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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北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科为优势，以生命科学和食品科

学为特色，农、工、理、经、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是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农业部省部共建大

学、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入选高校、教育

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多年来，学校一直秉承“立

足‘三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宗旨，依托科研与人才

优势，为我省区域发展和农业强省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国家大学科技园与产业管理办公室作为学校实施科技成果

转化工作的主体部门，始终坚持政府引领、学校主导、市场化运

作的政、产、学、研结合的服务模式，重点打造创新创业的软硬

件环境，形成以知识产权管理和科技产业管理为依托的科技成果

转化运营中心，形成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支撑的企业孵化培育中

心，形成以东农兽药饲料大市场为平台的展示交易中心，构建了

以市场牵研发、研发带孵化、孵化促转化、转化助发展的新机制；

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产业发展互为依托，学校与社会资源互为支

持，学校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成为强力

支撑我省创新创业和助推龙江特色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工作成效

★成立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搭建企业孵化创新平台

2011 年 9 月，东北农业大学科技园正式揭牌成立，2014 年，被

教育部、科技部联合认定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成立至今，已累计进

驻企业 141 家，现有入驻企业 101 家，注册资本总额达 1.3 亿元，入

驻企业销售收入突破 6000 万元，吸引外部投资共计 1450 万元。近年

来，科技园实施多项激励政策，积极吸引教师入园创业，累计带动教

师入园创办企业 28家、吸引学生入园创办企业 26家，吸纳学生就业

近 300 人次，转化学校高新技术成果 32项，协助企业开发新产品 89

种。

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扭转了我校教师以提供技术服务为主，暗地

零星创业的被动局面，创建了我校教师以技术入股为主实现产业化的

发展模式，营造了教师争先携技术入园自主创业的良好氛围，开创了

学校向优势产业要发展、向产品延伸升级要发展、向高新技术成果产

业化要发展的新格局。

陆昊省长莅临我校国家大学科技园指导工作



大学科技园成立揭牌仪式

★多措并举，全面促进成果转化、产业化

近年来，部门加大力度促进成果落地转化，通过创新转化模式，

搭建转化对接平台，举办成果转化交流会等多种途径，推广宣传我校

优秀科技成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十二五”以来，学校通过技



术转让、技术许可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和品种权 60 项，转化合同金额

总计6929.75万元，其中转让和许可科技成果43项，累计金额5699.75

万元；转让品种权 17项，总计金额 1230 万元，与分布在全国 11 个

省份及直辖市的 120 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学校输出的科技成果

为企业带来巨大成效，其中促进 1 家公司上市，6家企业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认证，2家企业获得中小企业创新基金，8 家企业完成技术升

级，累计促进企业增加产值 20亿元。

陆昊省长参观“东农三花猪”展区 张显友副市长来我校参观生物制药实验室

陈海涛教授介绍麦茬地免耕精量播种技术 赵匀教授介绍水稻钵苗移栽机技术

同时，学校不断创新成果转化新路径，深入挖掘拓展科技成果

转化渠道，已形成了由技术许可、技术转让为主向以技术作价入股成



立股份制公司为主的转化发展新格局。学校先后与哈尔滨秋林云宴农

业畜牧科技园区有限公司、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东农日上

农机制造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秸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徽省新

田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黑龙江普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东

大烘贮设备有限公司、黑龙江大荒东农果蔬有限公司共 8家企业签订

了技术作价入股投资协议，技术投资估值累计超过 1.5 亿元。

学校与合作企业签订成果产业化协议

为更好的发挥学校在农业领域积累的科技优势，加大科技成果产

业化力度，大力推动成果产业化发展，本汇编收集了来自种植业、农

业机械、生物医药、畜牧养殖、食品精深加工、生态环境六大领域积

累的高新技术成果，我们将继续深入推介，促进成果落地转化，提升

学校社会服务能力，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有阵地、创新创业人才有舞台、

农业科技企业发展有空间的良好局面。

东北农业大学

国家大学科技园与产业管理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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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品种“东农 56”、“东农 59”

成果简介：

东农 56：该品种为亚有限结荚习性，株高 77厘米左右，有分枝，

紫花，尖叶，灰色茸毛，荚弯镰形，成熟时呈褐色。子粒圆形，种皮

黄色，种脐黑色，有光泽，百粒重 19克左右，蛋白质含量 43.88%，

脂肪含量 19.07%，接种鉴定中抗灰斑病、花叶病毒病。在适应区，

出苗至成熟生育日数 119 天左右，需≥10℃活动积温 2430℃左右。

东农 59：该品种为无限结荚习性，株高 105 厘米左右，有分枝，

紫花，长叶，灰色茸毛，荚微弯镰形，成熟时呈褐色。子粒圆形，种

皮黄色，种脐黄色，有光泽，百粒重 19克左右。蛋白质含量 40.98%，

脂肪含量 22.53%，α-维生素 E 含量 2.88IU/100g，接种鉴定中抗灰

斑病。在适应区，出苗至成熟生育日数 116 天左右，需≥10℃活动积

温 2350℃左右。

项目创新点：

2007 年和 2008 年，“东农 56”参加区域试验，平均比对照组“绥

无腥豆 1 号”增产 8.6%；2009 年参加生产试验，平均比对照“绥无

腥豆1号”增产8.3%。同时缺失大豆脂肪氧化酶2和3（Lox2和 Lox3），

是食品加工理想原料。

2009 年和 2010 年，“东农 59”参加区域试验平均比对照组“合

丰 45”增产 7.5%；2011 年生产试验平均比对照“合丰 45”增产 7.2%；

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总平均增产 7.4%。α-维生素 E 含量

2.88IU/100g，属于高维生素 E品种，是食品加工的理想原料。

市场及行业分析：

近年来，随着大豆食品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市场的多元化需

求，无豆腥味大豆和高维生素 E 品种越来越被认可和需要。东农 56

号大豆品种是继“绥无腥豆”后的更为优异的无腥大豆品种，是黑龙

江省内为数不多的具有该性状的品种，而东农 59 号大豆品种填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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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高 VE品种需求的空白，市场前景可观。

效益分析：

“东农 56”大豆品种在生产试验阶段较对照“绥无腥豆 1 号”

增产 8.3%，如果按“绥无腥豆 1 号”基础产量 300 斤/亩计算，“东

农 56”亩增产 25 斤，按大豆市场价 2元每斤计算，可实现每亩增收

50 元。适应区的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推广面积达到 100 万亩的情况

下，每年可创造社会经济效益 5000 万（不含优质优价）。同样按推广

面积 10万亩计算，种子销售净利润每年至少 400 万元。

“东农59”大豆品种在生产试验阶段较对照“合丰45”增产7.2%。

如果按“合丰 45”基础产量 300 斤/亩计算，“东农 59”亩增产 21.5

斤，按大豆市场价 2 元每斤计算，可实现亩增收 43元。适应区的黑

龙江省第二积温带推广面积达到 100 万亩情况下每年可创造社会经

济效益 4300 万元。同样按推广面积 10万亩计算，种子销售净利润每

年至少 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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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品种“东农 310”、“东农 311”

成果简介：

东农 310：淀粉加工专用型，属于中晚熟类型，从出苗到成熟生

育日数 90天左右。株型直立，株高 60厘米左右，分枝中等。叶深绿

色，花冠浅紫色。块茎扁椭圆形，淡黄皮乳白肉，芽眼浅、红色，结

薯集中。商品薯率约 80%，块茎干物质含量 25.97～30.93%，淀粉含

量 18.07～21.03%；Vc 含量 7.8～21.6 毫克/100 克鲜薯，粗蛋白含

量 2.59～3.39%，还原糖含量 0.01～0.07%，耐褐变，田间中抗晚疫

病，抗 PVX、PVY 病毒。在东北旱地栽培一般亩产量可达 2000-2500

公斤，在华北地区喷灌圈栽培亩产量可达 3000 公斤以上，可用做淀

粉和全粉加工的原料薯品种。

2013 年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15 年通过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15 年被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列

为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优良示范品种。

东农 311：鲜薯食用型，属于中晚熟类型，从出苗到成熟生育日

数 90天左右。株型直立，株高 60厘米左右，分枝中等。叶深绿色，

花冠浅紫色。块茎椭圆形，白皮乳白肉，芽眼浅，结薯集中。商品薯

率 80%，块茎干物质含量 18.71～20.09%，淀粉含量 14.00～14.60%；

Vc 含量 8.7～19.4 毫克/100 克鲜薯，粗蛋白含量 2.09～2.10%，还

原糖含量 0.15～0.18%。田间抗晚疫病，抗 PVX、PVY 病毒。在东北

旱地栽培一般亩产量可达 2500-3000 公斤，喷灌圈栽培亩产量可达

3000-4000 公斤。

2013 年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15 年被黑

龙江省种子管理局列为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优良示范品种。

项目创新点：

“东农 310”和“东农 311”是淀粉加工型和鲜薯食用型马铃薯

新品种，两个品种的共同特点为丰产性好、品质优异，对晚疫病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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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抗性强，可减少化学药剂防病成本的投入，比东北地区同类型栽培

品种具有明显的抗性和品质优势。特别是淀粉加工型品种“东农310”，

其干物质含量高、薯块耐褐变，丰产性好、抗病性强，可以作为目前

急需的全粉加工型品种加以开发利用。

市场及行业分析：

马铃薯新品种“东农 310”和“东农 311”与以往生产应用的同

类型品种相比，具有更好的丰产性、优良的品质和较高的抗病性，将

在黑龙江乃至全国的适宜区内对马铃薯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淀粉加工型品种“东农310”具有较高且稳定的淀粉含量（＞18%），

以及较好的丰产性和抗病性。比本地同类型品种“克新 12 号”的淀

粉含量高且稳定，丰产性也好；与鲜食代用品种“克新 13号”相比，

作为加工原料薯应用时淀粉含量高、淀粉产量相当，并具有加工成本

低、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环境良好等特点。2014 年在张家口弘基公

司进行的品种展示示范中，“东农 310”的干物质含量在参加展示的

72 个品种中位居第 1 位达 28.5%，还原糖含量仅为 0.1%，抗褐变，

产量达 3000 公斤/亩，已被企业确定为全粉加工的备选品种，被推荐

为 2016 年农业部主推品种。

鲜薯食用型品种“东农 311”具有极好的丰产性和对晚疫病较好

的抗性。在参加区试的三年间，产量和晚疫病田间抗性均优于对照品

种“克新 13号”。在 2014 年黑龙江省晚疫病普遍发生的情况下，“东

农 311”表现出了极好的晚疫病田间抗性和产量，在讷河市通南镇多

个地点进行品种示范，面积约 300 亩，平均产量可达 3500 公斤/亩；

在望奎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进行了品种展示，展示面积约 5 亩，

测产结果约 3000 公斤/亩。

效益分析：

新品种已经与种薯生产企业、种植专业合作，进行种薯繁育及推

广，品种适宜北方一季作马铃薯产区的旱地和喷灌圈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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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农 310”作为淀粉或全粉加工原料薯，与同类品种相比，在

产量相当的情况下，其淀粉含量和干物质含量高出 5%-7%，加工时可

降低原料薯用量 25%左右，同时减轻污染物的排放量。品种对晚疫病

的田间抗性强，可减少晚疫病防病的化学药剂用量超过 50%，大大降

低了原料薯的生产成本。根据东北区淀粉加工原料薯价格 0.60-0.70

元/公斤计算，使用高淀粉品种，即使每公斤原料薯的成本多出 0.10

元，每生产 1 吨淀粉消耗原料薯的总量减少近 2000 公斤，降低成本

近 700 元；生产 1 吨全粉消耗原料薯的总量减少约 1000 公斤，可直

接降低成本约 900 元，每生产 1 吨淀粉和全粉降低化学药剂成本约

250 元。降低原料薯用量的同时也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和处理成本，

提升了经济效益。

“东农 311”作为鲜薯食用型品种，与同类品种相比，其丰产性

好、晚疫病抗性强。在东北晚疫病产区常年有晚疫病发生的情况下，

可不用进行晚疫病的防控或减少防控次数，直接降低化学药剂成本

80%左右。该品种薯形外观好，食味口感优，适于用作优质绿色农产

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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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品种“东农系列”

成果简介：

东北农业大学番茄课题组培育成了不同类型、不同熟期、适合不

同栽培方式、适宜不同季节、不同生态区域、不同用途（鲜食、加工、

水果）、系列专用型新品种 27个，全部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登记），

其中国家鉴定品种 5个。

新品种在抗性、品质、产量和商品性等综合性状已经超过国外进

口同类品种水平。抗病性由原来抗 2～3 种病害提高到最多抗 5 种病

害；产量较以往平均增产 10%以上，最高达 20%以上；品质得到了明

显改良，提高了果实的耐贮性，成熟果实的货架期在 10 天以上，最

高达 30～40 天，完全可以替代国外进口品种。

东农 712：该品种无限生长类型，植株深绿，生长势强，属于中

晚熟品种。幼果无绿肩，成熟果实粉红色，颜色鲜艳。果实形状为高

圆形，果脐小，果肉厚，果实光滑圆整，平均单果重 240-300g,最大

可达 750g。耐贮运，不裂果，硬度大，高抗 ToMV、叶霉病、枯萎病

和黄萎病。耐低温性好，低温下不容易出现畸果，平均亩产8000-10000

公斤。

东农 713：属于加工番茄专用型杂种一代，自封顶生长类型；果

实长圆形，果脐小，果肉厚，梗洼木质部延伸小于 1cm。平均单果重

70-90g，红色素含量 9mg/100g 鲜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达 5.5%。

高抗烟草花叶病毒病、枯萎病和黄萎病，耐热，适合保护地长季节栽

培。

东农 715：该品种无限生长类型，生长势强，中熟，幼果无绿肩，

成熟果实粉红色，颜色鲜艳，大果型，平均单果重 220-240 克，果实

圆形，整齐度好，商品性高，酸甜可口，品质优良。突出优点是硬度

大，果肉厚，耐贮藏运输。高抗烟草花叶病毒病，叶霉病、枯萎病和

黄萎病。平均亩产 8000-12000 公斤，适合于保护地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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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创新点：

（1）番茄遗传改良基础与育种技术创新，本项目揭示了番茄抗

晚疫病、黄化曲叶病毒等重要病害和番茄耐热性、果实品质（番茄红

素含量、果实粘稠度、可溶性糖含量、Vc含量等）性状的遗传规律；

确定了我国北方地区番茄叶霉病生理小种和我国番茄主产区 10余个

省份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类型及株系；在国内首次从耐热番茄和耐冷野

生番茄中分别分离了热激蛋白转录因子 SIHSfA3、抗冷转录因子 CBF1

基因，并在国内外率先阐明了甘露聚糖酶在番茄果实成熟及转化中的

作用，为番茄遗传改良奠定理论基础。

（2）种质资源创新：利用常规抗病、抗逆鉴定技术和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技术及多基因聚合等技术，筛选和创制出对番茄 14 种病害

单抗、多抗育种材料 600 余份，其中聚合抗 5 种病害种质材料 19份，

抗 4 种病害种质材料 35份、抗 3种病害种质材料 53份、抗 2 种病害

种质材料 122 份、单抗材料 371 份，创制出抗多种病害与耐贮基因聚

合的种质材料 8 份。创制出聚合果实光滑圆整、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

不裂果、颜色靓丽、单果重达 250 克等优质性状和含有 7个抗病基因

抗 5 种病害优异自交系 20份，选育出高配合力骨干亲本 8 份。筛选

和创制了高糖、高 Vc和高番茄红素等高品质种质材料 38份，这些材

料丰富了我国番茄种质资源库。

市场及行业分析：

番茄占我国设施蔬菜栽培面积的 40～45%，在我国菜篮子工程和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有重要位置。尤其在黑龙江省，番茄不仅是北

菜南运、也是出口的重要农产品，其中鲜食番茄和番茄加工制品远销

俄罗斯、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我国番茄育种与美国、荷兰、

以色列等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育种技术薄弱，选择效率低、优

异种质资源匮乏等问题，缺少抗多种病害、耐逆境（耐低温、耐热）、

耐贮运并适合设施长季节栽培专用型品种。尤其是 2006 年以来，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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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曲叶病毒在我国爆发式流行，造成番茄大面积减产，因此，我国番

茄高端种子市场受国外品种冲击，荷兰的瑞克斯旺、纽内姆、比久，

瑞士的先正达，美国的圣尼斯，以色列的海泽拉，日本的坂田等国外

公司的番茄种子占领了我国番茄高端种子市场，种子价格昂贵（10-15

万元/公斤种子），农民种一亩地番茄仅种子费用就需要 900-1200 元。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东北农业大学番茄课题组在对番茄重要性状遗传

特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番茄基因的测序和重测序，建立番

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开发出抗病、抗逆、耐贮

运、果实品质等性状紧密连锁的实用分子标记，创制出优质、抗病、

抗逆、高产的番茄优异种质资源，利用优势育种方法，选育出优质、

抗多种病害、抗逆、耐贮运、高产系列专用番茄新品种，东农系列专

用品种价格低廉，是国外同类品种种子价格的 1/10-1/20。整体技术

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并在品种综合性状上超过国内外同类品种。

效益分析：

“东农系列”品种具有抗多种病害、复合抗病性强等特点，生产

中可减少农药使用量 60%，耐低温、丰产性强，较原主栽品种平均增

产 10%以上；为我国提供适应不同用途、不同栽培方式、不同熟期的

系列番茄新品种，每年推广面积达 30 万亩，平均每亩增值达

1200-1500 元，增加社会效益 3-4 亿元，降低农民购种的生产成本，

促进农民增收，为市场提供绿色蔬菜，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涉及专利：

03132637.4 耐贮运、货架期长、抗病性强的番茄品种的选育方

法

品种权号 20100142.3 CNA006696E 东农 712

品种权号 20100150.2 CNA006698E 东农 713

品种权号 20100143.2 CNA006697E 东农 715



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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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地玉米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

成果简介：

东北寒地旱田作物以玉米、大豆为主，采用垄作方法，利用春季

秸秆绝大部分留在垄沟中，对垄顶的土壤温度影响较小，这一垄作特

点，将秸秆粉碎，构建玉米秸秆还田的技术模式。同时配套研发了免

耕播种机、垄台深松灭茬成垄整地机，实现玉米秸秆全量机械化还田。

项目创新点：

（1）采用秸秆粉碎覆盖还田方式，保墒抗旱、抗水土流失和培

肥土壤效果明显。

（2）通过秋季深松垄体、苗期深松垄沟，有效地加深了耕层深

度；实现了秸秆还田与少耕技术的结合，亩节约整地成本 30元以上，

节本增效明显。

（3）研发的免耕播种机，可以在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实

现精量播种、侧深分层施肥一次作业完成。

（4）研发的垄台深松灭茬成垄整地机，可以在玉米秸秆全量还

田条件下，实现将秸秆推入垄沟、垄体深松、灭茬成垄一次完成。

市场及行业分析：

东北地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基地，玉米播种面积可达 1.7 亿亩以

上，需要秸秆还田的面积大。本项目技术成果可以实现玉米秸秆全量

还田，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同时本项目将秸秆全量还田与少耕相

结合，在偏旱年份增产幅度也在 10%以上，在平均年份产量略高于或

与传统耕作方式产量持平，亩节约整地成本 30 元以上；配套研发的

高性能免耕播种机，可以在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一次作业完成

精量播种、侧深分层施肥；垄台深松灭茬成垄整地机，可以在玉米秸

秆全量还田条件下，实现将秸秆推入垄沟、垄体深松、灭茬、成垄一

次完成，而加工生产成本与市场上的现有机型相当，竞争优势明显；

按东北地区玉米秸秆还田占总面积的 30%计算，每年推广 500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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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免耕播种机、垄台深松灭茬成垄整地机市场需求 5 万台以上，

市场前景广。

效益分析：

免耕播种机、垄台深松灭茬成垄整地机总的市场销售额 30亿元

以上，加工销售利润 10亿元以上。其中：

免耕播种机，两行、四行、七行、九行机型加工成本分别在 0.5

万元、1.0 万元、5.0 万元、7.0 万元左右，市场可以接受的销售价

格分别在 1.0 万元、2.0 万元、10.0 万元、15.0 万元左右。按四行

免耕播种机一个播种机作业 1000 亩计算，市场需求 5 万台以上，市

场销售额 10亿元以上，加工销售利润 5 亿元以上。

垄台深松灭茬成垄整地机，两行、四行、五行、八行机型加工成

本分别在 0.4 万元、0.8 万元、2.0 万元、10.0 万元左右，市场可以

接受的销售价格分别在 0.6 万元、2.0 万元、4.0 万元、15.0 万元左

右。按五行垄台深松灭茬成垄整地机作业 1000 亩计算，市场需求 5

万台以上，市场销售额 20亿元以上，加工销售利润 1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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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置式水稻宽窄行插秧机

成果简介：

本项目发明的系列斜置式内插水稻宽窄行插秧机及核心工作部

件，通过修改传统等行距插秧机核心工作部件及其驱动部件实现宽窄

行插秧，对原有传统机型改动少，结构简单，推广前景广阔。项目所

发明的系列斜置式内插水稻宽窄行插秧机分插机构简化了传统的分

插机构，降低了机构的振动，使工作更加平稳，同时缓解了衔接行壅

泥壅水的问题，手扶式增加了行走宽度，采用回转式减少振动与疲劳

度，提高作业效率。

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在不改变传统插秧机秧箱和移箱的前提下研制出工作稳

定、性能可靠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宽窄行水稻插秧机，解

决目前国内靠人工宽窄行拉线栽插、没有宽窄行插秧机作业的局面。

本项目的系列宽窄行插秧机改装费用少、结构简单、作业效果好，具

有良好的经济及产业化前景，同时由于是在现有机型上的改造，因此

可以确保能够实现传统插秧机可完成的一切功能，同时满足南北方不

同的宽窄行插秧农艺要求，为实现我国大规模水稻宽窄行插秧机械化

作业提供了重要途径。

市场及行业分析：

本项目研制的系列斜置式内插水稻宽窄行插秧机，具有增加苗间

通风、光照，预防病虫害，减少农药污染，抗倒伏和提高产量的优点，

有利于我国水稻的绿色产业发展，增强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

效益分析：

本项目组研制的系列水稻宽窄行插秧机，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现

已达到中试阶段，并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项目。拟通过合资、

参股入股等方式，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进程，促进我国绿色水稻生产。

本项目投资回收期 3 年（含建设期 1 年），预计完成 1 万台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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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量（销售整机、零部件和传统等行距改造后的总台数），市场占

有率超过 5%，实现销售收入 1.36 亿元，实现利润 5220 万元，新增

税收 14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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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多功能原茬地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

成果简介：

本成果是按照“精耕细作与保护性耕作融合，多功能、节本、增

效、可持续”的理念，历时 6 年取得的原创性科研成果，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已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10 余件。系

列多功能原茬地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在不经任何处理的玉米、小麦

等作物原茬地上，一次进地可完成种床清秸整备，精量播种（玉米、

大豆、花生），侧深施肥，覆土镇压，喷施药剂和秸秆均匀覆盖等多

项作业环节。现已研制的农机装备主要包括：2BMFJ-2/3/4/6 型系列

多功能侧向清秸覆秸平作原茬地大豆玉米花生精量播种机、

2BMFJ-2/3/5/7型系列多功能侧向清秸覆秸垄作玉米原茬地大豆玉米

精量播种机和 2BMFJ-2/4/6 型系列多功能侧向清秸覆秸大垄原茬地

大豆玉米精量播种机，适用于农户、专业合作社和垦区经营的不同土

地规模、不同栽培模式的玉米、大豆和花生保护性播种作业。

项目创新点：

系列多功能原茬地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彻底解决了国内外现役

同类装备技术产品在秸秆未经处理田间无法高质量播种难题，实现了

传统精耕细作与现代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真正融合。有效解决了长期困

扰农业生产的秸秆处理、匀植保苗、培肥土壤和防止水土肥料流失难

题，建立了基于秸秆还田的土壤培肥制度和高度轻简化的节本生产技

术体系，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市场及行业分析：

目前国外免耕播种机以大型机具为主，且价格极为昂贵，国内免

耕机技术产品除了研习国外同类技术外，主要是采用铁茬播种和数遍

灭茬后的免耕播种技术，致使播种时间滞后、播种施肥施药质量低下、

焚烧秸秆现象屡禁不止，季节性雾霾加剧，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增产、

农民增效。本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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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决上述问题，无论是技术性能还是经济与环保性能均无竞争对

手。

效益分析：

我国东北、华北及淮海平原是玉米、小麦、大豆和花生主产区，

种植面积达 8亿亩以上，占全国粮食耕地面积的 4/9。如上述地区普

遍使用，则需保有 80 万台，并且该技术可以对现役机具进行改进升

级。因此，该技术若能实现产业化，可以迅速占领市场，市场容量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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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秸秆整株深埋还田机

成果简介：

我国是水稻种植大国，水稻种植面积约为 4.5 亿亩，居世界第二

位，年总产量超过 2亿吨，居世界第一位。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水稻秸

秆的处理问题，目前水稻秸秆年产量约为 2亿吨。水稻秸秆是重要的

农副产品，富含有机质和多种养分，是一种可直接利用的可再生生物

资源。然而，我国的水稻秸秆资源并未得到合理的利用，其中作为肥

料还田的秸秆不到 30%，而被焚烧浪费的秸秆却超过 50%。焚烧秸秆

是被明令禁止的行为，其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产生大

量有毒有害物质，威胁人类健康。机械化秸秆还田可从根源上杜绝秸

秆焚烧问题，同时具有提高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施用、解放劳动力等

优点，是处理秸秆的一项必要技术，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

项重要措施。

本项目设计研发了一种新型高效的水稻秸秆整株深埋还田机，在

不粉碎的状态下整株还入田中，并完成旋耕整地作业。该机作业后，

耕作深度适宜、水稻整株秸秆还田深度大、秸秆还田率高、泡田及水

整地过程中被还田的整株秸秆不会再次浮出水面、还田地块满足插秧

机作业要求、获得的土壤结构不影响水稻植株生长。该机可一次完成

多道工序，具有便利、快捷、低成本等优势。不仅抢农时、抢积温，

大量秸秆就地还田、避免腐烂焚烧带来的污染环境问题，而且为大面

积以地养地、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提高

农作物产量、建立高产稳产农业创出了新路。

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所研制的新型高效水稻秸秆整株深埋还田机，一次作业可

实现切土、碎土、埋草、压草及覆土的功能，其秸秆还田率高、碎土

能力强、土壤覆盖好，且性能可靠，能够满足农业技术要求，避免了

普通还田机具作业后存在的还田质量差；泡田及水整地作业时，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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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浮出水面，需人工打捞；水稻根系生长层秸秆含量过高，影响插

秧作业以及作物生长；增加机组进地次数，破坏土壤结构、增加作业

成本等问题。真正的实现了高效率、无污染、能源再生利用的新型机

械化还田方式，满足用户需求，市场需求量巨大。

市场及行业分析：

目前，国内的机械化水稻秸秆还田技术及相关配套机具主要有两

种。一种为水稻秸秆粉碎还田机械化技术，用机械粉碎装置将茎秆和

茎叶粉碎抛撒覆盖地表，再进行旋耕或犁翻作业，将粉碎的秸秆还入

田中。但由于旋耕机耕深过浅，导致秸秆翻埋深度不足；而铧式犁作

业深度过大，会导致泡田时用水量加大，增加生产成本，并且均存在

泡田及水整地作业时，粉碎秸秆会浮出水面，需人工打捞；水稻根系

生长层秸秆含量过高，影响插秧作业以及作物生长；增加机组进地次

数，破坏土壤结构、增加作业成本等缺点。另一种为水稻整秆机械化

还田技术，其将作物摘穗后的高留茬秸秆或整株秸秆，通过机械进行

压埋或犁翻作业，将整株秸秆还入田中。此种方式同样存在上述缺点，

并且作业过程中秸秆拖堆现象严重，导致还田质量差、功率消耗大。

本项目所研制的新型高效水稻秸秆整株深埋还田机，可以解决上

述机具存在的问题，一次作业可实现切土、碎土、埋草、压草及覆土

的功能，其秸秆还田率高、碎土能力强、土壤覆盖好，且性能可靠，

能够满足农业技术要求，实现高效率、无污染、能源再生利用等诸多

优点，满足用户需求，市场前景良好。

效益分析：

以哈尔滨市水稻生产为例，若每年有 500 万亩水田进行秸秆整株

还田，按亩增产 25 公斤计算（据资料记载秸秆还田增产 5-29%），

则 500 万亩水田进行秸秆还田可增产粮食 1.25 亿公斤，合计人民币

约 4 亿元，同时减少大量施用化肥而造成土壤的板结。此外，该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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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每台每班约 60亩，年作业量可达 3000 亩，仍以哈尔滨市 500 万亩

水田秸秆还田为例，则需该机 1700 余台，完全可以实现产业化运作。

涉及专利：201520604786.8 水稻秸秆整株深埋还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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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浆果采收机系列

成果简介：

小浆果（蓝莓、黑加仑、红加仑、蓝靛果忍冬、蔓越橘等）存在

果实小、汁多、皮薄、量大，且成熟期短的特点，但每年因采收不及

时造成的损失巨大。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采收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特别是小浆果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如大、小兴安岭地区、长白山地

区等），每年都有大量的栽培及野生小浆果因来不及采收而影响经济

效益，阻碍了相关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虽然引进了国外大型小浆果收

获机械，但不适合我国众多中小规模小浆果栽植户的采收，因此，为

了解决小浆果采收的难题，开发了小浆果采收机系列产品，主要机型

如下：

（1）多向振动便携式小浆果采摘机

该机是针对小规模栽植和野生小浆果的采收，运用人机工程学原

理设计出的结构简单、重量轻、便于携带、使用方便的振动式采收机。

通过调整振动频率、振幅可适应不同物理特性小浆果的采收，可根据

果树生长环境及用户要求配置不同的动力（小型汽油机、锂电池、有

线电源），具有能耗低、适应性强、采收效率高的优点。

（2）小浆果采摘收集输送联合机

该机是针对中、小规模栽植企业小浆果的采收作业，基于气吸原

理设计的集采摘、收集、输送为一体的联合机。通过调节系统气压，

可适应不同树种、不同物理特性小浆果的采收，可实现果叶分离，还

可根据果树生长环境及用户要求配置不同的动力（小型汽油机、锂电

池、有线电源），具有整机结构简单、移动方便，采收效率高的优点。

（3）气力式蓝莓采摘机

该机是针对大型栽植企业小浆果的采收作业，设计的气压振动式

采收机，通过调节气压，可对不同树种、不同物理特性的小浆果进行

采收，该机以拖拉机为动力，适用于大面积、规范化小浆果栽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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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机械化程度高、工人劳动强度低、采收效率高的优点。

（4）蓝莓黑加仑越冬覆土机

该覆土机是针对寒冷地区蓝莓、黑加仑越冬防寒的覆土作业而设

计的，通过压弯、覆膜、覆土形成保温层来保护寒冷地区蓝莓、黑加

仑越冬，该机以拖拉机为动力，适用于规范化栽植企业。具有工人劳

动强度低、作业效率高、覆土保温效果好的优点。

项目创新点：

针对小浆果（蓝莓、黑加仑、蓝靛果等）成熟期集中，采收工作

量大、劳动强度大的问题，利用机电一气动技术、结合自动控制技术

开发的小浆果收获机系列产品，具有多项参数可调的特点，可获得最

佳工作参数组合。另外，运用了人机工程学原理进行设计，使产品具

有良好的人性化特点，可有效减轻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市场及行业分析：

目前国外小浆果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高，已经实现了采集过程的

机械化和自动化。相比我国的采集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较低，以鲜果

为产品采摘几乎都是采用手工，生产效率低并且劳动强度大。

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对小浆果需求的增大，各国小浆果生产企业

的竞争越发激烈，采收成为制约我国小浆果产量和质量的主要因素之

一，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和竞争，实现小浆果收获机械化和

自动化是发展必然趋势。

目前我国小浆果采收机械的产品很少，而国外相关产品价格过

高，国内市场对采收效率高、可靠性好、价格便宜的小浆果采收机需

求极大。因此，本小浆果采收机系列产品可满足国内的需求，大幅度

提高我国小浆果产量和质量，可降低生产成本，直接带来经济效益；

还可减轻劳动强度，扩大企业规模，促进就业，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

本小浆果采收机系列产品，可以直接应用于国内蓝莓、黑加仑、

蓝靛果等栽植企业以及野生蓝莓、蓝靛果的采收作业，随着国内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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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浆果需求量的增长，机械化采收已成为提高其产量和质量的必要手

段，本项目系列产品的需求量必将迅速扩大，具有广泛的产业化前景。

涉及专利：

201310453424.9 多向振动便携式小浆果采摘机

201310228375.9 气力式蓝莓采摘机

201310165857.4 小浆果采摘收集输送联合机

201310662951.0 一种蓝莓黑加仑越冬覆土机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10/CN201310228375.9/8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10/CN20131016585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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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种子在线检测与分级系统

成果简介：

本项目主要围绕着玉米和黄豆种子在线检测与分级开展的相关

研究，现有的玉米和黄豆种子分选机多采用漏筛、振动等物理方式，

粗略过滤尺寸和重量不合格的种子，无法过滤种子的粒形、颜色、纹

理等细节特征，然而种子的外观特征蕴含着丰富的生物信息，对于遗

传育种及农业生产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采用视觉技术分选玉米、黄豆等小颗粒体农业物料一直是农业工

程领域中的研究难点，本项目采用“多级电磁振动整列”及“移动窝

眼”等技术实现了玉米和黄豆的批量整列，通过改进“马尔科夫运动

目标检测算法”及“KPCA-SVM 特征分类算法”实现了颗粒体群物料

的快速识别，同时采用“脉冲电磁选别机构”完成运动颗粒体的在线

分选。

项目创新点：

（1）采用多级电磁振动整列技术可在推动玉米粒群定向移动的

同时，控制籽粒的跳跃幅度与行动速率，通过该技术可实现玉米粒群

定向移动、有序阵列、粒间分离，为玉米种子的视觉选别与在线分选

提供良好的整列状态。

（2）通过优化坡式传送带表面的窝眼形态及排布结构，实现了

黄豆籽粒精准入穴及有序阵列，为黄豆种子的快速识别与机械分选提

供保证。

（3）通过改进“马尔科夫运动目标检测算法”实现了颗粒体群

运动目标的快速分割与定位，为种子的模式识别与机械分选提供基

础；通过对 KPCA 与 SVM 算法的融合，实现了种子视觉特征的信息压

缩与自动选别。

（4）采用变频脉冲驱动模式无极调控电磁分选机构的执行力度

与速度，以适应不同质量、粒形、运动速度种子的在线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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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及行业分析：

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业中计数与智能分选装备的支持力

度，但在针对农业生产中播种这一环节鲜有关注。市场上现有选种机

器多数基于离心、震动等技术，而本公司产品基于视觉技术，能够有

效防止人眼带来的误差，提高选种的稳定性和精确度，筛选精度达

97%，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在销售渠道上，其它

同类公司大都采用线下销售方式，利用网络销售的比率较小，本公司

采用线上、线下两种销售方式同时进行，扩大了销售的市场和空间。

效益分析：

融资成功后，公司将具备年产 400 件的能力，达产后第一年预计

销售产品 350 件，可实现销售收入 140 万元，净利润 33.625 万元；

第二年预计销售产品420件，可实现销售收入168万元，净利润50.925

万元；第三年预计销售产品 480 件，可实现销售收入 192 万元，净利

润 47.275 万元。

涉及专利：

201210547011.2 一种工厂化育秧谷种籽粒的自动整列、与智能

分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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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乙肝免疫球蛋白研制

成果简介：

乙肝慢性携带者约有 3.6 亿，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有 9300 万。

控制乙肝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HBIG ）。目前，

临床上所应用的乙肝病毒免疫球蛋白（HBIG）主要是从含乙肝表面抗

体（抗-HBs）的健康献浆员中获得，经过生物浓缩工艺制成乙肝免疫

球蛋白制剂。这种 HBIG 制剂在生产和临床使用过程中具有很多难以

克服的困难，如：血浆资源有限，易造成其他疾病的水平传播，如甲

肝、乙肝、艾滋病等，乙肝病毒特异性抗体的含量偏低，影响其临床

治疗效果，这些因素制约了 HBIG 的生产。人工乙肝病毒免疫球蛋白，

即重组免疫球蛋白制剂采用基因工程手段来制备抗体，完全没有以上

缺点，可有效解决血浆资源短缺，避免疾病传播、缓解免疫球蛋白市

场需求紧张的社会问题。

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成功运用目前抗体工程研发前沿技术，从全人源抗体文库

筛选出多株拮抗乙肝病毒的抗体蛋白基因，并利用体外细胞表达平台

进行生产。生产工艺稳定，质量均一，解决了传统血液制品中血源不

稳定而且存在传染疾病的风险。本产品为人体自身的蛋白产物，免疫

原性低，安全性好，应用后可有效阻断肝细胞的感染，并清除体内的

乙肝病毒，该类产品有望替代当前市场上血液中提取的免疫球蛋白制

品。目前已获得 8 株中和乙肝病毒的乙肝抗体候选药物。

市场及行业分析：

我国乙肝患者人群基数较大，其中母婴传播是乙肝传播的主要途

径，全国约有 30 %～ 50 %的 HBV 携带者是由母婴垂直传播导致的，

而乙肝免疫球蛋白是防止乙肝病毒垂直感染的重要手段，以当前免疫

球蛋白每只 200 元测算，我国每年仅乙肝孕妇所需的免疫球蛋白市场

就在 10 亿元以上。目前，临床上所应用的乙肝免疫球蛋白主要是从

http://baike.baidu.com/view/642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2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6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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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献血员中筛选出来的，其血浆含有滴度较高的乙肝表面抗体（抗

-HBs），经过生物浓缩工艺制成了乙肝免疫球蛋白制剂，这种制剂在

临床使用过程中具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一是血液来源有限，当

前中国人口献血率仅为 0.84%，有关资料显示，当前国内市场血浆的

需求量在 5000 吨左右，而产量仅在 1000 吨左右，缺口约 80%，原料

短缺的态势目前尚无法解决；二是血制品存在传染疾病的风险，不具

备安全性。而利用基因工程等生物学前沿技术生产的人工乙肝免疫球

蛋白，没有传染疾病的风险，且生产工艺稳定，可有效填补市场空缺，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提高，未来有望全面取代血制品免疫球蛋白。

效益分析：

本项目已完成中试工艺摸索，可直接与企业对接，预计五年内可

以投产，达产后第一年预计销售收入 5000 万元，净利润 2000 万元；

第二年预计销售收入 8000 万元，净利润 4000 万元；第三年预计销售

收入 1亿元，净利润 6000 万元。

http://baike.baidu.com/view/434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2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65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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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恶性肿瘤的重组溶瘤病毒制剂

成果简介：

恶性肿瘤是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首要敌人，其发病率仍在逐年

上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预计，至 2030 年中国每年癌症患者将达到

500 万人、死亡人数预计达到 350 万人，研制有效的肿瘤治疗药物是

医学工作者的迫切任务。

本成果建立了新城疫病毒（NDV）克隆和拯救技术平台，克隆了

安全性较好的 clone30 病毒株，并成功拯救了感染性病毒，应用基因

工程技术优化了该病毒杀伤肿瘤的效果，将白细胞介素-2（IL-2）、

IL-12、IL-15 等细胞因子克隆到重组新城疫病毒基因组中，并在细

胞水平上验证了重组病毒杀伤肿瘤的优化效果。目前，动物试验结果

表明，重组 IL-2、IL-12 和 IL-15 等细胞因子的 NDV 病毒与原 clone30

病毒相比，对荷瘤鼠的治疗效果有明显提高。经重组病毒治疗后，多

数动物体内肿瘤消失，显著提高了存活率。

项目创新点：

NDV 治疗肿瘤与其他病毒相比有很多优点，一是 NDV 属于禽类病

毒，一般情况下对哺乳类动物和人类不具有致病性，二是 NDV 可特异

性地杀伤肿瘤细胞，对正常的细胞没有毒副作用，而且对外、中和内

胚层来源的人肿瘤细胞均有治疗作用，故针对 NDV 抗肿瘤作用的研究

已成为目前肿瘤治疗研究的新热点。

迄今为止，国内外大多数应用 NDV 治疗肿瘤的实验均采用天然毒

株，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强毒株容易感染人类，产生如类流

感、急性结膜炎等症状，而且一旦强毒株从实验室逃逸，易感染鸡群，

引起新城疫的爆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天然毒株往往

为混合群体，是长期增殖和传代过程中变异株的积累，缺少生物制剂

所必需的均一性、安全性和可控性，无法保证治疗效果，成为把 NDV

推向临床的瓶颈。在肿瘤治疗方面，不同毒株新城疫病毒对不同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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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杀伤能力各异，不能保证对所有类型癌症都产生良好的治疗效

果，而应用反向遗传操作技术重组病毒治疗肿瘤可有效地解决上述问

题，使新城疫病毒在临床癌症治疗中更加安全有效。

市场及行业分析：

据 2013-2018 中国抗癌药行业市场调查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全

球抗肿瘤药物市场复合增长率为 7.6%，显著高于全球药物市场 4.3%

的平均增长率。而中国从 2008-2014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抗肿瘤

药物的市场增长率为 17-18%，抗肿瘤药物市场前景广阔。

效益分析：

目前使用的靶向性肿瘤治疗药物价格高，疗效低。如抗体药物，

一个疗程需要 10-20 万人民币，对广大工薪阶层来说难以支付。病毒

性溶瘤制剂的最大优点是疗效高、成本低，一个疗程的成本不超过

100 元，不到抗体药物的千分之一。由于恶性肿瘤治疗的社会需求，

该病毒性溶瘤制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计划投资 3500 万元，研发成功后，预计第 1 年产值可达

2 亿，以后每年增长 20%，5年后产值可达数十亿元。

涉及专利：

201310330960.X 编码重组新城疫病毒的 cDNA、由该 cDNA 拯救

的病毒及其在治疗恶性肿瘤中的应用

http://survey.chinabgao.com/report/591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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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多靶点融合蛋白药物

成果简介：

类风湿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是一种病因未明、

以关节滑膜慢性炎症、反复发作性炎症为主的自身免疫疾病。由于经

久不愈的炎症使骨质破坏，并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及强直而致残，被称

为不死的癌症。由于无特效治疗药物，类风湿关节炎是世界各国临床

上主要攻克的疑难病之一。

目前世界上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主流生物药物大部分是以

肿瘤坏死因子（TNF-α）以及白细胞介素 17（IL-17）等炎症因子为

靶点，起到缓解病情，改善关节病理变化的作用。但是在临床上，单

靶点药物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患者，有一定的局限性。

项目创新点：

东北农业大学基因工程制药团队研制出由 IL-17 单链抗体与

TNF-α可溶性受体组成的双靶点融合蛋白，可同时中和IL-17与 TNF-

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单靶点药物的局限性，并且能更好的缓解病

情发展，减少骨损伤。

目前，该融合蛋白已经在原核和真核均获得成功表达，体外实验

证明该融合蛋白对 IL-17A 和 TNF-α均具有中和能力和较高特异性。

类风湿关节炎动物模型实验结果证明，该融合蛋白的治疗效果可以与

生物药物恩利（依那西普）媲美，并在一定条件下优于其治疗效果。

市场及行业分析：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药物具有广阔的市场，仅 2014 年，治疗 RA 的

生物药物市场容量及销售额就为 300 亿美元，融合蛋白药物依那西普

的市场销售额约为 85 亿美元。本项目研发产品一旦问市，将具有重

大的社会效益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效益分析：

该项目计划投资 3500 万元，如临床试验结束，并成功获得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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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按照医药行业的惯例，该类新药项目达产后，只要占据

5%市场，预计年销售额就可达到 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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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

成果简介：

本项目主要生产双特异性抗体药物，用于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

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机制与细胞因子的网络失调以及其它炎性介质

异常密切相关。细胞因子、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等导致免疫损害的

产生，是引起类风湿关节炎慢性炎症的关键因素。目前已经有靶向炎

症因子的抗体药物，但对某些病人来说，治疗效果仍不理想。这可能

是因为炎症反应的发生及软骨损伤是多种细胞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一些研究开始针对两种细胞因子进行联合治疗。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IL-1和IL-17等多种因子在类风湿关节炎的

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所用，可有效阻断类风湿关节炎

的炎症反应，而天然抗体分子均为专一性分子，只能结合一种因子。

因此，能够同时抵抗这两种因子的二价抗体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必将

起到更好的效果。

项目创新点：

东北农业大学基因工程制药团队经过 8 年的不懈努力，研制出中

和 IL-1和 IL-17 两种分子的二价重组抗体。该抗体不但表现出多价

特异性，而且分子量仅为天然抗体的一半，显著增加了抗体向病变组

织的渗透能力，提高治疗效果。该二价抗体的成功研制，将成为我国

首创、世界领先的新型抗体工程药物。

目前，该小分子二价抗体已经在原核和真核均获得成功表达，体

外实验证明，该二价抗体对 IL-1和 IL-17 均具有中和能力和较高的

特异性。类风湿关节炎动物模型实验结果也表明该二价抗体治疗效果

明显优于单价抗体。

市场及行业分析：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 3 种用于治疗 RA 的生物药物，这 3 种药物

同时还用于治疗其他免疫炎性疾病。由强生和默克公司开发的专门作

http://info.pharmacy.hc360.com/zt/qiangsheng/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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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抗肿瘤坏死因子的单克隆抗体药物英利昔单抗，安进和辉瑞公司

开发的融合蛋白药物依那西普，雅培公司针对抗肿瘤坏死因子的单克

隆抗体药物阿达木单抗。SFDA 南方经济研究所情报网发布了 2010 年

度国际制药大公司的销售业绩表明，基于靶向炎症因子原理的类风湿

关节炎药物，全球市场容量超过百亿美元，而国内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药物年销售额已超过 65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市场已有的单特异性抗体类风湿关节炎药物，双特异性抗

体药物凭借其自身优势，在整体上必然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同

时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通过国内、国际查新报告及相关药物

的市场调查结果，目前涉及双特异性抗体技术与产品开发的企业，在

国内外尚未发现同类竞争对手，团队在技术储备和产品开发等方面都

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

效益分析：

该项目计划吸收投资 4000 万元，用于药物研发，进行临床试验，

一旦投产只要占据 5%市场，预计年销售额就可达到 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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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速效新城疫疫苗

成果简介：

新城疫是由新城疫病毒引起的高度接触性、急性传染病，被世界

卫生组织和我国列为 A 类传染病。各种年龄段的鸡均可感染，且一年

四季均可发病，以春冬两季最为敏感易发，发病时死亡率达到

95%-100%。

目前，新城疫 clone30 疫苗的免疫效果和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全世

界的公认，本团队在 clone30 的基础上，从基因水平上引入了免疫增

强因子，构建了新型生物佐剂疫苗，该疫苗通过提高天然免疫水平，

可产生快速免疫、抵抗母源抗体的生物学效应。

项目创新点：

团队研制的“速效新城疫疫苗”，具有可诱导机体快速产生抗体，

能够抵抗母源抗体干扰的优点，有利于解决上述长期困扰养禽业的

“疫苗起效慢”、“母源抗体干扰”两大难题，对有效控制新城疫的流

行，促进我国养禽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速效：“新城疫速效疫苗”接种后，快速产生免疫保护。与

现有新城疫弱毒疫苗相比，提前 7 天产生保护性抗体，CD4+ T 细胞

数量自免疫后第二天开始上升，从理论上支持了提前产生抗体的免疫

效果。从而缩短了传统弱毒疫苗免疫后的免疫空白期，增强了群体的

抵抗病毒感染的密度。

（2）抗母源抗体：与传统弱毒疫苗相比具有明显的抗母源抗体

的能力。特别是在母源抗体较低的情况下，传统疫苗接种后，母源抗

体有可能降低到保护水平以下，不仅不能在短期内保护接种鸡抵抗野

毒的攻击，反而会造成人为的免疫缺口。而“速效疫苗”接种后，不

仅对母源抗体没有明显影响，而且可以迅速产生免疫，避免了传统弱

毒疫苗造成的人为免疫缺口，提高了鸡群的整体免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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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是创新性生物佐剂疫苗，该产

品一经问世将是国内一流，世界首创的新型新城疫疫苗。

市场及行业分析：

在我国的养鸡业中，尽管对新城疫的防疫普及较为全面，但仍不

能控制该病的零散流行，特别是在一些养殖密集的养鸡场，几乎每年

都有发生，给养禽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市场上的疫苗起效慢，

需要免疫后 2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产生保护效果。在免疫后至产生保

护性抗体之间存在较长的免疫空白期，使病毒有机可乘，从而导致

ND 零散流行。母源抗体参差不齐干扰疫苗接种，母源抗体过高，影

响免疫效果；母源抗体过低，加大病毒感染的几率，而且接种疫苗会

进一步降低母源抗体水平，增加感染风险，从而导致疾病流行。

效益分析：

一枚 SPF 鸡胚价格在 5-8 元左右，保守计算可收取 8毫升含病毒

的尿囊液，加上人工费用，平均 1 瓶疫苗（1毫升尿囊液/1000 羽份）

成本不到 1 元，目前弱毒疫苗的市场价每瓶 15 元，所以利润空间巨

大。

本项目预期吸引投资 500 万元，预计投产后第 1年产值可达 200

万元，以后每年 20%的速度递增，5 年后产值可达 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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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谱性粉红粘帚菌菌剂

成果简介：

灰霉病是对番茄危害较重且常见的病害，由灰葡萄孢菌

(Botrytis cinerea)侵染引起的，各菜区都有发生，严重影响番茄的

产量及品质。除危害番茄外，还可危害茄子、辣椒、黄瓜、瓠瓜等

20 多种作物。由于缺乏抗灰霉病的抗原材料，通过常规方法很难育

成番茄灰霉病的抗性品种。传统的化学防治不仅高残留、高污染，且

对叶围有益微生物区造成破坏，自然抗病能力进一步减弱。本实验室

在土壤中分离出一株新的粉红粘帚菌（WY-1），初步研究表明，该菌

对番茄灰霉病、叶霉病、枯萎病、黄萎病和绵疫病等病原菌均有抑制

作用，该菌株是可通过多种机制共同作用抑制数种植物病原菌的生防

菌，能有效的防治番茄、辣椒等多种作物的灰霉病、叶霉病、枯萎病、

黄萎病和绵疫病等，是一种广谱抗性的生防菌剂，同时具有较好的促

生作用，具有一菌多效的特点，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粉红粘帚菌，不仅对番茄灰霉病

有防治作用，同时对番茄叶霉病、枯萎病、黄萎病和绵疫病等病原菌

均有抑制作用。该菌株具有创新性，利用该菌株为出发菌，研制并开

发出一种以防止番茄灰霉病为主，具有广谱抗性的生防菌菌剂，是本

研究的关键技术。WY-1 在防治病害时除了具有重寄生、竟争、抗生、

溶菌等作用方式外，还可以诱导植物非寄主抗性的产生。非寄主抗性

的激发，可以使植物免受绝大多数潜在病原物的危害。植物可以利用

非寄主抗性反应对不亲和病原微生物的所有小种或菌株进行抵御，具

有抗性持久、稳定和广谱等特点，因此在作物抗病育种方面的应用备

受人们的关注，在农业生产领域具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开发成功

可以稳定的生产工艺批量生产菌剂，获得的粉红粘帚菌制剂的有效孢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0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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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数大于 10
7
个/克；产品有效成份可达 2 亿活菌，产品室温保质期一

年左右，施用效果稳定。

市场及行业分析：

利用生防微生物及其次生代谢产物是生物防治的重要手段，我国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有商品化微生物农药产品。目前对于番茄灰霉病

的微生物防治研究多数处于实验室和温室阶段，田间应用的极少，多

数菌剂在田间应用过程中防效不稳，这是制约微生物菌剂开发应用的

一个瓶颈。此外，多数研究只是针对某一种病害，具有广谱抗性的菌

株很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番茄等果蔬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绿色和有机食品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市场潜力巨大。在食

品安全、环境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下，研发新型生物农

药逐步取代化学农药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

利用粉红粘帚菌开发出的生防菌剂，以秸秆、麦麸等农业生产中

的废弃物为原料，生产成本低、减少环境污染，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生产出的生防菌剂可以应用到果蔬的生产

及采后加工的整个过程，既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减

少污染；又可以增加果蔬产量，提高产品的品质，延长商品的货架期，

促进农民增收。

效益分析：

该产品成品出厂价为 10000 元/吨，投产 3 后，年产量为 200

吨，年销售收入为 200 万元。去除税金 50 万元，每年大约有 50万

元的利润收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产品的研发。

涉及专利：

200910072862.4 一种抑制番茄灰霉病的粘帚霉菌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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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酶制剂创制与产业化项目

成果简介：

酶是生态型高效催化剂，是生物界物质转化的核心。采用工程菌

株高效表达外源基因的方式生产酶蛋白，是降低酶制剂生产成本、增

加酶制剂种类的有效途径，也是该领域的竞争焦点。发展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通用、高效、规模化表达系统与技术，是突破国际封锁、全

面提高我国酶制剂产业技术水平的战略必争之地。

黑曲霉具有卓越的分泌表达蛋白能力和高度的安全性，被誉为

“理想的真核蛋白细胞工厂”，是目前和未来工业蛋白质表达系统研

究的热点。本项目成功地建立了食品级黑曲霉分泌表达系统，目前已

利用该系统创制了甘露聚糖酶、真菌淀粉酶、木聚糖酶、脯氨酰内肽

酶、酸性蛋白酶、漆酶、真菌毒素降解酶等工程菌，整体上达到了国

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将生命科学前沿理论和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紧密结合，是利

用生命科学和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典型案例。在项目初期，与肇东日

成酶制剂有限公司、北京夏盛实业集团等国内知名酶制剂企业形成紧

密合作关系，提炼出“研发黑曲霉表达系统”这一产业共性核心技术

问题，并按照最适合于产业化的要求选择实验材料和技术路线。之后，

通过在黑曲霉分泌蛋白基因表达调控理论和基因置换技术方面的创

新，成功建立了食品级黑曲霉分泌表达系统，该系统填补了我国在丝

状真菌表达系统核心技术上的空白，为众多工业蛋白质的研发和产业

化提供了技术体系支撑。

市场及行业分析：

在国际酶制剂市场，诺维信这样的世界级酶制剂企业，一个企业

的市场份额就占世界市场的 47%左右，丹尼斯科公司也占世界酶制剂

市场的 21%左右，后起之秀的帝斯曼公司，在不长的时间内，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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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占世界市场的 6%左右。而国内 100 多家酶制剂生产企业的销售额

不到全球市场的 10%。上述公司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尽优势，其主要

原因是通过掌握以工业蛋白质高效表达系统为核心的育种技术，拥有

更多的酶制剂类型、酶活更高的产品和更低廉的生产成本，从而获得

更高的利润。例如，国际大企业的 GMO 高水平生产菌使用率达到了

60-80%，商品酶制剂品种 600 多种，利润率达到了 40%以上；而国内

企业却极少使用 GMO 生产菌；商品酶制剂品种只有 26种，利润率不

到 10%。国际大企业为保持竞争优势，一方面不断加大研发力度，企

业研发投入达到销售额的 10%-14%；另一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诺维信公司能拥有 5000 项专利，杰能科公司能拥有 3500 项专利。

同时，酶制剂的广泛应用将引领农业、制造业、医药、能源、环

保等传统产业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为建设生态型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其社会

价值不可估量。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会建立更加完善的“食品级

黑曲霉蛋白工厂”这一工业蛋白质产业的共性平台技术，不断创新产

品类型和持续提升产品性能，带动我国酶制剂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创新

与发展。

效益分析：

本成果通过在核心理论和技术上的创新，能够为酶制剂企业提供

生产工艺成熟、成本低廉、安全性高、市场急需的新型酶制剂工程菌，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酶制剂产业发展的共性和瓶颈问题。因此，本成果

是酶制剂企业急需的，产品供不应求。

每个酶制剂工程菌的研发成本为 15-30 万元，转让价格为

100-500 万元，酶制剂生产企业的年利润为 200-2000 万元，而酶制

剂的应用又可创造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表达系统

是培育工程菌的共性平台技术，可创制的新型酶制剂工程菌不可限

量，并具备持续提升能力。此外，该表达系统还可应用于重组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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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疫苗、诊断制剂生产等领域，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涉及专利：

201310066124.5 Ti 质粒黑曲霉基因置换表达载体及其应用



畜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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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乳房炎早期诊断试纸条开发及纯中药治疗制剂的研究

成果简介：

奶牛隐性乳房炎，一般不表现临床症状或由于其临床症状不明

显，难于发现所以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其发病率极高，当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临床症状，转化为临床型乳房炎，就失去

最佳治疗时机。所以在奶牛隐性乳房炎阶段及时作出诊断并采取有效

的治疗措施，不仅不会使乳房组织发生不可逆性的病理学变化，而且

可以使奶牛完全治愈，不影响产奶量及奶的质量。

本项目针对黑龙江省奶牛乳房炎发病率高、治疗费用高、淘汰率

高及治愈率低、产奶量低及经济效益低的现状，重点研究两个方面的

科研成果：一是研究奶牛隐性乳房炎早期诊断试纸条，这种试纸条能

够让基层饲养人员读懂、会使、方便且经济实惠，利于推广；二是研

制一种使用方便、效果好的乳房炎外用透皮剂，且这种药物为纯中药

制剂，不涉及到抗生素残留问题。

项目创新点：

本诊断试纸条是经过多年临床研究试验，专门为基层养殖企业、

农户、奶站研发的一种诊断型试纸条，具有针对性强、精度高，使用

方便、环保安全的优点，只需每周对奶牛进行 1～2 次例行检查，便

可以知道奶牛是否处于隐形乳房炎发病早期，对发病牛经过 3～5天

干预治疗即可使乳房完全康复，为我们对乳房进行早期干预治疗赢得

最佳时机，同时我们也可通过该诊断试纸条对乳房日常保健提供依

据，减少高产奶牛的淘汰率、减低治疗费用和提高养殖效益，所使用

的药物为纯中药治疗药物，完全克服大量使用抗生素带来的副作用。

市场及行业分析：

黑龙江省是一个奶牛养殖大省，根据相关资料报道，2013 年奶

牛存栏量在 250 万头左右，奶业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增加农牧民收

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因乳房炎导致奶牛产奶量过低、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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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过早淘汰、所产奶汁企业拒收等造成的损失巨大，每年黑龙江这

三项损失累计高达 10亿元左右，耗费巨大，但收效甚微。

国外关于隐性乳房炎诊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细胞监测、对奶中

成份的监控方面,也有研究敏感性乳房炎诊断试纸，现在被美、德、

法等许多国家作为监测和控制奶牛隐性乳房炎的主要措施。此外日本

研制的 BPB 滤纸片法和丹麦研制 FossRBentley SomacountCC-150 型

体细胞分析仪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发现隐性乳房炎，为早期

合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依据。目前我国采用的是 CMT 法（加利福尼亚

隐性乳房炎检查)，该方法也被国内学者根据实际需要改进过，但没

有得到较好的推广应用。基于此，研究出有效的隐性乳房炎快速诊断

试纸和疗效较好的纯中药治疗药物，可以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避免转化为临床型乳房炎；二是降低诊断

治疗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三是避免不合格牛奶和含抗生素牛奶进入

餐桌，是目前市场急需的产品。

效益分析：

目前，每头奶牛乳房炎治疗费用约 300 元，按 60 斤/天产奶率计

算，一个治疗周期损失效益约 3600 元，按我们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减

少损失一个治疗周期每头牛减少损失 3500 元，黑龙江奶牛实际存栏

300 万头，发病率 37%左右，发病在 110 万头，总计效益为 8.5 亿。

如果该产品在黑龙江全部推广应用，每个奶牛产奶期每星期使用

一个计算，一个产奶期需使用 45 个，每个 2.0 元，减去生产成本 1.0

元，销售量可达 1.35 亿。

涉及专利：

201210292653.2 预防或治疗奶牛乳房炎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

201210292655.1 诊断奶牛隐性乳房炎的试剂、试纸条及其制备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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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奶牛乳房炎和子宫炎药剂

成果简介：

本项目团队从预防和治疗两方面出发，对奶牛乳房及子宫实施防

病和卫生保健，以保证奶牛稳产、高产、健康，从而使疾病的机率降

至最低，奶农收益达到最大化。主要产品为乳安宁散、乳肿消膏、水

肿消散、康诺注射液、乳康喷剂、乳安康药浴成膜剂、洁乳消毒剂、

冻疮愈膏、创可愈膏、宫康灌注剂、宫净灌注油剂、多维硒注射液、

维生源注射剂、美安康注射液等。上述产品目前已完成工艺、质量标

准研究，进行了药理、毒理、安全性试验，并在杏林奶牛场、康达奶

牛场等黑龙江各大牛场进行了超过 1 年的临床效果实验，证实了各产

品均安全、无毒，且效果显著。

项目创新点：

产品根据奶牛的饲养流程，在使用方法上采用口服、注射、灌注、

外敷等方式，在药用有效成份上尽量选择绿色、不含抗生素的中药植

物提取物、微生物有益菌、生物多肽、高效化药新药等，在工艺上采

取乳化微乳、环糊精包合、微囊微球等高科技制药技术制备成适合奶

牛具体病情的剂型。创新点如下：

（1）产品多样化，药品剂型多样化，药品功能多样化，品种规

格多样化。针对兽医临床检验治疗的情况，根据奶牛具体病症及表现

形态、用药方式，设定最适宜的药品剂型、品种、功能主治，临床上

具有使用方便、操作简洁、药效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的特点。

（2）用高新技术开发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采取乳化微乳、环糊

精包合、微囊微球等高薪制药技术制备产品，以提高产品稳定性和临

床药效。

（3）产品均为无抗生素、绿色药品，在保证药效的同时避免了

因使用抗生素造成的牛奶废弃损失。

（4）利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治疗奶牛乳房炎中兽药新制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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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规范化、产业化开发，其产品不仅能有效的利用中药，提高生物

利用度，而且能提高防治奶牛疾病的疗效。

市场及行业分析：

近年来我国奶牛养殖业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牛

奶生产国，健康、绿色、安全、高效、环保地发展我国奶牛养殖业和

生产安全优质原料奶已迫在眉睫，因此绿色、环保药品的开发生产是

未来市场所最为需求的。国内兽药企业多数是采用国外进口原料简单

分装销售，或是中药直接粉碎灌服使用，针对技术含量高的中药提取

纯化技术很少涉猎，我们在技术水平上与其相比要远远超出；国外如

拜耳、辉瑞等兽药行业巨头药品虽然药效高，但价格也十分昂贵，国

内大多养殖户难以接受，而且其用药均为抗生素类或化学药品，在奶

牛上应用存在抗生素残留而导致弃奶损失。该项目技术领先，开发药

品均为天然植物药，不含任何抗生素，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效益分析：

本项目预计投资 2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2.5 年。投资回报期为

4.09 年；按经营期 20年计算，年投资回报率为 68.85%。

涉及专利：

201010184575.5 一种防治奶牛隐性乳房炎的药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010519121.9 一种治疗奶牛子宫炎的灌注油剂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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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饲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成果简介：

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保障了畜产品供给，但也出现了一系

列问题，特别是因抗生素饲用、霉菌毒素污染导致的饲料与畜产品安

全、质量和饲料资源短缺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开

展功能性饲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是破解这些难题的有效手段。十五

年来，我们在国家和省市 16项课题资金支持下，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开发与产业化推广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1）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研究与开发：研究了抗菌肽结构与功

能的关系并阐明其作用机理，研发出高治疗指数的新型抗菌肽

(GLI13-5 和 GW13)产品；研制出含有复合益生菌制剂的饲料新产品

11种；研制出含有药用植物及其有效成份的饲料新产品 15种。这些

饲料用抗生素替代技术及产品，有效消减了抗生素在畜产品中的残留

和耐药菌株的产生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2）饲料中霉菌毒素解毒脱毒技术研究与开发：研究了霉菌毒

素对动物的毒性作用及分子机理，筛选出可有效降解黄曲霉毒素的黑

曲霉菌株，优化了其发酵条件，提高了对黄曲霉毒素B1的降解率1.75

倍；首创 2种霉菌毒素吸附剂，对玉米赤霉烯酮的吸附率达 85%以上，

有效降低了霉菌毒素对猪、鸡的毒害及在畜产品中的残留对人类健康

的危害。

（3）改善猪、鸡肉质技术研究与开发：研制出沙棘黄酮、槲皮

素等新型绿色肉质改良剂，改善猪、鸡肉品感观、风味和营养品质；

研发了解决 DDGS 型饲粮导致猪、鸡肉质下降、货架期缩短等问题的

关键技术；开发出富含共轭亚油酸、ω-3 不饱和脂肪酸等保健因子

的特色猪肉；研究证实了营养素和代谢调控剂可通过母体效应改善子

代猪、鸡肉质，并阐明其信号传递方式与作用机理。

（4）饲料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究与开发：根据 DDGS、血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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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淀粉多糖原料的特性，研发与利用系列功能性饲料(L-精氨酸、铬、

血球蛋白酶、木聚糖酶等)，提高了饲料利用效率与猪、鸡生产性能；

研究了 25种硒蛋白在鸡体内的表达与生物学功能，确定了硒代谢动

力学参数，研制出成本低、效果好的生物硒微胶囊制剂。

（5）牛用益生菌制剂研制与喷施益生菌的稻秆打捆青贮技术开

发：研制出牛用益生菌制剂，发明了喷施益生菌制剂的新型圆捆打捆

机，用于制作喷施益生菌制剂的稻秆打捆青贮饲料，开辟了饲料新资

源。

项目创新点：

（1）研究了抗菌肽、益生菌、药用植物及其有效成份等饲用抗

生素替代技术，开发并推广系列无抗生素饲料产品，有效消减了抗生

素在畜产品中的残留和耐药菌株的产生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2）研究了霉菌毒素对动物的毒性作用及分子机理，开发出系

列解毒脱毒产品，有效降低了霉菌毒素对猪、鸡的毒害及在畜产品中

残留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3）研究了猪、鸡肉质性状形成机理与调控技术，证实了营养

素和代谢调控剂可通过母体效应改善猪、鸡子代肉质，研制出改善猪、

鸡肉质的系列饲料新产品。

（4）根据 DDGS、血粉、富非淀粉多糖和矿物元素硒原料的特性，

研发与利用系列功能性饲料(L-精氨酸、铬、血球蛋白酶、木聚糖酶、

生物硒微胶囊制剂等)，提高了饲料利用效率与猪、鸡生产性能。

（5）研制出牛用益生菌制剂；发明了可喷施益生菌制剂的新型

圆捆打捆机，用于制作喷施益生菌制剂的稻秆打捆青贮饲料，开辟了

饲料新资源。

市场及行业分析：

我国畜牧业快速发展在带给消费者更多畜产品的同时，也出现了

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体健康和社会稳定。2010 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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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发生的“超级细菌”事件引发人们对患病无药可医后果的普遍担忧，

近些年来限用或禁用饲用抗生素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动物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建议禁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

美国计划从 2014 年起，用 3 年时间禁止在牲畜饲料中使用预防性抗

生素。面临如此严峻形势，畜牧业迫切需要解决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

问题。

开展功能性饲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是破解我国畜牧业发展中

存在的饲料与畜产品安全、质量和饲料资源短缺等难题的有效手段。

十五年来，我们在国家和地方 16项课题资金的支持下，开展了系统、

深入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推广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效益分析：

近三年推广功能性饲料新产品 1873.22 万吨，为企业新增销售额

574.9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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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用乳酸菌基因工程口服疫苗及抗腹泻病生物制剂

成果简介：

黏膜作为动物机体与外界接触的最大表面系统，也是某些病原感

染宿主的直接侵入途径。乳酸菌是动物机体的常驻菌群，也是黏膜免

疫的最佳传递载体。感染消化道黏膜的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和猪轮状病毒（PRV）是严重影响养猪业

的病毒性腹泻病原。该项目主要使用自主研发的基因工程乳酸菌载

体，构建获得表达猪 TGEV、PEDV 和 PRV 三种病毒把性抗原的重组乳

酸菌，经动物口服免疫，重组菌可诱导产生对黏膜感染具有有效保护

作用的抗体 sIgA。以乳酸菌作为载体传递三种腹泻病毒的保护性抗

原制备的重组乳酸菌活载体疫苗是具有常规非口服疫苗无法比拟的

优势，是防制猪病毒性腹泻的理想口服疫苗。

近年来，由于养殖企业大量使用含有添加剂、抗生素药物的饲料

进行动物喂养，造成养殖动物抗病性降低、致病菌耐药性增强、药物

残留大等问题，给食品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制约了养殖业的健康

发展。将基因工程乳酸菌与抗菌肽制剂联合应用，是养殖业生产中理

想的抗生素替代品。乳铁蛋白肽具有抗菌、抗病毒、抗氧化和调节免

疫反应等多种功能，该项目将来自牛乳中的乳铁蛋白肽在乳酸菌中获

得表达，获得的重组乳酸菌既具有乳酸菌的益生性，又可以发挥牛乳

铁蛋白肽的生物学功能。并且直接以活菌制剂的形式进行饲喂，可以

简化生产程序，降低了饲养成本，具有显效迅速、效果稳定、环保、

健康安全等突出优点，使用后可提高养殖动物产品的产量及品质。

以上产品适用于各类中大型动物养殖企业和饲料生产企业。

项目创新点：

猪用乳酸菌基因工程口服疫苗充分利用了乳酸菌在动物机体内

常驻菌群的优势，尤其是以消化道感染的猪病毒性腹泻病原，携带猪

腹泻病毒保护性抗原的重组乳酸菌在仔猪肠道黏膜表面的定植是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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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发挥有效保护作用的关键，在肠道黏膜产生的抗体 IgA 才可以对病

毒产生有效的保护作用。以乳酸菌作为载体传递三种腹泻病毒的保护

性抗原制备的重组乳酸菌活载体疫苗，具有常规的非口服疫苗无法比

拟的优势，是防制猪病毒性腹泻的理想口服疫苗。该疫苗不含有病毒，

无论是灭活的病毒或者低毒力的病毒，没有病毒进入机体内发生变异

毒力增强或者灭火疫苗免疫时由于携带佐剂对机体产生的不良刺激

炎症反应等。猪用重组乳酸菌口服疫苗是绿色、健康、生态安全的生

物制剂。

抗腹泻病生物制剂通过重组乳酸菌的发酵表达牛乳铁蛋白肽，发

酵后的菌液可以直接饲喂仔猪。获得的重组乳酸菌既具有乳酸菌的益

生性，又可以发挥牛乳铁蛋白肽的生物学功能。它是一种天然的生物

活性制剂，无毒副作用、无耐药性、无药物残留；并且直接以活菌制

剂的形式进行饲喂，可以简化生产程序，降低饲养成本，具有显效迅

速、效果稳定、环保、健康安全等突出优点，使用后可提高养殖动物

产品的产量及品质。应用后能够有效抑制动物胃肠道的有害微生物、

改善养殖动物的机体代谢、促进消化吸收、促进生长、刺激机体免疫

系统、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力、消除有机污染物。该类产品有望替

代抗生素，是未来绿色养殖不可或缺的功能性饲料添加剂产品之一。

市场及行业分析：

猪用乳酸菌基因工程口服疫苗：近年来，仔猪腹泻一直是困扰养

猪业的重要疫病，仔猪死亡率高，生猪市场不稳定，影响养猪业的健

康发展。而目前用于防治仔猪腹泻的常规疫苗，效果并不理想，难以

产生有效的保护。本项目研究的猪用乳酸菌基因工程口服疫苗，理论

上具有常规疫苗无法比拟的优势，小规模动物实验研究也已表明，该

口服疫苗仔猪免疫后，攻毒保护率可达 80%以上。同时口服疫苗饲喂

仔猪，可以极大地减少仔猪的应激反应。按我国目前母猪饲养头数约

3700 万头，生产的仔猪皆需要疫苗免疫，因此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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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抗腹泻病生物制剂：随着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世界各国开始在食

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中开展了源头治理，欧盟已经用微生物制剂全部替

代了抗生素饲料添加剂进行动物的饲喂。因此绿色、高效、价格低廉

的活菌肽产品开始大量在养殖企业中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据统计，

目前我国每年对生物饲料添加剂的需求在 100 万吨以上，饲喂通过发

酵生产的表达牛乳铁蛋白肽的重组乳酸菌，不但具有替代抗生素的抗

菌肽特性，而且具有乳酸菌的益生功能，是其他的抗菌肽制剂无法比

拟的。其他抗菌肽制剂，在杀灭机体有害菌的同时，肠道内的益生菌

群如乳酸菌也被杀死，破坏了动物肠道内的菌群平衡，而本研究制备

的牛乳铁蛋白肽，来自于动物的乳汁，尤其重要的是对乳酸菌不抑制，

不会破坏肠道内环境，有利于动物建立起更为健康的肠道菌群平衡。

因此市场应用前景极佳。

涉及专利：

200710089251.1 表达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S 蛋白的重组乳酸乳

球菌及制法

201210180721.6 无选择标记残留的乳酸菌基因组基因操作系统

及其应用

201310594969.1 一种作为断乳仔猪饲料添加剂的表达乳铁蛋白

重组乳酸菌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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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甸鸡产业化项目

成果简介：

林甸鸡是我国地方优良鸡种之一，产于黑龙江省林甸县。林甸鸡

具有适应性强，产蛋、产肉性能好，蛋质优良和肉质鲜美等特点，素

有“北方小凤凰”的美誉，历来受消费者所青睐。因受外来鸡种的冲

击，缺乏保种意识和措施，林甸鸡数量急剧下降。

通过本项目技术林甸鸡这一肉质好、蛋品优、耐寒、耐粗饲、适

应性强，适宜在北方地区养殖的优异鸡种得到完好的保存，同时为优

质鸡配套系的选育提供了良好的素材。此外，项目团队还建立了林甸

鸡重要质量性状分子检测方法，建立了分子监测林甸鸡遗传多样性的

方法与技术平台。

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将保种工作与开发利用工作相结合，使林甸鸡这一优异的

地方资源得以保存，并进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同时开展

了新品系的选育，为优质新品种（配套系）的选育提供了优良的素材。

目前，我们已经培育了5个品系，分别为林甸鸡蛋用型品系、林甸鸡

绿壳蛋品系、林甸鸡隐性白品系、林甸鸡与青脚麻杂交新品系、青脚

麻纯系。上述新品系是在我省特有的环境条件下培育而成，适应东北

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在东北地区进行散养及规模化养殖。此外，林

甸鸡新品种（配套系）的成功培育，填补了东北地区优质鸡育种的空

白。

市场及行业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膳食结构的日益改善，

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由吃饱到吃好，由吃好到追求美味和

健康，高品质的鸡蛋和鸡肉产品需求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林甸

鸡具有产蛋、产肉性能好，蛋质优良和肉质鲜美等特点，也是在我省

特有的环境条件下形成和选育的，更适合北方地区的生产环境，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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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引进鸡种无法可比的。因此，林甸鸡是北方地区生产健康、绿色、

高品质鸡蛋和鸡肉产品的极佳品种。

效益分析：

以黑龙江省的市场价格和养殖水平为基准来分析，生产小笨鸡：

鸡苗成本：按每只鸡苗 4 元计算。饲料费：（0-20 周）每只鸡大约需

要 6.5kg 饲料，饲料价格 3.5 元/kg，每只鸡的饲料费用为 22.75 元。

疫苗费：平均每只 2 元。水电费：平均每只 1 元。燃料费；平均每只

1 元。低值易耗品：平均每只 1元。人工费：平均每只鸡 6元（鸡只

数量需要在 2000 以上）。每只出栏小笨鸡的饲养成本为 37.75 元。加

上屠宰、包装、运输等费用（每只 5 元），则每只上市笨鸡的成本为

42.75 元。按照如今市场价格为 80-100 元每只计算，每只鸡可获利

37.25-57.25 元。

生产笨鸡蛋育雏育成的成本与小笨鸡相同，此成本可以用淘汰鸡

抵消。产蛋期，每只产蛋鸡每天的饲养成本约为 0.4 元，按照产蛋率

50%计算，一枚笨鸡蛋的成本为 0.8 元，而笨鸡蛋的市场价格为

1.0-1.2 元，一枚蛋能够获利 0.2-0.4 元。按每只鸡平均产蛋 120 枚

计算，一只母鸡产蛋利润为 24-48 元。



食品精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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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起泡性全蛋粉生产技术

成果简介：

本成果为一种高起泡性全蛋粉生产技术，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全蛋

粉起泡力低、泡沫稳定性差的问题，使全蛋粉起泡性及泡沫稳定性有

更为显著的提高，起泡性可由 3%增至 7%，泡沫稳定性可由 20%增至

37%。本技术具有工艺简单、易于操作、成本低等优点，产品安全性

高，可广泛应用于焙烤食品、冰淇淋等食品中，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

项目创新点：

针对目前全蛋粉起泡能力弱，起泡稳定性差的特点，本项目使全

蛋粉起泡性及泡沫稳定性有更为显著的提高，起泡性可由 3%增至 7%，

泡沫稳定性可由 20%增至 37%，可广泛应用于糕点、冰淇淋等食品中，

采用本技术的同时可为获得更多生态效益，每生产 1 吨蛋粉，可为企

业节水 800 吨，节煤 1500 吨，二氧化碳减排 500 吨。

市场及行业分析：

功能型蛋粉是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通过将鸡蛋加工成功能型蛋

粉，可解决鸡蛋相对过剩的矛盾，提高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尽管

我国蛋粉已有工业化产品，但产量还不到 5000 吨的规模，而且大部

分产品为技术含量不高的普通蛋粉。目前，由于国内功能型蛋粉生产

关键技术的制约，其功能型蛋粉生产难以进行，使得国内蛋粉产品在

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建立具有国内

领先水平的功能型蛋粉关键生产技术，开发市场需求功能型蛋粉，拓

宽鸡蛋精深加工的应用领域，形成研发、生产、销售、市场的良性循

环，创造经济效益，推动产业发展。同时，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转

化示范，将会提升蛋品生产企业技术水平、增加产品种类、增强蛋品

加工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带动上游禽类养殖产业发展、推进医药、化

妆品及食品等下游产业发展，丰富鸡蛋深加工产品品种和品质，提高

鸡蛋产品的附加值，为人们提供天然、安全、营养的功能食品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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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身体健康。项目实施过程中，重点技术与产品将从低碳、高效、

环保角度出发进行转化，尽量在原有生产设备基础上做适当改造，减

少企业运营成本，简化操作，生产过程注重鸡蛋资源的综合利用，无

废弃物排放，减少浪费和对环境污染，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良

好的生态效益。

目前该技术及其他功能性蛋粉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兴和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哈尔滨绿菩提食品有限公司应用，其中黑龙江兴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在应用过程中，累积使用本技术生产的高起泡型全蛋粉

1787 吨，累积销售额 1.35 亿元，净利润 2000 余万元，哈尔滨绿菩

提食品有限公司累积生产 420 吨，累积销售额 1300 万元，并通过本

技术的实施，建成年加工 500 吨功能性蛋粉生产线一条。

效益分析：

根据高凝胶型全蛋粉生产成本和市场分析，预测产品市场销价为

4.50 万元/吨，以年产 1800 吨全蛋粉企业计算，总投资约为 1 亿元，

全蛋粉生产成本为 3093 万元，总收入为 8100 万元，全年净收入为

5007 万元。

涉及专利：

201210126471.8 一种高起泡性全蛋粉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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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速溶型蛋粉生产技术

成果简介：

本成果涉及一系列速溶型蛋粉的生产技术，包括速溶型蛋黄粉、

速溶型全蛋粉、速溶型蛋清粉。主要解决了目前市场上蛋粉分散性、

速溶性差等问题。通过本技术制备的速溶型全蛋粉溶解度提高到87%，

溶解时间缩短30秒；速溶型蛋清粉可用冷水溶解，溶解时间缩短50%，

溶解度提高至 84%，并且降低了蛋腥味；速溶型蛋黄粉蛋香浓郁，冲

调后无油脂层上浮，无不溶解团块。本技术具有工艺简单、易于操作、

成本低等优点，产品安全性高，可广泛应用于糕点、冰淇淋等食品中，

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

项目创新点：

本发明涉及一系列速溶型蛋粉的生产技术，包括速溶型蛋黄粉、

速溶型全蛋粉、速溶型蛋清粉。主要解决了目前市场上蛋粉分散性、

速溶性差等问题。通过本技术制备的速溶型全蛋粉溶解度提高到87%，

溶解时间缩短30秒；速溶型蛋清粉可用冷水溶解，溶解时间缩短50%，

溶解度提高至 84%，并且降低了蛋腥味；速溶型蛋黄粉蛋香浓郁，冲

调后无油脂层上浮，无不溶团块。采用本技术的同时可为获得更多生

态效益，每生产 1 吨蛋粉，可为企业节水 800 吨，节煤 1500 吨，二

氧化碳减排 500 吨。

市场及行业分析：

蛋粉作为鸡蛋的理想替代品，具有营养价值高、便于运输和贮藏

等优点，其全蛋粉中的蛋白质具有溶解性，凝胶性，乳化性，起泡性

等多种功能性质，多用于加工焙烤食品，冷饮制品中。但我国生产的

蛋粉产品存在速溶性不好、分散不充分等缺陷，成为我国蛋粉产品品

质提升的一大瓶颈。因此，制备分散性好的速溶性全粉有利于实现巨

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转化示范，将会提升蛋品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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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增加产品种类、增强蛋品加工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带动上

游禽类养殖产业发展、推进医药、化妆品及食品等下游产业发展，丰

富鸡蛋深加工产品品种和品质，提高鸡蛋产品的附加值，为人们提供

天然、安全、营养的功能食品基料，促进身体健康。同时，该项技术

的推广也将促进我国蛋鸡养殖户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加蛋鸡养殖户的

收入，为解决国家三农问题也将发挥巨大的贡献。项目的实施将延长

鸡蛋加工产业链，提高产品科技附加值，促进整个鸡蛋产业发展，提

高企业利润率，促进就业等，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构建和谐社会有

积极意义。

效益分析：

根据高凝胶型全蛋粉生产成本和市场分析，预测产品市场销价为

全蛋粉 4.50 万元/吨、蛋清粉 7.80 万元/吨、蛋黄粉 3.80 万元/吨，

以年产 1800 吨蛋粉企业计算，总投资约为 1 亿元，全蛋粉生产成本

为 3350 万元，总收入为 9500 万元，全年净收入为 6150 万元。

涉及专利：

201410336211.2 一种分散型速溶全蛋粉及其制备方法

201310233917.1 一种高速溶性、无苦腥味蛋清粉的制备方法

201410336257.4 一种含有生物活性物质的速溶蛋黄蛋白质粉及

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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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精深加工及油脂提取

成果简介：

豆油是我国第一大食用油，约占国内食用油消费的 40%；豆粕是

重要的蛋白原料，占国内饲料蛋白原料的 60%左右，大豆产品广泛应

用于各领域。长期以来国内大豆蛋白加工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低，装备

落后，产品功能性差，品种单一，严重制约了食品工业及相关产业的

发展；大多数大豆油脂加工企业油脂精炼均采用化学法，存在着潜在

安全性问题；大豆功能因子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落后的加工现状形成巨

大的反差。

本项目通过采用生物技术、高效萃取技术、膜技术等现代高新技

术，突破大豆蛋白生物改性、醇法连续浸提大豆浓缩蛋白、可控酶解

制备大豆功能肽、超滤膜处理大豆乳清废水、大豆油脂酶法精炼、大

豆功能因子产品开发等大豆精深加工共性关键技术，实现提质增效和

技术创新，打破国外在功能性蛋白、油脂生物炼制、副产物综合利用

方面的技术封锁，为我国大豆加工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以提

升我国大豆加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项目创新点：

该项目团队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基本扭转了我国大豆产业被

动落后的局面，系统开展了大豆蛋白生物改性、醇法连续浸提浓缩蛋

白、功能肽生物制备、乳清废水动态膜超滤、油脂酶法精炼及功能因

子开发等研究与应用，突破了大豆精深加工共性关键技术瓶颈，实现

了提质增效和技术创新，为我国大豆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与理论支撑，显著提升了我国大豆加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市场及行业分析：

过去，我国大豆产业长期以油脂和豆粕粗加工为主，存在技术水

平低、装备落后、产品功能性差、品种单一、资源利用率低等诸多瓶

颈问题，一些加工关键技术一度被美国 ADM、法国 DUPONT 等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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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垄断。本项目研发的知识产权和新技术装备通过合作开发等多种

转化方式，已在全国 18家企业得到推广应用，建立生产线 45条。

效益分析：

在合作的企业中，已累计创经济效益 64亿元，近三年新增利税

7.1 亿元，创汇 2.1 亿美元，节支 4600 万元。

涉及专利：

200810141113.8 一种酰化大豆可生物降解塑料及其制备方法

200610010514.0 用天然食用原料中的酶水解制备大豆异黄酮

苷元的方法

200610036193.1 一种具有抑制肉制品脂肪氧化的生物活性肽

的制备方法

200610034387.8 一种促进乳酸菌增殖及发酵产酸的生物活性

肽的制备方法

200610036193.1 一种具有抑制肉制品脂肪氧化的生物活性肽

的制备方法

200610036193.1 制备大豆异黄酮、大豆皂苷、大豆低聚糖和大

豆浓缩蛋白的方法

200410058379.8 用β-葡萄糖苷酶水解异黄酮制取异黄酮苷

元的方法

200710127588.7 连续梯度逆流萃取生产大豆浓缩蛋白的方法

和设备

200310113032.4 一种无腥味大豆粉的制造方法

200610141126.6 大豆乳清废水的处理方法及其所得产物

200610086627.9 脱脂豆渣的处理方法及其所得产品

200920258489.7 植物油脂脱溶塔

200720150336.1 复式连续萃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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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血液制品的综合利用

成果简介：

该项目对屠宰加工的主要副产物血液进行了综合利用，制备糖基

化亚硝基血红蛋白、血清蛋白抗氧化肽和血清蛋白粉等 3种产品。糖

基化亚硝基血红蛋白主要由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制备，制备中采用糖基

化、微胶囊包埋等核心技术，制备出呈色效果和稳定性好的血红蛋白

色素，添加到肉制品可以改善产品的颜色，而且可以减少亚硝酸盐的

使用，降低肉制品中亚硝酸盐的残留量。血液中分离出的血浆蛋白用

于制备血浆蛋白粉和血清蛋白抗氧化肽。血浆蛋白可以直接添加入肉

制品，改善肉制品的乳化性和凝胶性，提高产品品质；血清蛋白抗氧

化肽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性和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可以作为抗氧化剂减

少产品的氧化，并具有很好的保健和功能特性。

项目创新点：

（1）该项目生产的糖基化亚硝基血红蛋白复合色素能替代亚硝

酸盐起发色作用，明显降低肉制品中亚硝酸钠的残留量，真正实现肉

制品低硝，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的优质肉制品，同时血球蛋白中还

含有另一种营养物质——血红素铁，因此亚硝基血红蛋白作为着色剂

的同时还起到补铁的作用。

（2）由血清蛋白水解制备血清水解物具有很高的抗氧化特性，

可以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并具有良好的还原能力和金属离子螯合能力。

小鼠动物实验证明所制备的抗氧化肽在动物体内很好的护肝作用和

体内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血清蛋白活性肽在食品中可以作为抗氧化剂

使用，并具有很好的保健和功能特性。

（3）血浆蛋白可以直接添加入肉制品，改善肉制品的乳化性和

凝胶性，提高产品品质。它是一种与鸡全蛋蛋白等价的优质蛋白，可

广泛用于食品工业，加入香肠、布丁、糕点、面包、挂面中；可以增

加蛋白质含量，改善产品内在质量和口感。它还具有保水性、保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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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性等特殊功能，故常用作食品添加剂，在火腿、低温肉制品、烤

肉制品、蛋糕、冰淇淋、奶粉等中的广泛应用。

市场及行业分析：

我国肉类食品工业发展极为迅速，生猪生产总量连续几年稳居世

界首位，2015 年全国生猪屠宰总量达到 7亿多头，猪肉产量为 5487

万吨，伴随着猪肉总量的增加，猪血产量也大大增加。黑龙江作为畜

牧大省，是我国重要的肉食品加工业规划基地，生猪与家禽资源优势

明显。2015年黑龙江省年生猪出栏量达到3000多万头，屠宰量近3500

万，猪血总产量达到 12 万吨，由于规模化屠宰约占到 30%多，大部

分除了进行简单加工、用作饲料外，深加工较少。这不仅极大浪费了

优质畜禽资源，还严重污染了环境。因此，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猪血

资源综合利用，深度开发产品，改善环境，造福人类显得尤为必要。

本项目围绕我国当前畜禽副产物利用中的共性技术问题和主要

特定对象的关键技术难题，选择猪血为对象，着力解决猪血副产物利

用中具有共性的原料质量安全问题；建立基于清洁生态型加工的副产

物综合利用技术体系；开发增值潜力大、生理功能佳、活性高的猪血

深加工产品；推进具有黑龙江区位优势的畜禽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的

产业化，满足我国食品工业对安全、优质、功能产品的需求。通过本

项目的推广应用，可以提高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促进屠宰加工企业

的经济效益，进一步促进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效益分析：

根据销售价格和市场情况的分析，预计年产 600 吨糖化亚硝基血

红蛋白复合色素生产线年产值 6000 万元；利润 1200 万元，年上缴税

金 550 万元。未来 5 年的销售收入保持在每年 5%的增长、利润 6%的

增长、资产回报率达 40%。

涉及专利：

200710072776.4 复合食品着色防腐剂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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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072775.X 具有抗氧化活性的血清蛋白及其制备方法

200910148243.9 肉制品着色剂及其制备方法

200910148244.3 微生物发酵法猪血清蛋白抗氧化肽的方法及其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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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干酪制品及生产技术

成果简介：

本项目开发了适合我国消费者口感且能够降血糖、提高免疫力，

适宜肥胖症、心脑血管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病症人群及儿童食用的

功能型天然干酪以及能够常温储存非褐变的再制干酪，主要有益生菌

奶酪、低脂奶酪、比萨奶酪、常温贮藏再制奶酪、脱盐乳清粉等产品。

项目创新点：

功能性天然干酪

（1）本项目在生产中利用益生元保证益生菌在干酪加工、成熟

过程中的活性，产品不仅发挥了干酪自身的营养价值，同时也发挥了

益生元和益生菌的综合生理功能。

（2）生产所得的干酪在保证口感、风味、品质不变的前提下，

能够有效的降低干酪中的脂肪含量，预防肥胖、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

生。

常温贮藏再制干酪

（1）在产品加工过程中向配料中添加复合褐变抑制剂，解决了

再制奶酪在灭菌时以及后期常温储存期间的褐变问题，同时，使其在

常温储存条件下货架期可达半年以上。

（2）在保证品质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代替脂肪，有效的降低了

产品中钠盐和脂肪的含量。

（3）再制奶酪的防腐保鲜的方法，研究了利用 Nisin 对再制奶

酪抑菌效果的影响，得到全脂和低脂再制奶酪 Nisin 最适添加量。

市场及行业分析：

干酪食品一直在消费市场上以低温储藏为主要方式，成本极高。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西餐消费增多，奶酪消费不断增长，国

内的产量很小，主要依靠进口。2016 年 1-7 月进口奶酪 5.58 万吨，

同比增长 26%；主要来源国，新西兰占 52%，澳大利亚占 22%、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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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5%；7月进口 1.02 万吨，同比增 37%。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解决了

再制干酪在常温下储藏、卫生指标超标以及常温储藏过程中脂肪熔化

引起蛋白脂肪分离等质构问题，可以降低干酪储运成本的 15%～20%，

能够积极促进销售，扩大销售范围。同时该项目的建设也将极大地促

进黑龙江奶业的发展和产品的增加，经济效益显著。

目前我国干酪消费在 10 万吨，其中 7 万吨是进口干酪，每年还

以 20%以上的速度递增。本项目的实施填补了我国干酪促熟技术的空

白，可为国家解决因进口带来的经济损失。本课题技术成果转化后，

将产生大量劳动就业机会使更多农民脱贫致富，促进社会稳定。同时

将促进上游产业的发展，如乳制品生产机械设备业、荷斯坦奶牛种牛、

饲料业、优质牧草种子、草产品等系列产品均可形成商品，形成规模

化的新兴产业。本项目的实施将显著提高乳业发展的整体技术水平及

乳制品的市场竞争力，对把乳业培育成为新时期国民经济的优势产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效益显著。

效益分析：

本项目全面实施后按照年产奶酪 3000 吨的生产规模计算，预计

投资 8000 万元，年加工原料奶 3 万吨，成本约为 30 元/kg，销售价

格约为 60 元/kg，年产值 1.8 亿元，年利润 5000 万元，辐射带动养

殖业等相关产业增值约 10亿元。

涉及专利：

201210139822.9 一种非褐变的常温储存再制干酪的生产方法

201210136871.7 一种低钠低脂型模拟干酪及其生产方法

201310743315.0 含有产胞外多糖干酪乳杆菌的低脂契达干酪及

其制备方法

201310743236.X 含有低聚异麦芽糖和鼠李糖乳杆菌的干酪及其

生产方法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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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生物炭资源化利用

成果简介：

近年来，农业秸秆的不当处理造成了新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

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黑土层平均流失了一半，表层有机质

含量减少了 1/3 至 1/2。根据 1982 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对比，

30年间土壤有机质平均下降了 40.6%，相当于每亩每年损失 119 公斤

土壤有机质，黑土带的生产能力正在迅速下降，土壤养分亏缺严重，

加剧了黑土的退化。因此，保障耕地土壤质量，遏制土壤有机质下降，

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是我省秸秆利用的首要目标。

本项目研制出新型高效连续式循环秸秆炭化系统，开发出不同作

物秸秆炭化工艺，探索秸秆炭化产物的资源化利用，已经初步研制出

秸秆炭化的相关下游产品，有水稻、玉米、大豆、马铃薯、蔬菜等作

物专用炭基有机肥、炭基有机无机复合肥和炭基掺混肥；针对退化黑

土、白浆土和盐碱土的土壤改良剂等；以及水稻专用壮秧剂和育秧基

质，目前正在进行产业化示范。

项目创新点：

秸秆炭化过程中仅在启动时用到少量外部能源，所产生的燃气除

了满足秸秆炭化的所需能源外，余下部分可用于秸秆烘干、取暖等。

在秸秆炭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产品均可资源化利用，基本实现了“零

排放”。所研制的 XN-II 型外加热式、连续式、高效秸秆炭化循环系

统，日处理秸秆能力达到 30吨，对炉体改造后将实现日处理能力 60

吨，是目前国内外同类产品中处理能力最高的设备。

市场及行业分析：

我国农田秸秆及农产品加工废弃物等面广量大，其资源化处理一

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开发高效低耗生物质热解转化技术，生产安

全、环保型肥料、饲料、环保修复剂、节能减排等均符合国际发展趋

势，也符合我国的产业化需求，具有广阔的产业化前景。秸秆炭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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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把秸秆“吃干榨净”，基本实现资源化利用，可构建循环生态农业

模式，农业产业发展空间可观，为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经济增长

方式的快速转变，黑土资源保护、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和农业增效提供

技术支撑。

效益分析：

1吨生物质可生产 250～300 公斤生物质炭、150 公斤木醋液、50

公斤焦油和600立方米左右的燃气。1吨生物质生产生物质炭价值600

元，木醋液和焦油各 150 元，供能 260 元，三项合计 1 吨生物质就能

创造 1160 元的产值，6万吨秸秆只以初步产品计算，可以实现 6960

万元的产值，实现利润 1980 万元。同时每吨生物质炭化可以减排二

氧化碳 1.28 吨，而且是永久固碳。

如果建设 1 个中型厂，年处理秸秆 6万吨，可生产 5万吨炭基肥

和 1 万吨土壤改良剂，可以改良 10万亩耕地土壤，减少化肥投入 500

万公斤；每吨秸秆炭化后减排二氧化碳 1.28 吨，共减排 7.68 万吨二

氧化碳；解决就业人员 500 人。

涉及专利：

201310693069.2 一种生物炭基有机肥料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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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生物助剂开发与利用

成果简介：

植物油助剂是以食用油（地沟油）为原料加工而成的高效农药助

剂，在农药应用中遇到不良的环境下可提高农药的药效；多功能生物

助剂是目前国内首创的专利产品，不仅用量低，而且还能明显降低农

药的使用剂量。田间试验表明农药生物助剂系列能明显提高农药药效

30-50%；降低农药用量的三分之一。尤其对除草剂的增效作用更加明

显，从而减轻我国农药的污染，对促进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生产具有重

要的实用价值。

该项目根据有害生物对农药的吸收理论及农药的作用特性，研制

出农药生物助剂甲酯化植物油助剂等系列产品。该系列产品可提高农

药的药效、降低农药的用量、减轻农药在粮食和土壤中的残留污染，

显著增加农药活性，减少农药挥发和飘移损失，同时也解决农药超量

使用和农药残留量过高的重要技术措施，是完善农药减量应用技术的

重要保证。

项目创新点：

本项目通过前期设计、筛选、加工等系列技术最终制备出了新型

高效多功能的农药生物助剂，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具有良好的创新

性。与生物糖类合理复配制备出的有机硅类助剂，具有显著降低药液

表面张力、促进农药的吸收、降低除草剂用量等作用，同时能够减轻

除草剂对后茬作物的药害，提高农药利用率，减轻飘移药害和降低环

境污染。该项目的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能够促进多

学科的交叉融合，对今后我国助剂的研究和除草剂减量应用技术的完

善起到了理论与技术支持作用。

市场及行业分析：

黑龙江省除草剂的使用量居全国首位。除草剂利用效率较低，而

且存在着使用量过高，药效差，作物药害，土壤农药残留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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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我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食品生产的发展。农药应用特

别需要能够提高除草剂药效、降低除草剂的使用剂量、解决长效除草

剂对后茬作物药害、减轻农药污染的助剂种类。

多功能农药生物助剂的效果包括提高除草剂药效，显著降低农药

的用量，属于绿色助剂的应用范畴，同时可以增加作物抗逆性。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结构新颖，配方先进，明显好于同类产品，有利于绿

色食品的生产。并且能够明显的降低农药应用剂量，减轻农药对粮食

的危害，促进我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其市场前景发展广阔。

效益分析：

我省平均每年农药的使用量为 2 万吨左右，按 30%的农药需要使

用助剂来计算，所需助剂 1000 吨左右，每吨助剂的销售价约为 3-5

万元，包括加工增值，每年助剂产值 3000-5000 万元。



发挥高校优势 加快成果转化

整合创新资源 培育企业成长

加强人才培训 促进创业就业

服务区域产业 支撑经济发展

国家大学科技园与产业管理办公室

科技产业管理科：张立菲

知识产权管理科：王 琪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木材街 59 号

电话：0451-55190609

网址：http://yqycy.neau.edu.cn/

邮箱：neauzscqk@163.com

邮编：150030

mailto:neauzscqk@163.com

	大豆品种“东农56”、“东农59” 
	马铃薯品种“东农310”、“东农311”
	番茄品种“东农系列”
	寒地玉米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
	斜置式水稻宽窄行插秧机
	系列多功能原茬地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
	水稻秸秆整株深埋还田机
	小浆果采收机系列
	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种子在线检测与分级系统
	人工乙肝免疫球蛋白研制
	治疗恶性肿瘤的重组溶瘤病毒制剂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多靶点融合蛋白药物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
	重组速效新城疫疫苗
	广谱性粉红粘帚菌菌剂
	新型酶制剂创制与产业化项目
	奶牛乳房炎早期诊断试纸条开发及纯中药治疗制剂的研究
	预防奶牛乳房炎和子宫炎药剂
	功能性饲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猪用乳酸菌基因工程口服疫苗及抗腹泻病生物制剂
	林甸鸡产业化项目
	高起泡性全蛋粉生产技术
	系列速溶型蛋粉生产技术
	大豆精深加工及油脂提取
	动物血液制品的综合利用
	系列干酪制品及生产技术
	秸秆生物炭资源化利用
	农药生物助剂开发与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