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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林业发展政策动向 

 

德国联邦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日前在其网站上发布了 2011

年农业报告，介绍了 2007 年以来德国农业、林业、渔业和食品业面

临的新情况，尤其是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和联邦政府采取的措施。该

报告的“林业和木材业”部分，介绍了林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

下 3 点值得注意： 

1．德国政府提出了制定 2020 年森林战略的构想，旨在平衡对森

林利用的多种需求。联邦政府将继续发展对林业和当地木材业、造纸

业的资助政策，以开发至今尚未充分利用的潜力，如工业木料和废木

料的重复利用。在农业用地上种植速生树种人工林是一个可能被采用

的重要策略。 

2．林业深受气候变化影响，尤其是个别树种的生长条件可能发

生区域性改变；同时在维持和加强森林和木材的碳贮存功能以及用木

材产品取代化石燃料和原材料这两个方面，能够对气候保护起到重要

作用。联邦政府认为有必要加强使森林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以维持

森林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护气候的重要作用，并且维护森林的可持续性，

确保其利用、保护、休闲方面的功能。 

3．德国政府制定国际林业政策的目标是，促进世界各地的可持

续森林经营以及遏制非法和非可持续的采伐活动。为此，联邦政府从 

2010 年起在“以利用促保护”的主旨下对国际组织的项目给予资助。

其中一个重点是实施“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无法律约束力文书”（“联

合国森林文书”）项目。2009-2012 年，德国政府对森林和其他生态

系统的国际性保护资助金额高达 5 亿欧元，这一趋势还将继续。2013

年开始，德国计划每年对上述活动提供 5 亿欧元资助。 

在双边合作层面上，德国与很多伙伴国家尤其是热带地区的国家

达成协议，以支持其可持续的合法的森林经营方法以及国家和私人层

面的监督。在欧盟层面，德国政府已经并将继续资助欧盟旨在打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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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伐的“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行动计划（FLEGT Action Plan）。

该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是与热带木材供应国达成自愿的伙伴协议，以

证明出口到欧盟的木材的合法性。                      （李  茗） 

 

俄罗斯森工论坛：林业成果与未来发展计划 

 

据俄罗斯联邦林务局网站 2012 年 3 月 29 日报道，俄联邦森工论

坛当日在莫斯科召开，主管营林和森工的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祖布科夫

作大会发言指出，近 2 年来，林业正在经历着重要变革，并取得了以

下突出成绩。 

2011 年，营林和森工主管部门重点投资了 100 多个林业项目，

投资总额达 4 100 亿卢布，主要针对木材深加工项目。为实现林业的

可持续发展，联邦政府还计划在未来 5 年投资 2 730 亿美元，重点开

展 47 个林业项目，预计可新增 4 万个就业岗位。 

由于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2011 年俄罗斯林业发展令人满意。当

年，林木蓄积量增加 12%，原木采伐量达到 7 600 万 m3；锯材生产

增加 7%，家具产量增加 13%；木材深加工增幅超过 65%，而几年前

这一数字只有 50%。 

新森林法颁布后，联邦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行业

发展。改革了联邦和地方在森林管理方面的权限，将森林的管理权移

交地方政府，并确定了地方执行情况评价标准。制定和实施了国家支

持森林工业的措施，特别是取消了木材深加工产品的出口关税，对技

术装备更新和木材跨季节储存发放贴息，对违规采伐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等。 

2011 年俄政府加大了对森林防火和森林保护的投入力度，政府投

入高达 118 亿卢布，比 2010 年的 22 亿卢布提高约 4.4 倍，并拨款

50 亿卢布（约 1.7 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购买消防设备和器材。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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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俄火灾数量同比减少 1/3，火灾损失降低 4 倍。俄政府将“树种

繁育”项目列入国家林业振兴计划，投资兴建了 6 个现代化的优质苗

木繁育中心，每年可培育苗木 5 000 万株。 

针对近年来复杂的非法采伐问题，俄政府计划通过立法解决。俄

内务部统计数字显示，2011 年查获的非法采伐案件共 1.6 万起，严重

影响了木材市场的秩序。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违规采伐者为销毁

证据，逃避惩罚，经常是一把火烧毁现场，这也是引起大规模森林火

灾的原因之一。现有法律在原木流通方面缺乏监管，成为执法的盲点。

对此，俄原木贸易法草案已基本完成，并将在联邦林务局、工贸部等

部门会签后上报给杜马审议。 

祖布科夫还指出，应加大生物质燃料的开发利用，继续加大对森

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呼吁通过

加强立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以规范木材贸易。（宿海颖） 

 

美国森林资源与林产工业近况 

赵  荣 

 

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北与加拿大交界，南接墨西哥和墨西哥湾，

西临太平洋，东濒大西洋。国土面积约 962.9 万 km2，其中陆地面积

915.9万 km2。大部分地区属温带、亚热带气候，年降水量200~3 000 mm。

人口约 3.1 亿（2010 年），仅次于中国、印度，为世界第 3 人口大国。

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长期保持在世界首位。

2010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14.66 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9%。 

一、森林资源 

据 FAO 公布的最新数据，2010 年美国森林面积为 3.04 亿 hm2，

占国土 31.6%，占全球森林面积 7.5%；森林蓄积量为 470.8 亿 m3，

占全球森林蓄积的 6.2%。美国森林面积排在俄罗斯、巴西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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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居世界上第 4 位；森林蓄积仅次于巴西和俄罗斯居世界第 3 位。 

1．森林类型 

美国的森林资源，按气候带划分，包括北部阿拉斯加的寒带林，

大陆本土广阔的温带林，以及波多黎各和夏威夷繁茂的热带林；按起

源划分，天然次生林占 67%，原始林占 25%，人工林仅占 8%；按主

要功能划分，生产林占 30%，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占 25%，多种用途

林占 46%。在森林资源中，纯粹的工业用材林仅占 30%，而大部分

是多用途的用材林。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在水土保持、野生动物保护、

放牧、游憩、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人工林所占比重

较小，且大部分集中在南方，约占南方森林面积的 20%。 

2．森林分布区及主要树种 

1）西部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沿岸以针叶林为主，主要树种有花旗

松、冷杉、西黄松、黑材松、铁杉、扭叶松和恩氏云杉，全美约 61%

的花旗松分布在该地区。 

2）南大西洋和海湾沿岸各州（南部）以长叶松、湿地松、火炬

松、萌芽松为主，是针叶材生产基地，全美锯材和纸浆材的 80%产自

该地区。 

3）东北部地区以次生阔叶林为主。全美 1/4 的阔叶材产自密西西

比河东部地区，主要树种为栎属、胡桃属、北美鹅掌楸和糖槭等。 

3．森林消长动态 

1990-2010 年，美国森林面积从 2.96 亿 hm2增至 3.04 亿 hm2，

年增长率为 0.13%；森林蓄积从 388 亿 m3增至 470 亿 m3，增加 20%；

林木采伐量从 5.97 亿 m3减至 5.32 亿 m3，减少 11%。其中，用材林

活立木总蓄积约 265 亿 m3（针叶树 150 亿 m3、阔叶树 115 亿 m3），

年生长量约 7.6 亿 m3（针叶树 4.3 亿 m3、阔叶树 3.3 亿 m3）。 

总体来看，美国林木生长量远大于采伐量，实现了越砍越多，越

砍越好，永续利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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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森林服务功能 

除传统的林产品和森林游憩外，森林还提供一系列对人类健康和

生计至关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如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流域服务、碳储存和景观等。美国有 1.24 亿人依靠国有林系统供水；

美国森林和林产品的碳汇能力每年为 1.92 亿 t，相当于化石燃料每年

碳排放量的 10%；可用于生产木质能源的小径材达到 276.79 万 t。 

二、林产工业 

美国是世界林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2010年，工业原木、

锯材、纸浆的生产量均占世界首位，纸和纸板生产量居世界第二；林

产品出口额居世界首位，进口额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

贸易总额4 516.99亿美元中占9.8%，是世界最大的林产品贸易国。 

美国生产的主要林产品包括原木、锯材、各种板材、纸浆、纸和

纸板、木制家具、天然橡胶和棕榈油。2010年主要林产品产量为原木

3.4亿m3、锯材0.58亿m3、纸和纸板0.76亿t、纸浆0.5亿t。由于美国

经济持续疲软，自2001年以来，除单板保持平稳态势、纤维板稳中有

升外，其他林产品的产量几乎都呈下降趋势。 

美国木浆和木制家具等林产品产量自上个世纪以来不断增加，但

在过去的10年里达到峰值后出现下降，在美国市场上增长最快的针叶

锯材和结构人造板也出现了进口产品。纸浆和纸板或结构人造板等资

本密集型和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产品在美国国内的消费份额仍然

较高，而锯材和家具等资本密集程度较低或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工

业产品在美国国内的消费份额则大大地降低了。 

美国林产品贸易的显著特点是进口额大于出口额，但2009年和

2010年林产品出口额超过进口额。从进出口量看，原木是美国最大的

出口产品，锯材是最大的进口产品，近10余年来原木出口第一和锯材

进口第一的地位始终未变。美国木材进口的主要贸易国是邻国加拿大，

主要进口产品是针叶树锯材；木材出口的主要贸易国是加拿大、中国、

日本、墨西哥和韩国，主要出口产品是针、阔叶树原木和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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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利用林地剩余材提取精油并开发空气净化剂的研究 

 

    日本《木材情报》2011 年 12 月刊登了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生物

化学研究领域树木提取成分研究室主任大平辰郎的文章，介绍了以林

地剩余材为原料提取树木精油和利用精油开发空气净化剂的新技术。 

    一、引言 

    在全球变暖问题备受关注的今日，将甘蔗及玉米作为石油替代资

源生产生物乙醇等，在巴西及美国很盛行。日本国土的 67%为森林所

覆盖，是世界屈指可数的森林大国，因此，希望将森林资源用做乙醇

原料。要生产乙醇，就要以纤维素等含有率高的木质部为原料，而对

于其他部分尚未开发出特别有希望的利用方法。其中，树叶部分的生

物量绝非少数（在林地剩余材中约占 20%左右），如考虑其含有成分

的潜能，是不容忽视的资源，但现状是采伐后被丢弃在林内，没有得

到有目的的利用。在日本的森林资源中，柳杉、扁柏、库页冷杉等针

叶树占有率很高，这些针叶树中含有百分之几的作为芳香材料引起关

注的精油，在精油以外也许还有其他可以利用的成分，但目前对精油

的研究最有进展。仅用极少量的精油就可以起到抗菌、防虫、医疗保

健作用及去除异味和有害物质等作用，可用于广泛的领域。最近开发

了节能型划时代的精油提取法，并利用提取的精油成功地开发出了有

效去除环境污染物质的净化剂。 

二、环境污染物质净化剂的开发 

在地球上，自古就有天然物质和人工合成物质等各种化学物质的

存在。其中，人工合成物质（如建筑材料、日用品等）被大量使用，

对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做出很大贡献，但因此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环

境污染（大气污染及室内空气污染等）。尽管这些污染成分在空气中仅

占不足 1%，但考虑到每人每天 24 小时呼吸摄入体内的空气，这个量

是绝对不可忽视的。由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持续暴露在各种化学物质之

中，对健康影响很大，因此关于净化污染物质方法的研究很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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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生长着的植物的物质代谢功能及挥发物质对污染物

质的净化功能受到关注。最近的研究表明，植物具有通过树叶等吸收

或代谢污染物质的功能。其中，芳香物质的供给源精油，对净化污染

物质具有很多优点，同时还可期待产生复原、镇静以及抗菌、抗病毒、

防虫等作用。因此，在利用精油减少空气中有害物质及微生物的同时，

可将空气改善为嗜好性高、治愈效果好的空气。下面简要介绍树木精

油具有的除臭、去除有害物质等净化作用的研究现状和利用精油改善

空气的可行性。 

1．树木精油除臭及去除有害物质的功效 

以前的研究判明，松针油（Abies alba）有去除硫化氢的功效，

而且松针油、柏木油（Juniperus 属柏木油）、松油（松材油）、肉桂

油（cinnamon oil）、松节油（turpentine）、桂油（cassia 油）等具有

去除三乙胺（Triethylamine）的功效。日本生产的针叶树精油也具有

活性去除功效。关于针叶树精油去除氨、醋酸等功效的研究报告显示，

扁柏树叶精油、库页冷杉树叶精油和扁柏木材精油对 60 ppm 的氨气

具有 90%以上的去除率，各种精油按 5%的浓度对醋酸具有 20%以下

的去除率。由此可见，精油去除有害物质的功效是有选则性的。 

2．树木精油去除甲醛的功效 

甲醛是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的典型有害物质，对树木精油去除甲醛

的功效调查表明，11 种树木的树叶精油、木材精油及有代表性的精油

构成物质，均具有去除甲醛的功效。而且，对比树叶精油和木材精油

发现，树叶精油对甲醛的去除率要比木材精油高一些。在研究过的精

油中，柳杉和冷杉的树叶精油对甲醛的去除率超过 80%，去除效果最

佳。关于不同类型精油的物质去除功效，还有很多不明之处，但除掩

蔽效果外，还可以考虑通过与精油成分的化学反应产生的捕集效果。 

3．树木精油去除柴油发动机尾气的功效 

自 2003 年 10 月开始，日本在东京、神奈川、千叶、崎玉等首都

圈地区对柴油发动机实行了尾气限制，即对卡车等排放气体中的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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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质（PM）加以限制。限制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措施是对新车生

产开发了 PM 减排发动机，对库存车辆安装 PM 减排装置等，但这些

措施大部分成本较高，期望开发出更廉价的装置。在此背景下，研究

了利用扁柏木材精油去除 PM 的效果，从高效廉价的角度推进了扁柏

精油去除柴油发动机尾气的实用化。原理是将扁柏精油用水稀释后通

过喷雾喷向 PM 物质，就形成覆盖 PM 的粒子块，并通过过滤器将其

清除。最近，这一方法作为船舶减排对策已被采用，今后也有望应用

于其他各个领域。 

4．树木精油去除二氧化氮的功效 

二氧化氮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典型物质，其发生源是锅炉等“固定

发生源”及汽车等“移动发生源”的燃烧过程、硝酸制造工程等。燃

烧过程排放的气体大部分是一氧化氮，在大气中发生氧化变为二氧化

氮。而且，还有源于生物活动的自然发生。地球上大部分二氧化氮都

是由生物活动产生的。关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已知二氧化氮浓度与

咳嗽痰多症状的关系和高浓度二氧化氮引起急性呼吸器官患病率提高

等，因此减少二氧化氮浓度十分重要。 

在 40℃加热条件下，使精油成分挥发为气态物质，与大约 7 ppm

的二氧化氮发生反应，在规定时间后测定二氧化氮的残留率（去除率）。

结果表明，从木材部提取的精油对二氧化氮的去除率总体上低于从树

叶中提取的精油。去除率最高的精油是库叶冷杉叶油和扁柏叶油，活

性最高的冷杉叶油的去除率在30分钟后为90%，120分钟后为100%。

对于在活性高的精油成分内占有率较高的萜烯类物质也进行了同样的

试验，发现作为去除活性高的物质，在 γ-萜品烯、月桂烯、异松油烯

等结构内具有 2 个以上的二重组合的单萜烯类及 1,4-桉树脑。 

如果充分利用具有以上功能的精油，就可以针对环境污染物质开

发出净化效果很高的芳香剂。 

三、划时代的精油提取法——减压式微波水蒸气蒸馏法 

为使功能丰富的树木精油具有一定规模的量，从植物体中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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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油的技术十分重要。因为，尽管精油可从植物及一部分动物组织

中提取，但得率仅为百分之几。在现有方法中，一般采用水蒸气蒸馏

法、压榨法、溶剂提取法、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法等。其中，水蒸气

蒸馏法与其他方法相比装置较为简单且成本低廉，是最常用的方法。

这是将花及叶等柔软的植物直接投进蒸馏器，使植物的芳香成分挥发，

然后将含有芳香成分的水蒸气冷却、凝缩为液体后，油水分离，取得

精油。这种方法很有效，但问题也不少。例如，长时间与水蒸气接触，

精油中含有的芳香成分容易变质，精油提取后排出大量废水。因此，

要求开发出环境友好型的有效的精油提取新方法。 

近年，引起关注的技术是微波技术。微波加热效率高，在化学合

成及提取等应用中也具有高效和经济的优点。作为微波提取技术，研

究了橘子皮等含有精油成分的有效提取。利用微波技术可缩短提取时

间，在降低能源成本上也有明显效果。但这些都是在大气压条件下的

提取，不能避免精油成分变质，高挥发性物质的回收效率较低，而且

大气压下提取精油的成分与一般水蒸气蒸馏法提取是相同的，在使用

中存在着劣质及可用性高的物质混在一起的问题。因此，还要对精油

进行再次蒸馏，以区分目标物质，在这种情况下，担心最终会导致成

本上升及成分变质。为解决这些问题，开发了利用微波为热源的新的

蒸馏法——减压式微波水蒸气蒸馏法（VMSD）。这种方法与一般水蒸

气蒸馏法相比，热效率高、蒸馏时间缩短，还具有以往方法中没有的

优点，如通过减压调节可以有选择地提取精油的含有成分；原料中的

水分可用于蒸馏，提取后残渣的含水率降低等。 

VMSD 装置的主要结构是提取槽、微波振动装置、减压泵和冷却

装置。这种方法可通过减压及微波照射，改变所得精油的结构。 

采用一般水蒸气蒸馏法（HD 法）提取的精油，结构为单萜烯类

23%、倍半萜烯类 50%、双萜 27%。相反，采用 VMSD 法提取的精

油，结构为 α-蒎烯、桧烯等单萜烯类很多，总计约占 94%。而且利用

VMSD 提取残渣经 HD 法得到的精油结构，几乎没有检测到单萜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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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α-榄香脑等倍半萜类和贝壳杉-16-烯等双萜类占全体 95%以上。这

意味着采用 VMSD 法可以有选择地从柳杉叶油中提取挥发性高的单

萜烯类，在提取过程中可以将提取和分离同时进行。 

在提取精油的同时得到大量的蒸馏水（约是精油 25 倍的量）。在

蒸馏水中含有的有机物——酒精类化合物（带有 OH 基物质）所占比

例大于精油。蒸馏水的成分主要是水（有机物仅占 0.01%~0.03%），

但略带微香，最近的研究发现，具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 

用 VMSD 法提取后残渣的含水率可降低至 20%左右。用 HD 法

提取后的残渣含有大量水分，去除水分的处理过程面临很多问题。而

VMSD 发提取后残渣的函数女很低，可直接用于生产颗粒燃料，也可

用于家畜敷料及堆肥等。 

四、展望 

现在，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在北海道与企业一起正以实用化规模

进行精油的大量提取。从精油含量多的冷杉树叶中可提取精油 4 L、

含有微香的蒸馏水 100 L，消耗的能源大约是一般水蒸气蒸馏法的

1/4。北海道正在推动精油相关产品的开发，但同时需要建立精油生产

原料所需林地剩余材的采集、运输系统，形成精油提取、精油实用化

和精油提取后排出残渣的有效利用一条龙生产体系。    （白秀萍） 

 

马来西亚政府计划为扩大人工林种植拨款 30 亿林吉特 

 

马来西亚《太阳报》（The Sun Daily）新山 5 月 22 日消息：马

来西亚副总理穆希丁（Tan Sri Muhyiddin Yassin）说，马来西亚政府

计划为扩大人工林种植面积拨款 30 亿林吉特，以利于实现到 2020 年

造林 37.5 万 hm2 的目标。截至目前，政府已经为发展人工林安排资

金 6 亿多林吉特。此举将使木质原材料的持续供应得到保障。 

穆希丁指出，木材工业是马来西亚的重要经济部门，去年出口额

为 200 亿林吉特，在马来西亚出口总额 1 412 亿林吉特中占 14.1%。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8%B4%9D%E5%A3%B3%E6%9D%89kaur&source=web&cd=3&ved=0CFQQFjAC&url=http%3A%2F%2Fwww.dictall.com%2Findu45%2F35%2F453560181A0.htm&ei=-cbtT5-BDKyRiQe2p5H6DA&usg=AFQjCNFyEE8wpEVcC8YoLR_wIKBtpvKR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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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0 年，马来西亚木材工业部门的年均出口额为 217 亿林

吉特，提供就业岗位近 30 万个。穆希丁说，去年的木材产品出口中，

家具出口额为 65 亿林吉特，占木材产品出口总额 32.5%。马来西亚

是世界第 8 大家具出口国，在亚洲排在第 3 位。因此，他希望种植业

及原产品部继续努力，通过生产出更多的高质量木材产品来提高马来

西亚木材工业的竞争力。 

穆希丁表示，相信国家木材工业政策的制定会推动木材工业发展，

有助于实现 2020 年 530 亿林吉特的出口目标。同时穆希丁认为，需

要长期投资以保证马来西亚木材工业的可持续性。      （周吉仲） 

 

喀麦隆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打击非法采伐 

 

英国路透社网站（AlertNet）5 月 5 日报道，喀麦隆森林和动物资

源部部长菲利普·恩戈勒·恩古埃斯（Philippe Ngolle Ngouesse）日

前宣布，暂停 27 家违法公司的执照，原因是这些公司违反了相关法

律进行森林开发、木材运输和出口等活动。喀麦隆政府还明确表示，

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对非法采伐的打击力度，以保护森林资源、应对气

候变化的威胁。 

此外，喀麦隆与刚果（布）、加蓬还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共同承

诺打击非法采伐，保护刚果盆地 1 460 万 hm2的热带雨林。同时，喀

麦隆还与刚果（布）和中非共和国共同建立了桑加（Sangha）保护区，

致力于热带雨林的跨国保护，促进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在国际层面上，喀麦隆政府已与欧盟签署了有关森林执法、施政

和贸易的自愿伙伴关系协议（VPA 协议），承诺在欧盟各国的木材供

应链中将非法采伐的木材全部排除。                  （胡延杰） 

【本期责任编辑  白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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