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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海南岛热带天然林生物多样保育和恢复技术 

提名者：海南大学 

提名意见：海南岛热带天然林是重要的“天然碳库”、“绿色水库”、“空气净化器”和“天

然氧吧”，是海南岛和自贸区（港）建设重要生态安全保障，在海南省生态环境建设和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成果针对海南岛退化天然林结构简单、生态功能低下、

重要野生生物的生存受到严峻威胁等问题，依托 10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 项科技

支撑项目、1 项 948 项目、4 项科技推广项目，进行了 20 年攻关和 17 年研发，建立了

热带天然林生物多样性保育理论体系，研发了珍稀濒危物种恢复技术、热带天然林抚育

技术、生态系统功能多样性恢复技术等技术体系，创新性提出四位一体的森林动态监测

系统，应用于海南热带雨林重要珍稀濒危动植物恢复和天然林恢复推广应用，取得了明

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意提名 2019 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海南岛热带林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热带森林植被类型，具有丰富的物种组成和复杂

的群落结构，因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区域碳氧平衡、养分循环和调节气候变化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长期的农业扩张和人口增加，海南岛低海拔区域的原始林

经过人为破坏后成为农业用地或退化为结构简单、生态功能低下的次生林。由于生境破

碎化和片段化，残存的中高海拔热带林在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和提供生态系统功能方面

的作用也不断降低。海南岛热带林生态系统的退化极大地影响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生态

功能和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针对上述问题，本项目以海南岛热带天然林及其退化森

林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空间尺度下热带森林天然林物种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和群落构建

过程的理论研究，建立森林动态监测大样地、卫星样地、随机样地和公里网格样地四位

一体的热带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系统技术，研发了热带天然林重要野生动植物扩繁和野外

回归技术，确立了基于功能性状的热带天然次生林抚育技术和景观多样性恢复技术，开

展了热带天然林生物多样性恢复技术示范和推广应用。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热带和

亚热带等复杂森林生态系统的天然林保护、珍稀濒危植物保育、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生

态建设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经过项目组人员近20年攻关，17年的研发，主要研究成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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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开展了海南岛热带天然林不同维度（物种、谱系和功能）生物多样性的基

础研究，阐明了热带天然林生物多样性的动态维持和群落构建机制，为热带天然林的保

护与恢复提供了理论依据。 

2、创新地提出了世界上首套大样地+卫星样地+随机样地+公里网格样地相结合的四

位一体森林动态监测系统，为全面理解不同时空尺度和不同维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功能

之间的耦合关系、变化特征等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 

3、对热带天然林中的重要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研发了拯救性的就地保护、扩繁和

野外回归技术，有效地扩大野外种群数量，提升了种群生境质量。 

4、创建了基于生态功能关键种定向培育的退化天然次生林结构优化与功能多样性

快速提升技术，突破了热带次生林系统中顶级树种缺乏和扩散限制的瓶颈效应，为我国

复杂森林区的中幼林抚育工程提供了操作性强、实用性高的技术规程和推广示范模式。 

5、首次开展了以植物功能性状为基础的热带天然林潜在植被恢复技术，在海南退

化天然林开展大面积推广应用。 

本项目受到 10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南岛热带林生物多样性形成机制的研究（重

点项目，39830310）、海南热带山地雨林林隙种子及幼苗库动态规律的研究（30070602）、

海南岛热带森林生态系统退化过程与恢复机制研究（30340047）、多空间尺度热带山顶

矮林植物功能性状分异及其对环境变化响应的研究（31260109）、基于植物功能性状的

热带山地雨林群落构建规律（31270474）、土壤磷限制条件下热带雨林稀有物种与邻体

共存策略（31670628）、海南岛热带季雨林群落对季节性干旱的生态适应性与物种多样

性调节机制（30901143）、热带雨林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关联性及影响因素

（41201192）、海南山鹧鸪的空间利用和生境选择（30360015）、海南山鹧鸪和海南孔雀

雉的繁殖生态学研究（30860044））、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技术研

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子课题（西南和热带天然林生态关键种保育与非木质资源高

效利用）、948 项目（森林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分区管理技术引进）、2 项推广项目

（热带天然林植被保育与恢复技术推广、潜在植被恢复技术在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中的

应用）、1 项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物种都杨兴和功能性状的热带云雾林群落构

建规律研究（312064））、9 项海南省科研院所研发专项项目（五指山人工造林促进天然

林恢复的研究（ 09204090011）、海南困难立地造林树种选择与育苗技术研究

（11204090015）、海南油杉种质资源保护与育苗技术研究（KYYS201414）、油丹的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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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与培育技术研究（ KYYS201411 ）、坡垒生境分析及种子萌发特征研究

（KYYS201418）、热带雨林关键树种青皮种质资源收集及保存（KYYS201422）、海南

粗榧无性繁殖关键技术及集成应用研究（KYYS201408）、三种珍稀濒危树种保育技术研

究（KYYS201517）、海南岛 3 种特有省藤资源收集和促萌技术研究（KYYS-2016-15））

和 2 项林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海南热带天然次生林恢复技术及优化模式推广、蝴蝶树

育苗及栽培技术示范推广琼[2015]TG04 号）资助，共发表文章 77 篇，其中 SCI 论文 50

篇，总 SCI 影响因子 103.2；出版著作 2 部，编写林业行业标准 3 部，授权专利 1 项；

发现 20 种海南鸟类新记录。 

客观评价 

本成果瞄准海南热带天然林保护和恢复重大科学问题，通过不同空间尺度下热带森

林天然林物种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和群落构建过程的理论研究，建立森林动态监测大样

地、卫星样地、随机样地和公里网格样地四位一体的热带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系统技术，

研发了热带天然林重要野生动植物保育、扩繁和野外回归技术，确立了基于功能性状的

热带天然次生林抚育技术和景观多样性恢复技术，并进行了有效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成果综合性强、整体技术难度较大、完成度高，

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指标位列国内领先水平；成果应用效果好，对提升海南热带天

林质量和功能取得明显效果，整体上处于领先水平。 

应用情况 

本成果在海南省主要林区林场开展了珍稀濒危保护生物的繁育、种群回归和生境质

量提升，开展了热带次生天然林抚育，有效提升了生态系统功能。17 年（2002-2019）

来，不断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创新，在技术推广应用方面情况如下：海南大学、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森林环境与生态保护研究所、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林科所、霸王岭林业局

作为主要科研服务单位，收集保存野生珍稀濒危树木种质资源，建立种质资源库和树木

园，规模化培育珍稀濒危植物种苗，成果汇入改革开放 40 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年成就展；在海南天然林进行珍稀濒危植物扩繁种群野外回归，恢复新的天然种群；开

展热带雨林旗舰物种和指示种动物源食植物种苗繁育及回归，提升生境质量；推广热带

次生林抚育技术，有效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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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对项目的创新推广贡献 

 

序号 单位名称 创新推广贡献 

1 海南大学 

研究不同维度（物种、谱系和功能）生物多样性的时

空分异规律，揭示了热带天然林主要植被类型的群落

构建机制 

2 

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森林环境与

生态保护研究所 

构建了完善的生物多样性形成、维持与恢复的理论体

系；创制了四位一体的热带林生物多样性动态监测体

系；提出热带次生林抚育经营和恢复技术 

3 
海南省林业科学

研究所 

系统开展热带岛热带天然林珍稀濒危植物种苗规模

化扩繁及野外回归 

4 海南师范大学 提出海南岛典型珍稀濒危动物保育和种群恢复技术 

5 
海南省霸王岭林

业局 

系统开展热带天然林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及生境长

期监测；首次开展了动物主食植物种苗培育及其在退

化生境中的快速恢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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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

名 

行

政

职

务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臧润国 1 无 教授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森林环

境与生态保护

研究所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森林环

境与生态保护

研究所 

负责项目设计，阐明了热带

天然林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机

制；创建了基于生态功能关

键种定向培育的退化天然次

生林结构优化与功能多样性

快速提升技术。 

蒋有绪 2 无 

研 究

员/中

科 院

院士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森林环

境与生态保护

研究所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森林环

境与生态保护

研究所 

阐明热带林物种多样性的形

成与维持的理论体系，为热

带林生物多样性保育与恢复

提供了科学依据 

龙文兴 3 

副

院

长 

副 教

授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 

阐明热带天然林生物多样性

维持和群落构建机制 

丁易 4 无 
副 研

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森林环

境与生态保护

研究所 

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森林环

境与生态保护

研究所 

首次创制四位一体的热带天

然林生物多样性动态监测体

系，并对热带天然林主要植

被类型进行了动态监测 

陈飞飞 5 无 高工 
海南省林业科

学研究所 

海南省林业科

学研究所 

总结提出热带珍稀濒危植物

野外回归技术体系，创新应

用植苗保护装置开展回归示

范 

梁伟 6 

副

院

长 

教授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 
提出海南岛典型珍稀濒危动

物保育和种群恢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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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完成单位包括海南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环境与生态保护研究所、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海南师范大学和海南省霸王岭林业局等。 

围绕着热带天然林生物多样性保育和恢复，依托 10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南岛

热带林生物多样性形成机制的研究（重点项目，39830310）、海南热带山地雨林林隙种

子及幼苗库动态规律的研究（30070602）、海南岛热带森林生态系统退化过程与恢复机

制研究（30340047）、多空间尺度热带山顶矮林植物功能性状分异及其对环境变化响应

的研究（31260109）、基于植物功能性状的热带山地雨林群落构建规律（31270474）、土

壤磷限制条件下热带雨林稀有物种与邻体共存策略（31670628）、海南岛热带季雨林群

落对季节性干旱的生态适应性与物种多样性调节机制（30901143）、热带雨林物种功能

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关联性及影响因素（41201192）、海南山鹧鸪的空间利用和生境选

择（30360015）、海南山鹧鸪和海南孔雀雉的繁殖生态学研究（30860044））、十一五科

技支撑项目（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技术研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子课题（西南和热

带天然林生态关键种保育与非木质资源高效利用）、948 项目（森林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

护区分区管理技术引进）、2 项推广项目（热带天然林植被保育与恢复技术推广、潜在植

被恢复技术在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中的应用）、1 项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物种

都杨兴和功能性状的热带云雾林群落构建规律研究（312064））、9 项海南省科研院所研

发专项项目（五指山人工造林促进天然林恢复的研究（09204090011）、海南困难立地造

林树种选择与育苗技术研究（11204090015）、海南油杉种质资源保护与育苗技术研究

（KYYS201414）、油丹的良种选育与培育技术研究（KYYS201411）、坡垒生境分析及

吴先明 7 
局

长 
高工 

海南省霸王岭

林业局 

海南省霸王岭

林业局 

对热带林旗舰物种进行长期

监测和栖息地恢复示范 

樊春 8 
书

记 
教授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 

开展热带天然林植物多样性

恢复技术示范 

饶晓东 9 无 讲师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 
阐明海南岛典型珍稀濒危动

物濒危机制 

张辉 
1

0 
无 讲师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 

开展热带天然林生物多样性

恢复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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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萌发特征研究（KYYS201418）、热带雨林关键树种青皮种质资源收集及保存

（KYYS201422）、海南粗榧无性繁殖关键技术及集成应用研究（KYYS201408）、三种

珍稀濒危树种保育技术研究（KYYS201517）、海南岛 3 种特有省藤资源收集和促萌技术

研究（KYYS-2016-15））和 2 项林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海南热带天然次生林恢复技术

及优化模式推广、蝴蝶树育苗及栽培技术示范推广琼[2015]TG04 号）开展合作研究。 

其中海南大学为项目主持单位，完成不同维度（物种、谱系和功能）生物多样性的

时空分异规律，揭示了热带天然林主要植被类型的群落构建机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构建了完善的生物多样性维持与恢复的理论体系；创制了四位一体的热带林生物多样性

动态监测体系；提出热带次生林抚育经营和恢复技术。海南省林科所系统开展热带岛热

带天然林珍稀濒危植物种苗规模化扩繁及野外回归技术示范。海南师范大学完成了海南

岛典型珍稀濒危动物保育技术。海南省霸王岭林业局负责系统开展热带天然林旗舰物种

和指示物种种群及其生境监测和恢复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