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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创造性地提出“结构化森林经营”

    森林经营是林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简称“

林业所”）惠刚盈研究员带领的森林经营理论与技术创新团队，创造性地提出

了“结构化森林经营”。研究立足我国森林经营历史与现状，秉承欧洲近自然

森林经营理念，遵循“结构决定功能”的系统法则，为培育健康稳定的森林、

发挥森林多功能、破解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法。

    近期，研究团队自主研发了功能丰富的“森林结构多样性测度仪”，可实

现每木定位、林木信息测量，并且可以直接获取林木分布格局信息，一键输出

林分状态、林分经营诊断和经营措施建议报告。该项技术先进，操作简单、

携带方便，实现了测量与分析一体化，使森林经营工作如虎添翼。

    2018年，研究团队连续在《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等国际著

名期刊上发表创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结构化森林经营理论与技术，不仅为中

国，也为世界提供了崭新的科学方法，在世界森林经营理念与技术中，打出了

一张“中国牌”。

    自1999年至今，结构化森林经营以其扎实的理论基础、简单的操作，在我

国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等林区得以大面积示范与推广，总面积达92万亩。

该技术不仅适用于多种森林类型，且可实现多种经营目标。我国华北林业实验

中心经营5年后的示范林，其健康状况明显改善，森林结构得到有效调整，森

林质量和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惠刚盈／林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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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森林经营后的林分现状



世界最高海拔沙漠——库木库里沙漠综合科考顺利完成

    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简称“荒漠化所”）牵头，联合北

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顺利完成

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库木库里沙漠野外科学考察工作。本次科考由荒

漠化所所长卢琦研究员任总指挥，北京师范大学严平教授任领队，阿尔金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翔任副领队，科考队员共20余名。

    库木库里沙漠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夜间温

度可低至零下20摄氏度，地处青藏高原北缘高寒无人区，野外考察难度极大，

科考保障要求极高，是目前全世界沙漠中仅剩不多的综合科学考察的处女地，

野外调查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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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木库里沙漠野外科学考察全体科考队员合影及野外调查工作情况 

    本次科考总计行程5413公里，共计选择样点78个，采集沙漠地表样品、断

面地表样品、剖面沉积柱状样品、年代测定样品、湖泊水样品、河流断面流

速、植物标本等多种类型数百组样品，无人机飞行20余次，沿程粉尘测定14

段、总计测试时长超过81小时。

    科考团队依据专业背景分地质组、地貌组、植被组、水文组、气候组、土

壤组、无人机组等，对库木库里沙漠的综合自然条件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

取得了珍贵而丰富的第一手野外调查资料，为《中国沙漠志》的编撰提供了重

要的基础自然地理信息数据。

    野外考察结束后，通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精品课程《第四纪生态

环境》平台，科考队以对话会形式与中国林业研究院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互动和

交流，向同学们展示了科考成果，与同学们分享了科考体验。

    本次库木库里沙漠科考活动得到了2018年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中国沙漠补充调查与《中国沙漠志》编撰”的资助。

                 （文：崔桂鹏/荒漠化所 图：崔桂鹏、崔向慧/荒漠化所）



无人机图像处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简称“荒漠化所”）牵头，联合北

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顺利完成

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库木库里沙漠野外科学考察工作。本次科考由荒

漠化所所长卢琦研究员任总指挥，北京师范大学严平教授任领队，阿尔金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翔任副领队，科考队员共20余名。

    库木库里沙漠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夜间温

度可低至零下20摄氏度，地处青藏高原北缘高寒无人区，野外考察难度极大，

科考保障要求极高，是目前全世界沙漠中仅剩不多的综合科学考察的处女地，

野外调查意义重大。

    户外无结构环境下图像数据不仅存在高维性，而且由于环境的多变，往往

会导致图像包含大量的噪声或野值。为了缓解此问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

源信息研究所（简称“资源所”）符利勇团队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图像低维视觉

特征表示方法。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迭代算法对低质量图像数据优化处理进行

求解，同时也通过理论分析证明了所提算法局部最优解的存在性和收敛性。理

论和实验结果验证，通过本研究提取的低维视觉特征非常有利于图像分类和监

测。

    此项研究成果为无人机图像技术在森林参数提取和森林资源监测等方面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相关成果在国际著名计算机领域杂志《Neural Net-

works》上发表。              

                                                   （符利勇/资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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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科考总计行程5413公里，共计选择样点78个，采集沙漠地表样品、断

面地表样品、剖面沉积柱状样品、年代测定样品、湖泊水样品、河流断面流

速、植物标本等多种类型数百组样品，无人机飞行20余次，沿程粉尘测定14

段、总计测试时长超过81小时。

    科考团队依据专业背景分地质组、地貌组、植被组、水文组、气候组、土

壤组、无人机组等，对库木库里沙漠的综合自然条件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

取得了珍贵而丰富的第一手野外调查资料，为《中国沙漠志》的编撰提供了重

要的基础自然地理信息数据。

    野外考察结束后，通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精品课程《第四纪生态

环境》平台，科考队以对话会形式与中国林业研究院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互动和

交流，向同学们展示了科考成果，与同学们分享了科考体验。

    本次库木库里沙漠科考活动得到了2018年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中国沙漠补充调查与《中国沙漠志》编撰”的资助。

                 （文：崔桂鹏/荒漠化所 图：崔桂鹏、崔向慧/荒漠化所）



热带睡莲耐寒转基因研究为温带地区工程应用奠定基础

    为解决热带睡莲耐寒性差的问题，自2014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

带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卓仁英研究员率领的林木遗传工程研究组和

浙江省人文园林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先后开展建立热带睡莲花粉管通道转化

法、导入耐寒基因、耐寒转基因优良株系的筛选等研究工作。通过3年在杭州

地区进行露天越冬试验，特别是通过遭遇2016年初的极端低温，筛选出了11个

转基因株系。

    研究团队将经过农杆菌和潮霉素处理的热带睡莲材料作为母本，结合进一

步的转基因实验，筛选出一批兼顾叶形、花色、花期以及耐寒性和生长性状的

优良耐寒转基因株系，为热带睡莲在温带地区的工程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研究成果在SCI刊物《Horticulture Research》上发表。(卓仁英/亚

林所)

    云南省临沧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该地区国境线长达290公

里，境内居住着2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39%，同时澜沧江和怒江

两大水系贯穿全境。临沧市对于云南省乃至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临沧市是云南省紫胶产量最高的州市，占据全省紫胶总产量的70%

左右，占全国的60%左右。为充分利用紫胶这种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生态效益

的区域特色资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

研究所（简称“资昆所”）陈又清研究员团队通过“紫胶增值增效规模化技术

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与当地企业开展了深入的科技合作。

    双方在紫胶虫不同寄主植物配置及交替轮放技术、人工紫胶园复合生态经

济系统构建技术、紫胶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示范和推广，同

时开展科技培训服务，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经过半年多的实施，取得了阶

段性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营建种胶基地，为大面积发展紫胶提供种胶资源。

在澜沧江干流地区，营建紫胶种胶基地2284亩，寄主植物主要包括牛肋巴、南

岭黄檀、思茅黄檀、木豆和马鹿花。

   （2）完成了临沧市内澜沧江流域的紫胶资源考察。初步确定当地5个乡镇

所辖的澜沧江流域适宜发展紫胶原料培育。开展紫胶林地捕食性天敌及寄生性

天敌昆虫群落调查；开展牛肋巴修枝整形技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紫胶生产影

响的研究。

   （3）完成了种胶基地寄主植物改造及补植补造工作。改造牛肋巴3万余株，

对其进行了矮化，便于紫胶高值高效生产；同时培育南岭黄檀苗木6万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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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睡莲开花情况

    （4）开展紫胶及紫胶虫概况、紫胶生产技术和寄主植物培育经营的技术

培训，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40余人次。

    该项目计划先期在澜沧江沿岸7个乡镇实施10万亩，逐步向临沧市内的其

他区县辐射实施23万亩，共计33万亩。作为临沧市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将带

动农户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陈又清/资昆所）



科技成果

“经济林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通过科技部成果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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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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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效益低下。“十二五”期间，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泡桐研究开发中心（简

称“泡桐中心”）李芳东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经济林高效生产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于2018年6月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

    该项目针对核桃、仁用杏、枣、栗、柿等主要经济林树种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低产低效等突出问题，紧紧围绕产业提质和增效两个目标，从种质资源收集评

价、良种选育和高效栽培技术等方面展开研究。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1）选育出高油高产的油用核桃加工良种‘丰香’，油脂含量达71%（一般

为60%），高于目前所有油用植物含油量；首次选育出西藏高产核桃新品种‘中

牧查香’，促进了西藏经济林良种化进程。研制核桃早实化技术，建立了核桃“

林-草-牧-沼”生态循环经营模式，现已培育良种接穗5930万条，繁育良种苗木

4000万株，建立示范园7000亩，辐射推广1000余万亩，近三年新增产值60亿元，

成果达到同类研究国际先进水平。

   （2）在基因组水平，首次揭示了大扁杏的起源，解决了长期困扰大扁杏育种

亲本选择的理论瓶颈，为仁用杏种质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首次培育出优质

高产的长柄扁桃良种8个，为沙区长柄扁桃健康发展提供了良种支撑；选育出

抗（避）倒春寒仁用杏良种4个，从根本上解决了仁用杏易受冻害、产量不稳定

等生产瓶颈问题。在辽宁、河北，开展了“抗晚霜+配方施肥”技术示范，亩产

杏仁达90公斤，经济效益达2500元/亩。相关成果与内蒙古、辽宁等地签订了长

期合作协议，计划未来2-3年推广仁用杏良种和抗晚霜技术60余万亩。

   （3）率先完成了冬枣全基因组绘制工作，探明枣维生素C合成机理，为经济

林品质育种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创新了枣“田间愈伤途径免嵌合体纯化多倍体

诱变”技术，获得枣纯合四倍体的时间比常规方法缩短育种年限2-3年，创制多

倍体新种质25个；创新“免去雄+胚挽救+分子鉴定”杂交育种技术，使枣杂种得

率达1%以上。

   （4）选育出多性状优良国审板栗良种‘檀桥板栗’，具有单粒重大、丰产、

抗病等优点，亩产300公斤，是南方板栗新的当家品种。选育出抗褐化加工型锥

栗良种‘华栗2号’，具有总酚含量低，褐变指数低，淀粉不易褐变等特点，品

    云南省临沧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该地区国境线长达290公

里，境内居住着2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39%，同时澜沧江和怒江

两大水系贯穿全境。临沧市对于云南省乃至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临沧市是云南省紫胶产量最高的州市，占据全省紫胶总产量的70%

左右，占全国的60%左右。为充分利用紫胶这种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生态效益

的区域特色资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

研究所（简称“资昆所”）陈又清研究员团队通过“紫胶增值增效规模化技术

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与当地企业开展了深入的科技合作。

    双方在紫胶虫不同寄主植物配置及交替轮放技术、人工紫胶园复合生态经

济系统构建技术、紫胶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示范和推广，同

时开展科技培训服务，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经过半年多的实施，取得了阶

段性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营建种胶基地，为大面积发展紫胶提供种胶资源。

在澜沧江干流地区，营建紫胶种胶基地2284亩，寄主植物主要包括牛肋巴、南

岭黄檀、思茅黄檀、木豆和马鹿花。

   （2）完成了临沧市内澜沧江流域的紫胶资源考察。初步确定当地5个乡镇

所辖的澜沧江流域适宜发展紫胶原料培育。开展紫胶林地捕食性天敌及寄生性

天敌昆虫群落调查；开展牛肋巴修枝整形技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紫胶生产影

响的研究。

   （3）完成了种胶基地寄主植物改造及补植补造工作。改造牛肋巴3万余株，

对其进行了矮化，便于紫胶高值高效生产；同时培育南岭黄檀苗木6万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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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良。获得国内首个2000亩锥栗有机认证基地，实现了我国锥栗有机认证“

零”的突破。

   （5）选育出鲜食涩柿良种‘鲁柿1号’，具有易脱涩、风味好的有点，解

决了软柿贮藏难、商品性差，货架期短，经济效益低等生产瓶颈问题；选育出

加工型涩柿良种‘中柿1号’，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为柿醋、柿酒、柿霜提

供专用良种。在山东、河南等地采用上述良种，开展涩柿病虫害绿色防治、树

体结构优化、花果管理、果品品质调控等技术集成应用，建立了示范园2000

亩，产值4500元/亩，辐射推广面积1.1万亩，产值4900万元。

    项目收集、挖掘和创制优异种质资源1672份，建成种质资源库16个；选育

新品种15个，审（认）定良种76个；制定行业及以上标准21项（国际标准1

项）；建立试验示范林基地112个，试验林面积387公顷，示范林约2500公顷。

发表学术论文322篇，出版著作20部，制作影像资料5部，获国家专利授权56

件，培养研究生93名，培训技术人员超过5000人次，开发新产品新装置24项，软

件登记16项，11项成果在生产一线得到应用，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19项。

    本项目由全国经济林主产区的54家单位，329位科研人员共同参加，研究

成果显著促进了经济林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国家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文：朱高浦/泡桐中心；图：傅建敏、乌云塔娜/泡桐中心)

    （4）开展紫胶及紫胶虫概况、紫胶生产技术和寄主植物培育经营的技术

培训，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40余人次。

    该项目计划先期在澜沧江沿岸7个乡镇实施10万亩，逐步向临沧市内的其

他区县辐射实施23万亩，共计33万亩。作为临沧市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将带

动农户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陈又清/资昆所）



科技支撑

充分利用地域资源，助推临沧市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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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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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效益低下。“十二五”期间，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泡桐研究开发中心（简

称“泡桐中心”）李芳东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经济林高效生产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于2018年6月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

    该项目针对核桃、仁用杏、枣、栗、柿等主要经济林树种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低产低效等突出问题，紧紧围绕产业提质和增效两个目标，从种质资源收集评

价、良种选育和高效栽培技术等方面展开研究。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1）选育出高油高产的油用核桃加工良种‘丰香’，油脂含量达71%（一般

为60%），高于目前所有油用植物含油量；首次选育出西藏高产核桃新品种‘中

牧查香’，促进了西藏经济林良种化进程。研制核桃早实化技术，建立了核桃“

林-草-牧-沼”生态循环经营模式，现已培育良种接穗5930万条，繁育良种苗木

4000万株，建立示范园7000亩，辐射推广1000余万亩，近三年新增产值60亿元，

成果达到同类研究国际先进水平。

   （2）在基因组水平，首次揭示了大扁杏的起源，解决了长期困扰大扁杏育种

亲本选择的理论瓶颈，为仁用杏种质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首次培育出优质

高产的长柄扁桃良种8个，为沙区长柄扁桃健康发展提供了良种支撑；选育出

抗（避）倒春寒仁用杏良种4个，从根本上解决了仁用杏易受冻害、产量不稳定

等生产瓶颈问题。在辽宁、河北，开展了“抗晚霜+配方施肥”技术示范，亩产

杏仁达90公斤，经济效益达2500元/亩。相关成果与内蒙古、辽宁等地签订了长

期合作协议，计划未来2-3年推广仁用杏良种和抗晚霜技术60余万亩。

   （3）率先完成了冬枣全基因组绘制工作，探明枣维生素C合成机理，为经济

林品质育种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创新了枣“田间愈伤途径免嵌合体纯化多倍体

诱变”技术，获得枣纯合四倍体的时间比常规方法缩短育种年限2-3年，创制多

倍体新种质25个；创新“免去雄+胚挽救+分子鉴定”杂交育种技术，使枣杂种得

率达1%以上。

   （4）选育出多性状优良国审板栗良种‘檀桥板栗’，具有单粒重大、丰产、

抗病等优点，亩产300公斤，是南方板栗新的当家品种。选育出抗褐化加工型锥

栗良种‘华栗2号’，具有总酚含量低，褐变指数低，淀粉不易褐变等特点，品

    云南省临沧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该地区国境线长达290公

里，境内居住着2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39%，同时澜沧江和怒江

两大水系贯穿全境。临沧市对于云南省乃至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临沧市是云南省紫胶产量最高的州市，占据全省紫胶总产量的70%

左右，占全国的60%左右。为充分利用紫胶这种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生态效益

的区域特色资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

研究所（简称“资昆所”）陈又清研究员团队通过“紫胶增值增效规模化技术

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与当地企业开展了深入的科技合作。

    双方在紫胶虫不同寄主植物配置及交替轮放技术、人工紫胶园复合生态经

济系统构建技术、紫胶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示范和推广，同

时开展科技培训服务，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经过半年多的实施，取得了阶

段性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营建种胶基地，为大面积发展紫胶提供种胶资源。

在澜沧江干流地区，营建紫胶种胶基地2284亩，寄主植物主要包括牛肋巴、南

岭黄檀、思茅黄檀、木豆和马鹿花。

   （2）完成了临沧市内澜沧江流域的紫胶资源考察。初步确定当地5个乡镇

所辖的澜沧江流域适宜发展紫胶原料培育。开展紫胶林地捕食性天敌及寄生性

天敌昆虫群落调查；开展牛肋巴修枝整形技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紫胶生产影

响的研究。

   （3）完成了种胶基地寄主植物改造及补植补造工作。改造牛肋巴3万余株，

对其进行了矮化，便于紫胶高值高效生产；同时培育南岭黄檀苗木6万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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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良。获得国内首个2000亩锥栗有机认证基地，实现了我国锥栗有机认证“

零”的突破。

   （5）选育出鲜食涩柿良种‘鲁柿1号’，具有易脱涩、风味好的有点，解

决了软柿贮藏难、商品性差，货架期短，经济效益低等生产瓶颈问题；选育出

加工型涩柿良种‘中柿1号’，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为柿醋、柿酒、柿霜提

供专用良种。在山东、河南等地采用上述良种，开展涩柿病虫害绿色防治、树

体结构优化、花果管理、果品品质调控等技术集成应用，建立了示范园2000

亩，产值4500元/亩，辐射推广面积1.1万亩，产值4900万元。

    项目收集、挖掘和创制优异种质资源1672份，建成种质资源库16个；选育

新品种15个，审（认）定良种76个；制定行业及以上标准21项（国际标准1

项）；建立试验示范林基地112个，试验林面积387公顷，示范林约2500公顷。

发表学术论文322篇，出版著作20部，制作影像资料5部，获国家专利授权56

件，培养研究生93名，培训技术人员超过5000人次，开发新产品新装置24项，软

件登记16项，11项成果在生产一线得到应用，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19项。

    本项目由全国经济林主产区的54家单位，329位科研人员共同参加，研究

成果显著促进了经济林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国家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文：朱高浦/泡桐中心；图：傅建敏、乌云塔娜/泡桐中心)

    （4）开展紫胶及紫胶虫概况、紫胶生产技术和寄主植物培育经营的技术

培训，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40余人次。

    该项目计划先期在澜沧江沿岸7个乡镇实施10万亩，逐步向临沧市内的其

他区县辐射实施23万亩，共计33万亩。作为临沧市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将带

动农户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陈又清/资昆所）



    云南省临沧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该地区国境线长达290公

里，境内居住着2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39%，同时澜沧江和怒江

两大水系贯穿全境。临沧市对于云南省乃至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临沧市是云南省紫胶产量最高的州市，占据全省紫胶总产量的70%

左右，占全国的60%左右。为充分利用紫胶这种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生态效益

的区域特色资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

研究所（简称“资昆所”）陈又清研究员团队通过“紫胶增值增效规模化技术

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与当地企业开展了深入的科技合作。

    双方在紫胶虫不同寄主植物配置及交替轮放技术、人工紫胶园复合生态经

济系统构建技术、紫胶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示范和推广，同

时开展科技培训服务，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经过半年多的实施，取得了阶

段性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营建种胶基地，为大面积发展紫胶提供种胶资源。

在澜沧江干流地区，营建紫胶种胶基地2284亩，寄主植物主要包括牛肋巴、南

岭黄檀、思茅黄檀、木豆和马鹿花。

   （2）完成了临沧市内澜沧江流域的紫胶资源考察。初步确定当地5个乡镇

所辖的澜沧江流域适宜发展紫胶原料培育。开展紫胶林地捕食性天敌及寄生性

天敌昆虫群落调查；开展牛肋巴修枝整形技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紫胶生产影

响的研究。

   （3）完成了种胶基地寄主植物改造及补植补造工作。改造牛肋巴3万余株，

对其进行了矮化，便于紫胶高值高效生产；同时培育南岭黄檀苗木6万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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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粮食复合模式

    （4）开展紫胶及紫胶虫概况、紫胶生产技术和寄主植物培育经营的技术

培训，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40余人次。

    该项目计划先期在澜沧江沿岸7个乡镇实施10万亩，逐步向临沧市内的其

他区县辐射实施23万亩，共计33万亩。作为临沧市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将带

动农户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陈又清/资昆所）



    云南省临沧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该地区国境线长达290公

里，境内居住着2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39%，同时澜沧江和怒江

两大水系贯穿全境。临沧市对于云南省乃至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临沧市是云南省紫胶产量最高的州市，占据全省紫胶总产量的70%

左右，占全国的60%左右。为充分利用紫胶这种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生态效益

的区域特色资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

研究所（简称“资昆所”）陈又清研究员团队通过“紫胶增值增效规模化技术

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与当地企业开展了深入的科技合作。

    双方在紫胶虫不同寄主植物配置及交替轮放技术、人工紫胶园复合生态经

济系统构建技术、紫胶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示范和推广，同

时开展科技培训服务，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经过半年多的实施，取得了阶

段性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营建种胶基地，为大面积发展紫胶提供种胶资源。

在澜沧江干流地区，营建紫胶种胶基地2284亩，寄主植物主要包括牛肋巴、南

岭黄檀、思茅黄檀、木豆和马鹿花。

   （2）完成了临沧市内澜沧江流域的紫胶资源考察。初步确定当地5个乡镇

所辖的澜沧江流域适宜发展紫胶原料培育。开展紫胶林地捕食性天敌及寄生性

天敌昆虫群落调查；开展牛肋巴修枝整形技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紫胶生产影

响的研究。

   （3）完成了种胶基地寄主植物改造及补植补造工作。改造牛肋巴3万余株，

对其进行了矮化，便于紫胶高值高效生产；同时培育南岭黄檀苗木6万余株。

    作为我国林业行业第一个，并且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家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木竹联盟”）按照“以企业为主体、产

学研紧密集合”的指导方针，已发展成为国内木竹产业技术创新的核心主导平

台，通过企业参与科研项目，有效地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

聚集，企业研发能力大幅提升。

    截至2017年，木竹联盟共有46家成员单位，其中36家为企业，包括12家上

市公司和2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在科技部2017年度联盟活跃度评价活动

中，多次被评为高活跃度联盟。

   （1）企业主导产学研联合攻关。木竹产业是我国林业最大的支柱产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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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创新填平科技成果转化“鸿沟”

专家走进企业

    （4）开展紫胶及紫胶虫概况、紫胶生产技术和寄主植物培育经营的技术

培训，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40余人次。

    该项目计划先期在澜沧江沿岸7个乡镇实施10万亩，逐步向临沧市内的其

他区县辐射实施23万亩，共计33万亩。作为临沧市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将带

动农户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陈又清/资昆所）

其他产业类似，跨越科技与生产对接的“鸿沟”是木竹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0年，木竹联盟成立，率先探索新机制。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确保研发为产业化服务的关键。针对林业科研

大多集中在科研院校，科研成果很难市场化的问题，联盟创新了运行机制，实

现“企业主导决策”。目前，联盟成员单位中，企业数量占比超过78%。在联

盟重大决策机制中，根据投票权来决定，而企业占多数，相应权重增加。

　　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联盟企业成员承担研究任务20

项，获国拨经费 2050万元。其中，“珍贵树种定向培育和增值加工技术集成与

示范”项目2个木竹加工课题分别由1个科研院所和4家联盟企业共同承担。 

　　（2）自筹经费解决企业创新需求。在承担国家项目、解决木竹加工企业

共性技术问题的同时，木竹联盟还自筹经费，解决企业急需的技术创新需求。

自2011年以来，木竹联盟自设课题60项，资助经费1490万元，全部由企业成员

单位主持，带动企业投入7594万元。 

　　2018年度，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木竹联盟科研计划设立的10项课题，重

点针对企业近期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在关键技术方面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

截至目前，木竹联盟在新型木质定向重组材料制造技术、低质材提质加工技术

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

    木竹联盟研发的新型木质定向重组材料已在全国5省12家企业进行技术转

让，建成包含关键装备、材料和制品生产线9条，装备产能达到300台套/年，

材料产能达到14.5万立方米/年，门窗产能达到15万平方米/年。近三年新增销

售额8.15亿元，新增利润1.25亿元。 

　　（3）科研特派员进驻企业，组织专家走进企业。针对企业研发任务大幅

度增加，而科技计划组织协调力量不足的现状，木竹联盟发挥在科研计划组织

上的人才资源优势，向企业推荐“联盟科研特派员”。截至2017年底，木竹联

盟已向企业选派科研特派员12人，协助企业开展项目研究、管理、技术攻关、

专利挖掘、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助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成立于1993年的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华公司”）

是木竹联盟发起单位之一，也是受益方。联盟连续3年向公司选派科研特派员，

对公司课题思路、科研立项、行业标准建立以及新技术、新产品等方面给予指

导。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创新发展，德华公司已经从单一的装饰贴面板生

产型企业发展成为我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室内装饰材料综合服务商，产品销售

网络覆盖全国，并销往美洲、欧洲、澳洲、中东等全球各地。 

    “联盟专家企业行”活动是木竹联盟工作的亮点之一。该活动不仅使专家

了解企业的发展规划、重大技术需求，还初步达成了多项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

意向。

    未来，针对木竹产业技术需求以及企业成员诉求，木竹联盟将重点在组织

建设方面开展管理创新，在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方面开展一体化组织协调，进一

步着力夯实联盟发展基础。 

                                                   （张宜生/木工所）



    云南省临沧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该地区国境线长达290公

里，境内居住着2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39%，同时澜沧江和怒江

两大水系贯穿全境。临沧市对于云南省乃至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临沧市是云南省紫胶产量最高的州市，占据全省紫胶总产量的70%

左右，占全国的60%左右。为充分利用紫胶这种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生态效益

的区域特色资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

研究所（简称“资昆所”）陈又清研究员团队通过“紫胶增值增效规模化技术

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与当地企业开展了深入的科技合作。

    双方在紫胶虫不同寄主植物配置及交替轮放技术、人工紫胶园复合生态经

济系统构建技术、紫胶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示范和推广，同

时开展科技培训服务，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经过半年多的实施，取得了阶

段性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营建种胶基地，为大面积发展紫胶提供种胶资源。

在澜沧江干流地区，营建紫胶种胶基地2284亩，寄主植物主要包括牛肋巴、南

岭黄檀、思茅黄檀、木豆和马鹿花。

   （2）完成了临沧市内澜沧江流域的紫胶资源考察。初步确定当地5个乡镇

所辖的澜沧江流域适宜发展紫胶原料培育。开展紫胶林地捕食性天敌及寄生性

天敌昆虫群落调查；开展牛肋巴修枝整形技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紫胶生产影

响的研究。

   （3）完成了种胶基地寄主植物改造及补植补造工作。改造牛肋巴3万余株，

对其进行了矮化，便于紫胶高值高效生产；同时培育南岭黄檀苗木6万余株。

    作为我国林业行业第一个，并且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家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木竹联盟”）按照“以企业为主体、产

学研紧密集合”的指导方针，已发展成为国内木竹产业技术创新的核心主导平

台，通过企业参与科研项目，有效地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

聚集，企业研发能力大幅提升。

    截至2017年，木竹联盟共有46家成员单位，其中36家为企业，包括12家上

市公司和2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在科技部2017年度联盟活跃度评价活动

中，多次被评为高活跃度联盟。

   （1）企业主导产学研联合攻关。木竹产业是我国林业最大的支柱产业，和

1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动态

    （4）开展紫胶及紫胶虫概况、紫胶生产技术和寄主植物培育经营的技术

培训，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40余人次。

    该项目计划先期在澜沧江沿岸7个乡镇实施10万亩，逐步向临沧市内的其

他区县辐射实施23万亩，共计33万亩。作为临沧市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将带

动农户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陈又清/资昆所）

其他产业类似，跨越科技与生产对接的“鸿沟”是木竹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0年，木竹联盟成立，率先探索新机制。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确保研发为产业化服务的关键。针对林业科研

大多集中在科研院校，科研成果很难市场化的问题，联盟创新了运行机制，实

现“企业主导决策”。目前，联盟成员单位中，企业数量占比超过78%。在联

盟重大决策机制中，根据投票权来决定，而企业占多数，相应权重增加。

　　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联盟企业成员承担研究任务20

项，获国拨经费 2050万元。其中，“珍贵树种定向培育和增值加工技术集成与

示范”项目2个木竹加工课题分别由1个科研院所和4家联盟企业共同承担。 

　　（2）自筹经费解决企业创新需求。在承担国家项目、解决木竹加工企业

共性技术问题的同时，木竹联盟还自筹经费，解决企业急需的技术创新需求。

自2011年以来，木竹联盟自设课题60项，资助经费1490万元，全部由企业成员

单位主持，带动企业投入7594万元。 

　　2018年度，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木竹联盟科研计划设立的10项课题，重

点针对企业近期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在关键技术方面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

截至目前，木竹联盟在新型木质定向重组材料制造技术、低质材提质加工技术

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

    木竹联盟研发的新型木质定向重组材料已在全国5省12家企业进行技术转

让，建成包含关键装备、材料和制品生产线9条，装备产能达到300台套/年，

材料产能达到14.5万立方米/年，门窗产能达到15万平方米/年。近三年新增销

售额8.15亿元，新增利润1.25亿元。 

　　（3）科研特派员进驻企业，组织专家走进企业。针对企业研发任务大幅

度增加，而科技计划组织协调力量不足的现状，木竹联盟发挥在科研计划组织

上的人才资源优势，向企业推荐“联盟科研特派员”。截至2017年底，木竹联

盟已向企业选派科研特派员12人，协助企业开展项目研究、管理、技术攻关、

专利挖掘、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助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成立于1993年的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华公司”）

是木竹联盟发起单位之一，也是受益方。联盟连续3年向公司选派科研特派员，

对公司课题思路、科研立项、行业标准建立以及新技术、新产品等方面给予指

导。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创新发展，德华公司已经从单一的装饰贴面板生

产型企业发展成为我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室内装饰材料综合服务商，产品销售

网络覆盖全国，并销往美洲、欧洲、澳洲、中东等全球各地。 

    “联盟专家企业行”活动是木竹联盟工作的亮点之一。该活动不仅使专家

了解企业的发展规划、重大技术需求，还初步达成了多项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

意向。

    未来，针对木竹产业技术需求以及企业成员诉求，木竹联盟将重点在组织

建设方面开展管理创新，在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方面开展一体化组织协调，进一

步着力夯实联盟发展基础。 

                                                   （张宜生/木工所）



创新平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方林木种子检验中心

    云南省临沧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该地区国境线长达290公

里，境内居住着2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39%，同时澜沧江和怒江

两大水系贯穿全境。临沧市对于云南省乃至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临沧市是云南省紫胶产量最高的州市，占据全省紫胶总产量的70%

左右，占全国的60%左右。为充分利用紫胶这种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生态效益

的区域特色资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

研究所（简称“资昆所”）陈又清研究员团队通过“紫胶增值增效规模化技术

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与当地企业开展了深入的科技合作。

    双方在紫胶虫不同寄主植物配置及交替轮放技术、人工紫胶园复合生态经

济系统构建技术、紫胶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示范和推广，同

时开展科技培训服务，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经过半年多的实施，取得了阶

段性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营建种胶基地，为大面积发展紫胶提供种胶资源。

在澜沧江干流地区，营建紫胶种胶基地2284亩，寄主植物主要包括牛肋巴、南

岭黄檀、思茅黄檀、木豆和马鹿花。

   （2）完成了临沧市内澜沧江流域的紫胶资源考察。初步确定当地5个乡镇

所辖的澜沧江流域适宜发展紫胶原料培育。开展紫胶林地捕食性天敌及寄生性

天敌昆虫群落调查；开展牛肋巴修枝整形技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紫胶生产影

响的研究。

   （3）完成了种胶基地寄主植物改造及补植补造工作。改造牛肋巴3万余株，

对其进行了矮化，便于紫胶高值高效生产；同时培育南岭黄檀苗木6万余株。

    作为我国林业行业第一个，并且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家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木竹联盟”）按照“以企业为主体、产

学研紧密集合”的指导方针，已发展成为国内木竹产业技术创新的核心主导平

台，通过企业参与科研项目，有效地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

聚集，企业研发能力大幅提升。

    截至2017年，木竹联盟共有46家成员单位，其中36家为企业，包括12家上

市公司和2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在科技部2017年度联盟活跃度评价活动

中，多次被评为高活跃度联盟。

   （1）企业主导产学研联合攻关。木竹产业是我国林业最大的支柱产业，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方林木种子检验中心（简称“北检中心”）是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授权的法定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成立于1982年，挂靠在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依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自成立以来，北检中心

受理了大批的委托检验和仲裁检验，为国内、国际种苗贸易提供权威、公正并

具有法律效用的质量评定服务，充分发挥了技术监督的保障作用，具体开展了

以下工作：

   （1）负责省际间林木种子、苗木质量的仲裁检验。林木种苗质量管理是生

态建设稳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北检中心从1990年开始参加全国林木种苗质

量监督抽查，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飞播造林、工程造林、世行项目等使

用的主要造林树种种子、苗木质量进行抽查检验，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面了

解掌握全国林木种苗质量动态、适时进行林木种苗宏观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

为保证全国优质壮苗生产供应提供了技术保障，为生产使用单位挽回了损失。

   （2）负责全国林木种子、苗木检验的技术指导、业务咨询和技术培训。为

提高基层林木种子检验人员的素质和检验水平，加强林木种苗质量检验的技术

力量，先后举办种子检验技术培训班数十次，培训检验人员数千人次，为实现

各省、区、县林木种苗质量自检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3）承担全国林木种子、苗木质量的监督抽查和委托检验。北检中心负责

全国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检验工作，具有第三方公正地位。检验结果在国内林木

种子质量的评定和国际种子贸易方面具有公正性、权威性和法律效用。提供的

检测项目包括：种子净度、种子千粒重、种子发芽、种子生活力、种子优良

度、种子含水量、种子病虫害感染程度、评价种子等级、苗木质量测定和评价

苗木等级，共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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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开展紫胶及紫胶虫概况、紫胶生产技术和寄主植物培育经营的技术

培训，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40余人次。

    该项目计划先期在澜沧江沿岸7个乡镇实施10万亩，逐步向临沧市内的其

他区县辐射实施23万亩，共计33万亩。作为临沧市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将带

动农户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陈又清/资昆所）

其他产业类似，跨越科技与生产对接的“鸿沟”是木竹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0年，木竹联盟成立，率先探索新机制。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确保研发为产业化服务的关键。针对林业科研

大多集中在科研院校，科研成果很难市场化的问题，联盟创新了运行机制，实

现“企业主导决策”。目前，联盟成员单位中，企业数量占比超过78%。在联

盟重大决策机制中，根据投票权来决定，而企业占多数，相应权重增加。

　　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联盟企业成员承担研究任务20

项，获国拨经费 2050万元。其中，“珍贵树种定向培育和增值加工技术集成与

示范”项目2个木竹加工课题分别由1个科研院所和4家联盟企业共同承担。 

　　（2）自筹经费解决企业创新需求。在承担国家项目、解决木竹加工企业

共性技术问题的同时，木竹联盟还自筹经费，解决企业急需的技术创新需求。

自2011年以来，木竹联盟自设课题60项，资助经费1490万元，全部由企业成员

单位主持，带动企业投入7594万元。 

　　2018年度，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木竹联盟科研计划设立的10项课题，重

点针对企业近期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在关键技术方面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

截至目前，木竹联盟在新型木质定向重组材料制造技术、低质材提质加工技术

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

    木竹联盟研发的新型木质定向重组材料已在全国5省12家企业进行技术转

让，建成包含关键装备、材料和制品生产线9条，装备产能达到300台套/年，

材料产能达到14.5万立方米/年，门窗产能达到15万平方米/年。近三年新增销

售额8.15亿元，新增利润1.25亿元。 

　　（3）科研特派员进驻企业，组织专家走进企业。针对企业研发任务大幅

度增加，而科技计划组织协调力量不足的现状，木竹联盟发挥在科研计划组织

上的人才资源优势，向企业推荐“联盟科研特派员”。截至2017年底，木竹联

盟已向企业选派科研特派员12人，协助企业开展项目研究、管理、技术攻关、

专利挖掘、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助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成立于1993年的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华公司”）

是木竹联盟发起单位之一，也是受益方。联盟连续3年向公司选派科研特派员，

对公司课题思路、科研立项、行业标准建立以及新技术、新产品等方面给予指

导。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创新发展，德华公司已经从单一的装饰贴面板生

产型企业发展成为我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室内装饰材料综合服务商，产品销售

网络覆盖全国，并销往美洲、欧洲、澳洲、中东等全球各地。 

    “联盟专家企业行”活动是木竹联盟工作的亮点之一。该活动不仅使专家

了解企业的发展规划、重大技术需求，还初步达成了多项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

意向。

    未来，针对木竹产业技术需求以及企业成员诉求，木竹联盟将重点在组织

建设方面开展管理创新，在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方面开展一体化组织协调，进一

步着力夯实联盟发展基础。 

                                                   （张宜生/木工所）

   （4）承担我国进出口林木种子、苗木质量检验任务。为规范进口种子市

场，提高进口种子质量，避免不合格种子进入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规定，对进口种子（种球和苗木）进行检验，严把进口产品质量关。

   （5）承担制定、修订有关林木种苗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作为我国林木种

子检验的最高机构，北检中心在林木种子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以及科研方面

做出了重要贡献。研制的标准主要有《中国林木种子区》、《林木种子检验规

程》、《林木种子质量分级》、《林木种子贮藏》、《油松地理变异规律及种

源区划》、《木本植物种子生活力离体胚快速测定》等。

   （6）承担林木种苗检验、加工、贮藏等技术的科学研究。截至目前，北检

中心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余篇。      

                                                       (祝燕/林业所)



    云南省临沧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的重要门户，该地区国境线长达290公

里，境内居住着2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39%，同时澜沧江和怒江

两大水系贯穿全境。临沧市对于云南省乃至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临沧市是云南省紫胶产量最高的州市，占据全省紫胶总产量的70%

左右，占全国的60%左右。为充分利用紫胶这种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生态效益

的区域特色资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

研究所（简称“资昆所”）陈又清研究员团队通过“紫胶增值增效规模化技术

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与当地企业开展了深入的科技合作。

    双方在紫胶虫不同寄主植物配置及交替轮放技术、人工紫胶园复合生态经

济系统构建技术、紫胶病虫害生态调控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示范和推广，同

时开展科技培训服务，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经过半年多的实施，取得了阶

段性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营建种胶基地，为大面积发展紫胶提供种胶资源。

在澜沧江干流地区，营建紫胶种胶基地2284亩，寄主植物主要包括牛肋巴、南

岭黄檀、思茅黄檀、木豆和马鹿花。

   （2）完成了临沧市内澜沧江流域的紫胶资源考察。初步确定当地5个乡镇

所辖的澜沧江流域适宜发展紫胶原料培育。开展紫胶林地捕食性天敌及寄生性

天敌昆虫群落调查；开展牛肋巴修枝整形技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对紫胶生产影

响的研究。

   （3）完成了种胶基地寄主植物改造及补植补造工作。改造牛肋巴3万余株，

对其进行了矮化，便于紫胶高值高效生产；同时培育南岭黄檀苗木6万余株。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方林木种子检验中心（简称“北检中心”）是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授权的法定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成立于1982年，挂靠在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依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自成立以来，北检中心

受理了大批的委托检验和仲裁检验，为国内、国际种苗贸易提供权威、公正并

具有法律效用的质量评定服务，充分发挥了技术监督的保障作用，具体开展了

以下工作：

   （1）负责省际间林木种子、苗木质量的仲裁检验。林木种苗质量管理是生

态建设稳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北检中心从1990年开始参加全国林木种苗质

量监督抽查，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飞播造林、工程造林、世行项目等使

用的主要造林树种种子、苗木质量进行抽查检验，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面了

解掌握全国林木种苗质量动态、适时进行林木种苗宏观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

为保证全国优质壮苗生产供应提供了技术保障，为生产使用单位挽回了损失。

   （2）负责全国林木种子、苗木检验的技术指导、业务咨询和技术培训。为

提高基层林木种子检验人员的素质和检验水平，加强林木种苗质量检验的技术

力量，先后举办种子检验技术培训班数十次，培训检验人员数千人次，为实现

各省、区、县林木种苗质量自检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3）承担全国林木种子、苗木质量的监督抽查和委托检验。北检中心负责

全国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检验工作，具有第三方公正地位。检验结果在国内林木

种子质量的评定和国际种子贸易方面具有公正性、权威性和法律效用。提供的

检测项目包括：种子净度、种子千粒重、种子发芽、种子生活力、种子优良

度、种子含水量、种子病虫害感染程度、评价种子等级、苗木质量测定和评价

苗木等级，共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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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开展紫胶及紫胶虫概况、紫胶生产技术和寄主植物培育经营的技术

培训，培训各类技术人员240余人次。

    该项目计划先期在澜沧江沿岸7个乡镇实施10万亩，逐步向临沧市内的其

他区县辐射实施23万亩，共计33万亩。作为临沧市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将带

动农户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陈又清/资昆所）

   （4）承担我国进出口林木种子、苗木质量检验任务。为规范进口种子市

场，提高进口种子质量，避免不合格种子进入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规定，对进口种子（种球和苗木）进行检验，严把进口产品质量关。

   （5）承担制定、修订有关林木种苗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作为我国林木种

子检验的最高机构，北检中心在林木种子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以及科研方面

做出了重要贡献。研制的标准主要有《中国林木种子区》、《林木种子检验规

程》、《林木种子质量分级》、《林木种子贮藏》、《油松地理变异规律及种

源区划》、《木本植物种子生活力离体胚快速测定》等。

   （6）承担林木种苗检验、加工、贮藏等技术的科学研究。截至目前，北检

中心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余篇。      

                                                       (祝燕/林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