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度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科技创新计划专项项目立项汇总表 

                                           

序
号 

项 目 
承担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 目 
主持人 

1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松材线虫病综合防控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SXLK2021-0101 梁超琼 

2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秦岭四宝”遗传密码

解析及种质评价与保护 
SXLK2021-0102 昝林森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秦岭珍稀植物红豆杉、

珙桐高效繁育技术研究

与示范 

SXLK2021-0103 康永祥 

4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白于山区困难立地生态

修复技术研究与示范 
SXLK2021-0104 石长春 

5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丹江上游油松飞播林健

康经营技术研究 
SXLK2021-0201 吴普侠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牧交错区困难立地生

态修复技术研究与示范 
SXLK2021-0202 申卫博 

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秦岭典型地质灾害“智

慧”预测与生态修复 

研究 

SXLK2021-0203 吉文丽 

8 陕西省西安植物园 
黄土干旱区边坡植被生

态修复技术研发与应用 
SXLK2021-0204 毛祝新 

9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榆林沙区生态空间演变

及格局优化研究 
SXLK2021-0205 马志林 

10 

黄河水土保持绥德 

治理监督局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

土保持研究所 

陕北黄土高原区生态空

间遥感监测与林草植被

配置适宜性评价研究 

SXLK2021-0206 
党维勤 

邓  蕾 

11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毛乌素沙地南缘乔木飞

播技术研究与示范 
SXLK2021-0207 高 荣 

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典型低质低效林

精准经营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SXLK2021-0208 李卫忠 

13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省古树名木关键保

护技术研究 
SXLK2021-0209 王周锁 



14 
陕西省楼观台 

国有试验林场 

陕北地区竹类引种栽培

试验研究 
SXLK2021-0210 巨炎武 

1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秦岭色叶植物种质资源

研究与利用 
SXLK2021-0211 宋军阳 

16 秦岭国家植物园 

秦岭北麓典型流域——

田峪河流域生物多样性 

调查 

SXLK2021-0212 朱 琳 

17 
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

所 

陕北枣区枣疯病介体昆

虫鉴定与传毒机制研究 
SXLK2021-0213 洪 波 

18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秦岭湿地生态系统评价

体系及可视化系统研究 
SXLK2021-0214 

于军胜 

王美丽 

1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草地生态状况的智能评

估预测与可视化系统 

实现 

SXLK2021-0215 徐 超 

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基于生境制图的秦岭生

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构建 
SXLK2021-0216 高 天 

21 西安理工大学 

渭河流域湿地生态安全

评价及生态修复机制 

研究 

SXLK2021-0217 程 文 

2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秦岭朱鹮的人工繁育与

营养调控研究 
SXLK2021-0218 孙 超 

2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麝香腺发育与麝香质

量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SXLK2021-0219 

董武子 

王淑辉 

24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大熊猫野外调查方法优

化研究及种质资源库 

建设 

SXLK2021-0220 金学林 

25 陕西师范大学 

大熊猫代乳料开发及幼

年不同生长发育阶段营

养调控技术研究 

SXLK2021-0221 刘永峰 

26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羚牛和林麝等珍稀动物

呼吸道病原菌调查及炎

症标记物研究 

SXLK2021-0222 贾康胜 

27 西安理工大学 

基于扫描激光雷达的森

林火灾监测预警技术研

究 

SXLK2021-0223 华灯鑫 

28 
陕西省林业调查规

划院 

生态空间“智慧”管控

技术研究 
SXLK2021-0224 呼海涛 

29 长安大学 
基于高光谱遥感深度学习

的林地增损监测技术研究 
SXLK2021-0225 崔建军 

3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花椒提质增效关键技术

集成与示范 
SXLK2021-0226 魏安智 

31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黄精林下栽培及产品加

工利用综合技术研究 
SXLK2021-0227 刘玉凤 



32 陕西师范大学 
甜柿的冷藏保鲜技术 

研究 
SXLK2021-0228 惠 伟 

3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香椿加工利用关键技术

研究 
SXLK2021-0229 张京芳 

3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茶产业提质增效技

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SXLK2021-0230 余有本 

3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杜仲叶林丰产栽培提质

增效关键技术集成及 

榆林引种示范研究 

 

SXLK2021-0231 

 

朱铭强 

王海鹰 

36 陕西师范大学 
核桃系列产品加工技术

示范及其产业化 
SXLK2021-0232 张润光 

37 
陕西省林业科技推

广与项目管理中心 

花椒灾害绿色防控及芽

菜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SXLK2021-0233 韩 宇 

38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林下中药培开发利用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SXLK2021-0234 周 博 

39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核桃提质增效关键技术

集成与示范研究 
SXLK2021-0235 马文哲 

40 榆林学院 
毛乌素沙地沙棘良种筛选、

繁育及栽培技术研究 
SXLK2021-0236 段义忠 

4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冠果综合开发利用关

键技术研究集成与示范 

 

SXLK2021-0237 
楚 杰 

4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无花果安全高效防腐保

鲜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SXLK2021-0238 

 

寇莉萍 

4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新时代林业人才教育培

训体系构建研究 
SXLk2021-0501 赵锁劳 

44 西安文理学院 
生态空间治理的法制体

系研究 
SXLk2021-0502 宗静婷 

45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商洛市森林生态承载力

评价研究 
SXLk2021-0503 弥 芸 

46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渭北地区典型林分土壤

环境调查研究 
SXLk2021-0601 冯雨星 

47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黄河流域困难立地侧柏品

种抗旱及化学计量研究 
SXLk2021-0602 任俊澎 

48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异质景观条件下再引入

朱鹮的栖息地选择 
SXLk2021-0603 董  荣 

49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关山草原三叶草入侵过

程中植物-微生物-土壤 

反馈研究 

SXLk2021-0604 俞  靓 

50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 

 

环境材料对陕西省困难

立地土壤改良和植物生

长影响研究 

SXLk2021-0605 辛云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