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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四届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分会场设置情况及联系方式 

分会场 分会场主题 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分会场特邀报告专家 分会场主席 分会场秘书长 分会场联系人 

S1 森

林培育 

现代森林培

育与生态产

品供给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苗木种苗培育理论与技术； 

2. 用材林培育理论与技术； 

3. 经济林培育理论与技术； 

4. 能源林培育理论与技术等。 

二、热点问题讨论 

市场、企业与森林培育联合体与特色生

态产品供给。 

1. 沈海龙，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2. 方升佐，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3. 马祥庆，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4. 贾黎明，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5. 冯兆忠，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研究员 

贾黎明，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 

李国雷，北京林业

大学教授 

1. 陈 仲，北京林业

大学 

13020086124 

sharazhonger@126.

com 

2. 李国雷，北京林

业大学 

13810402768 

S2 林

木遗传

育种 

全国林木遗

传育种青年

（研究生）

学术论坛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林木种质创新与利用； 

2. 林木功能基因组； 

3. 林木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 

二、热点问题讨论 

大数据时代的林木功能基因组学及其

在分子育种中的应用。 

1. 姜立泉，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

实验室/东北林业大学 

2. 曾庆银，林木遗传育种国家实验

室/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3. 唐朝荣，海南大学 

4. 卓仁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

热带林业研究所 

1. 曾庆银，林木遗传育

种国家重点实验室 

2. 王军辉，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 

3. 李 伟，东北林业大学 

4. 陈金辉，海南大学 

闫晓婧，林木遗传

育种国家重点实

验室 

1. 闫晓婧，林木遗

传育种国家重点实

验室，15210269398 

jane36388@126.co

m 

2. 韩 华，林木遗传

育种国家重点实验

室，13488722198 

S3 森

林经理

与信息

技术 

智慧林业信

息化技术与

革新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无人机调查技术与应用； 

2. 高分卫星遥感技术与应用； 

3. 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4.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 

5. 高精度导航技术与应用； 

6. 森林经营模型与信息化管理。 

二、热点问题讨论 

无人机调查，北斗导航技术在林业资源

调查中的应用与革新。 

1. 赵燕东，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2. 张 贵，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 

3. 高显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

规划设计院 

4. 符利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

源信息所研究员 

5. 云 挺，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陈永富，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研究员 

张怀清，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资源

信息研究所研究

员 

李永亮，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资源信

息研究所 

010-62888362 

13718298962 

lyl@ifrit.ac.cn 

mailto:lyl@ifri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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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分会场主题 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分会场特邀报告专家 分会场主席 分会场秘书长 分会场联系人 

S4 森
林保护 

林业和草原
生物灾害调
控理论与技
术 

1. 分类与系统发育； 

2. 病害成灾规律与调控； 

3. 虫害成灾规律与调控； 

4. 有害植物成灾规律与调控； 

5. 鼠、兔等成灾规律与调控； 

6. 其他林草危害因子成灾规律与调
控。 

1. 张  龙，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2. 陈帅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桉树
工程研究开发中心研究员 

3. 彭正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 

1. 王小艺，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
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2. 吕  全，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
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3. 曹传旺，东北林业大
学林学院教授 

1. 张彦龙，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
保护研究所博士，
13401041094 

2. 周世豪，海南
大学热带林学院
博士，
15103656664 

卓志航，海南大学
热带林学院博士
13111973927 

cfpc2006@126.com 

S5 木
材科学
与技术 

木质资源绿
色利用与产
品智能制造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木竹材保护与功能性改良； 

2. 功能木竹基复合材料； 

3. 林业生物质纳米材料； 

4. 家具与木制品智能制造等。 

二、热点问题讨论 

木质资源绿色高效利用，基于大数据的
木质材料及其产品的智能制造。 

1. 于海鹏，东北林业大学 

2. 高  强，北京林业大学 

3. 吴智慧，南京林业大学 

4. 王小青，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
材工业研究所 

5. 卿  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义强，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李贤军，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 

1. 左迎峰，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 

15084789175 

zuoyf1986@163.co

m 

2. 熊福全，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 

13627413515 

S6 林

产化学

加工 

新时代林产

化工高质量

发展与特色

资源高效利

用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林药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2. 植物提取物高效利用技术； 

3. 植物分泌物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4. 木本油料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5. 木质资源高效增值利用技术。 

二、热点问题讨论 

清洁生产、区域经济与特色资源利用协

同发展。 

1. 黄申林，南京林业大学 

2. 饶小平，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3. 陈志俊，东北林业大学 

4 彭  锋，北京林业大学 

5. 刘承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刘军利，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

究所 

刘玉鹏，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林产

化学工业研究所 

1. 刘玉鹏，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林产

化学工业研究所
13801589589 

liuyplhs@163.com 

2. 徐勇，南京林业

大学，18061713003 

S7 湿
地与
自然
保护
区 

湿地、野生
动植物与自
然保护区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湿地保护、恢复与评价； 

2. 湿地景观规划与管理； 

3.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野生动植物保护
管理； 

4. 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与可持续发
展。 
二、热点问题讨论 

1. 湿地保护的机遇与挑战； 

2. 湿地与全球气候变化； 

3. 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 

1. 李俊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 

2. 杨  锐，清华大学教授 

3. 刘  健，山东大学教授 

4. 徐  驰，南京大学教授 
5. 王  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
研究员 

崔丽娟，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湿地研究所 

李伟，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湿地研
究所 

李伟，010-62824155 

13426298328 

wetlands207@163.c
om 

mailto:cfpc200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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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分会场主题 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分会场特邀报告专家 分会场主席 分会场秘书长 分会场联系人 

S8 林

业经济 

农林经济高

质量发展理

论与实践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农林业“四新经济”发展； 

2. 农林业供给侧改革；  

3. 农林合作社与乡村振兴； 

4. 农林资源经济与管理等。 

二、热点问题讨论 

如何借势农林业“四新经济”，实现农

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张应良，西南大学教授 

2. 王林萍，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3. 陈文汇，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4. 刘同山，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5. 徐金海，扬州大学教授 

杨加猛，南京林业大学 
张 晖，南京林业

大学副教授 

张燕媛，南京林业

大学 

15996479833 

yyzhang@njfu.edu.c

n 

S9 竹

子 

竹产业科技

创新助力乡

村振兴和一

带一路战略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竹子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方法创新与

应用； 

2. 竹子种质创新与应用； 

3. 竹林培育（林下经济）理论与方法

创新与应用； 

4. 竹林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创新与应

用； 

5. 竹质新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6. 竹笋加工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7. 观赏竹与竹文化创意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应用等。 

二、热点问题讨论 

1. 竹产业如何有效服务于精准扶贫？ 

2. 观赏竹与竹文化等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1. 丁雨龙，南京林业大学竹类研究

所教授 

2. 顾小平，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

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 

3. 金爱武，浙江省丽水市农业科学

院院长、教授 

4. 高志民，国际竹藤中心研究员 

5. 李海涛，南京林业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副院长、教授 

主席： 

金爱武，浙江省丽水市

农业科学院院长、教授 

 

主办单位： 

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 

 

承办单位：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2. 浙江农林大学 

3. 国际竹藤中心 

4. 丽水学院 

秘书长： 

谢锦忠，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亚热

带林业研究所

0571-63346004，
13868141030 

jzhxie@163.net 

副秘书长： 

1. 应叶青，浙江

农林大学 

13336102706 

yeqing@zafu.edu.

cn  

2. 官凤英，国际

竹藤中心 

13671040710 

38595310@qq.co

m 

史文辉，浙江农林

大学，讲师 

18612318252 

shiwenhui2008@16

3.com 

S10 森

林生态 

复杂结构森

林生态系统

结构与功能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

制； 

2. 退化森林植被恢复与重建； 

3. 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服务功能。 

二、热点问题讨论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生态

学基础。 

1. 臧润国，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

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2. 李意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

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 

3. 杨小波，海南大学教授 

4. 储诚进，中山大学教授 

学术委员会主席： 

1. 刘世荣，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 

2. 肖文发，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 

分会场主席： 

史作民，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

保护研究所 

1. 张炜银，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

保护研究所 

2. 龙文兴，海南

大学热带林学院 

杜彦君，海南大学

热带林学院 

13810713666 
yanjundu1981@gma

il.com 



 -8- 

分会场 分会场主题 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分会场特邀报告专家 分会场主席 分会场秘书长 分会场联系人 

S11 园

林 

生态文明背

景下的新时

代风景园林

发展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公园城市； 

2. 城乡绿色空间生态系统服务； 

3. 国家公园； 

4. 城市森林规划设计与研究； 

5. 国土生态空间规划。 

二、热点问题讨论 

新时代风景园林助力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建设。 

1. 许先升，海南大学教授 

2. 李运远，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3. 陈其兵，四川农业大学教授 

4. 田如男，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5. 黄远祥，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1.李  雄，北京林业大学 

2.陈其兵，四川农业大学 

1. 郑 曦，北京林

业大学教授 

2. 蔡 军，四川农

业大学教授 

1. 李方正，北京林

业大学 

13810404576 

fangzhengli@bjfu.e

du.cn 

2. 刘柿良，四川农

业大学 

13980645789 

S12 森

林防火 

现代信息技

术与火灾科

学研究创新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火灾信息空间分析与可视化； 

2. 火灾生态效应遥感评估； 

3. 火灾防控技术与系统研发； 

4. 空间模型与火灾时空模拟； 

5. 人工智能技术与火灾研究； 

6. 大数据技术与火灾研究。 

二、热点问题讨论 

现代信息技术在火灾科学研究中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 

1. 舒立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

林生态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2. 孙  龙，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3. 常  禹，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研究员 

4. 吴志伟，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5. 郭  蒙，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主席： 

舒立福，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森林生态与保护

研究所 

 

副主席： 

孙  龙，东北林业大学 

吴志伟，江西师范大学 

吴志伟，江西师范

大学 

1.杜林瀚，江西师范

大学，13047912992 

dlh2333@163.com 

 

2.吴志伟，江西师范

大学，13627910274 

S13 草

原 

草原生态系

统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草原生态系统管理； 

2. 退化草原修复治理； 

3. 草地资源创新利用； 

4. 草原灾害预警与防控。 

二、热点问题讨论 

新形势下草原科技与产业发展。 

1. 贺金生，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教授 

2. 张英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3. 辛晓平，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4. 产祝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员 

孙振元，中国林科院林

业研究所研究员 

钱永强，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林业

研究所 

钱永强，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林业研

究所 

13683340835 

qianyq@caf.ac.cn 

S14 热
带雨林 

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 

一、分会场征文选题范围 

1. 热带生物多样性保育； 

2.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监测； 

3. 国家公园建设。 
二、热点问题讨论 

发挥热带雨林优势，建设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 

1. 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 苏志尧，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3. 王梦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
勘察设计院 

4. 丁 易，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
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 

5. 许 涵，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
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主席： 

1. 苏 杨，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 

2. 王 兵，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
保护研究所 

3. 宋希强，海南大学 

分会场主席： 

杨小波，海南大学 

张 辉，海南大学
热带林学院 

唐 亮，海南大学热
带林学院 

18184695390 
480926521@qq.com 

 

mailto:fangzhengli@bjfu.edu.cn
mailto:fangzhengli@bjf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