨树人工林病害生态调控技术，相应专利制品对于

我国生态脆弱区的人工林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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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辉：应基于水分承载力开展干旱地区森林多功能经营

中国林科院森林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森林水文首席专家王彦辉研究员指出，

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林业促进区域发展的作用，就必须推进多功能林业。但针

对干旱缺水地区，必须考虑林水关系，即水分承载力。他认为，依据水分承载

力低密度造林，比传统高密度可节约成本 34% ～ 50%；以合理密度经营华北落

叶松人工林，产流能力比过密林分提高 25%；培育优质大径材还可增加营林收

入，抵抗风雪灾害，发挥多种功能，实现森林整体价值优化。

在确定区域（大流域）的合理森林覆盖率时，除考虑可用土地面积外，还

要考虑森林降水量的限制及流域产流要求；在确定森林在流域（小流域）内的

合理布局时，除考虑水土灾害、土地生产力、土地利用限制和林业用地空间分

布外，还要考虑不同立地产流差别及其造林响应；在不同立地合理选择植被类

型和树种时，除考虑立地质量、苗木供给、树种抗旱性等内容外，还要考虑具

体的立地水分承载力、植被耗水差别和水分利用策略，选择稳定性强、价值高、

多功能、节水好的植被类型和树种；在林分结构设计与调控上，除考虑树木空

间竞争、培育优质木材等外，还要考虑水分条件和产流要求的限制，确定对应

植被叶面积指数，构建近自然结构林分，依据现有林分与理想结构的差别提出

面向功能的经营措施，如密度调控、树种替换、促进更新等。

王彦辉认为，对不宜造林的劣质立地，不必非要造林或维持不健康森林；

对宜林肥沃立地，应在控制侵蚀、较高产水条件下努力生产优质大径材；对尚

未形成优良树干的幼林（疏林）不必着急间伐或疏伐，而是要维持郁闭以培育

树干良好的目标树，当目标树树干质量达到要求，则与理想林分结构对比以发

现不足。耗水少和有一定覆盖度的灌草对控制侵蚀和多产水有益。

专家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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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部投资 3.28 亿美元保护湿地和农田

美国农业部网站 2014年 9月 8日报道：美国农业部长Tom Vilsack当日宣布，

将投资 3.28 亿美元帮助土地所有者保护和恢复全国关键的农田、草原和湿地。

美国农业部的这一举措将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促进户外休闲和振兴相关部门

的经济发展。

这笔保护资金将通过“农业保护地役权计划”（ACEP）发放，该计划是《2014

年农业法案》中设立的项目，用以保护关键的湿地，鼓励生产者保护农田和牧场。

Vilsack 表示，ACEP 计划将帮助农民和牧场主保护珍贵的农业土地免遭开发，

恢复那些最适合放牧的土地，恢复湿地的自然条件；这些土地对于我们的食品

供应、农村社区和物种栖息地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ACEP 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将选择约 380 个项目，涉及保护和恢复基本农田

3.2 万英亩、草原 4.5 万英亩和湿地 5.2 万英亩。每个州分配的资金情况可以在

农业部的网站上查询。

ACEP 计划除了保护耕地和重要栖息地外，还能够促进户外休闲，振兴相

关部门的经济。根据美国国家鱼类和野生动物协会的统计，美国每年用于生态

保护的资金总额为 388 亿美元，这些投入在整个经济部门中的产出值却达到了

932 亿美元，即产出是投入的 2.4 倍，包括提供 66.05 万个就业岗位和 416 亿美

元直接收入，对国家 GDP 贡献达到 597 亿美元。

ACEP 计划将自然资源保护局以前的 3 个地役权项目——农场和牧场土地

保护计划、草原储备计划与湿地储备计划——整合为 2 大块：一块是农田和草

地的保护，另一块是农业湿地的保护和恢复。Vilsack 表示，《2014 年农业法案》

整合了农业部主要的地役权项目，将农田、草地和湿地的保护放在一个计划下

实施，更方便土地所有者参加。私人或部落的土地所有者、符合条件的保护伙

伴可以向美国农业部申请加入 ACEP 计划。

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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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坦桑尼亚森林资源利用损益分析

日本环境信息与交流网 2015 年 7 月 28 日消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发布了关于坦桑尼亚森林资源利用的效益和森林破坏及生态系统恶化造成损失

的损益评估报告。

根据该报告，与木材销售等产生的短期效益相比，森林破坏导致的长期损

失更大，为实现保护及可持续管理，对森林部门投资是必要的。报告估计，如

果森林破坏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在 2013-2033 年对该国经济而言将产生的

成本达到 5.588 万亿坦桑尼亚先令（按 2013 年汇率约合 35 亿美元）。如果水

循环的协调功能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恶化，将对农业、观光业、能源产业等其

他部门的附加值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与对农业及造纸部门的投资相比，对森林部门的投资，对地区经济

产生的效果更高，也关系到削减贫困。UNEP 认为，通过实施 REDD+ 促进森

林生态系统向可持续管理和保护的经济模式转移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