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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木相思根瘤菌多样性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上世纪 90 年代黑木相思在我国引种成功，因其木纹美观、材质优良，在家

具及板材上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2014 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

所森林微生物资源与保护独立专家组开展了黑木相思根瘤菌多样性研究，从黑

木相思种植区分离、筛选了 200 余株的根瘤菌，通过对菌株的 C/N 源利用、耐

盐性、脂肪酸含量、极性脂类别等表型分析，以及 16S rRNA、持家基因、共

生基因等遗传型分析，了解我国黑木相思根瘤菌主要属于慢生根瘤菌、中慢生

根瘤菌以及根瘤菌等 α- 根瘤菌，少量菌株属于伯克霍尔德氏菌、草螺菌等 β-

根瘤菌，表明我国黑木相思根瘤菌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2014 年至今，康丽华研究员和陆俊锟副研究员等专家组成员分别从江西省

赣州市和广东省惠州市的黑木相思林中发现了赣州慢生根瘤菌和金合欢中慢生

根瘤菌 2 个新种，并在国际著名微生物分类杂志——国际微生物分类进化学杂

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影响因

子 2.511) 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论文 2 篇，丰富了根瘤菌的种类。（热林所：陆

俊琨）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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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云杉属种质资源评价创新与繁殖技术集成”获梁希林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牵头，联合国内 6 家单位，历经 15 年

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云杉属种质资源评价创新与繁殖技术集成”成果荣获

2015 年度第六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一等奖。该成果基于世界性多水平种质资源

的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制定了以种质资源收集为基础，种的选择先行，

种间有性创造、无性利用的杂种优势利用总路线，实施家系林业和无性系林业，

构建了引、选、育、繁一体化的云杉遗传改良新体系。

该成果在全球格局多水平地收集保存云杉属种质资源，包括该属的 34 个主

要种（占世界种的 75%）及其种源、家系和无性系种质 3869 份，保存评价面

积 156 公顷，建成理遗传多样性高、容量超大的国家级种质库。

系统研究了世界云杉的地理分布、生态生物学和分子基础上的系统学，以

形态、物候、适应性、生长、子代测验为依据，对收集的主要种、种源、家系、

无性系进行了综合遗传评价，初步选育优良核心种质 300 份。

确定了我国各云杉栽培区的近期适生种和家系，选出极具速生性、观赏性

和适应性的欧洲云杉、白云杉及蓝云杉等优良种源、家系和无性系，提前了我

国云杉良种化进程，使生产力至少提高 20% 以上。

全面系统从表型、等位酶和 3 种 DNA 标记多层次估算出乡土云杉群体遗传

学参数，综合研究了云杉现有天然林遗传变异水平、群体遗传结构和遗传分化，

提出了云杉部分群体为偏离“H-W 平衡定律”的非随机交配群体。

明确了我国云杉天然群体遗传多样性富集区及构建核心种质的样本策略，

为云杉优异种质的原地、异地及设施保存提供了理论依据。

构建了以延长光照为主导的光温水肥综合调控强化育苗体系，育苗期缩短

了 1/3-1/2，培育的三年实生苗即可达到国家规定的六年生苗木质量标准，加速

了育种进程，为我国云杉育苗现代化加速良种推广提供了样板。

构建了主要云杉属树种生产规模无性扩繁和体胚增殖体系，营建了示范性

选种性和生产性采穗圃 0.5 公顷，欧洲云杉扦插生根率达到 85% 以上，培育三



中国林科院科技动态

4

年即可达国家标准质量水平。

在体胚繁育技术体系中创新性地提出了云杉体胚干化处理方法，为我国云

杉家系和无性系林业开拓了道路。

该成果获国家级林木良种 1 项、省级林木良种 3 项、授权发明专利 3 项，

制定地方标准 5 项，培养研究生 8 名，出版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81 篇，其中

SCI 收录 13 篇。在甘肃小陇山建成国家云杉种质资源库 1 处、国家云杉繁育技

术推广示范基地 1 处，试验示范推广点 15 处，培育优质苗木 350 万株，在甘肃、

湖北、青海、黑龙江等 9 个省区推广应用 2540 公顷，新增产值 6500 万元，取

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林业所：王军辉）

支撑我国主要经济林树种产业升级

经济林是我国五大林种之一，是重要的木本粮油供给树种，占林业第一产

业产值的 50% 以上，是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树种。据统计，2014 年

我国粮食进口缺口达 1458.5 万吨，食用植物油进口缺口 920.0 万吨，同年全国

经济林产品总产量达 1.58 亿吨，可有效弥补我国粮油进口缺口。然而长期以来，

由于高效生产技术缺失导致我国经济林产量不高，经济效益较低。如我国核桃

科技支撑

沙坝国家云杉种质资源库 云杉家系测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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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产量仅为美国的 2/5；巴旦杏平均株产杏仁只有 1.0 公斤左右，与美国株产

9-16kg 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仁用杏仁平均单产仅 19.2 公斤 / 公顷等；甜柿富有

品系嫁接成活率仅 20%-30%；涩柿可脱涩、适加工型资源短缺及脱涩技术落后，

商品率低等问题的存在。主要经济林产业的快速发展与良种和种质储备滞后、

传统经营模式与标准化生产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主要经济林树种核桃、仁用杏、巴旦杏和柿子等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和抗逆性，广泛分布在我国丘陵、山区和沙区，特别是在困难立地条件下具有

顽强的生命力，能够显著改善生态环境。

由此，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和中国林科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

针对核桃、仁用杏、扁桃和柿子产业升级中高效培育技术不足、良种匮乏等技

术瓶颈，经过多年攻关，收集核桃、仁用杏、巴旦杏和柿子具有优异性状种质

资源 2200 余份，建成主要树种育种资源库 6 个；通过杂交育种、选择育种、

诱变和倍性育种选育经济林新品系 20 余个、新品种 32 个，其中审（认）定 13

个，使我国主要经济林产量提高 15% 以上；初步筛选优化经济林快速繁育技术

体系 1 个，育苗周期和成本降低 50% 以上，富有品系良种苗木嫁接成活率提高

至 90% 以上；初步研究生殖生理与品种配置技术，使座果率提高 20% 以上；

初步探索品质形成机制、树体和土壤营养调控技术，建立绿色果品生产技术体

系和高效生产技术体系，制订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或标准 3 套；初步总结经济

林优质高效栽培技术规范，在主要经济林产区营建试验林 97.3 公顷，高效生产

示范林 902.2 公顷，增产 15% 以上，取得了显著的示范带动效果。采用实地操

作加授课培训的方法，使 700 余人次基层技术人员掌握了实用技术，加速了当

地林业技术人员的培养进程，显著缩短了高效生产技术的转化周期，取得了明

显的增产增收效果。（泡桐中心：朱高浦）

        核桃特异种质              仁用杏抗寒丰产优株           柿子易脱涩种质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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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杨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

杨树是我国主要造林树种，尤其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工业用材林、防护林以

及四旁绿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长期致力于杨树培

育技术体系研究，拥有一流的杨树培育领军人才和技术人才。在杨树遗传改良

与定向培育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系列重大成果，在全国杨树培育领域起着引领带

头作用，育成的优良品种占我国推广品种的 70% 以上，为我国林业发展战略和

林业重大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015 年 11 月 27 日，依托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组建成立国家林业局北方

杨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将根据我国杨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战略

需求，整合国内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生产企业的科技资源，紧密围绕

杨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技术和社会需求，研发、集成和优化杨树培育关键

技术，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搭建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桥

梁”，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核心竞争能力的

提高；增加林农收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我国木材安全和生态安全

提供保障。该中心将围绕行业需要，充分发挥开放服务功能，面向社会提供全

方位的优质开放服务平台。

凭借依托单位在杨树产业工程中的技术、设备、人才优势，＂中心＂将成

为我国杨树产业发展的“发动机”，为我国杨树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

全面的工程技术集成创新和支撑。中心的成立将有利于全面提升我国杨树产业

发展水平，加快国家林业创新体系和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的作用。( 林业所：黄秦军 )

国家便携式林业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简介

国家便携式林业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简称“林机质检中心”）自 1988

按照原国家计委、林业部有关批复开始筹建，1991 年底通过原国家技术监督局

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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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验收。1992 年 2 月，原国家技术监督局以技监局监发 [1992]054 号文件正

式批准成立国家便携式林业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设在林业部哈尔滨林业机

械研究所（现国家林业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其目标是：站在提升便携

式林业机械产品质量、服务林业生态建设高度，开展林业机械领域中以油锯、

割灌机、风力灭火机等以内燃机为动力的小型便携式林业机械产品检验与测试。

林机质检中心建有整机性能检测室、动力性能检测室、几何量参数检测室、

力学性能检测室等检测实验室，同时建立了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为客观、科

学、公正、公平检测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障。便携式林机质检中心分别通过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的资质认定、实验室认可，并获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作为第三

方检测机构独立开展检测业务，出具获得行业认可的检测报告。同时为国家行

业主管部门监测产品质量状况，为制定有关规划与政策提供技术支持。

林机质检中心成立以来，配套建立和组建了先进的检测实验室和高水平的

检测团队。20 多年来，中心先后承担国家监督抽查任务、企业产品委托件检测、

生产许可证审查与检测、国内科研院所及高校科研成果检测任务。承担国家质

检总局、科技部、国家林业局等林业机械方面科研项目 7项、获得国家专利 7项；

制修订林业机械国家和行业标准 3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结合自身优

势和检测工作的需要，林机质检中心先后研究开发油锯安全性能仿真试验台、

风力灭火机试验台、草坪割草机安全性能试验台等专用检测试验设备 10 余台

套，这些设备现已成为林机质检中心重要的检测试验设备，在便携式林业机械

产品质量检测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有关油锯安全性能的检测设备和技

术已在国内相关生产企业得到应用，为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促进技术进步发挥

了作用。

林机质检中心通过对便携式林业机械产品检测结果的统计和分析，定期向

行业主管部门提交相关报告，为国家有关部门掌握便携式林业机械产品质量现

状和发展形势提供了准确的信息资源，为促进便携式林业机械的发展做了有益

的贡献。（哈林机所：王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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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队伍

王贵禧：经济林研究专家

王贵禧，博士 , 研究员 ,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

经济林研究室主任、经济林学科首席专家。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现

兼任中国经济林协会榛子分会会长、中国园艺学会采后科学与技术分会副理事

长、中国林学会森林食品科学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农产品贮运保鲜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国家林木品种评审委员会经济林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林业经济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园艺学报》、《林

业科学》、《林业科学研究》等杂志编委等。

近 10 年来，承担完成了国家以及省部级研究课题 60 项，在国内外学术和

技术刊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中国经济林资源》、《大果榛子实用栽培

技术》、《园艺产品采后生物学基础》等著作 9 部，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8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 项，主持制定国家标准 5 项、国家林业行业标准 7 项，获得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 8 项。主持了三届“中国榛子科研与产业发展研讨会”。

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科研成果包括：

在林果贮藏保鲜方面：先后开展了“猕猴桃采后生理及碳分子筛气调机贮

藏综合保鲜技术研究”、“猕猴桃品种间耐藏性差异的生化物质基础研究”、“猕

猴桃果肉组织叶绿素（体）及其光合特性研究”，提出了猕猴桃果实采后软化

的阶段性专一酶理论和低乙烯大帐气调贮藏技术；主持了“经济林产品贮藏保

鲜加工技术研究”和 “特色果品贮藏保鲜技术及设备研究与开发”、“板栗等

果品贮藏保鲜技术引进”、“农产品产后综合储藏保鲜技术研究”，提出了通

过外源乙烯“唤醒”处理、“冷锻炼”处理和“双高”气调等关键技术措施解

决桃等核果类果实低温贮藏期间褐变、风味丧失、果肉组织不能正常软化等冷

害问题；明确了冬枣等枣果实酒化、褐化、红化等问题的发生机理，采用低二

氧化碳气调与临界低温相结合的综合技术措施解决了贮藏难题；针对板栗贮藏

期间腐烂、虫害、发芽、失水皱缩等问题，创新性提出了高二氧化碳冲激处理

技术、水浴处理技术、临界低温（变温）贮藏技术等技术措施，使板栗的贮藏

期达一年之久；主持了“销售端果蔬品质劣变调控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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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不同类型水果蔬菜在超市等销售端的品质劣变发生原因和控制措施，延迟

货架期一倍以上；带领的研究团队还对梨（西洋梨）、葡萄、樱桃、蓝莓、欧

李（钙果）、鲜核桃、鲜榛子等果实开展了系列保鲜机理和技术研究。

在榛子研究方面：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了中国榛属植物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

性评价、榛属品种间亲和性研究；选育出了烤制性、加工型、抗寒型榛子新品种；

开展了榛子授粉授精及胚败育发生与调控机理方面的研究；针对平欧杂种榛，

开展了耐盐碱性能评价、优质丰产培育相关配套技术、抽条防护措施等栽培管

理技术方面的研究；在育苗方面主要进行了压条育苗、嫩枝扦插和组织培养快

速育苗方面的研究；在榛子坚果的贮藏方面，建立了贮藏的技术规程；另外，

研究团队一直开展食物的营养学研究、生物活性研究，已经完成对榛子营养成

分的测定，目前正从事榛子功能性活性成分研究和榛子健康食品的研发。

任海青 : 木材力学性质及木结构工程学术带头人

任海青 ,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木材力学和木结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国林学会林业生物质材料科学分会副秘书长，全

国竹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结构材分委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木结构

建筑分会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获中央

国家机关优秀青年称号，为“百千万人才工程”省部级人选。

主要从事木材力学性质及木结构工程的研究。截至目前，先后主持和参加

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支撑

计划、国家林业局“948”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16 项课题研究。以

第一和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 62 篇，其中 SCI 收录论

文 10 篇、EI 收录论文 14 篇；主编专著 1 部，副主编专著 3 部；以第一发明人

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曾获中国林业青年科技奖 1 项，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 项（排名第八），梁希林业科技二等奖 1 项（排名

第六）、三等奖 1 项（排名第三），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排名第一），

中国林科院科技二等奖 1 项（排名第一）。

在本领域开展的研究工作与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

1、木材力学性质研究：发现生长速度对幼龄材密度和力学性质影响较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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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熟材力学性质影响较大的规律，揭示了立地条件、种植密度和树龄对人工

林木 / 竹材基本材性参数的影响机理，提出胸高直径处的木材密度可以较准确

地预测木材力学性质。

2、木材断裂力学研究：在国内首次将断裂力学理论应用到木材破坏机理研

究，提出木材断裂韧性测试方法；运用同步辐射光源研究木材断裂过程，揭示

裂纹起裂、扩展和破坏路径，为木材及其构件的安全性评价提出了新思路，提

供了新方法。

3、木材力学性质快速预测：构建了主要人工林木材力学指标数据库校正和

预测模型，利用该模型可以实现活立木力学性质的快速预测。基于早晚材密度

建立的无疵小试样弹性模量计算模型和顺纹抗拉强度预测模型，以及指接材顺

纹抗拉强度预测模型，突破了木材材性预测依靠大量统计数据的局限，物理意

义明确，可推广至所有树种，为林木定向培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4、木材分级和强度特征值研究：创建了木质工程材料实验室，在国内率先

开展规格材目测分级和机械分级研究，研发了国内首台超短跨距（2-4m）机械

应力分等机；首次建立结构用规格材强度性能评定的抽样和测试方法，以及规

格材强度特征值确定方法，研发工厂用足尺力学强度测试机，创造了我国的锯

材机械分级、在线检测和强度评价技术，并在河北和大连建立示范生产线，填

补了国内这一工业领域的空白。形成的可用于商业化的结构用锯材生产技术体

系和相关标准，为我国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建筑用结构材的国产化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5、节点连接技术研究：推导了较为全面的重组竹销槽承压强度的理论设计

公式，重组竹单螺栓连接节点、多螺栓连接节点每一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为

螺栓连接在现代竹结构中的应用提供一定参考，也为竹结构用螺栓连接性能的

改善、新型竹结构连接件的开发，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6、木结构性能评价技术研究：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木结构房屋性能评价技

术与指标体系，研发木基结构板材（用作墙板、屋面板和楼面板）足尺均布载荷、

集中载荷和冲击载荷测试机，建立了墙体构件稳态传热性质测试平台，与同类

设备相比，成本较低，可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政府监督检测等部门推广应

用。在苏州建立了预制节能隔声型木骨架墙体生产线，产品已经在北京、上海、

河北和安徽的木结构建筑承重墙，砖混建筑、混合建筑和平改坡中的非承重墙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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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应加大对社区林业的支持力度

路透社（Reuters）2015 年 7 月 14 日曼谷报道：专家认为，如果能加大对

社区森林的支持力度，亚洲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脱贫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亚洲有超过 4.5 亿人口的收入和粮食来自森林，但由于贫困、毁林和气候变

化对生活的威胁，林区居民往往生活艰难。亚太社区林业培训中心（RECOFTC）

副主任 Tint Lwin Thaung 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保住亚洲的森林，就要通过对

社区森林投资来解决不平等和贫困的问题。”

亚太地区的森林面积接近全世界森林总面积的 20%，在通过吸收二氧化碳

来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强化林区居民的林权有助于

防止毁林和改善森林健康状况，从而减少碳排放。

世界林业大会秘书长特雷弗 •亚伯拉罕（Trevor Abrahams）说，随着世界

林业大会 9 月份在南非德班市召开，全球都在关注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什么样

的新的林业发展目标，这也给亚洲森林可持续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

问题不仅是我们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森林，而且还要把林区人民的利益作

为林业决策的重点。

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生活在林区的居民是最有效的森林保护者。亚

洲国家的政府一直在增加用于开展社区林业的土地供应。根据 RECOFTC 的调

查，2013 年，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将 880 万

公顷林地通过社区协议的方式交由当地人民管理，其面积比 2010 年增加了 1/3

左右。但是，这个数量只占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林地总面积的 3.5%，老挝和

马来西亚的数据尚未得到。

在泰国、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由当地人管理的森林面积增长得最快。

在泰国北部的美泰（Mae Thae），森林社区已经建立了自治制度，共同致力于

提高土地管理水平，应对干旱和处理因非法采伐而引发的冲突。结果，美泰成

为了泰国唯一的一个 1000 公顷以上的林地被批准 30 年土地使用权的社区。

虽然现在已经签署了越来越多的社区林协议，但是将土地管理权转给当地

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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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进程一直非常缓慢。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只有不 10% 的林地

依照协议真正转移给了社区管理。Tint Lwin Thaung 认为，法律制度的不适合、

土地分配的复杂性以及过分官僚化的手续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另外，政

府将劣质林地分配给社区使他们难以靠这些林地谋生，因而也限制了社区林业

的发展。（科信所：周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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