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林业科学数据平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目录1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 数据范围 数据格式 

1. 森林资源数据  

1.1 全国森林资源数据 

1 
第 1 次一类清查森林资

源统计数据 

该数据是 1969—1973 年完成的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的调查成果。主要包括森林资源概况、

林业用地各类土地面积、森林资源面积蓄积与权属、林分各林种各龄组面积蓄积及天然林、

人工林、经济林和竹林等统计表 

覆盖全国，反映 1969—1973

年森林资源状况 

Access, Oracle 

2 
第 2 次一类清查森林资

源统计数据 

覆盖全国，反映 1974—1978

年森林资源状况 

3 
第 3 次一类清查森林资

源统计数据 

覆盖全国，反映 1979—1983

年森林资源状况 

4 
第 4 次一类清查森林资

源统计数据 

覆盖全国，反映 1984—1988

年森林资源状况 

5 
第 5 次一类清查森林资

源统计数据 

覆盖全国，反映 1989—1993

年森林资源状况 

6 
第 6 次一类清查森林资

源统计数据 

覆盖全国，反映 1994—1998

年森林资源状况 

7 
全国第二次一类清查森

林资源分布图 
该数据是 1974—1978 年完成的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的调查成果 

覆盖全国，反映 1974—1978

年森林资源状况 

矢量数据，Oracle，

InterGraph 

8 
全国第四次一类清查森

林资源分布图 

该数据是 1984—1988 年完成的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的调查成果，包括全国主要的森林类

型及其空间分布 

覆盖全国，反映 1984—1988

年森林资源状况。 

9 
全国第五次一类清查森

林资源分布图 

该数据是 1989—1993 年完成的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的调查成果，包括全国主要的森林类

型及其空间分布 

覆盖全国，反映 1989—1993

年森林资源状况 

10 
全国第六次一类清查森

林资源分布图 

该数据是 1994—1998 年完成的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的调查成果，包括全国主要的森林类

型及其空间分布 

覆盖全国，反映 1994—1998

年森林资源状况 

11 
全国 1956 年森林资源

分布图 

该数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完成的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的成果，包括全国陆地主要的森林类型及

其空间分布 

覆盖全国陆地，反映建国初期

的森林资源状况 

 
    注：1. 目录更新时间至 2012 年 9 月。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 数据范围 数据格式 

1.2 省区级森林资源数据 

12 
省级一类清查森林资源

统计数据 

该数据是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清查）的成果，包括全国各省市区第 5 次一类清

查的数据和部分省区第 6 次一类清查的数据 

覆盖全国各省市区，反映 1989

—1993 年 1994—1998 年森

林资源状况 

Access, Oracle 

13 
省级二类调查森林资源

统计数据 
该数据是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的成果，包括部分省区二类调查的数据 

覆盖黑龙江等省区，部分重点

省区有多个时间层次的数据 
Access, Oracle 

14 
省级一类清查森林资源

分布数据 

该数据是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清查）的成果，包括全国各省市区第 2、5、6 次

一类清查的数据 

覆盖全国各省市区，反映 1974

—1978 年、1989—1993 年和

1994—1998 年森林资源状况 
矢量数据，Oracle，

InterGraph 

15 
省级二类调查森林资源

分布数据 

该数据是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的成果，包括全国各省市区二类调查的数

据 

覆盖全国各省市区，重点省市

区有多个时间层次的数据 

1.3 地市级森林资源数据 

16 市级森林资源统计数据  

该数据是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的成果，包括重点地市二类调查的数据 
覆盖部分地市级区域，重点地

市有多个时间层次的数据 

Access, Oracle 

17 市级森林资源分布数据  
矢量数据，Oracle，

InterGraph 

1.4 县级森林资源数据 

18 县级森林资源统计数据  
该数据是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的成果，包括全国各省市区重点县市的二

类调查数据 

覆盖全国各省市区的重点林业

县级区域，部分县级区域有多

个时间层次的数据 

Access, Oracle 

19 
县级（林业局、林场）

森林资源分布数据  

矢量数据，Oracle，

InterGraph 

1.5 森林资源调查数据与方法 

20 样地调查数据  
该数据是对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清查）和各省区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

二类调查）的固定样地进行周期性调查的数据成果，包括部分省市区的样地调查数据 

覆盖部分省市区的样地，部分

重点样地有多个时间层次的数

据 
Access, Oracle 

21 小班调查数据  

该数据包括小班地况调查和小班林况调查，主要有坡度、坡向、海拔、土壤类型、林分起源、

林层结构、树种组成、林龄、立地质量等级、疏密度（或郁闭度）、林分蓄积量、林分出材率、

林种和更新等信息 

覆盖部分省、重点林业局，有

多个时间层次的数据 

22 
样地及其数据空间分布

图  

该数据是对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清查）和各省区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

调查）的固定样地进行周期性调查数据的矢量结果，包括部分省市区的样地调查数据 

覆盖部分省、直辖市，有多个

时间层次的数据 

矢量数据，Oracle，

InterGraph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1012103004&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1012103022&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1012103631&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1012103649&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1012103649&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11134738&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11134810&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1223195504&homeid=home4&imgindex=0&changeimg=0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1223195504&homeid=home4&imgindex=0&changeimg=0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 数据范围 数据格式 

23 样木调查数据  该数据包括部分省和直辖市的一类样木调查数据及科研项目中的试验样地样木调查数据 数据范围：五省一市 

Access, Oracle 24 
森林资源调查与分析方

法数据  
该数据包括森林资源调查分析因子和常用分析工具数据  

25 解析木数据  该数据包括中国主要树种树木生长量解析木数据和陕西主要树种、栎类解析木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和陕西 

1.6 林相图数据 

26 林相图数据  

林相图来源于森林调查，反映区域的地物、地类及森林按优势树种及龄组的分布特征。林相

图以林场（乡、镇）为单位进行绘制，比例尺不等，一般以 1∶10000 和 1∶25000 最为常

见 

数据范围：东北、西南等重点

林区。时间：1995—2004 年 

InterGraph， 栅 格

数据 

1.7 森林经营数据 

27 
西南高山林区分类经营

区划数据  

该数据是西南高山林区的森林分类经营区划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级林业管理部门和经营单位

编制的林业发展规划和区划报告，内容包括林业规划、森林分类经营区划、立地类型区划等

数据 

数据范围：西南高山林区。时

间：2000 年 

矢量数据，Oracle，

InterGraph 

28 
东南低山丘陵林区分类

经营区划数据  

该数据是东南低山丘陵林区的森林分类经营区划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级林业管理部门和经营

单位编制的林业发展规划和区划报告，内容包括林业规划、森林分类经营区划、立地类型区

划等数据 

数据范围：东南低山丘陵林区。

时间：2002 年 

29 
西南高山林区分类经营

规划数据  

该数据是西南高山林区的森林分类经营规划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级林业管理部门和经营单位

编制的林业发展规划和区划报告，内容包括林业规划、森林分类经营区划、立地类型区划等

数据 

数据范围：西南高山林区。时

间：2000 年 

30 
东北、内蒙古林区分类

经营区划数据  

该数据是东北、内蒙古林区的森林分类经营区划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级林业管理部门和经营

单位编制的林业发展规划和区划报告，内容包括林业规划、森林分类经营区划、立地类型区

划等数据 

数据范围：东北、内蒙古林区。

时间：2000—2004 年 

31 
非重点林区分类经营区

划数据  

该数据是非重点林区的森林分类经营区划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级林业管理部门和经营单位编

制的林业发展规划和区划报告，内容包括林业规划、森林分类经营区划、立地类型区划等数

据 

数据范围：北京市和甘肃省庆

阳市。时间：2004 年 

32 
非重点林区分类经营规

划数据  

该数据是非重点林区的森林分类经营规划数据。数据来源于各级林业管理部门和经营单位编

制的林业发展规划和区划报告，内容包括林业规划、森林分类经营区划、立地类型区划等数

据 

数据范围：山东省。时间：1990

—2006 年 

1.8 林业数学模型与数表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523134525&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723091943&homeid=home4&imgindex=1&changeimg=1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723091943&homeid=home4&imgindex=1&changeimg=1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80412145547&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28160329&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921143758&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921143758&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921144140&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921144140&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921151314&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921151314&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80411105513&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80411105513&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100316135827&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100316135827&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100316135922&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100316135922&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 数据范围 数据格式 

33 林业数学模型库  林业数学模型数据主要包括重要树种的生物量模型等  
Access，Oracle 

34 常用林业数表库  常用林业数表数据数据库主要包括重要树种的一元材积表、二元材积表等  

1.9 其他数据 

35 其他数据  主要包括我国部分省区的生态公益林、经济林数据等 数据范围：全国 
Access，Oracle， 

InterGraph 

2. 林业生态环境数据 

2.1 自然保护区数据  

36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据  
该数据主要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分布数据、保护区保护物种数据、保护区基本信息

数据和保护区景观图片数据 

数据范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时间：截止 2008 年 Access，Oracle， 

InterGraph 
37 自然保护区基础数据  

该数据主要包括保护区名录、保护区动物分布图、保护区植物分布图、保护区鸟类、兽类图

片等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 

38 保护区规约 该数据包括国务院颁发的和各省颁发的自然保护区与野生动植物法规 Access，Oracle 

39 各省保护区数据  
该数据包括广西、贵州、青海、四川、江西、河北、河南、浙江和湖南等省的省级自然保护

区数据 
数据范围：部分省 

Access ， JPG ，

Oracle ，

InterGraph， 

40 林业自然保护区  该数据是主管部门为林业的自然保护区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 Access，Oracle 
41 

加入人与生物圈网的自

然保护区  
该数据是我国加入人与生物圈的自然保护区数据 

2.2 森林动植物数据 

42 森林动物数据  该数据主要包括陆生脊椎动物、濒危保护动物、森林昆虫的名录、分布、习性等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 
Access，Oracle 

43 森林植物数据  
该数据主要包括森林植物名录、中国植物名录及分布、陆生植物基础数据、陆生植物病害信

息数据、珍稀濒危植物数据等 

44 重点区域数据  该数据主要包括林业科研活动的重点实验区域的动植物调查数据 

45 森林微生物数据  该数据包括 3000 多种林业微生物标本数据 数据来源：世界 

2.3 湿地数据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28160704&homeid=home4&imgindex=0&changeimg=0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28161042&homeid=home4&imgindex=1&changeimg=1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1018105353&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24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07160010&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07155825&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07155911&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05090335&homeid=home4&imgindex=0&changeimg=0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11141220&homeid=home4&imgindex=1&changeimg=1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11141220&homeid=home4&imgindex=1&changeimg=1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04162631&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11152934&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119160856&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09142725&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 数据范围 数据格式 

46 中国湿地基础数据  该数据包括中国湿地的基础数据、重要湿地名录、全国湿地分布图和省级湿地分布图 数据范围：全国和各省 

Access ， JPG ，

Oracle ，

InterGraph 

47 湿地物种数据  该数据包括列入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水鸟名录以及重要科研试验区湿地的物种和分布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和部分省 
Access ， JPG ，

Oracle 

48 湿地公约  该数据包括湿地立法和湿地公约数据   Access，Oracle 

49 典型湿地数据  该数据包括全国重点林区内主要湿地的物种数据、景观数据和分布数据 数据范围：主要林区 

Access ， JPG ，

Oracle ，

InterGraph 

2.4 生态调查观测数据 

50 典型生态区基础数据  
该数据包括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干热河谷等典型生态区的资源环境调查、固定观测、科学

试验等数据 

数据范围：黄土高原、青藏高

原、干热河谷。时间：1979—

2004 年 

Access，Oracle， 

InterGraph 

51 生态站数据  

该数据是我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各野外定位研究台站的基本信息和常规监测数据。

还包括江西大岗山杉木、毛竹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自动气象站数据和海南尖峰岭热带林

生态系统定位站的物种信息 

数据范围：全国。时间：1995

—2004 年 

Access ， JPG ，

Oracle ，

InterGraph，txt 

2.5 荒漠化数据 

52 沙尘暴数据  

该数据是科技部社会公益性研究专项“沙尘暴监测技术”（项目编号：2000DIA10002）产生

的数据，主要包括沙尘暴发生及影响数据、天气条件观测数据、区域社会经济数据、专题空

间数据、研究成果报告等 

数据范围：全国。时间：1951

—2001 年 Access，Oracle， 

InterGraph 

53 全国荒漠化数据  
该数据主要包括全国第一、第二、第三次荒漠化普查数据、全国水蚀数据、全国沙漠空间数

据等 

数据范围：全国。时间：1974

—2006 年 

54 重点区域荒漠化数据  

该数据包括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库姆塔格、柴达木盆地、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

布和、库布齐等八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和呼伦贝尔等四大沙地的地形地貌、

水文、气候、沙化土地现状等数据 

数据范围：西部沙漠地区。时

间：1978—2004 年 

Access，Oracle， 

InterGraph 

55 荒漠化野外观测站数据  该数据包括 10 个荒漠化野外观测站的观测数据 
数据范围：西部沙漠地区。时

间：1979—2005 年 
Access，Oracle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04163506&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09145733&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09145801&homeid=home4&imgindex=0&changeimg=0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1019093725&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51229135023&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51229144416&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11161057&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109120604&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109120628&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109120705&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 数据范围 数据格式 

56 联合国荒漠化公约  

该数据包括公约及相关数据。该公约于 1994 年 6 月 17 日在巴黎签署，并于 1996 年 12 月

26 日生效。截至 2001 年 9 月 4 日，共有 176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该公约。该公约于 1997

年 5 月 9 日对我国生效 

数据范围：世界 

57 “十五”防沙治沙成果  该数据是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防沙治沙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的科研成果 
数据范围：全国。时间：2001

—2005 年 

3. 森林保护数据 

3.1 森林火灾数据 

58 森林火灾历史数据  
该数据主要包括全国森林火灾统计数据、地方森林火灾统计数据和特重大典型森林火灾案例

数据等 

数据范围：全国和各省。时间：

1950—2007 年 
Access，Oracle 

59 森林火险预报数据  该数据主要包括森林火险区划数据、典型火灾背景观测数据和森林火险短期预报数据等 
数据范围：全国和各省。时间：

1987—1999 年 

Access ， JPG ，

Oracle 

60 森林火险科研数据  
该数据包括典型森林可燃物含水率野外观测数据、大气光学厚度野外观测数据和卫星反演森

林植被状况以及北京等地区的防火图等数据 

数据范围：部分林区和省。时

间：2000 年 

Access，Oracle， 

InterGraph 

61 火灾遥感监测数据  

该数据是由 MODIS 等卫星遥感数据生成的覆盖我国的热点数据和火灾监测结果图数据。数

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八五”攻关“西南林区等火灾监测与评价”专题、中美林业科技合作“火

和烟的遥感监测”等项目 

数据范围：全国。时间：1992

—2004 年 

Access ， JPG ，

Oracle 

3.2 森林有害生物数据 

62 森林生物病害数据  
该数据是侵入病害的事件、病害介绍数据。包括病原、寄主、分布范围、感染方式等，还包

括防治专利、病害研究论文 

数据范围：全国。时间：2001

—2005 年 
Access，Oracle 

63 有害生物检疫数据  该数据是各国有害生物检疫数据 
数据范围：世界。时间：2008

年 

64 森林病虫害统计数据  该数据是全国、地级市和县级病虫害统计数据。包括发生面积、经济损失等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时间：1990

—2002 年 
Access，Oracle 

65 森林病虫害基础数据  
该数据包括中国乔、灌木病害数据，林业害虫天敌昆虫数据，森林植物病害标本数据，森林

病虫害检索数据和森林虫害调查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时间：2006

年 

66 森林病虫害空间数据  

该数据包括森林病虫害发生、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病虫灾害调查、森林植物检疫对象普查

等多种类型的专题分布数据，包括全国主要森林病虫害分布图，涉及松毛虫、杨树食叶害虫、

杨树蛀干害虫等多种森林病虫类 

数据范围：全国。时间：1991

—2006 年 

Access，Oracle， 

InterGraph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118183513&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91224155911&homeid=home4&imgindex=1&changeimg=1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51229144624&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7052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51229144635&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7052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51229144648&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7052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51229144658&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7052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828092154&homeid=home4&imgindex=1&changeimg=1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90402151230&homeid=home4&imgindex=3&changeimg=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80618154544&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7052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80618154556&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70527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80618154605&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70527


 

 

序号 名称 数据内容 数据范围 数据格式 

4. 森林培育数据 

4.1 造林数据 

67 中国造林树种草种数据  
该数据包括 3998 种树种草种的生长习性、立地条件、土壤条件、气候条件、抗性条件和造

林用途等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 Access，Oracle 

68 全国各省植树造林数据  
该数据包括全国历史造林分布图，部分省的造林分布情况，以及三北地区、长江流域的植树

造林分布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及部分省、区

域。时间：1949—2003 年 

矢量数据，Oracle，

InterGraph 

69 造林技术数据  该数据包括 209 种树木的造林技术及南方主要造林树种生长规程和丰产栽培技术等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 Access，Oracle 

4.2 森林土壤数据 

70 森林土壤调查数据  该数据包括中国森林土壤和部分省区的森林土壤基础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及部分省区 Access，Oracle 

71 森林土壤分布数据  
该数据包括全国森林土壤分布图、省级森林土壤分布图、市级森林土壤分布图以及部分县级

森林土壤分布图 

数据范围：全国、各省及部分

市县。时间：20 世纪 70~90

年代 

矢量数据，Oracle，

InterGraph 

4.3 林木分子生物学数据 

72 林木分子生物学数据  

该数据是毛白杨剥皮后维管系统再生及至树皮重新形成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基因表达谱，以

及剥皮再生不同时期的差异表达蛋白质，包括大量可能参与毛白杨形成层发生、发育和分化

以及木质部发育相关的基因 

数据范围：全国 txt，JPG，Access 

 
 

（更多资源整理中……）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05100815&homeid=home4&imgindex=0&changeimg=0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60105101756&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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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918152500&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treeList.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80528164321&homeid=home4&firstCoteidStr=lydbclassify_20051226144323
http://www.forestdata.cn/web/module_tree/listTable.jsp?coteid=lydbclassify_20070918090140&homeid=home4&imgindex=0&changeimg=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