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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2019年11月22日，科技部举办了《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9年度报告》

发布会。该报告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迫切需要，选定“全球森林覆盖状况及变化”“全球土地退化态势”“全

球重大自然灾害及影响”“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与粮食安全形势”四个专题

开展监测分析。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简称“资源所”）高志海研究员

担任“全球土地退化态势”专题编写组组长。 

    “全球土地退化态势”专题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8年，全球土地退化与

改善恢复两大过程在不同区域并行发生，两者总量基本持平，干旱半干旱区土

地退化出现明显恢复态势，表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实施以来，全球荒

漠化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本世纪以来全球重要热带雨林地区出现的大面积森

林退化现象，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土地退化防治目标的实现构成了新

的挑战，必须引起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的广泛重视；全球主要传统退化区域

中，中国、南亚次大陆等区域土地退化趋势出现了明显的逆转，表明有效的政

策引导和积极科学的治理行动可以有效扭转土地退化趋势，亚洲的范例为全球

的土地退化防治提供了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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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土地退化主要分布在南半球,以非洲和南美洲为主，亚欧大陆情

况相对乐观，土地恢复主要分布在北半球；气候原因导致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和

刚果热带雨林等非传统土地退化区域的大范围退化，致使森林生产力水平下降。

我国的土地恢复占全球的20%，主要以黄土高原区域为核心向外扩展，其中70%

是林草的恢复，得益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生态工程的实施。中国土地恢

复的成就向世界展示了在土地荒漠化治理和森林覆盖提高方面的中国智慧，树

立了土地退化治理的全球榜样。（胡博/资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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楸树COMT家族基因基因的motifs分析

楸树COMT家族基因的表达特性和潜在功能获得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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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楸树为多年生乔木，是我国特有的珍贵用材树种，其木材细致、树干通

直，具有较高的硬度和机械强度，可作为优良的建筑、家具、地板用材，素有

“木王”之称。培育出具高强度木材品质的新品种是楸树育种的主要育种目标

之一。

    现有研究表明，参与合成咖啡酸氧甲基转移酶（Caffeic acid O-methyl-

transferase，COMT）的COMT基因家族是参与林木木材和抗性性状形成的重要

基因家族，同时也是林木材性分子育种的潜在的目标基因家族。

    为鉴定出楸树的COMT家族基因成员（CbuCOMTs），并进一步筛选出其中可

能参与楸树木材形成的家族成员，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简称“林业所”）

珍贵用材树种遗传改良研究组开展了楸树COMT家族基因表达特性和潜在功能的

研究。研究团队通过在楸树全基因组水平上比对COMT家族基因特有的保守结构

域，并对比拟南芥和毛果杨中已鉴定出来的COMT家族基因的序列，初步筛选出

了可能的CbuCOMTs，利用在线软件进一步的功能分析，获得了23个楸树COMT家

族基因。

    研究团队测定了这23个CbuCOMT家族基因的基因长度以及内含子的数量，

发现多数基因中含有COMT家族基因特有的5个保守结构域；研究表明，CbuCOMT

家族基因的表达主要受到生长、发育相关的作用因子调控； CbuCOMT4、5、9、

10、12、17和23在楸树的木质部中特异表达；为进一步筛选出与其中参与木材

形成相关的家族基因，课题组对比了23个CbuCOMTs在楸树应拉木、对应木和正

常木中的表达情况，结果表明CbuCOMT23可能参与了楸树木质部中的木质素

合成。

    本研究结果在线发表在SCI期刊Peer Journal上。（卢楠/林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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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主要著作

    中国林科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科信所”）森林认证研究团队历

经近10年的合作攻关，完成的“中国森林认证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成果获得

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二等奖，该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在认证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

际接轨的森林认证制度体系，阐明了森林认证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我国森林认

证的发展模式和市场推广机制。

   （2）编制森林经营和产销监管链等8项森林认证国家或行业标准，奠定了

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的基础,填补了我国森林认证标准的空白；

   （3）研发了符合森林认证要求的森林经营和产销监管链系列技术体系与实

践指南，突破森林认证核心技术难点，帮助认证主体建立可行的森林认证管理

体系和认证组织管理模式，为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的建立、完善和与国际接轨提

供了认证标准、技术规范和制度体系的支撑，为森林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开展

认证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

中国森林认证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

    目前，相关技术体系已在34家森林经营企业和163家加工企业得到推广应

用，推广面积达357万公顷，占我国森林认证总面积的52.5%,认证林产品普遍

实现了5-15%的市场溢价，市场价值约13.90亿美元，保证和扩大了国际林产品

国际市场份额。该项成果的成功推广，将为森林经营企业开展森林可持续经

营，以及林产品加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解决方案，有力地保障和推动我国

林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助力我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从理论走向实践，为取得更

加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奠定基础。（徐斌/科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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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林科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科信所”）森林认证研究团队历

经近10年的合作攻关，完成的“中国森林认证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成果获得

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二等奖，该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在认证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

际接轨的森林认证制度体系，阐明了森林认证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我国森林认

证的发展模式和市场推广机制。

   （2）编制森林经营和产销监管链等8项森林认证国家或行业标准，奠定了

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的基础,填补了我国森林认证标准的空白；

   （3）研发了符合森林认证要求的森林经营和产销监管链系列技术体系与实

践指南，突破森林认证核心技术难点，帮助认证主体建立可行的森林认证管理

体系和认证组织管理模式，为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的建立、完善和与国际接轨提

供了认证标准、技术规范和制度体系的支撑，为森林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开展

认证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

    由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简称“森环森保所”）牵头，

联合国内5家单位历经近10年合作攻关，共同完成的“林木蛀干害虫云斑天牛

生物防治技术研究”获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该研究主要取得了

以下成果。

   （1）研究出了一套无污染无公害的防治新技术，找到了一种云斑天牛天

敌，是天牛类害虫防治技术的突破。成功利用寄生性天敌昆虫——花绒寄甲（

云斑天牛生物型）防治云斑天牛，防治效果显著，无污染无公害，对环境安

林木蛀干害虫云斑天牛生物防治技术研究

    目前，相关技术体系已在34家森林经营企业和163家加工企业得到推广应

用，推广面积达357万公顷，占我国森林认证总面积的52.5%,认证林产品普遍

实现了5-15%的市场溢价，市场价值约13.90亿美元，保证和扩大了国际林产品

国际市场份额。该项成果的成功推广，将为森林经营企业开展森林可持续经

营，以及林产品加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解决方案，有力地保障和推动我国

林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助力我国森林可持续经营从理论走向实践，为取得更

加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奠定基础。（徐斌/科信所）

全，确保了林产品的安全生产。

   （2）研究了云斑天牛的生物学习性，以及在杨树、白蜡和核桃上的危害特

点等，为生物防治打下了基础。发现了云斑天牛雌雄成虫识别的新特征；首次

发现云斑天牛在补充营养、行为习性和危害不同的寄主树木上存在明显的种群

分化。在云斑天牛行为学、生态学研究上有突破性发现：雌虫能够产生接触性

信息素，雄虫通过接触性信息素对雌虫进行识别而后进行交配等活动；雄虫下

颚须在舔翅行为中具有配偶识别作用，并对下颚须内的化学感受蛋白基因进行

克隆；补充营养阶段的成虫能够远距离感知补充营养植物野蔷薇的几种化合物

气味。发现危害白蜡和杨树的云斑天牛卵、幼虫、蛹和成虫均呈聚集分布型；

确定了云斑天牛危害白蜡和杨树等寄主树种不同防治指标的理论抽样数及序贯

抽样数，为利用花绒寄甲生物防治云斑天牛的调查提供了重要依据。

   （3）研究了花绒寄甲与防治效果相关生物学习性和影响因子，建立了利用

花绒寄甲生物防治云斑天牛的技术规程和流程。在山东、湖南、山西等6省的

21个白蜡、杨树和核桃试验林地释放花绒寄甲卵和成虫，取得了显著的防治效

果，释放花绒寄甲卵的林地虫口减退率达83.27%，释放花绒寄甲成虫的林地株

口减退率达84.23%，并且在天敌释放后的第三年达到80%以上的控制效果，表

明该项生物防治技术能够达到持续控制的效果。

    该项成果在山东、湖南、湖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了推广应用，每年通

过减少农药使用和雇用劳动力等形式，增收节支823万元，新增收入610万元。

此外，通过利用该项成果，减少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未来，该项生物

防治技术的全面推广应用，将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张彦龙/森环森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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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绒寄甲生物防治云斑天牛的技术规程和流程。在山东、湖南、山西等6省的

21个白蜡、杨树和核桃试验林地释放花绒寄甲卵和成虫，取得了显著的防治效

果，释放花绒寄甲卵的林地虫口减退率达83.27%，释放花绒寄甲成虫的林地株

口减退率达84.23%，并且在天敌释放后的第三年达到80%以上的控制效果，表

明该项生物防治技术能够达到持续控制的效果。

    该项成果在山东、湖南、湖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了推广应用，每年通

过减少农药使用和雇用劳动力等形式，增收节支823万元，新增收入610万元。

此外，通过利用该项成果，减少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未来，该项生物

防治技术的全面推广应用，将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张彦龙/森环森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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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荷优良种源轻基质网袋容器苗产业化（浙江龙泉） 木荷子代林3年生苗

    针对我国珍贵用材树种木荷遗传改良程度低、良种缺乏、育种进程慢等重

大技术问题，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简称“亚林所”）用材树种研究

团队联合浙江、福建、江西、湖南、重庆等科研和生产单位，开展了近20年的

木荷遗传改良和良种繁育技术研究，取得的“木荷育种体系构建和良种选育”

成果  获得第九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该成果主要取得了以下突破。

   （1）收集木荷主要分布区优树种质近千份，揭示了遗传背景和亲缘关系，

构建核心种质，奠定长期育种基础；阐明木荷抗逆和生殖发育等特性和机理，

为木荷科学育种提供了理论基础；

   （2）建立和突破木荷杂交、种子园营建和丰产、组培、容器育苗等育种技

术，杂交座果率24.7%，种子园产量提高85%，组培出圃率大于70%，大规模培

育的1年生容器苗显著高于省级标准。

    该成果获得授权专利5件，制定标准1项，发表论文27篇，为木荷良种规模

化繁育提供技术支撑，成功实现了木荷有性和无性繁育的良种化道路。在南方

4省建立木荷育种群体4个，选育优良家系和单株43个，生长增益31%，创制新

种质244份，营建木荷种子园1622亩，审认定省级良种4个，实现了良种化造

林。培育优质容器苗3900万株，组培苗2万株；营建试验示范林40万亩，新增

产值3151.31万元，有力地支撑了我国南方木荷良种造林和基地建设，具有显

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张蕊/亚林所）

木荷育种体系构建和良种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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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科院召开林草科技支撑精准扶贫经验交流会

    2019年12月28日，由中国林科院主办，亚林所承办的林草科技支撑精准扶

贫经验交流会在贵州省独山县召开。

    林草科技扶贫工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大战略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探索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和扶贫有效支撑模式，聚焦科技扶贫重点方向，共

建科技精准扶贫平台，强化科技扶贫成效宣传，是切实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农

民群众增收致富，全力帮扶贫困县如期摘帽，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点。

    近年来，中国林科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国家多部委联合下发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和国家林草局党组

关于扶贫工作要求，精准对接扶贫地区科技需求，在强化扶贫工作机制、加强

科研项目支持，深化院、地、企合作等方面，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扎实

开展林草科技扶贫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精准扶贫

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我院与贵州省独山县、荔波县，广西自治区龙胜县、罗城县等40多个贫困

地区开展技术对接，完成科研项目投入1050万元，指导建立特色经济林示范基

地1万多亩，累计选派60多名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召开技术培训班10余期，

培训基层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中国林科院将继续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按照国家林草局扶贫要求，坚持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围

绕定点扶贫地区科技需求，落实定点扶贫县科技扶贫项目，探索科技扶贫新途

径，完善科技扶贫长效机制，扎实推进定点扶贫地区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庞勇、倪林、李勇/院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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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简称“检测中心”）

依托于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简称“木工所”），于2010年经原国家林

业局批复成立。检测中心的宗旨和目标是：为我国林业行业的木材、人造板、

家具等产品提供检测服务，着力提高我国木质林产品的质量水平，全面落实国

家林草局“三定方案”中对行业质量管理的职能——为行业质量管理提供质量

状况、检测数据的支撑。同时，利用检测中心在木质林产品检测行业中的优势

地位，组织、并指导国家林草局授权的林产品质检机构，共同对林产品质量进

行抽查、监测和培训。

    检测中心凭借木工所的科研能力、技术力量和人才优势，与挂靠木材所的

国家人造板与木竹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互为补充，互相强化。检测中心成立

以来，接受国家林草局科技司的委托，每年均承担各类木质林产品的行业监测

任务，抽查涉及的产品包括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竹地板、刨

花板、纤维板、胶合板、细木工板、混泥土模板用胶合板和饰面细木工板等。

抽查任务覆盖了我国木质林产品的主流产品，也基本覆盖了我国木质林产品的

主流企业。

    经过七年行业监测任务的实施，抽查检测工作得到国家林草局、国家质检

总局和被监测企业的认可和肯定。检测中心积累了大量的行业状况资料和检测

数据，基本掌握了我国木质林产品的分布情况和质量状况，为政府部门决策提

供了依据。除行业监测工作外，检测中心还承担由国家林草局授权的地方林产

品质检机构的培训工作，通过专题培训、行业抽查方案培训、抽查过程管理、

结果报告对接、检测技术能力比对等多种渠道，为提升地方林产品质检机构的

    2019年12月28日，由中国林科院主办，亚林所承办的林草科技支撑精准扶

贫经验交流会在贵州省独山县召开。

    林草科技扶贫工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大战略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探索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和扶贫有效支撑模式，聚焦科技扶贫重点方向，共

建科技精准扶贫平台，强化科技扶贫成效宣传，是切实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农

民群众增收致富，全力帮扶贫困县如期摘帽，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点。

    近年来，中国林科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国家多部委联合下发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和国家林草局党组

关于扶贫工作要求，精准对接扶贫地区科技需求，在强化扶贫工作机制、加强

科研项目支持，深化院、地、企合作等方面，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扎实

开展林草科技扶贫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精准扶贫

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我院与贵州省独山县、荔波县，广西自治区龙胜县、罗城县等40多个贫困

地区开展技术对接，完成科研项目投入1050万元，指导建立特色经济林示范基

地1万多亩，累计选派60多名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召开技术培训班10余期，

培训基层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中国林科院将继续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按照国家林草局扶贫要求，坚持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围

绕定点扶贫地区科技需求，落实定点扶贫县科技扶贫项目，探索科技扶贫新途

径，完善科技扶贫长效机制，扎实推进定点扶贫地区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庞勇、倪林、李勇/院科技处）

能力提供支持。

    质检中心先后承担了木材、人造板、甲醛等质量检测有关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行业公益专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项目30多

项，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20多项，发表科研论文60多篇，获得国家专

利20 多项，出版《木质门》等专著8部，为我国木质林产品行业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黄安民/木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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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简称“检测中心”）

依托于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简称“木工所”），于2010年经原国家林

业局批复成立。检测中心的宗旨和目标是：为我国林业行业的木材、人造板、

家具等产品提供检测服务，着力提高我国木质林产品的质量水平，全面落实国

家林草局“三定方案”中对行业质量管理的职能——为行业质量管理提供质量

状况、检测数据的支撑。同时，利用检测中心在木质林产品检测行业中的优势

地位，组织、并指导国家林草局授权的林产品质检机构，共同对林产品质量进

行抽查、监测和培训。

    检测中心凭借木工所的科研能力、技术力量和人才优势，与挂靠木材所的

国家人造板与木竹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互为补充，互相强化。检测中心成立

以来，接受国家林草局科技司的委托，每年均承担各类木质林产品的行业监测

任务，抽查涉及的产品包括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竹地板、刨

花板、纤维板、胶合板、细木工板、混泥土模板用胶合板和饰面细木工板等。

抽查任务覆盖了我国木质林产品的主流产品，也基本覆盖了我国木质林产品的

主流企业。

    经过七年行业监测任务的实施，抽查检测工作得到国家林草局、国家质检

总局和被监测企业的认可和肯定。检测中心积累了大量的行业状况资料和检测

数据，基本掌握了我国木质林产品的分布情况和质量状况，为政府部门决策提

供了依据。除行业监测工作外，检测中心还承担由国家林草局授权的地方林产

品质检机构的培训工作，通过专题培训、行业抽查方案培训、抽查过程管理、

结果报告对接、检测技术能力比对等多种渠道，为提升地方林产品质检机构的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简称“油茶工程技术中心”）

依托于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于2009年2月由原国家林业局批复成立。其目标和

宗旨是：充分利用中国林科院亚林所在工程技术研究上的技术、人才、设施条

件优势，以及在全国油茶科研与技术开发领域的牵头作用，通过对油茶产业产

前、产中、产后各关键环节的工程技术进行开发、吸收、转化，构建出高效、

开放的油茶产业工程技术研究、推广平台。持续吸收、转化、产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共性关键技术，促进我国油茶产业高效、持续发展。

    油茶工程技术中心成立以来，完成了油茶工程技术研究平台的建设，针对

油茶产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用于油茶品种创新、丰产栽培、遗传发育、营养

与质量检测、精深加工等的专用实验室，购置和开发了一系列工程设备及检测

仪器，于2018年底完成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油茶中试基地基本建设。

    油茶工程中心充分利用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五十余年的科研积淀，不断夯实

油茶产业链基础。在工程中心建设期间，亚林所及相关合作单位先后承担了油

茶育种、高效栽培、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国家科技支撑、自然基金、

能力提供支持。

    质检中心先后承担了木材、人造板、甲醛等质量检测有关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行业公益专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项目30多

项，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20多项，发表科研论文60多篇，获得国家专

利20 多项，出版《木质门》等专著8部，为我国木质林产品行业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黄安民/木工所）

林业行业专项、948、农业成果转化等项目40多项；从油茶高效育种、丰产栽

培、精深加工和副产品综合利用的全产业链技术研发，中心通过科技创新和联

合攻关，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个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同时，中心以主持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全国油茶技术协作组”、油茶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为平台，联合产学研各家参与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涉及产业不

同环节、跨行业的协作网络和信息交流平台。

    为更好地服务于民，助力国家扶贫战略，油茶工程技术中心积极采取走出

去的战略，一大批科技成果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中心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凸

现。中心先后转化科技成果20多项，签订20多项技术服务协议，实现油茶实验

站全国覆盖，技术支持主要良种基地发展，提质增效技术引领油茶基地发展。

与浙江久晟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康能食品有限公司，江西宜春星火农

林发展有限公司，贵州玉屏县大龙益寿植物油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了长期合

作，共同推动产业发展，建立生产线50多条，形成了一大批涉及良种种苗、丰

产栽培、加工利用等方面的示范基地和生产示范线，为油茶产业工程化建设起

到了重要示范作用。

    人才对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油茶工程技术中心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人才培

养，从浙江大学、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引进高层次人次2名，博

士3名，同时加大自身培养力度，培养博士8名，硕士32名，优化了人才梯度队

伍。

    截至目前，中心共发表相关论文160多篇，出版专著14部，编写标准15个，

授权发明专利19项，获得各类奖项5项；选育良种40个，其中国家级良种15个，

省级良种25个，开发新产品18个；在中心本部和核心基地中，保存遗传资源

2300多份，基地面积约10万亩。相关技术辐射至全国15个油茶省市区，推广长

林系列良种800万亩以上，成为全国油茶推广面积最大的主导良种，同时培训

林农23000人次，技术人员500多名，有效地提高了当地林农的收入，促进了油

茶产业的发展。（姚小华/亚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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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动态》编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简称“油茶工程技术中心”）

依托于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于2009年2月由原国家林业局批复成立。其目标和

宗旨是：充分利用中国林科院亚林所在工程技术研究上的技术、人才、设施条

件优势，以及在全国油茶科研与技术开发领域的牵头作用，通过对油茶产业产

前、产中、产后各关键环节的工程技术进行开发、吸收、转化，构建出高效、

开放的油茶产业工程技术研究、推广平台。持续吸收、转化、产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共性关键技术，促进我国油茶产业高效、持续发展。

    油茶工程技术中心成立以来，完成了油茶工程技术研究平台的建设，针对

油茶产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用于油茶品种创新、丰产栽培、遗传发育、营养

与质量检测、精深加工等的专用实验室，购置和开发了一系列工程设备及检测

仪器，于2018年底完成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油茶中试基地基本建设。

    油茶工程中心充分利用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五十余年的科研积淀，不断夯实

油茶产业链基础。在工程中心建设期间，亚林所及相关合作单位先后承担了油

茶育种、高效栽培、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国家科技支撑、自然基金、

林业行业专项、948、农业成果转化等项目40多项；从油茶高效育种、丰产栽

培、精深加工和副产品综合利用的全产业链技术研发，中心通过科技创新和联

合攻关，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个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同时，中心以主持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全国油茶技术协作组”、油茶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为平台，联合产学研各家参与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涉及产业不

同环节、跨行业的协作网络和信息交流平台。

    为更好地服务于民，助力国家扶贫战略，油茶工程技术中心积极采取走出

去的战略，一大批科技成果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中心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凸

现。中心先后转化科技成果20多项，签订20多项技术服务协议，实现油茶实验

站全国覆盖，技术支持主要良种基地发展，提质增效技术引领油茶基地发展。

与浙江久晟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康能食品有限公司，江西宜春星火农

林发展有限公司，贵州玉屏县大龙益寿植物油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了长期合

作，共同推动产业发展，建立生产线50多条，形成了一大批涉及良种种苗、丰

产栽培、加工利用等方面的示范基地和生产示范线，为油茶产业工程化建设起

到了重要示范作用。

    人才对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油茶工程技术中心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人才培

养，从浙江大学、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引进高层次人次2名，博

士3名，同时加大自身培养力度，培养博士8名，硕士32名，优化了人才梯度队

伍。

    截至目前，中心共发表相关论文160多篇，出版专著14部，编写标准15个，

授权发明专利19项，获得各类奖项5项；选育良种40个，其中国家级良种15个，

省级良种25个，开发新产品18个；在中心本部和核心基地中，保存遗传资源

2300多份，基地面积约10万亩。相关技术辐射至全国15个油茶省市区，推广长

林系列良种800万亩以上，成为全国油茶推广面积最大的主导良种，同时培训

林农23000人次，技术人员500多名，有效地提高了当地林农的收入，促进了油

茶产业的发展。（姚小华/亚林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