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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研发的山杏杜仲高级配方食用油  研发的山杏杜仲系列化妆品

仁用杏和扁桃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针对我国中西部生态脆弱区经济林树种单一，生态维护功能差，经济效益

低等突出问题，中国林科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仁用杏团队对仁用杏、扁桃等

资源开展了系统研究。以乌云塔娜为首席专家的仁用杏创新团队，在我国三北

地区 13 个省（市、区）收集评价了大量山杏和扁桃珍贵资源，并首次建立了

世界上最大的仁用杏和扁桃基因异地保存库，对天然居群的遗传结构、种质资

源的遗传多样性水平等进行了系统研究，筛选出了一批具有良好产业化前景的

优良无性系；通过高效栽培技术集成，重点解决了仁用杏和扁桃生产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研发了仁用杏系列功能产品。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

（1）营建了国内外最大的仁用杏异地保存库，收集保存了仁用杏和扁桃等

种质资源 1300 余份；建立了完善的仁用杏表型、经济性状、品质和分子标记

种质资源评价技术体系；筛选出了经济性状突出、花果期抗倒春寒能力强、树

体抗冻性突出、具有特殊性状的种质资源，并构建了由 300 余份种质组成的核

心种质库。

（2）长期育种工程取得重要成果。首次建立了由 100 余份种质组成的高产、

高油、高蛋白、高苦杏仁苷、高出仁率、大仁、薄壳、以抗（避）倒春寒为目

标性状的育种群体，以高产、优质、抗（避）寒、自交亲和为育种目标，采用

实生选择、杂交育种、无性系选育、诱变育种等方法，选育出仁用杏优良无性

系 60 余个，仁用杏良种 6 个，单产比主栽品种提高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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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效栽培技术研究成效显著。针对仁用杏生产中易受倒春寒危害而严

重影响产量的突出问题，建立了仁用杏抗（避）倒春寒栽培集成技术体系，包

括以“适地适树”原则，对“三北”地区仁用杏适宜栽培区进行了系统区划，

建立了仁用杏倒春寒预警模型；为有效避开倒春寒，研发了仁用杏推迟开花技

术，可推迟仁用杏花期 7~15 天；采取防冻措施，研发了仁用杏抗冻剂，有效

降低了花果期倒春寒的危害；研发了仁用杏采果后“灌水 - 施肥”技术，有效

提高了树体抗冻性；建立了仁用杏组培苗快繁技术体系；研究出了仁用杏叶片

无损营养诊断方法及其精准施肥技术；建立了仁用杏标准化集约化高效栽培模

式，规模化栽培杏仁产量突破了 90 公斤，比对照高出 4 倍以上，每亩收入达

4000~6000 元。

（4）综合开发利用研究取得新突破。仁用杏种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优质

植物蛋白，果肉富含维生素、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产业化开发潜力巨大。通过

系统研究仁用杏功能成分及其功效，研发出系列纯天然绿色功能产品，包括仁

用杏杜仲高保湿滋润霜、护颈乳液、按摩油、沐浴露、洗发露、面膜等系列化

妆品以及仁用杏、杜仲、长柄扁桃高档配方食用油，营养杏仁豆腐，美容杏仁

蛋白饮料，仁用杏果醋、仁用杏果酒等功能产品，大大提高了仁用杏附加值及

其综合效益，为促进仁用杏产业健康发展，推动“三北”地区生态经济建设、

贫困农村经济发展和精准扶贫，加快“一带一路”绿色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经济林中心：朱高浦）

干化对粗枝云杉体胚萌发能力影响的蛋白质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干化是指在体细胞胚胎（体胚）萌发之前，将其放置在一个相对干燥的环

境下，使其在一定限度内丧失水分而进入生理成熟状态。为揭示干化对针叶树

体胚萌发能力影响的分子调控机制，中国林科院王军辉研究员率领的针叶树育

种创新团队，利用高度同步化的粗枝云杉体胚为材料，研究了不同时间干化处

理下粗枝云杉体胚的蛋白变化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粗枝云杉体胚的萌发率在不同时间干化处理下差异显著，

其干化 0 天和干化 14 天的萌发率分别为 4.67% 和 56.83%。进一步利用同位素

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技术（iTRAQ）分别对干化 0 天（D0）、干化 7 天（D7）、

干化 14 天（D14）以及干化 7 天后萌发 1 天（G1）的粗枝云杉体胚蛋白质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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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共鉴定到 2773 个蛋白和 636 个差异蛋白，其中 66 个差异蛋白关联到

抗逆性。

在粗枝云杉体胚干化过程中，这些胁迫相关蛋白主要涉及渗透作用、内源

激素、抗氧化、分子伴侣、防御、嘧啶代谢等。差异蛋白 GO 富集分析表明，

D7 相对于 D0 的生物功能归类主要集中在胁迫响应、乙醛酸循环、几丁质代谢

和刺激响应；D14 相对于 D0 生物过程主要归为光合作用，包括光合电子传递、

光反应、叶绿素合成、四吡咯生物合成、卟啉化合物合成等；D14 相对于 D7
的生物过程主要归为光合作用；而 G1 相对于 D7 的生物过程主要为细胞通讯、

DNA 包装、染色质组装、小分子代谢过程等。蛋白的差异倍数分析表明，与

D0 阶段相比，水通道蛋白 TIP2-1、防御相关蛋白、抗氧化蛋白等胁迫相关蛋

白在 D7 和 D14 阶段显著上调，而光合作用相关蛋白在 D14 阶段显著上调。这

些胁迫相关蛋白促进了粗枝云杉体胚从形态成熟向生理成熟转变，进一步在弱

光下诱导光合作用并萌发。水分、脱落酸（ABA）、生长素（IAA）和双氧水（H2O2）
含量的生理测定，也验证了粗枝云杉体细胞胚胎在干化过程中受到水分不足的

胁迫。本研究结果在 SCI 收录期刊 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影响因子：6.09）
上发表。（林业所：王军辉）

“经营单位级森林多目标经营空间规划技术”成果荣获 2015 年度第六届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由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张

会儒研究团队主持，与国内 2 个森林

经营单位进行合作，共同完成的“经

营单位级森林多目标经营空间规划

技术”成果荣获 2015 第六届梁希林

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该技术成果以

森林经营单位（林场）为对象，以实

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统筹协调三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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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FPS构建百花林场多目标有约束森林经营规划

益为原则，选择蓄积量、森林面

积、碳储量、生态演替、采伐量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以森

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二类

调查数据）为数据源，结合森林

蓄积量生长模型，采用启发式优

化逐级搜索算法进行森林经营多

目标空间优化，提出经营单位未

来 10 ～ 200 年的多目标经营规

划方案。集成开发的经营单位级

森林多目标经营规划决策系统（CFPS），利用各种林分收获预测模型对林分因

子进行时时更新，并预测林分未来的生长状况，为林业生产单位提供林分各个

生长阶段的多目标经营决策信息和方案。

首次建立了基于郁闭年龄约束的天然林多目标空间规划模型，为森林多目

标经营规划方案的优化提供了快捷、使用的工具。该技术成果首次采用启发式

优化逐级搜索算法，进行森林经营多目标空间优化，使优化计算的时间大大缩

短。提出了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生长模型相结合的采伐方案动态模拟方法，

以生态采伐和空间规划技术为支撑，模拟林分从生长初期到成熟各个阶段的生

长状况，并确定林分采伐的优先级。根据优先级模拟了确定某一林分的采伐量、

采伐强度、采伐时间及采伐方式，根据林分的生长模型来预测各个阶段林分的

生长状况，进而为生产单位提供多目标经营决策方案。

成果在吉林省汪清林业局、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得到了推广应用，根

据规划预测，经过多个经营周期后总蓄积量分别增加了 7.75% 和 329.68%，森

林覆被率分别增加了 1.58% 和 0.36%，森林生物量增加了 59.75 和 87.65%；降

低了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成本 50% 以上；提高了科学编制森林多目标经营规划

的效率 30% 以上。（资源所：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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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解气化热炭联产技术荣获 2016 年度蓝天奖

由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

所蒋剑春研究员带领的生物质能源创

新研究团队研发的科研成果“生物质

热解气化供热多联产炭材料综合利用

技术”，经过国际技术专家团队层层

筛选和严格评估，从全球近百个参选

技术中脱颖而出，荣获“2016 年度全

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具投资价值的领

先技术蓝天奖”。

本成果是将生物质原料通过热化

学转化方法，制得生物质燃气和生物

质炭，实现活性炭生产过程的热能自

给，生物质资源得到高值高效综合利

用，显著提高生物质能源技术项目的

整体经济性。本成果首创了锥形流化

蓝天奖汇报

蓝天奖颁奖合影

床生物质气化技术与设备，运行稳定，操作弹性大；首次实现了利用生物质气

化过程联产高碳含量固体炭产品的优化耦合生产技术，提高了生物质气化技术

应用的经济性，为生物质能源转化综合利用开拓了新途径；研制了活性炭生产

过程热能自循环工艺，替代燃煤供热，提高了活性炭产品质量；建立了世界上

首套最大规模利用生物质燃气供热的 5000 吨化学法活性炭示范生产线；创新

集成农林生物质热解气化技术与装备，成功在国内 20 多个企业产业化应用，

并从 2007 年起 10 多套产品出口到国外，系统生产线进行了长期的示范运行；

在生物质气化供热应用于活性炭生产、气化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炭产品应用等方

面，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赢得了国际市场。

“蓝天奖”是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商务部中国国际技术交流中心、深

圳市人民政府、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一项高规格国际评选活动，旨在引导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规

模化应用，以缓解常规化石能源供应短缺以及温室气体效应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是绿色环保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指标性评估奖项之一。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该

奖项征集范围限于清洁能源利用领域的技术，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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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创新技术在节能减排、生态环保领域的创新应用，其参与评选的评委全

部来自世界各地的权威专家。本届在深圳举行，获奖技术将通过网站、快讯、

出版物等新闻媒体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网络向全球进行推广。（林化所：

孙云娟）

科技支撑

树状月季参展获奖

2016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    世界洲际月季大会

内有温室大棚 1350 平方米，品种月季采穗圃 10 多亩（月季品种 40 多个）。现

有树状月季砧木 6 万多株，树状月季成品苗 5000 多株，是开展科学试验研究、

特色苗木扩繁及示范推广的重要基地。

近年来，树状月季多次参展，先后参加了 2011 年第二届中国国际林业产业

博览会、2011-2013 年北京园林绿化行业新技术新材料推介会、北京第三和第

四届月季文化节和 2012-2014 年全国和北京的科技周活动，得到业内专家、生

产者和爱好者的关注和好评。2013 年 5 月，树状月季喜获园博会花卉专业展三

个金奖。2014 年 5 月，华林中心受邀参加第六届中国月季花展，树状月季喜获

盆栽精品月季展特别金奖。

2016 年 5 月 18 日，参加 2016 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暨第 14 届世界古老月

季大会、第七届中国月季展。展出的产品主要为盆栽的多色树状月季、抗寒树

状月季、树状观果玫瑰和砧木。其中树状观果玫瑰在 200 多件参展作品中脱颖

而出，喜获精品月季盆栽（盆景）银奖。5 月 31 日，参加 2016 唐山世界园艺

博览会国际精品月季竞赛。参展作品是以大花、丰花和抗寒月季品种嫁接成型

树状月季由中国林科院华北林业实

验中心研发与生产，经过多年的不断努

力和摸索，根据北方气候特征，搜集了

优良树状月季砧木和丰富的月季接穗品

种，形成了繁育技术体系，2010 年，

建立了房山琉璃河树状月季产研基地，

形成了从砧木培育到成品树月季整套生

产流程，建成了华北地区最大规模的树

状月季生产基地。基地占地 100 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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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湛江桉树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研究稳步进行

依托我院桉树研究开发中心建设的“广东湛江桉树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

测研究站”( 简称“广东湛江桉树站”)，于 2009 年 9 月国家林业局批复成立，

2012 年 3 月建成投入观测。目前已建成水量平衡场 6 个，小型三角测流堰 1 个，

地表径流场 3 个，地下水位测井 1 眼，综合观测塔 1 座，植物样地和碳通量观

测场各 8 处，土壤和雨量监测点各 12 个。拥有气象、土壤、植物生理等观测

设备 25 台 ( 套 )，其中进口仪器设备 13 台 ( 套 )。其目标是：通过多学科交叉、

多指标综合的长期定位研究，揭示桉树经营与环境资源的互动响应机理，确定

环境资源对桉树人工林的承载容量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维持机制，有针对性的

提出合理调控措施，科学发挥桉树战略树种的作用。

广东湛江桉树站现有生态站站长、常务副站长 1 名，合同制专职生态站运

行工作人员 2 名，专职实验室实验员 2 名。在完整轮伐期内各林龄、不同经营

模式以及不同立地条件下的桉树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水文过程、林地土壤肥

力动态变化、生态系统碳储量和土壤碳通量、林下植被及微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开展了定位监测和研究。

3 年来，作为科研基地先后承担了桉树大径材培育、桉树人工林生态经营、

桉树人工林生态水文、桉树林下食用菌栽培和桉树人工林碳汇等方面的国家行

业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48、农业成果转化、广东省地方标准、拜耳公司

国际合作和广东省林业科技创新等项目 10 多项，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二

等奖 1 项、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5 项，对 1-5 年生桉树林分的生长耗水特征、

林分碳储量分配格局和桉树林生态系统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开展了深入研究，

并将在此基础上对桉树人工林生产力、生态功能及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开展

深入研究和探讨，为桉树人工林生态系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重要科

技支撑。发表桉树学术论文 20 余篇，培养硕士研究生 5 名，接待国内外同仁参

观访问 10 次以上，国际学术会议报告 1 次。（桉树中心：杜阿朋）

创新平台

的盆栽树状月季和盆栽树状月季砧木。6 件作品从 57 家参展单位 246 件作品中

脱颖而出，喜获盆栽月季类金奖、铜奖和新品种及创新类银奖各一项。（华林

中心：董辰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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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队伍

王忠明：林业信息网络、数字图书馆和知识产权管理专家

王忠明，中国林科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林业局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二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

入选专家，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六届

理事会理事，中国林学会林业情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业信息数据标准

技术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林业信息资源管理、情报检索、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技术、数

字图书馆、数据可视化、林业知识产权和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项、国家科技攻关子专题、林业公

益性行业科研专项、948 项目、中国工程院项目、国家林业局重点项目等 25 项。

曾获国家科委 " 全国科技信息系统优秀成果 " 二等奖 1 项、林业部科技进步三

等奖 3 项，其中 1 项为主持人，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7 项，参编专著 13 部，

发表论文 20 多篇，主持或参与的多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应用。2001 年被

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2009 年被评为“全国林业信息

化工作先进个人”，2013 年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先进工作者”。

具体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有：

1. 林业科技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开展林业信息资源管理、数据共享和网络技术研究，1985 年开始从事林业

科技文献库的建设，负责《中国林业信息网》的建设和组织实施，建成了林业

行业云数据中心。系统收集和整理了国内外与林业相关的主要科学数据和文献

资料，建立了以共享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和数据质量保证体系，解决了网络平台

不同类型、结构数据库的建库技术和检索方法、数据库分级分类管理和全文检

索等关键技术，建成了 70 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林业科技信息数据库群，

累计信息量已达 800 多万条。1998 年建成并开通的《中国林业信息网》已成为

了国内林业行业中信息量最大的权威性行业网站。

2. 林业数字图书馆建设

开展馆藏文献资源合理配置和林业科技文献保障体系研究，加强中国林业

数字图书馆建设，遴选并引进了 26 个国内外林业数据库资源和 850 多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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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外文学术期刊，建立了统一资源整合服务平台，解决了异构林业数字资源的

整合和检索等关键问题，提供实时原文传递服务，读者通过 E-mail 可随时随地

快速获取所需文献。2013 年建成并开通林业移动图书馆 APP 应用，实现了林

业行业用户和读者均可通过智能手机、iPad 等移动终端来浏览、下载和阅读图

书馆丰富的国内外林业数字资源，提供面向科研一线的林业数字资源保障与服

务。

3. 开展林业知识产权研究

开展国内外林业知识产权相关政策研究，参与《国家林业局关于贯彻实施

<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 的指导意见》、《全国林业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 )》的编制工作，为林业知识产权政策制定和国际履约提供技术

支撑。开展林业重点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数据统计和专利情报分析工作，建

立林业专利预警分析系统、预警指标体系和应急机制，出版相关专利分析报告。

积极探索林业行业的专利导航工作机制，完善林业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库，负责

建成了林业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4. 构建林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

承担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项目“林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建

设任务，开展林业信息资源组织、知识挖掘、关联打通和数据可视化等关键技

术研究，以林业元数据知识仓储为基础，整合林业行业丰富的科学数据和信息

资源，建成林业科技大数据平台。开发林业知识的深度搜索、学科导航、知识

链接、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和可视化分析等服务功能，实现基于语义关联的

知识发现服务，建成公益性、开放的林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提供全面、便捷、

智能的多维度林业知识服务，将为用户从整体上掌握学术发展趋势，洞察知识

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发现高价值学术文献，激发创新灵感提供高效而权

威的学习和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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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岐：大力发展林业循环经济，推进现代林业发展

 

专家建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循环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动建立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对新时期循环

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分析总结我国林业循环经济发展现

状，发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 制度框架

不健全；2．理论研究滞后；3.技术支撑体系薄弱；

4. 示范工程少；5. 林社会支撑体系不健全；6. 相
关教育与宣传体系尚未建立等。为此，全国政

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林科院森环林保所专家杨忠岐建议：

1．完善林业循环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建设林业循环经济制度和政策保障

体系。研究制定发展林业循环经济的支持政策和配套政策，出台“国家林业局

发展林业循环经济的意见”，编制“全国林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指导全国

林业循环经济发展，为林业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撑。

2．以林业循环经济重点领域为突破口，实现林业循环经济快速发展。包括

推进林下经济、林地资源集约节约和高效利用，推进林业生产加工利用减量化、

林业废弃物和废弃林产品资源化和循环利用、推进清洁生产、拓展和构建林业

循环经济复合产业链等为林业循环经济重点工作领域，推进林业节能减排，推

动林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林业循环经济发展。

3．加强林业循环经济技术研究，建设林业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加强林

业循环经济新技术研发和试验示范。重点开展城市园林废弃物综合利用新技术

研究、林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新技术开发，开展木、竹、藤等林业废弃物进行热、

电、油、林化产品等生物质联产技术研发，研发林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废旧木

材生产生物质材料、生物质能源等新技术，研发环保低毒无甲醛胶黏剂制造与

应用技术，开展林产工业绿色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集成体系。

4．加强林业循环经济示范工程建设，培育龙头企业，推动林业循环经济发

展。开展林业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示范园区、示范农户评比工作，树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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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示范引领效应。引导各类投资主体积极投入到林业循环经济领域，培育壮

大林业循环经济骨干企业；鼓励农民兴办林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林场、家

庭林场等多元化、多类型的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力度，

提高农民发展林下经济的组织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5．建立林业循环经济交流平台，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社会支撑体系。成立中

国林学会林业循环经济委员会，搭建交流沟通平台，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学科

发展，组织重大林业循环经济科技问题调研、论证，推动林业循环经济研究。

建议开展中国林业循环经济发展现状普查，建立林业循环经济信息平台和网站，

摸清林业循环经济发展家底，提升林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6．加强林业循环经济宣传教育，提高林业循环经济发展重要性认识水平。

对重点产业集群，开展清洁生产技术培训，提升产业环保水平；加强对林农和

林业企业循环经济理念的教育，提高林农和林业企业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

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意识。

7．建立森林产品环境认证与绿色消费体系。建立人造板和家具等林产品认

证制度，建立绿色监督管理体系，绿色评价认证体系，实行绿色产品环境标志

和市场准入制度，保障人民健康和实现绿色消费；宣传绿色消费价值观，推广

绿色林产品，通过严格的标准限制淘汰非绿色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