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公示内容 

1. 项目名称：

森林对PM2.5等颗粒物的调控功能与技术 

2. 完成单位及完成人：

北京林业大学（余新晓 1,伦小秀 2,张志强 3,张振明 5,贾国栋 6,陈立欣
9,樊登星 11,信忠保 12,牛健植 13,张学霞 14,宝乐 15,徐晓梧 1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王彦辉 4,王会霞 10）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效科 7）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史宇 8） 

3. 项目简介：

本项目是国家林业行业公益重大专项及其相关项目的研究成果。

本项目依托国家林业局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CFERN)，选

择若干具有良好森林研究积累和特色的核心或重点站，统筹城市城区

和郊区，以阻滞吸收 PM2.5 颗粒物为目标，分析植被阻滞吸收 PM2.5 

等颗粒物的生态机制;提出代表区域阻控 PM2.5 等颗粒物的适宜树种;

在生态系统尺度上定量分析和评价森林阻滞吸收 M2.5 等颗粒物的功

能，确定森林对 PM2.5 等颗粒物影响的时空分布特征，最终完成森

林对 PM2.5 阻控技术研究。  

本项目研究成果量化了森林对 PM2.5 等颗粒物的阻控作用方式，

将植被对大气颗粒物的清除过程可以分为沉降作用、阻滞作用、吸附

作用和吸入作用；提出了一套森林阻滞吸收 PM2.5 等颗粒物的监测方

法和评价技术，通过水洗、电镜扫描、活度相关等方法从叶片、单株、

林分、生态系统 4  个尺度提出了森林阻滞吸收 PM2.5 等颗粒物的

监测方法，构建了森林阻滞颗粒物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

考虑局地和微区域污染特点，选择油松、侧柏和栓皮栎等  60 余种

北京市常见绿化树种，筛选出了城市高滞尘树种，并建立了森林阻控  

PM2.5 等颗粒物的优化配置技术。  

通过该技术的应用，使森林植被对大气颗粒物的影响评价工作更

加严谨、评估步骤更加简易、评估准确性大大提高。同时完善了我国

森林植被对大气颗粒物的影响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流程，使我



国的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完善。项目攻关团队能够搞清楚

森林与大气颗粒物的关系，更好的发挥森林在防霾减污方面的功效，

为京津冀生态建设一体化和雄安新区林业建设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并为建设绿色中国贡献力量。项目开展中，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林业

大学余新晓教授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介绍了项目的总体情况和研究

成果，相关报道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增强了人民群

众对于森林防霾治污作用的认识。依据林业行业标准“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评估规范”，推广示范林的净化大气污染等生态服务功能价

值进行了评估。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5 项、申请发明专利 7 项、软

件登记著作权 7 项；发布林业行业标准 3 项；出版学术专著 5  部，

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75 篇，其中 SCI 收录 20 篇、EI 收录 5

篇、CSCD50 篇；培养博士后 2 名、博士研究生 8 名、硕士 11 名。 

4.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北京林业大学： 

研究量化了森林对  PM2.5  等颗粒物的调控作用方式，认为植

被对大气颗粒物的清除过程可以分为沉降作用、阻滞作用、吸附作用

和吸入作用；提出了一套森林阻滞吸收  PM2.5  等颗粒物的监测方

法和评价技术，通过水洗、电镜扫描、活度相关等方法从叶片、单株、

林分、生态系统  4 个尺度提出了森林阻滞吸收  PM2.5 等颗粒物的

监测方法，构建了森林阻滞颗粒物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在城市污染环境下的高滞尘健康树种选择和提高现有林木阻控 

PM2.5 功能的合理结构综合管理技术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提出了：

考虑树木滞留 PM2.5 等颗粒物能力、抗污染能力及局地污染特点，

按污染程度分区和绿地类型选择适合树种，使滞尘能力较常规造林提

高 20%以上，而五年补植率能够从 5%~15%降到 1%~5%，大大降低补

植成本；构建大幅提高绿地滞留 PM2.5 等颗粒物的配置模式和结构，

采用高颗粒物阻滞模式时可比传统模式提高 50%以上。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探索植物叶片 PM2.5 的研究测定方法，在测定典型树木叶片



PM2.5 滞尘量的基础上，估算了叶片、个体、林分和生态系统等尺度

森林阻滞吸附 PM2.5 的能力，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植物叶

片阻滞吸收 PM2.5 能力与环境植被等特征因子的相关模型，定量核

算了生态站点森林阻滞吸收 PM2.5 的能力和研究区森林阻滞吸收

PM2.5 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分析全国颗粒物污染时空变化规律，典型时段、典型区域颗粒物

变化特征，分析森林植被对颗粒物空间分布的影响以及土地利用规划

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评估森林对颗粒物污染的防控作用。 

5. 推广应用情况： 

项目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低效林改造工程、

景观生态林、绿色通道、郊野公园工程、湿地恢复等平原造林工程，

辐射北京市怀柔、昌平、平谷、房山、门头沟、密云、延庆等七个区

县，以低 PM2.5 造林配置模式和抗霾树种筛选技术为主题，集成了点

状、线状和面状景观生态林的有效调控 PM2.5 技术体系，基本形成了

“两环、三带、九楔、多廊”的空间格局，本市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

提升至 26.8%，比 5 年前提高近 12%。新增造林面积 57 万亩，累计

推广面积 147.1 万亩。实施创新技术后，有效抑制了沙尘危害，发

挥了森林植被绿化环境、防沙减霾的作用。 依托“森林阻控 PM2.5 等

颗粒物的优化配置技术”、“森林植被阻控 PM2.5 等颗粒物的功能

评价技术”、“高滞尘树种筛选技术”等技术成果，在上述地区共举

办各级技术及管理人员培训班累计 16 次，共培训技术及管理人员

3100 余人，有效提高了区县农民的技术水平，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

入。 

6. 本项目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32 

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或申请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有

效状态 

 

 

授权发明专利 1 
面向植物吸附 PM2.5 能力定量分

析的环境模拟实验箱 
中国 1 ZL 201310077808.5 2014-05-21 1405305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孙丰

宾，伦小秀，

张振明，樊登

星，张红霞，

阮氏青草，刘

萌萌，刘旭辉 

专利权有效 1 

授权发明专利 1 
植物吸附颗粒物能力大小的研究

装置及方法 
中国 1 ZL 201310181989.6 2015-07-15 1722714 北京林业大学 

王云琦，梁

丹，杨松楠，

李昂，张璇，

张婉晴 

专利权有效 1 

授权发明专利 1 
检测林带内 PM2.5 质量的方法及

装置 
中国 1 ZL 201410850100.3 2018-01-21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刘旭

辉,贾国栋,孙

丰宾,陈俊刚,

莫莉 

专利权有效 1 

授权发明专利 1 绿篱植物林下降水截留装置 中国 1 ZL 201410653518.5 2016-08-17 2188678 北京林业大学 
信忠保，蔡梦

凡，余新晓 
专利权有效 1 

授权发明专利 1 
测量树枝吸附的可入肺颗粒物数

值的方法及装置  
中国 1 

ZL 

201210430010.X 
2014-03-19 1364388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贾国

栋，杨芝歌，

樊登星，牛健

植，张振明，

张学霞 

专利权终止 1 

申请发明专利 2 
检测片状林地内的 PM2.5 质量的

方法及装置 
中国 1 201410855688.1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刘旭

辉，贾国栋，

孙丰宾，陈俊

刚，莫莉 

专利权无效 1 

申请发明专利 2 
森林内大气颗粒物的干沉降通量

检测系统及方法 
中国 1 201510048030.4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陈俊

刚，孙丰宾，

伦小秀，贾国

栋，刘旭辉，

莫莉，陈静 

专利权无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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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发明专利 2 
一种便携式分析植物对颗粒物湿

沉降能力的实验装置 
中国 1 201510201726.6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孙丰

宾，殷哲，贾

国栋，刘旭

辉，陈俊刚，

莫莉，徐晓梧 

专利权有效 1 

申请发明专利 2 
一种测定降雨去除叶片颗粒物动

态过程的方法及装置 
中国 1 201710108097.1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徐晓

梧，宝乐，莫

莉，陈俊刚，

张欢，张振

明，伦小秀，

李瀚之，孙佳

美，刘自强，

路伟伟 

专利权有效 1 

申请发明专利 2 
一种测量植物叶片对颗粒物吸附

量及吸附粒径等级的方法 
中国 1 201510016335.7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莫

莉，麻泽宇，

伦小秀，孙丰

宾，陈俊刚，

刘旭辉，张红

霞，贾剑波，

徐晓梧，徐彦

森 

专利权有效 1 

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或申请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有

效状态 

 

 

申请发明专利 2 
植物树干表面颗粒物取样装置和

颗粒物吸附量测定方法 
中国 1 201510494007.8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徐晓

梧，谭予嫣，

莫莉，徐彦

森，孙丰宾，

陈俊刚，刘旭

辉 

专利权有效 1 

申请发明专利 2 
植株上大气颗粒物的湿沉降通量

采集装置及检测方法 
中国 1 201510046925.4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陈俊

刚，孙丰宾，

伦小秀，贾国

栋，刘旭辉，

莫莉，陈静 

专利权有效 1 



 

3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基于激光点云和三维体素法树木

三维绿量计算软件 V1.0 
中国 1  2014-06-04 2014SR071320 北京林业大学  专利权有效 1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空气质量指数与污染浓度转换器

软件 V1.0 
中国 1  2015-05-15 2015SR082954 北京林业大学  专利权有效 1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大风过程中颗粒物平衡的模型系

统 V1.0 
中国 1  2017-05-08 2017SR165452 北京林业大学  专利权有效 1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降雨过程中颗粒物平衡的模型系

统 V1.0 
中国 1  2017-05-08 2017SR165526 北京林业大学  专利权有效 1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基于蜡质层生长对叶片固定颗粒

物质量的估算系统 V1.0 
中国 1  2017-05-05 2017SR162835 北京林业大学  专利权有效 1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冠层尺度降雨去除颗粒物的模型

系统 V1.0 
中国 1  2017-05-08 2017SR165214 北京林业大学  专利权有效 1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树木不同器官吸附颗粒物的贡献

区分模型系统 V1.0 
中国 1  2017-05-08 2017SR166105 北京林业大学  专利权有效 1 

其他 9 
森林植被对空气颗粒物的影响评

价技术规程  
中国 1  2016-07-27 LY/T 2673-2016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伦小

秀、刘旭辉等 
专利权有效 1 

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或申请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有

效状态 

 

 

其他 9 林内空气颗粒物检测技术规程  中国 1  2016-07-27 LY/T 2669-2016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伦小

秀、张振明等 
专利权有效 1 

其他 9 
植物排放挥发性有机物测定技术

规程 
中国 1  2016-07-27 LY/T 2670-2016 北京林业大学 

余新晓、伦小

秀、陈俊刚等 
专利权有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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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王效科 性  别 男 1 排   名 7 

出生年月 出生地 陕西咸阳 民   族 汉族 
0

1

身份证号 党  派 群众 
0

2 
国   籍 中国 1

行政职务 归国人员 是 1 归国时间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所在地 北京 
1

0

1

办公电话 010-62943822 

家庭住址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住宅电话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18 号生态楼 406 邮政编码 100085 

电子信箱 xkwang@rcees.ac.cn 移动电话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 

文化程度 研究生 
0

1 
毕业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3

1 
专业、专长 城市与区域生态 最高学位 博士 1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单位性质 科研院所 01 所在地 北京 
1

0

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 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自 2013-01-01 至 2016-12-31 

本人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限 300 字） 

探索开发了植物叶片 PM2.5 的研究测定方法，在测定典型树木叶片 PM2.5 滞尘量的基础上，估算了

叶片、个体、林分和生态系统等尺度森林阻滞吸附 PM2.5 的能力，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植物

叶片阻滞吸收 PM2.5 能力与环境植被等特征因子的相关模型，定量核算了生态站点森林阻滞吸收 PM2.5

的能力和研究区森林阻滞吸收 PM2.5 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北京市城六区植物年滞尘总量进行了核

算，评价了植物在阻控 PM2.5 中的作用。对项目的创新点 1、3 的研究做出创造性贡献，投入该项技术

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发表 SCI 论文-其他证明 34。 

声

明 

本人严格按照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

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