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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杜仲新品种及良种选育取得新突破

为解决我国杜仲良种储备严重不足，影响杜仲产业快速发展等问题，中国

林科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副主任杜红岩研究员率领研究团队主持选育出了

‘华仲 11 号 -15 号’5 个杜仲新品种，并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这是我国第一批

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杜仲新品种。选育出的‘华仲 16 号 -18 号’3 个果用杜仲

良种，通过了河南省林木良种审定。截至目前，团队开展杜仲良种选育工作已

经 20 多年，选育出高产杜仲橡胶、亚麻酸油等果用良种 9 个，为我国杜仲良

种果园示范基地建设提供了优良的种质资源。在此介绍杜红岩团队选育出的 5
个新品种及 3 个良种。　

‘华仲 11 号’：雄花用杜仲良种，早花、高产、稳产，雄花量大，盛花期

每公顷产鲜雄花 4.3-4.8 吨；加工性能好、雄花茶加工品质高；适于建立杜仲雄

花茶园和叶用林兼用基地。

‘华仲 12 号’：观赏型和叶用杜仲良种，叶红色，叶片绿原酸含量高，高

可达 4.9%；适于营建雄花、叶兼用丰产园及作为城市、乡村绿化树种。

‘华仲 13 号’：观赏型杜仲良种，树冠呈圆头形，冠形紧凑，树叶稠密，

分枝角度小。材质硬、抗风能力强；适于营建叶用密植园及作为城市、乡村绿

化树种。

‘华仲 14 号’：果用杜仲良种，果实单果重超过普通杜仲 1 倍左右。早实、

高产，盛果期每公顷产果量 2.9-3.8 吨，果皮含胶率和种仁亚麻酸含量高，适于

        ‘华仲12号’杜仲新品种（红叶）                 ‘华仲17号’硕果累累



3

第 1期

营建杜仲高产果园和果药兼用丰产林。

‘华仲 15 号’：枝条半木质化后木材逐渐变红，成材后木材呈红色或浅红

色，是生产高档家具的上佳材料；速生，嫁接苗当年苗高可达 3.8 米，年胸径

生长量可达 1.5-2.5 厘米，主干通直，材质硬，抗风能力强；是优质用材林基地

建立，以及城市绿化和农田林网栽植的良好树种。

‘华仲 16 号’：果皮含胶率 16.5-18.0%，种仁粗脂肪含量 28.0-32.0%，其

中亚麻酸含量 58.0-62.0%；早实、高产，盛果期每公顷产果量达到 2.3-3.8 吨；

适于营建杜仲高产果园和果药兼用丰产林。

‘华仲 17 号’：果皮含胶率 16.0-17.5%，种仁粗脂肪含量 30.0-32.0%，其

中亚麻酸含量 59.0-62.0%；抗寒、早实、高产，盛果期每公顷产果量达到 2.5-3.5
吨；适于营建杜仲高产果园和果药兼用丰产林。

‘华仲 18 号’：果皮含胶率 17.0-18.5%，种仁粗脂肪含量 27.0-30.0%，其

中亚麻酸含量 58.0-60.0%；早实、丰产，果皮含胶率高，盛果期每公顷产果量

达到 2.6-3.9 吨。

‘华仲 11-15 号’新品种及‘华仲 16-18 号’良种，均具十分特殊的经济性

状和良好的产业化开发前景，新品种权及良种的获批，有助于我国杜仲新品种

规模化示范和依法依规推广，推动我国杜仲良种化进程，加快我国杜仲产业可

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林中心：秦玥）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

“农林生物质定向转化制备液体燃料多联产关键技术”成果

荣获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由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牵头，联合国内两家单位，历经近 10 年

的合作攻关，共同完成了“农林生物质定向转化制备液体燃料多联产关键技术”

研究，其成果荣获了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该成果创新研究了降解产物定向调控、连续酯化和酯交换、多联产高值化

利用等关键技术与装备，创制出了生物质液体燃料和燃油添加剂、酚醛泡沫以

及生物基增塑剂等生物基产品，实现了农林生物质资源的能源化和高值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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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该成果发明了连续酯交换专用催化剂和氧化降解木质素改性酚醛泡沫材料

的连续化制备和生物柴油双键结构组分非均相催化聚合等关键技术；首创了植

物油脂自催化酯化降酸值、催化酯交换和温敏减粘高效分离等连续化制备生物

柴油工程化集成技术；首次成功开发出木质素改性酚醛塑料和高闪点增塑剂等

生物柴油连续化生产线

生物基新材料工程化技术；首次

成功开发出规模化应用的工程化

成套关键技术。创新研发了农林

生物质热化学降解产物的定向调

控技术、液体燃料联产高值化生

物基新材料关键技术，创制了定

向调控产物分子结构及分子量的

催化降解技术、连续酯化和酯交

换制备液体燃料的关键技术、连

续酯化耦合精馏分离制备富烃燃

油及燃油添加剂关键技术。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 47 件，发表论文 189 篇，其中 SCI、EI 收录 84 篇。建成年产 10
万吨生物柴油、国内首条年处理 8 万吨木质纤维制备乙酰丙酸及其酯、全球最

大富烃燃油，以及国内外首条年产 6 万立方米木质素酚醛泡沫等多条生产线。

成果已在我国江苏、浙江、山东、内蒙古、安徽等地区得到了推广应用，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林化所：徐俊明）

助力黔东南州生态建设与林业产业脱贫攻坚

	

黔东南州是贵州省生态建设和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为满足黔东南州建设

“有机大州”，建成“农文旅示范区”、“大健康示范区”和“现代林业示范

区”的“一州三区”林业战略定位科技需求，助力区域生态建设和精准扶贫，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与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签订

了《贵州省黔东南州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科技合作书》。作为黔东南州人民政

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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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实施“生态立州”、“旅游兴州”

战略的技术依托单位，亚林中心

在林业生态建设、林业精准扶贫、

高产油茶楠竹建设、名贵珍稀树

种培育及绿化苗木繁育、精品干

鲜果、林下种养殖、林业人才培

养等方面担任科技顾问，并针对

黔东南州林业发展等有关重大战

略问题提供决策建议。

亚林中心与黔东南州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特别是在油茶良种繁育与高产

栽培方面保持着长期合作。在贵州黎平，亚林中心建立了油茶高产示范林300亩，

开办油茶丰产栽培技术等培训班，培训农村技术人员 250 余人次，加速了当地

林业专业人才的培养进程，对黔东南州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亚林中心：厉月桥）

创新平台

我国第一个桉树基因库

作为重要的外来林木树种，桉树种质资源在我国的保存具有重要意义，为

使桉树种质资源满足遗传育种的需要并长期稳定保存，国家林业局桉树中心于

2010 年承担了国家林业局下达的“南方国家桉树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

该项目种质资源保存的最主要方式为资源保存林，以林木形式保存和测定

遗传材料；另外，辅以冰箱保存为主的离体资源，保存种子、外殖体、花粉等

遗传材料。项目的资源保存林主要位于 3 个省的 4 个地点。地点主要根据树种

的气候要求选定，同时考虑地点的桉树发展前景。其中，广东点主要保存尾叶桉、

巨桉、粗皮桉、细叶桉、赤桉等适应南亚热带的重点树种；云南点主要保存邓

恩桉、史密斯桉和本沁桉及蓝桉等能忍耐冬季较低温度的树种；福建点则是夏

季湿热气候地区的耐寒树种，重点保存邓恩桉、柳桉、巨桉、本沁桉等。重要

树种的保存材料几乎均为家系，每个树种约 200 份家系。而潜力树种主要为种

源，每个树种 5 个种源。整个项目共收集和保存了 14 个树种，约 3000 份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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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青 :聚焦木材提质优化研究

王小青，博士，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欧盟玛丽居里学者奖学金获得者。；为《Advanced Materials Interfaces》、《RSC 

营造保存林 105 公顷。

该库的种质资源，除了大部分引进澳大利亚原产地等资源，还充分利用了

我国已有的驯化和改良基础，保存的资源既有未经改良的野生资源，也有第 2、
3 个世代的改良材料。在树种选择上，包括已在我国林木生产上的重要树种，

也包括证明在我国具有潜在种植价值的树种。在每个树种资源的数量设计上，

至少满足 2 个世代改良的需求。该库已于 2014 年完成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

资源类型完善、保存系统的桉树基因库，其主体已经投入使用。目前，以该库

为资源依托的研究项目包括：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林业公益项目、国家林

木资源平台运行项目、863 项目、948 项目等 10 余项。（桉树中心：罗建中）

科技队伍

Advances》、《Holzforschung》等国际期刊审

稿专家。

主要从事木材细胞壁基础性质及功能性改

良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

国家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基金 1
项，中央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 3 项。目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

文 3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Journal of Royal Society Interface》、《Annals 
of Botany》、《RSC Advances》、《Holzforschung》、
《植物学报》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8 篇，累计影响因子 32，累计 SCI 引用超过

150 次。曾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二等

奖、梁希林业科学技术一等奖、茅以升木材科学与技术一等奖、中国林学会梁

希青年论文一等奖、美国木材科学与技术学会 “George Marra”优秀论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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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奖项。获国家林业局认定成果 2 项。

近年来，围绕木材细胞壁基础性质及功能性改良研究方向开展研究，主要

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1、提出竹纤维细胞壁结构和力学适应性机制。首次应用高分辨率拉曼光谱

原位成像技术，成功获得毛竹纤维细胞壁化学成分（纤维素、木质素）分布以

及纤维素大分子取向信息，成功解析了竹纤维次生壁多壁层结构；系统研究了

竹纤维与木材管胞的力学性能、细胞壁纳米结构及化学组成，揭示了竹子具有

优良刚度与韧性的微观机制，提出竹纤维多壁层结构的形成，很可能是对竹子

缺乏次生分生组织的一种结构补偿。

2、开展仿生功能性超疏水木材研究。针对木材耐水性差以及因吸水而导致

的干缩湿胀、生物降解等问题，提出将纳米自组装技术应用于木材性质改良，

赋予木材超疏水、自清洁、防污等功能。以性能稳定的纳米二氧化硅为无机填料，

以具有粘结功能的透明聚合物（环氧树脂、有机硅油）为有机基质，采用工艺

简单的浸渍涂膜法，在木材表面成功构建具有可控微 / 纳米结构的有机 - 无机

杂化超疏水膜。制备的超疏水膜，具有良好的自清洁、耐磨性、耐水洗、耐高湿、

耐光老化以及耐酸碱腐蚀等性能。超疏水木材有望应用于浴室装修、园林景观

建筑、木栅栏、露台地板等场合。

3、提出木材光变色纳米防护新思路。针对室外用木材因太阳辐射等气候因

子的老化作用而导致的表面性状和品质劣化的问题，系统研究了光老化过程中

木材表面解剖构造、化学组分变化规律，揭示了木质素的降解、羰基类物质的

生成等复杂的光氧化反应过程与木材光变色的内在联系，指出木质素的光化降

解是导致光变色发生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纳米二氧化钛、二氧化硅为

无机填料，以有机聚合物为包覆材料，在木材表面构建有机 - 无机复合防老化

涂层，利用无机纳米粒子优良的紫外线吸收 / 散射能力，改善木材的耐光老化

性能。研究结果对于木材光变色的防治和色泽保护，以及实现木材的高效利用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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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清：提高单木枯损率预测精度

张雄清，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截至目

前，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青年基金 1 项、中央公益性科

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3
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加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林业公益性行业专

项、林业行业标准项目等多项

课题，参与制定标准 2 项，参

编著作 3 部。近 5 年，以第一

作者发表论文 24 篇，其中在

《Climatic Change》、《Forest 

Science》、《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Canadian Journal of Forest 
Research》等林业国际主流 SCI 期刊发表论文 11 篇，累计影响因子 26.621，最

高影响因子 4.622，EI 收录论文 1 篇。受理发明专利 1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2 项。

作为主要完成人为《Forest Science》、《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林业

科学》等期刊审稿人。2013 年，获得中国林科院优秀博士论文奖。

近年来主要从事杉木人工林培育、森林生长模型模拟及森林对气候变化的

响应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原创性成果如下：

1、杉木人工林生长及贝叶斯法研究

首次通过贝叶斯平均模型法，解决杉木林分断面积预测的兼容性，同时利

用贝叶斯平均模型法方差结构分析和评价了杉木林分断面积模型内和模型间的

不确定性，发现不同的模型结构是导致杉木林分断面积估计不确定性的主要原

因；利用贝叶斯法构建杉木人工林树高生长、树高曲线、生物量模型，提高杉

木生长模型估计精度。利用不同气候区的杉木密度试验林，构建杉木自然稀疏

分段回归模型，证实自然稀疏线在不同密度之间差异不显著，发现北亚热带杉

木最早进入自然稀疏，而且自然稀疏线斜率最大，中亚热带江西和福建两地的

杉木自然稀疏规律相似，而南亚热带广西凭祥与中亚热带的杉木自然稀疏线斜

率差异不显著，但稀疏线有一定的差异。其研究成果为杉木人工林经营管理提

供了较好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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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森林动态模型研究

针对单木水平、林分水平和分布水平三类生长模型的耦合问题，以及枯损

模型、进界模型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率先将组合预测方法成功应用到林分模型、

单木模型和分布模型三类模型的耦合中，保证了林分变量预测的兼容性，同时

结合利用解聚法调整单木枯损率预测，提高单木枯损率预测的精度；成功把零

膨胀模型应用到林木进界或枯损上，解决了间隔生长调查期间，样地林木的进

界或枯损株树多的问题，同时也克服了两阶段法需要通过一个概率阈值将其转

化为二分类变量才能判断枯损与否的问题；利用可变生长率法构建单木年生长

预测模型，克服了森林资源清查很难准确提供森林年生长量和年枯损量的问题。

开发了林分动态变化模型系统软件，并取得软件著作权。

3、森林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

首次利用固定样地数据分析北京地区森林枯损率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发现

北京地区的森林枯损率无论是在不同纬度还是在不同树种中都随着气候变暖、

干燥指数增加而增加，该研究为分析北京地区森林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参考；

其次，研究了加拿大北方针叶林枯损对虫灾的响应，发现森林虫灾是导致加拿

大东部北方针叶林枯损的主要原因。而且随着气候变暖，干燥系数增加，森林

枯损率减少，同时还发现随着气温增加，森林虫灾发生概率减少。

张于光：弥补中国雪豹种群遗传结构研究空白

张于光，博士，副研究

员，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

与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区与生

物多样性学科组专家，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和科技部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评审专家；科技部“中

国 -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交流

合作项目成员；科技部“适应

气候变化国家科技战略”编写

组成员；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神农架金丝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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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生物学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Scientific Report》、《BMC 
Microbiology》、《生态学报》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1 项、院所长基金项目 4 项；作为核心技术

骨干，参与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建设项目等多个课题。以第一作者 / 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在

《Molecular Ecology》、《Scientific Reports》、《Microbial Biotechnology》 等

SCI 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影响因子累计超过 60，其中 4 篇影响因子超过 5.0；
累计被引用超过 200 次；主编著作 2 部，参与编写著作 6 部；2014 年获得中国

林科院“第四届杰出青年”称号。

目前主要从事分子生态学和保护遗传学研究。主要研究工作和成果包括：

1、引进和应用国际最新微生物功能基因芯片技术，构建土壤微生物生态学

研究技术体系，同时从物种和功能基因的角度探讨不同尺度的土壤微生物分布

格局和形成机制。研究中，引进和应用了微生物功能基因芯片技术和分子生态

网络分析技术等宏基因组学方法，选择湖北神农架、青海三江源、云南高黎贡山、

海南尖峰岭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区域，从物种和功能基

因角度，开展了水平尺度和垂直尺度土壤微生物的分布格局和形成机制研究；

研究表明，微生物的物种多样性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而功能基因多样性没

有显著的海拔梯度变化；土壤温度对不同海拔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有显著影响，

而土壤酸碱度可能是控制水平尺度微生物分布的主要因素。     　　　　

2、首次建立了 E110O 为中心的天然阔叶林纬度梯度样带，初步揭示了森

林土壤微生物的区域特异性和潜在功能的冗余现象。在我国地形的第二阶梯和

第三阶梯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初步建立了以 E110（±2）°为中心，从内

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海南岛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天然阔叶林

纬度样带，共涉及近 30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涵盖有多个森林生态定位站，

并初步完成了植物样方调查、土壤采集、理化性质和微生物分析等工作，为进

一步开展土壤微生物 - 植物 - 动物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基础。在纬度梯度样带上，

利用高通量测序和微生物功能基因芯片等宏基因组学研究技术，研究了土壤细

菌和微生物功能基因的分布特征，结果发现森林土壤细菌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异

性，主要受到气候和地理距离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土壤微生物的潜在功能在

纬度样带上具有明显的功能冗余现象，可能主要受到土壤的理化性质的影响。

3、初步揭示了森林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土壤碳、氮循环生态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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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植被演替过程中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对土壤碳、氮循环生态功能

的影响。研究发现，灌木林土壤较针叶林土壤具有更好的硝化作用功能基因，

氨化作用功能基因较低。氮循环相关微生物功能基因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土壤

的氮循环生态功能；天然次生林较成熟林土壤具有较高的碳降解和氮循环相关

功能基因。研究表明，天然次生林土壤可能存在较强的碳氮代谢活动。

4、建立了基于非损伤性 DNA 濒危动物保护研究技术，开展了雪豹、金丝

猴和金丝野牦牛等物种的保护遗传学研究，直接指导了这些物种的保护和管理。

研究建立了基于粪便、毛发、陈旧皮张等非损伤性取样的 DNA 提取技术，并

利用 mtDNA 测序和微卫星 DNA 标记技术，进行了雪豹的种群调查和遗传多样

性研究，弥补了中国雪豹种群遗传结构研究的空白；利用 mtDNA 测序对西藏

地区新发现的金丝野牦牛群体进行遗传分类地位研究，为确立金丝野牦牛的保

护价值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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