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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人工林溃疡病研究为其防控提供实践指导

科研动态

病原菌L. theobromae在桉树不同无性系A、B、C、D上产生不同长度的病斑

葡萄座腔菌科真菌包含许多重要的林木病原菌，具有地理区域和寄主范围

分布广的特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该科包含 23 个属近 200 个物种，其中许

多物种是引起桉树人工林溃疡病的重要病原菌，给桉树人工林健康生长带来不

同程度的威胁。

为揭示该病原菌在我国桉树人工林中的物种多样性、致病性，并选育出抗

病桉树无性系，针对桉树及部分邻近树种的溃疡病，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

中心（简称“桉树中心”）森林病理研究组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省（区）

共 22 个样点，进行了病害调查和感病材料采集。根据病害发生地严重程度以

及菌株特性，选择了 105 株代表性菌株进行物种鉴定和致病性研究。根据基因

序列的系统发育学分析，结合形态学特征，进行分类鉴定，共鉴定葡萄座腔菌

科物种 12 个，包括 6 个描述命名新种。为评估该真菌对桉树的致病性并选育

抗病无性系，研究组在华南地区广泛种植的多个桉树无性系上，进行了致病力

测试。结果表明，鉴定的 12 个物种对桉树均具有致病性，Lasiodiplodia 属病原

菌的致病性最强。同时，不同桉树无性系的抗病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对葡萄座腔菌科的 3 个常见属进行了全面的系统发育学分析，针对

我国林木葡萄座腔菌科真菌，提交了 670 条基因序列到国际公共数据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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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加强了对我国葡萄座腔菌科病原菌物种多样性的认知，为桉树人工林溃

疡病的防控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指导。本研究成果在 SCI 收录期刊 Persoonia 上

发表。                （桉树中心　李国清）

重要树种种质资源保存与可持续利用关键技术弥补国内短板

林木种质资源是维系国家生物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是国家生态建

设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由于人口、环境、经济等问题，我国林木种质资源

及其遗传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或丧失。

世界各国政府都从战略高度来重视作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收集保存工作，

相继建成了本国的种质资源体系，以提高保护与利用的效率和效果。我国林木

种质资源保存工作起步相对较晚，种质资源研究体系仍然存在一些技术短板，

缺乏长期保存设施以及相应的长期保存技术与方法，亟待建立国家林木种质资

源安全保存体系。对此，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郑勇奇研

究员率领林木种质资源研究团队，开展了“重要树种种质资源保存与可持续利

用关键技术”的研究项目。

研究综合多树种的特征特点，以高效保护、评价和利用林木种质资源多样

性为研究目标，从调查、收集到评价、保存与利用，对种质资源体系进行了系

统性研究，取得了以下重要进展：

（1）收集了国槐、皂荚等 29 个树种共 4418 份种质资源；对血皮槭等 13
个树种进行了种质资源评价，并提出了血皮槭原地保存的优先保护区域；在毛

红椿天然群体遗传多样性分布格局研究基础上，制定了其遗传多样性取样策略，

解决了椿树种质低温长期存储和育种群体构建等关键技术；建立了优化国槐标

记体系，开发了 34 份栽培品种 / 无性系的分子身份证。

（2）营建了低温设施保存库，对毛红椿等树种 1551 份种质资源进行了低

温设施保存；营建了亚热带树种、热带重要树种、北温带针阔叶树种种质资源

保存库等共 889.4亩。筛选出优异种质 71份、速生优质高世代马尾松新品种（系）

7 个，选育出广适高产欧洲云杉无性系良种 2 个。

（3）集成了天然群体遗传评价、种质资源库和育种群体构建、原地保存

和异地保存动态监测等关键技术，建立了种质资源安全保存技术体系。采取多

种保存方式协同策略，防止自然、人为灾害等原因导致资源遭到毁灭，使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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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存的安全性能得到根本保障。采用多树种分层分类结合研究方法，克服

林木周期等限制问题，对我国林木遗传资源研究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

用。

（4）研发的系列种质资源保存与可持续利用关键技术以及优良种质，将

为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提供优良造林材料，为

林业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和良好的技术支撑。

目前，项目认定科技成果 3 项，获得专利 5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审定良

种 4 个，制定行业标准 1 项、地方标准 1 项，发表科技论文 42 篇，其中 SCI
收录 6 篇。                              （林业所　张川红）

戈壁生态系统研究填补多项空白

戈壁分类基准示意图

戈壁在我国西北地区分布面积接近 100 万平方公里，由于戈壁地带自然条

件恶劣，人烟稀少，极大地限制了野外调查研究的开展，目前关于戈壁的概况、

分布、类型的划分等方面的文献几近空白。开展戈壁研究，对我们摸清国土与

生态家底，填补我国戈壁生态系统研究空白，了解各区域戈壁特征，分析戈壁

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为区域减灾提供服务，是落实国家西部开发、美丽中国、

绿色“丝绸之路”等战略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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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简称“荒漠化所”）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

教育部、中国气象局所属 11 家科研、教学机构，组成的 200 多人（次）多学科

科考和创新团队，在 2011 年至 2017 年期间，先后开展了 5 次大规模、综合性、

全方位的综合戈壁考察，进行了近百次分学科专业调查。通过野外考察、样地

调查、定位观测、标本采集、遥感影像解译和系统实验分析，完成了对我国戈

壁生态系统的综合科学研究，填补了我国戈壁生态系统的科学空白、生态空白、

资源空白，在以下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1）建立了戈壁分类基准，量化了各类型戈壁特征指标，完成了中国戈

壁分区区划；编制完成了我国首幅中国戈壁分布图，厘清了我国及其分省戈壁

面积；建立了中国戈壁生态系统数据库群，搭建了戈壁生态系统信息共享平台；

从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 6 个方面摸清了戈壁本底，探明了戈

壁物源与戈壁土壤形成 2 个过程，揭示了植物物种多样性维持机理，并建立了

7 个示范基地。

（2）倡导并组建了中国治沙暨沙产业学会戈壁专委会，搭建了技术交流

与协作平台；普及了戈壁相关知识，将戈壁带入公众视野，提高了各级政府，

及社会公众对戈壁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有利于戈壁生态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

研究发布行业标准 3 项，出版专著 1 部，编制戈壁区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

战略报告 1 份、系列专题图件 19 件，出版了第一幅中国戈壁分布图，构建数

据库 13 个，发表论文 37 篇，培养研究生 15 名。

                                                                               （荒漠化所　卢 琦　冯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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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简称“资源所”）与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实

验中心（简称“热林中心”）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经过 10 年的理论研

究及技术应用，共同完成的“人工林多功能经营技术体系”，在吸收国际多功

能林业和近自然经营的先进理念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创新形成了完整的中

国人工林多功能经营体系，包括多功能经营理论、经营设计指标体系、功能区

划与作业法设计、作业措施规范和典型案例与示范等内容。为实现我国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对我国人工林的科学经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曾获第七届梁希（奖项名请写全）二等奖。

本成果的技术框架已列入我国首个《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成为支持我国长期森林经营精细化发展的核心技术。自 2006 年以来，成果已

从热林中心、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实验林场和连山关林场、陕西黄龙山林业

局等科研课题试点地区的应用，推广到了大兴安岭松岭林业局等 20 个全国森

林经营样板基地。同时，通过基层自愿选择，在福建泉州市林业局、山西黑茶

林业局等多个森林经营单位的建设工作中得到推广应用；被世界银行确定为在

华森林恢复经营项目的支持技术，在湖南省、河南省的世行贷款项目中得到应

用。应用示范林面积已达 5.5 万公顷，新增主要经营树种 40 余个；在世行项目

中新增森林蓄积量 176 万立方米。

初步观测结果表明，黑龙江实验地生长量每年每公顷可达 6.2 立方米，比

对照林分提高 60%，物种多样性指数提高 13%。广西实验地生长量每年每公顷

可达 19.4 立方米，比对照林分提高 68.1%，物种多样性指数提高 34.5%。据不

完全统计，推广应用后新增利税 21.6 亿元，创造就业机会 462 万个工日，增加

劳务收入 4.619 亿元。

通过其应用实施，显著转变了全国森林经营理念，改变了林业行业单一轮

伐期经营主导的局面，带动了各地区科学森林经营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我国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提供了技术保障。2016年国家林业局科技司组织的鉴定会认为，

本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技术创新，总体技术水平和综合效益指标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         （资源所　谢阳生）

科技成果

人工林多功能经营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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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

品种配置技术助力浙江省薄壳山核桃产业提质增效

薄壳山核桃是集优质干果、木本油料、园林绿化、高档木材为一体的特色

生态经济树种，具有营养价值高、含油率高、寿命长等特点。中国林科院亚热

带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通过近 30 年的科学研究，已在薄壳山核桃

良种筛选、品种配置、丰产栽培与规模化扩繁、果品综合利用等方面取得了重

大进展。

针对制约薄壳山核桃产量的关键问题——“品种配置技术”，研究团队开

展了大量的观测研究，最终探明了薄壳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生物学特性、花芽

分化与萌发特性，并提出了基于浙江气候特点的主要品种配置模式。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开展了新品种配置技术试验示范与现有低效林分

授粉配置技术改造，在浙江省兰溪市、衢州市等地营建新品种配置试验示范林

5000 多亩，经过改造的林分已连续多年开花结实，且产量持续、稳步上升。

2017 年 10 月，浙江省相关专家对木本油料研究团队早期建立的薄壳山核桃授

粉配置改造试验示范基地进行了现场测产，经抽样测定，示范林平均单株坚果

产量达 17.90 千克，亩坚果产量 196.90 千克，效果显著。目前，该技术已在浙

江周边省份成规模化推广种植。

为促进浙江省乃至全国薄壳山核桃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亚林所还引入了“国

家林业局山核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优质资源，深

入开展院地合作。积极组织协调平台内高层次专家服务地方，先后与浙江省建

贵溪薄壳山核桃基地 现场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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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市、金华市、兰溪市、绍兴市、衢州市等相关单位协作，开展薄壳山核桃资

源搜集、保存与评价，种质筛选与培育，丰产栽培与低产林改造，新产品开发

与加工利用，技术培训，新技术示范与推广等工作。

目前，已营建薄壳山核桃种质资源保存圃 3处，保存各类种质资源 270多份，

审认定薄壳山核桃良种 9 个，制定出版行业标准 5 项，地方标准 1 项，出版专

著 2 部，累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与种植大户 2000 多人。     
                          （亚林所　姚小华　常  君）

湛江国家桉树良种基地提升我国桉树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林科院湛江国家桉树良种基地于 2012 年成为国家林业局的第二批国

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基地围绕加快桉树良种开发利用，满足南方工业原料林

产业需求，服务生态建设的目标，丰富和优化了桉树良种基地种质资源，改善

了桉树种质资源的保存状况；加强了桉树核心育种群体的建设和杂交育种，以

及苗木生产设施和设备完善，形成了桉树良种高度定向、可持续更新的局面，

提高了良种生产供应能力。

现已建成尾叶桉、粗皮桉、赤桉等树种基因库，并开展了疏伐、抚育等管

护工作，各树种的种子年生产能力可满足国内桉树锯材培育、生态林建设等需

求。新建了优良抗逆、多用途桉树柠檬桉的资源保存库。以培育速生、抗风纸

浆材、锯材为主要育种目标，收集了国内多个重点树种的优异基因资源，通过

嫁接、扦插、组织培养等方式转移到桉树良种基地，建立矮化杂交育种园 12 亩，

保存优异种质 50 余份。

良种基地每年配制新杂交种 50 个家系以上、开发新无性系 20-25 个。建设

了完善的工厂化育苗技术与设施体系，优质组培苗年产力可达 1000 万株。　

　　　　　　　　　　　　                                                　（桉树中心　罗建中）

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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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定位站加入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

国家林业局发布了《关于发布 2017 年度加入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

研究站网生态站名录的通知》，中国林科院广东南岭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名列其中。

2008 年 2 月，百年罕见的冰雪灾害发生后，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简

称“热林所”）针对南岭冰雪灾害受损森林生态系统，全面开展了植物、动物、

昆虫、微生物、土壤、水文、气象、凋落物等监测研究，获得了灾后宝贵的第

一手资料，为后续研究和灾后恢复重建奠定了良好基础。同年 4 月，正式向国

家林业局提交《南岭冰雪灾害受损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设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同年 12 月，国家林业局批准恢复建立“中国林科院广东南岭森林

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依托单位为中国林科院热林所。

建站 9 年多来，该站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林业局、广东省

科技厅、中国林科院和热林所中央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等项目支持，

在南岭冰灾受损森林的结构、生物多样性、水文过程、森林小气候、土壤养分（尤

其是土壤碳）、土壤微生物、森林动物（尤其蝴蝶），以及森林生物量与生产

力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研究成果。截至目前，共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60 多篇、出版专著 1 部、培养硕士研究生 10 名、博士研究生 2 名。承担的“冰

灾对南岭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获得了第八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院　办　王建兰　热林所　吴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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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18 年度林业预算增长超过 20%

据日本《林政新闻》报道：林野厅已完成 2018 年度林业主要事项的预算

概算申请汇总工作，决定重点实施关于森林管理的新策划案（简称“新方案”），

以保证各种措施能够集中实施。同时，预算申请中还加入了为推进这一“新方

案”的保障措施，特别是非公共事业项目中的“林业增长产业化对策”预算共

计 300 亿日元。

“新方案”预算一方面为有意愿有能力经营体开展集约化管理和经营提供

资金，一方面利用森林环境税为不以生产为目的且不具备开展集约化森林整备

的单位提供补贴。以此为基础，2018 年度林业预算申请提出了将相关事业整合

进“林业增长产业化综合对策”事项，并制定了为经营体加强支持的政策方针。

根据“新方案”，首先计划利用现行下一期林业基础补助金，开展间伐与

路网整备，实施“林业增长产业化地区”建设项目。该补助金不仅将用于进行

森林信息收集和地界划分，还将为高性能林业机械采购、租赁费用补助、木材

领域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日本农产品有机认证的无节疤木材的扩大利用等诸多

事项提供经费。林野厅通过上下游产业关系将各种事项菜单化，寻找能够开展

综合利用的机会。

其次，林野厅重新定位了有效开展的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智慧林业促

进事业，加强包含树木流失在内的防止山地自然灾害对策，以及自 2017 年度

起实施的有效利用国有林创新观光资源事业等事项。

农林水产省和经济产业省共同研究会提出的村落小规模木质生物质利用作

为新的支持对策也被纳入预算申请中。

基于以上预算申请，农林水产省 2018 年度预算总额较 2017 年度增长

15.0%，达到 26 525 亿日元。其中，林野厅一般会计预算总额，与 2017 年度预

算相比预算额增长了 20.7%，达到 3 566 亿日元。  （科信所　王燕琴）

国际前沿



11

第 12 期

融雪时间提前增加森林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世界科技研究新闻资讯网（phys.org）近期报道：随者全球人为因素导致

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全球气温上升，地球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研究人员

发现，虽然气候变暖导致了季节性积雪提前融化，但也让融雪后的北方森林能

够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北方森林是一类重要的陆地碳汇，不过，他们的碳吸收能力受到积雪量的

影响。为了量化其碳吸收量的变化，欧洲空间局 GlobSnow 项目利用卫星图像

绘制了整个北半球 1979-2015 年间的日积雪覆盖图。

最近，由芬兰气象研究所研究人员牵头，组织气候和遥感科学专家对这些

卫星图像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过去 36 年里植物在春季开始生长的时间平均

提前了 8 天。研究小组将这些信息与芬兰、瑞典、俄罗斯和加拿大森林的大气

生态系统二氧化碳交换的地面观测结合，分析发现，春季生长期开始时间提前

实际上增加了森林对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每 10 年增加 3.7％。这不但减缓了

大气二氧化碳的增加，而且减少了人为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科学家们还发现

欧亚地区的森林春季生长期比北美森林开始时间更早，因此其碳吸收量也成倍

增长。

专家指出，卫星数据在提供碳循环变化相关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

过整合卫星数据和地面观测数据，能够将融雪观测数据转化为春季光合作用活

动和碳吸收的高阶信息。这些新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改善气候模式，提高全球

变暖预测的准确性。欧洲空间局有计划在明年执行气候变化倡议 Snow-cci 项目，

旨在增加全球积雪覆盖的卫星纪录。　　　　　　　　　　（科信所　廖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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