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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竹倍性育种及其耐寒转基因育种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卓仁英率领的研究团队围绕建立稳定、高效

麻竹花药离体培养再生体系和转基因体系，在国内外首次通过生物技术手段获

得了多倍体麻竹植株和转基因麻竹。

在查清麻竹花药发育情况的基础上，团队以麻竹未成熟花药为外植体，对

影响花药愈伤诱导效率和愈伤组织分化率的因素进行了研究，成功诱导出了愈

伤组织，获得了花培再生植株。以麻竹花药培养获得的胚性愈伤组织为受体，

利用构建的麻竹愈伤组织农杆菌介导转化体系，获得转乙酰胆碱氧化酶基因

（CodA）再生植株，经分子检测证实 CodA 基因已经整合到麻竹基因组中，并

且转基因再生植株在低温胁迫条件下，可以引导 CodA 基因的正常表达。低温

胁迫处理及其生理学分析表明，转基因植株的耐寒性高于非转基因植株。该团

队还以花药离体培养获得的两年生多倍体再生植株和实生苗为材料，对其形态

学特征、解剖学特征和生理生化指标等多个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发现麻竹花

药诱导形成的再生植株四倍体材料占绝大多数，不同无性系生长发育差异显著，

可以开展倍性育种研究及优良无性系选育。相关研究成果在《In Vitro Cellular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Plant》、《PLoS One》等期刊上发表。

通过本研究建立的麻竹花药组织培养体系和转基因体系，为麻竹倍性育种

和分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体系，解决麻竹遗传改良长期停滞不前的难题。

我国 8种重要珍贵阔叶用材树种培育与配套加工利用技术研究

取得阶段性成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对优质木

材的需求不断增大。为了实现良种与良法的有机结合，切实提高珍贵木材的供

给量，由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张守攻率领的研究团队等单位承担的“重要珍

贵阔叶用材树种培育与利用技术研究”项目，经过 4 年的研究，在楸树、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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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掌楸、木荷、樟树等 8 个树种的优良新品种选育、定向培育技术和栽培模式、

高效繁育技术、木材机械加工与涂饰性能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首

次实现了良种选育、定向培育和栽培模式，以及木材加工等方面的有机结合，

和全产业链的贯通。

项目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子代测定等方式，构建了银杏、楠木和

木荷等树种的 7 个育种群体；依据苗圃测定、田间测定和区域试验示范，共选

育出了优良家系和无性系 184个，审（认）定林木良种 15个，获得新品种权 2个。

同时，通过立地条件选择、水肥调控技术、密度调控技术、修枝抚育技术等研究，

初步确定了珍贵树种适宜的立地条件、整地方式、造林密度、修枝和施肥水平

等大径级无节良材定向培育技术体系，提出了有利于降香黄檀心材形成的“降

香黄檀+檀香”混交林栽培模式；突破了楸树体细胞胚胎发生技术、降香黄檀“互”

形嫁接法、木荷种子园营建技术和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樟树无性系组培快繁

产业化技术、核桃楸体细胞胚发生技术体系和扦插繁殖技术体系、柚木无性系

轻基质工厂化育苗技术、楠木扦插育苗技术、银杏复合经营构建技术，获得授

权发明专利 7 项，制定林业行业和地方标准 8 项，6 项成果获得国家林业局科

技司成果认定。

针对 8 种珍贵用材树种，在国内首次构建了较系统的珍贵树种人工林的木

材机械加工测试和评价技术体系，为我国珍贵用材树种高效培育与高附加值加

工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与技术支撑。

高寒沙地防护林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青海共和盆地土地沙化严重，分布着我国高寒地区较大面积的沙地，治理

沙化土地，减少沙漠化的危害是一个重要的科学与实践问题，为了减少共和县

沙珠玉地区沙地对周围农民和绿洲的影响，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贾志清研

究团队，联合林业研究所和青海治沙试验站，通过近三年的研究，对不同类型

高寒沙地防护林的生态功能进行了评估，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项目首次针对

共和盆地不同类型防护林，以流动沙丘和丘间草地为对照，基于大量野外长期

定位监测数据和试验研究，在对试验区不同类型防护林防风固沙、改善小气候、

固碳和改良土壤等功能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多项防护林生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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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长江上游岷江流域森林植被生态水文过程的耦合与长期演变机制”

取得重要科技成果

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刘世荣研究团队牵头，联合国内 3 家单位历经近 20

多年的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长江上游岷江流域森林植被生态水文过程的耦

合与长期演变机制”研究取得重要科技成果。

该成果围绕生态水文过程耦合机制、尺度等项目核心科学问题，以长江上

游岷江流域为例，阐明了森林植被对流域水文过程影响及其调控机理；建立了

不同尺度生态学过程和水文学过程的整合机制及推绎模型，量化评价了森林植

被时空变化对流域径流量的长期影响，以及对森林水源涵养在不同时空尺度上

的影响程度；探讨了森林植被生态学过程与水文学过程的尺度转换技术。首次

在大流域尺度实现森林植被生态 - 水文过程的耦合，揭示了森林植被格局 - 生

态水文过程动态变化机制及其尺度效应，发展了森林生态水文多尺度观测与跨

尺度模拟的理论与方法，推动了多尺度空间生态水文学的发展，科学阐述了流

域生态水文学过程及其变化机制的非线性和复杂性，为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决

策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发表了论文 97 篇，其中 SCI 论文 28 篇，专著、图集

功能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首次构建了高寒沙地防护

林生态服务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系统研究和评价了高寒沙地典型防护林主

导生态服务功能，提出了高寒沙地防护林优化配置模式评估技术，并应用建立

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技术，筛选出了适合高寒沙区的 4 种优化的防护林类型，在

青海湖周边推广示范面积 9650 亩。项目研究成果为高寒沙区防护林构建与可

持续经营管理、生态林业工程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项目鉴定（认定）

成果 2 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得专利 1 项，制定技术规程 2 项；在国内外

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6 篇，其中 SCI 论文 4 篇，总影响因子为 9.893；建立

试验示范区 135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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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章节 4 部，技术发明专利 2 项。项目成果被《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等引用采纳。

杜仲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

杜仲是我国特有的优质天然橡胶、木本油料和名贵木本药用树种，被称为“中

国神树”、“活化石植物”。作为特有的国家战略储备资源，杜仲产业涉及橡胶、

航空航天、军事国防、船舶、交通、通讯、电力、医药、农林、食品、畜牧水

产养殖、生态建设等领域，产业化前景十分广阔。

以中国林科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为核心的杜仲研究创新团队，长期从事

有关杜仲的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开发工作，近年来对杜仲长期育

种工程与综合利用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大量具有良好产业化前景的重

要研究成果。

在杜仲育种工程研究方面，在全国 27 个省（区、市）收集杜仲种质资源

1000 余份，包括 1000 余份优树资源、11 个变异类型、12 个变异单株、14 株超

级苗和 18 份杜仲良种。其中国外杜仲种质资源 18 份，包括日本杜仲种质资源

10 份，美国杜仲种质资源 8 份，建立了我国最大的杜仲基因库；确定了果用、

雄花用和药用杜仲育种目标，筛选出由 204 个优树（无性系）组成的育种群体；

首次以杜仲果实、雄花利用为育种方向，以提高杜仲果实产胶量、α- 亚麻酸

和雄花产量等为育种目标，选育出了‘华仲 5 号’—‘华仲 12 号’等杜仲良种；

在分子辅助育种方面，完成了杜仲全基因组精细图绘制工作，确定了杜仲橡胶

高效合成上游途径，确定了杜仲橡胶高效合成关键酶基因和杜仲橡胶合成关键

时期，揭示了中国杜仲的遗传多样性和基因交流程度，初步建立了杜仲遗传转

化体系，推动了我国杜仲橡胶新材料、木本油料和现代中药产业发展。

在杜仲良种繁育技术方面，经过多年杜仲良种繁育工程技术研究，掌握了

包括良种选择、采穗圃营建、穗条质量控制、繁育基地规划、砧木苗培育及嫁

接苗培育等技术的良种繁育技术体系，制定了《杜仲采穗圃建设技术规程》和《杜

仲良种嫁接育苗技术规程》。

在杜仲栽培模式创新与高效栽培技术研究方面，研究出的杜仲果园化栽培

模式，实现了杜仲培育技术的历史性突破和重大创新，引起了国际天然橡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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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轰动，由此带动杜仲橡胶新材料产业和杜仲现代中药产业的纵深发展。通过

在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湖南等地的技术示范，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盛产期每亩收入可达 6000 元以上，比传统栽培模式提高 5000 元以上。

在杜仲综合利用技术与产业化开发方面，首创杜仲雄花茶饮料、杜仲红茶等，

目前杜仲雄花茶已成为保健品市场炙手可热的产品；研究出到杜仲油精炼、亚

麻酸油抗氧化及杜仲亚麻酸软胶囊生产技术，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

精炼杜仲亚麻酸油得率达到 98% 以上，杜仲油抗氧化技术使杜仲油保存时间

延长到 2 年以上，以杜仲油为原料开发出杜仲 α- 亚麻酸软胶囊等系列产品，

成为绿色降血脂、降血压的最佳产品之一，产业化前景十分广阔；研发出国家

发明专利“一种利用药用植物剩余物生产的功能饲料及其制备方法”，能够显

著降低杜仲鸡蛋中胆固醇含量，同时杜仲叶功能饲料能够明显改善鸡和猪的肉

质，其中猪肉和鸡肉内羟脯氨酸含量提高 50% 以上，猪肌纤维密度提高 74%-

161%，品质明显提高；构建了杜仲主要活性成分提纯分离技术体系，制备出高

纯度杜仲标准提取物；创制出绿色杜仲籽油制备新工艺等，杜仲调味油、杜仲

雄花茶饮料、杜仲雄花酒、杜仲雄花干红、杜仲雄花半干红、杜仲种子酒、杜

仲鸡（蛋）、杜仲猪肉、杜仲养生挂面、杜仲营养饼干、杜仲豆芽、杜仲化妆

品等功能产品 10 多种，为加快杜仲产业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中国林科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在研究中探索了科研单位与企业、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紧密合作的创新模式，有效促进了杜仲成果和技术转化。主持选

育的良种及其高效培育技术、研发的杜仲产品和专利技术，分别在山东、湖南、

甘肃、河南等地进行转化，为杜仲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杜仲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2014 年 12 月 26 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4〕68 号）》，明确将杜仲列入重点支持发展的木本油料树种。 2015 年 2

月 1 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启动天然橡胶生产能力建设

规划。2015 年 1 月，受国家林业局委托，中国林科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撰写

了《全国杜仲产业发展规划（2016~2030）》，目前已完成《规划》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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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科学数据平台建设与运行服务成效显著

主要依托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成立的“国家林业科学数据平台”（简

称“林业数据平台”），是科技部、财政部于 2011 年 11 月正式认定的 23 家国

家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之一。该平台在科技部、财政部、国家林业局的指导下，

开展建设和运行服务工作。其目标是：研究林业科学数据共建共享技术，盘活

林业科学数据资源，建立林业科学数据库，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和共享，增强我

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平台的建设与运行服务，形成了林业科

学数据、科技成果的公开渠道，提高了科技基础数据的利用效率，为解决长期

存在的数据分散管理、重复投资、重复采集、利用率低下等问题开创了新模式。

该平台已经建成了数据资源丰富、用户使用便捷的公共信息平台，为推动国家

创新体系发展，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林业数据平台建立以来，在数据资源整合、网络服务平台建设、运行服务

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和运行服务工作等各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在为国

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提供专题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平台

研究编制了 50 项林业科学数据和数据共享技术标准与规范。整合盘活了森林资

源数据、林业生态环境数据、森林保护数据、森林培育数据、木材科学与技术

数据、林业科技文献数据、林业科学研究专题数据、林业行业发展数据等 8 个

类别的数据资源，建立了 164 个数据库，数据总量达到了 1,000GB 以上，成为

当前国内最庞大、最系统的林业科学数据体系。平台搭建了运行与服务的软硬

件环境，开通了国家林业科学数据平台网站；建立了林业科技文献、云南省、

湖南省、黑龙江省、林业行业发展等多个子平台，组成覆盖全国的数据共享服

务二级网络系统。平台提供在线与离线数据共享、专业数据产品服务、用户培训、

在线咨询、数据应用的技术支持及数据应用指南等多种服务模式。形成了由科

研院所、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林业高等院校等 25 个林业科技单位参加的近 500

人的工作团队。初步建立了管理规章制度、技术标准规范和专业人才队伍等三

大保障体系。

多年来，林业数据平台以在线和离线方式，为数百项 973、863、科技支撑

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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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

徐俊明：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徐俊明，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生物质能源研究室副主任，博士，

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林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曾获江苏省“科技

标兵”、中国林科院“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并入选江苏省“333”人才培

养计划、江苏省企业博士人才集聚计划，。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基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林业公益性行业专项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支

撑子课题、中国林科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

项目、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在国内

外期刊共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第一及通讯作者 SCI 论文 20 篇，影响因子

合计 >50.0。申请发明专利 25 项，其中 12 项已获授权。参与合编“Biomass 

Processing, Conversion and Biorefinery” （《生物质加工、转换和利用生物》）

英文书籍一部。获得 2013 年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2012 年教育部自然

科学二等奖 1 项。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对新能源战略的需求，重点开展了废弃木质纤

维、油脂资源热化学定向转化制备液体燃料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1）在木质纤维热化学转化研究方面，首次发现了一种液化催化体系，能

够实现木质纤维定向降解，显著提升了产品质量，为液化产物的高值化利用提

供了新途径。解决了常规的液化过程反应不可控、液体产品成分复杂、精炼难

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与地方重点工程提供了林业科学数据服务和数据应

用技术服务。截至 2014 年底，主平台和各子平台网站的用户访问量累计达 1,000

万人次以上，注册用户累计达 2 万户以上。近年该平台相继开展了面向石漠化

治理工程、南水北调水源区生态建设等专题服务工作，充分发挥了国家科技平

台的资源优势和技术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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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言

度大等问题，从而提升了液化油的应用价值。创新研制了一系列新的非均相介

孔 SiO2 催化剂，可定向切断纤维素结构中单糖与单糖之间的化学键，从而使

得纤维降解产物和木质素降解产物能够得到有效分离，十分有利于进一步设计

合成高附加值的液体燃料衍生产。在此基础上，成功建成了年产 500 吨中试化

系统装置，实现了高值化中间体的产业化制备。这一问题的成功解决，对提高

木质纤维素液化产品的实际应用价值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2）在废弃油脂热化学转化研究方面，首次阐明了碱性催化对油脂分子

结构的调控作用，创新研究了废弃油脂催化定向热解转化为航空、车用燃油技

术。解决了目前废弃油脂生产生物柴油过程中单元操作多、燃料性能等方面存

在的缺陷，特别是低温流动性。创新提出了碱性热化学转化的定向控制方法，

显著提升了燃料油的品质，其冷滤点（低温流动性）能够达到 -20℃，为进一

步开发高品质的航空燃油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进一步开发的生物油脂裂解反

应 - 精馏耦合技术，实现裂解燃油分子质量控制，使得裂解生物燃油产品质量

达到国家标准 (GB/20828-2007)。在此基础上，成功建成了年产 5000 吨的中试

示范装置。大大拓宽了废弃油脂资源的应用范围，对该类资源的高值化、资源

化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卢孟柱、陆元昌：杨树飞絮治理有法可用

在我国北方，由于杨树具有速生、高大、树冠开阔、形态飘逸优美等特征，

常常成为城市绿化的主要树种。针对杨柳树春天开花飞絮现象及其带来的问题，

中国林科院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林业所副所长卢孟柱与资源信

息研究所森林经理与统计室主任陆元昌回答了人们关注的有关问题：

种植杨树是错误的选择吗？不是。卢孟柱认为，杨树为满足我国木材需求、

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近 20 年来，我国杨树人工林发展十分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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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面积已达 1 亿亩，木材产量占我国木材总产量的 30%，是华北平原、黄河、

江淮流域主栽绿化和用材林树种。

杨树飞絮是一种致害因素吗？不是。陆元昌指出，春天清明前后，树木开花，

杨树飞絮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在某些局部区域，由于只种植了大量且单一

的杨树，导致飞絮超过了自然该有的浓度，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界限，从而

影响了人的生活。

卢孟柱指出，杨树为雌雄异株，一般种植 5-6 年后开始开花结实，雌花授

粉后 1-2 个月果实发育成熟，每个蒴果含几粒到数十粒种子，种子随果实开裂，

在棉花状飞絮的协助下进行传播，飞絮是杨树雌株传播种子的载体。

杨树飞絮的不良影响可以治理吗？可以。但不是简单的把杨树伐除。卢孟

柱认为，可以开发杨柳飞絮的新用途。最近的研究表明，杨絮的结构是管状的，

与棉花等纤维不一样，其表面覆有一层蜡质，具有疏水功能，被称为自然的“纳

米管”，这种疏水的管状结构更适合种子顺水流动而传播，不会沉入水底。因

此这种特殊的材料已被开辟为新的用途，例如可以利用其疏水性，去除水面（池

塘、江河、海水等）的油污，可以做成医疗绷带，等等。另外，通过增加雄株品种、

减少雌株品种的种植，也可以有效减少飞絮的产生。

陆元昌认为，在单纯杨树绿化的区域一定程度的治理和调整是必要的，这

种调整可以在直接处理飞絮的措施、改变杨树飞絮特性和改造绿化格局等三个

层次上来进行。直接处理手段包括：在杨树飞絮的时间段直接冲洗、洒水、清扫，

在路边树下增加草本和灌木绿化带，以便吸附等，但这些措施会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效果也不能持久；改变特性手段常看到的是给树木“挂吊瓶”的方法，

但存在投入高、效果不持久，且输液位置容易损伤树干、甚至可能导致树木死

亡；改造绿化格局则是长效而节省的治理方法。陆元昌认为，绿化体系是人工 -

自然复合型城市森林生态系统的主体，而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基

本特征。所以，增加城市绿化中的物种多样性是治理飞絮的长效而节省的根本

性治理途径。合理的办法是在利用杨树的速生性实现快速绿化后，继续在杨树

的株行间种植处于生态演替后期的其他树种，简单说就是较为耐阴、早期生长

较慢但较为长寿的树种，比如槐树、栎树、枫树、樱桃树等，形成多树种的混

交绿化带，这就会在不影响绿化面积条件下减少杨树的比例，并对飞絮产生吸

附和阻隔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合理规划增加绿化体系中“野生动物岛

屿”性的野生动物的食物源（比如栎类的象子果、樱桃、核桃等等）和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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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加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鸟类和小动物等野生生物这一关键要素，也可以有

显著消减杨柳飞絮浓度的综合作用，从而提高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支持作用。

国际前沿

全球首个沿海湿地恢复方法学通过“核证减排标准”（VCS）的审定

据恢复美国的河口（Restore America's Estuaries，RAE）网 2014 年 12 月 17

日报道，全球首个《潮汐湿地和海草恢复方法学》（Tidal Wetland and Seagrass 

Restoration Methodology）12 月 17 日通过了“核证减排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VCS）所要求的第一轮评估——审定（validation），标志着该方法

学朝着最终获批迈进了一步。该方法学详细介绍了项目开发者通过实施湿地恢

复活动而获得温室气体净减排量或清除量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并允许碳富裕的

沿海湿地可以获得碳信用额。湿地恢复活动包括创建和 / 或管理健康的、可持

续的湿地生态系统所必需的活动。

潮汐湿地（如盐沼和红树林）能够提供许多效益，如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

和抵御风暴，改善水质，为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和海洋物种提供了重要栖息地。

潮汐湿地和海草生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并将其储存在

地下，称之为“蓝色碳”。然而，全球范围内，这些湿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每年最高可达 7％。在美国，平均每年有 8 万英亩的潮汐湿地丧失。

为了提高沿海地区的管理，联合国 5 大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

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海事组织及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于 2011 年 11 月发布了“全球蓝色碳市场”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特征是为海洋

生物栖息地保护者创造直接经济收益。计划中提出，要制定和实施全球蓝色碳

战略，必须通过一个蓝色碳的监测和认证标准，以蓝色碳为背景设置海洋生物

栖息地保护目标，还要为蓝色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开发一套经济价值估算方法。

5 大机构表示，将努力把海洋和沿海生物栖息地创建成被全球接受的、新型的

可交易碳市场，并创立“全球蓝色碳基金”；还将建立一套机制，使海洋和沿

海生态系统的碳捕获及碳储存信用额度可以在国际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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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沿海湿地保护引入碳市场，需要建立湿地恢复的方法学，以促进碳项目的开

发。

由 RAE 牵头编制的《潮汐湿地和海草恢复方法学》是全球首个适用于潮汐

湿地和海草恢复的方法学，于 2014 年提交给 VCS。VCS 的审批过程非常严格，

须通过审定机构和核查机构的 2 轮评估。该方法学已通过第一轮评估，第二轮

的评估预计在 2015 年的春季完成。

选择该方法学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增加生物量和原地土壤中的有机碳获得温

室气体减排量和清除量。此类项目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开展。RAE 的总裁 Jeff 

Benoit 表示，审定是加快沿海湿地恢复的速度和规模的重要步骤；项目开发者

现在就可以使用该方法学来设计碳项目，以便及时快速实施湿地恢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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