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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林业科学发展研究现状和展望 

赵 华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泰安 

【摘要】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追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林业的科学发展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林业的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林业的科学发展，同

时科学发展也是具体的实践应用。本文将主要针对我国当前林业科学发展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

础上对未来的展望展开探讨，为未来林业科学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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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level, people are more pursu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s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also a specific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is article will mainly analyze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science in our country, and on this basis, discuss the future prospects, and provide a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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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近几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生态环境发展

和资源之间的矛盾，同时一些资源和环境矛盾而引

发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也日渐突出，在此基础上，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了发展的主导思想，成为自身

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在我国，随着我国经济的飞

速发展，资源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尤其

是城市的发展和森林资源的供给问题将是未来我国

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在此背景下，就如何实现我

国林业的科学发展，成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工作将要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1 我国林业科学发展的基本认识 
在现阶段我国的林业主要指的是站在经济和建

设的角度，利用现有的森林资源作为基础的活动的

集合。具体来说就是站在森林的角度开展一系列砍

伐、制作、等经济活动，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些

活动要对森林生态、森林景观灯进行保护。在发展

林业时，首先要保证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贯彻落实

森林的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保护策略。基于此，

我们可以对林业的科学发展提出概念，也就是经过

科学的、高效的、生态的手段，充分发挥出森林的

经济效益，并利用一些手段来维护森林的生态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1]。 
2 我国林业科学发展的路径分析 
2.1 前提是坚持生态环境保护 
林业要想实现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是前提，只

有将林业的生产和发展建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

础上才能最终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2]。在此基础

上，我国的林业科学发展就要将森林生态保护作为

重点发展对象，并将生态保护作为整个发展过程的

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目前来说，我国森林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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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对象就是天然林，同时天然林也是森林生态保

护的核心部分，因此加强对天然林的生态保护就显

得尤为重要，在对森林的资源开发时，要想开发项

目和生态保护项目的重要性放在同一阶段，保证资

源的开发和保护能够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3]。 
2.2 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是保证 
要想实现林业的发展，林权制度的改革和国家

政策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而现阶段对林权制度进

行改革是林业科学发展展开的保证。这就要求要不

断对林权进行改革。首先林权的改革要以改革主题

为主体，并且要设置相应的配套改革作为辅助改革

的方法，来为林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4]。

首先要做好主体的改革，将一些影响到林业发展的

产权、所有权、经营权等都细化到个人，做好各种

证件的登记。同时，国家方面也要对林业税费以及

看法制度、管理体系等不断进行调整，为林业的科

学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其实现持续发展。 
2.3 因地制宜发展是关键 
森林资源的实际情况与地域之间存在一定的联

系，环境的不同也会对林业资源的留存产生影响。

因此，在林业资源的科学发展中就要针对这种区域

性的差异进行调整，实现因地制宜的发展，如果每

一地区都使用单一的、固定的一套方法，不但不利

于林业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的浪费，因此只有因地制宜的发展才能达到最大的

经济效益[5]。 
3 我国林业科学发展研究现状 
我国目前的林业科学发展研究主要还停留在理

论的基础上，研究现状主要集中于研究理论等方面。

而这些理论上的研究主要可以表现在一下几个方

面。首先就是以人地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地

协调关系理论，这项理论所主要讨论的是作为地球

科学的内容[6-10]。此外，还有区域发展控制理论，这

个理论所要讨论的就是人类要站在自身发展的角

度，对所需的物质的需求量，并且要以实际发展的

需求量为主要依据对未来的区域发展进行规划。系

统论就是要求站在自然资源、人类、经济发展等并

利用这些因素形成的系统性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森林效益的计算和评价，这种评价是林业

科学发展研究的主要的依据。 
4 我国林业科学发展研究展望 

近几年集约化发展是林业发展的主要战略，而

林业发展也向着集约化不断推进，对林业的科学发

展研究单单局限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已经无法再适应

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并

对理论不断进行拓展和延伸。例如，针对林业的经

营和管理要不断延伸和拓展，使其向着更加深远的

方向发展。此外资源的调查、森林生态保护等基本

的理论也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其更加深入。 
生态林业的发展主要就是要将林业的发展和生

态学的理论知识相结合，并将生态学理论作为发展

的指导思想，有效统一林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站在

生态、经济、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将实现经济价

值作为主要的目标。我国的林业发展已经由原有的

木材生产到生态林建设方向开始转变，进入了一个

发展的新阶段。通过数据调查表明，有林区的降水

量远远高于无林区的降水，同时各种自然灾害的发

生几率也更小，由此可知森林哥人们生活带来的经

济效益和益处是无法被替代的。在此基础上发展生

态林业就显得尤为重要，更加刻不容缓，同时科学

林业的发展也是现代林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林业是城市发展和生活中的重要的资源，因此

林业的发展林业的发展就要从传统的单一的粗放式

经营向企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而林业产业化发

展有利于引导林业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取最大的经

济效益，实现森林效益的最大化。林业的产业化发

展有利于提高林业的经营管理意识，从而促进和林

业相关的其他产业的发展。林业实现产业化发展有

利于形成较全面的，系统的协调的管理体系，促进

现代化林业的管理稳定性和适应性。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林业化发展逐渐向着集约

化的方向开展，因此对林业的研究就已经不能仅仅

局限在理论知识的研究，更要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

结合，摆脱基本理论探讨的局限，与实际情况相结

合不断进行发展和延伸。例林业的科学发展是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如今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林业的高效发展，

不断向着集约化、高效、科学方向进步，以实现社

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的共同进步，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战略贡献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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