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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

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主要经济作物（包括园艺作物、热带作物、杂粮作物、

特色经济林以及大田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态位互补。启

动实施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着

力突破制约主要经济作物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提高经

济作物产量、产品品质和经济效益，对于满足人民多元化需

求、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及实现精准扶贫和落实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均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发〔2016〕

43 号）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 号），启动实施

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该专项以主要经济作物“优质高产、提质增效”为目标，

围绕“基础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典型应用示范”全创新

链进行系统部署。专项的实施将通过创新优质高产、提质增

效的理论和方法，提升我国主要经济作物科技创新能力和水

平；通过研发高效快速的育种新技术，结合常规改良途径，

创制一批性状优良的新种质，选育若干适合机械化生产、抗

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的突破性新品种；通过集成良种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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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简高效栽培、产品加工增值、防灾减灾等关键技术，建立

全产业链的示范模式，最终实现主要经济作物产业提质增效，

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技术支撑。 

专项按照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一体化组织实施的思路，

围绕总体目标，根据专项的统一部署，结合主要经济作物优

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链条的特点与规律，2019 年

度拟发布 28 个任务方向；其中基础研究类 7 个任务方向，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类 17 个任务方向，应用示范类 4 个任务

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约 8.0 亿元。 

一、基础研究 

1. 果树优质丰产的生理基础与调控 

研究内容：围绕柑橘、苹果、葡萄、梨等果树，针对影

响优质丰产的生理基础及调控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影响光

合作用的主要生理因素、库源关系和光合产物分配规律，阐

明提高光合效率和促进光合产物在果实积累的调控途径和

技术；研究果树水分和营养利用影响优质丰产的生理基础，

阐明提高果树水分和营养利用效率、促进优质丰产的调控途

径和技术；研究并阐明果树矮化和柱状等省力化树体控制栽

培技术促进优质丰产的生理基础和调控途径。 

考核指标：构建生理因素影响果树优质丰产的评价技术

体系，阐明影响果树优质丰产的关键生理因素的调控机理和

途径；研发基于生理基础的优质丰产调控技术 2-4 项；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果树优质丰产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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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2. 果树优异种质资源评价与基因发掘 

研究内容：围绕桃、香蕉、荔枝、草莓、猕猴桃、枇杷

等果树，系统开展野生近缘种优异种质资源发掘以及基于全

基因组序列多态性的核心种质库构建，建立野生近缘种优异

资源基因型鉴定技术体系；构建野生近缘种高质量基因组图

谱，阐明野生近缘种的亲缘关系及其染色体倍性变化规律；

精细评价野生资源和农家品种的表型性状及生理代谢特点，

解析控制优异性状的遗传位点，发掘控制优异性状的重要基

因及其等位变异类型与遗传效应，阐明重要基因的生物学功

能及作用机制。 

考核指标：构建果树野生近缘种优异资源的评价技术体

系，发掘优异资源 200 份以上；鉴定优异和特异性状相关基

因 10-15 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

果树高效育种和新品种创制提供种质资源保障。 

3. 设施果菜高产的生理基础与调控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番茄、黄瓜、茄子、辣椒、西瓜和

甜瓜等主要设施果菜高产潜力挖掘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叶

形、单叶面积、叶夹角和节间长度等形态特征与个体、群体

光能吸收利用和光合作用的关系和生理基础，构建高产株型；

解析叶片发育和衰老过程中光化学效率、光能分配、羧化速

率与光合产物装载的动态变化，明确激素与糖信号调控叶片

衰老的生理和分子机制；阐明不同发育进程叶片光合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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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卸载、代谢与激素协同影响果实发育的机制, 剖析高

产形成的源/库动态调控途径；研究根系温度适应性和养分利

用差异与产量形成的关系, 创制具有耐低温、高温和养分高

效吸收利用的砧木；挖掘光合效率、叶片发育与衰老以及果

实发育等过程的关键调控基因，创新改善光能利用、光合效

率和源库平衡的高产调控技术。 

考核指标：阐明番茄、黄瓜、茄子、辣椒、西瓜和甜瓜

等主要设施作物高产的生理基础及调控网络；鉴定产量形成

关键调控基因及优异等位基因 15 个以上，创制高产新材料

10份以上，形成关键调控技术 5项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实现设施果菜高产提供理论和技术

支撑。 

4. 重要花卉种质资源精准评价与基因发掘 

研究内容：针对月季、百合、兰花、山茶花、紫薇等花

卉资源种质创制及高效育种存在的环境适应、人工定向驯化

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国际种质资源交流和协作，建立基因

组、代谢组和表型组大数据平台并解析花卉野生种起源和栽

培种重要优异性状的驯化历程；通过分离群体构建、表型性

状与基因组关联、共表达网络进化等分析，研究花色、花香、

花期、株型等重要观赏性状的进化与人工驯化机制，发掘关

键性状分子标记、分离关键基因并解析其调控网络；明晰各

类花卉种质的特色基因以及该类基因在驯化和育种进程中

的地位；开发高效基因功能鉴定技术，包括病毒诱导基因沉



 

 5 

默、稳定过表达和沉默以及高效基因编辑技术，明确野生种

和栽培种特色基因资源并评价其有效性。 

考核指标：鉴定重要花卉核心种质 500 份以上；发掘具

有抗病、耐低温等高抗性状和特异花色、花香、花期、株型

等高观赏价值的遗传资源（分子标记、基因及调控元件）10-

15 个；精准鉴定经济性与观赏价值高的种质材料 50 份；阐

明重要花卉主要抗逆和观赏性状的人工驯化机制，实现重要

基因资源的转基因及基因编辑评价，获取遗传修饰花卉新种

质 50 份；开发重要花卉基因编辑方法体系 1-2 套；授权相关

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花卉特色基因功能解析

和高效育种提供理论和种质资源支撑。 

5.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精准评价与基因发掘 

研究内容：针对木薯、橡胶树、甘蔗、杧果和菠萝种质

资源本底不清、关键性状基因资源缺乏及育种技术落后的问

题，系统开展种质库资源的形态、生理、抗性及次生代谢表

型精准评价及基因型多态性解析。开展木薯块根品质、耐低

温、抗花叶病毒、细菌性枯萎病及采后生理性衰变评价；橡

胶树矮化、成花、乳管分化、产胶品质及耐低温评价；甘蔗

宿根性、抗黑穗病、褐条病和花叶病及氮素高效利用评价；

杧果成花、胚胎败育及采后品质与抗逆性评价；菠萝色泽、

风味物质代谢及抗水心病评价，构建育种核心种质；采用群

体重测序及简化重测序技术构建物种遗传变异图谱，结合精

细表型数据解析控制优异和特异性状的遗传位点，发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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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和特异性状的重要基因，多维数据整合揭示表型、代谢

与基因组进化及变异的途径。研究重要性状基因的遗传变异

特征和等位变异类型，阐明其生物学功能及作用机理。 

考核指标：构建木薯、橡胶树、甘蔗、杧果、菠萝种质

资源的表型组和基因型评价体系，发掘优质、抗逆等优异资

源 200 份以上；挖掘关键基因及其优异等位基因 20-30 个；

授权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突破热带作物抗逆与

品质性状关键种质及其改良技术，为热带作物高效育种和品

种创制提供种质基础和理论支撑。 

6. 特色经济林优异种质发掘和精细评价 

研究内容：针对柿、杏、桑、花椒、油橄榄等特色经

济林种质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中的关键科学问题，重点开

展野生种和近缘野生种的增补收集保存、遗传多样性和重

要性状评价,以及特殊种质的起源和演化；建立主要栽培种

分子身份证；精细评价主要品种特色功能成分、重要生殖

性状、抗性等性状及其遗传规律与调控网络，基于全基因

组关联分析和泛基因组分析等手段发掘重要性状基因；基

于多组学分析，构建主要栽培种种质遗传信息数据库。 

考核指标：新收集保存重要野生种和近缘野生种资源

200 份以上；建立 500 个以上栽培品种的分子身份证；精细

评价 500 份以上重要种质的特色功能成分、生殖和抗病性

状；发掘特色农艺种质 50 份以上；鉴定重要性状相关功能

基因 10-15 个；构建 3-5 个多组学遗传信息数据库，授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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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种质、优异基因和数据库构建等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0 项以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特色经济林高效育种

和栽培调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7. 杂粮作物核心资源遗传本底评价和深度解析 

研究内容：针对谷子、高粱、食用豆、荞麦、甘薯等杂

粮作物资源遗传本底不清、遗传育种可利用优异材料缺乏等

问题，在野生近缘种、农家品种和育成品种三个层面构建核

心资源，利用分子标记和重测序技术阐明核心资源的基因组

变异本底，明确不同层面基因池多样性及群体结构；通过群

体遗传学分析、驯化基因克隆、育种选择基因鉴定等方法解

析杂粮作物驯化分子基础，明确育种进程中基因组选择位点

和变异信息；开展多年多环境下杂粮作物核心资源重要经济

性状的精准鉴定，发掘育种关键性状的控制位点和优异单倍

型，丰富和完善杂粮作物表型和基因型数据库，构建核心资

源的数据平台；从野生基因池、农家品种和育成品种基因池

等不同层次资源筛选特殊优异种质，形成可供遗传和育种利

用的杂粮作物优异种质共享平台。 

考核指标：构建杂粮作物核心资源 4 套，发掘鉴定驯化

和育种选择基因组位点 15-20 个，构建杂粮作物表型及基因

型数据库 2-4 个；筛选杂粮作物优异种质 200 份以上，形成

杂粮作物优异资源共享平台 4 个，授权专利 10 项以上，发

表高水平研究论文，为杂粮作物种质资源高效利用及新品种

选育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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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8. 落叶果树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围绕桃、猕猴桃、草莓等果树育种中的共性

与特性，研发高效组培再生体系和遗传转化体系，创新基因

编辑前沿技术，建立基因快速导入和基因编辑育种技术体系；

发掘育种可用的基因特异性分子标记，研发高通量基因分型

技术及全基因组选择技术；研发种间远缘杂交技术；创制高

抗、优质、适合机械化种植的突破性新品种。 

考核指标：研发高效遗传转化技术 1 项，突破基因编辑

技术 1 项；开发分子标记 200 个以上，创建基因组选择育种

技术 1 项；创制优质、丰产、抗逆等果树新种质 300 份以上，

综合性状优良的接穗和砧木新品种 10 个以上；授权高效育

种技术相关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权 5 项以上，发表相关研

究论文，为果树提质增效提供育种技术和品种支撑。 

9. 常绿果树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围绕香蕉、荔枝、枇杷等果树育种中的共性

与特性，研发细胞工程、高效遗传转化、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等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基因编辑、基因组选择等前沿技术；

综合应用以上技术，结合常规手段，创制具有优质、丰产、

多抗等性状的新种质和新品种。 

考核指标：研发高效细胞工程技术 1 项、高效遗传转化

技术 1 项，突破基因编辑技术 1 项；开发分子标记 100 个以

上，创建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 1 项；创制优质、丰产、抗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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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果树新种质 200 份以上，综合性状优良的接穗和砧木新品

种 10 个以上；授权高效育种技术相关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

种权 5 项以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果树提质增效提供育

种技术和品种支撑。 

10. 花卉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月季、百合、兰花、紫薇、山茶花等花

卉育种中存在的杂交不亲和、早期性状鉴定困难、遗传转化

体系缺乏等关键技术瓶颈，研发远缘杂交障碍克服技术、分

子标记辅助筛选技术、高效细胞工程技术、高效遗传转化和

基因编辑技术，创新花型、花色、花香等重要观赏性状和抗

病性、抗虫性、耐低温、抗衰老等抗性性状的分子标记辅助

选择技术；综合应用以上技术，结合常规手段，创制具有特

异花型和花色、芳香适宜、不同花期、耐贮运、高抗等性状

的花卉新种质和新品种。 

考核指标：突破花卉远缘杂交、胚拯救、细胞工程和分

子定向育种等关键技术 3-5 项；开发功能性标记 10 个以上，

其中育种可用的功能标记 2-4 个；创制优质、高抗花卉新种

质 500 份以上，培育具有优异抗病性、抗虫性、耐低温、抗

衰老等抗性性状，花型、花色、花香、花期等观赏性改良的

新品种 20 个以上；授权育种技术发明专利 3-5 项，申请或授

权植物新品种权、品种认定或国际品种登录 20 个以上，发表

相关论文；建成面积 200 亩以上的新品种示范基地 5 个，新

品种示范推广 3000 万株（盆）以上，为花卉优质轻简高效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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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提供品种和技术支撑。 

11. 热带作物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主要任务：针对木薯、橡胶树、杧果和菠萝等热带经济

作物基因型高度杂合、营养生长期及育种周期长等共性育种

瓶颈问题，研发遗传转化基础上的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

细胞育种等新技术，综合建立分子细胞育种平台，创制新种

质和新品种。木薯综合性状评价、成花诱导、基因编辑创制

优质抗逆新种质，创建全基因组选择育种体系，培育淀粉与

能源专用品种；橡胶树抗寒高产品种杂交改良，品种自根幼

态无性系创制与规模化繁育，愈伤组织模型及分子辅助选择

预测高产种质；杧果优质、抗病及多熟期品种的定向杂交改

良，优良矮化抗逆砧木新种质与适配接穗新品种培育；菠萝

诱变与杂交改良选育优质丰产新品种，基因组选择创制营养

期短、抗寒新种质及新品种。 

考核指标：攻克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定向改良、远

缘杂交等关键技术 2-3 项，完善综合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建

立热带作物基因组及育种性状数据库 1 个；创制具有多种经

济价值的木薯、橡胶树、杧果和菠萝新种质 400 份；选育具

有多抗、优质、高产等性状的热带作物新品种 8-10 个，授权

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权 10 项以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

热带作物高效育种和轻简高效栽培提供技术和品种支撑。 

12. 特色经济林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以果桑、仁用杏、柿、花椒和油橄榄等特色



 

 11 

经济林树种为对象，围绕提高抗性、改善品质和加工专用等

目标，采用自然选择、人工杂交并结合细胞工程技术，建立

快速遗传改良技术体系，创制经济性状和农艺性状优异的新

种质和新品种；研究成花、品质和抗性等性状遗传，开发重

要性状分子标记并用于定向改良和早期鉴定，优化远缘杂交

和多代性状聚合技术，创制专用新品种；研发新品种高效繁

育技术并试验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果桑和柿倍性育种、仁用杏远缘杂交高

亲和育种、花椒和油橄榄选择育种等技术体系 5 套；建立仁

用杏早/晚花和甜/苦性状、柿甜/涩和雌/雄早期选择以及倍性

和杂合性鉴定等技术 4 套；创制优质、抗病虫果桑种质 60 份，

创制纯和甜仁、大仁、自交亲和仁用杏种质 50 份，创制自然

脱涩和九倍体甜柿新种质 50 份，创制无（少）刺花椒种质 50

份，创制广谱适应性油橄榄种质 50 份；选育果桑优质、高

产、抗病虫、适宜机械化耕作良种 3 个，选育仁用杏避晚霜、

甜仁、适宜机械化良种 4 个，选育柿优质鲜食、适宜加工、

砧木和授粉专用新品种 5 个，选育花椒高产良种 3 个，选育

油橄榄高抗良种 3 个；新品种区域试验 1500 亩；授权发明

专利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特色经济林提质增效提供品种

支撑。 

13. 双子叶杂粮高效育种技术与品种创制 

研究内容：针对甘薯、荞麦和食用豆等双子叶杂粮育

种技术滞后、优质品种缺乏等问题，建立抗病虫、抗旱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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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品质优良的分子标记体系并用于分子辅助育种；研究

重要产量及品质性状的早代鉴定方法，形成高效的育种技

术；综合运用基因组学、远缘杂交、细胞工程和标记辅助

选择等手段，创制具备适应机械化作业、高淀粉、高黄酮

等性状，并在抗病虫、产量、食味和食品加工品质等方面

有所突破的杂粮作物新种质；选育优质、适宜机械化管

理、多抗、丰产的杂粮作物新品种和专用品种。 

考核指标：研发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品质和抗

性性状标记选择等关键技术2-3项；创制优质、抗病、耐

逆、特殊营养价值丰富的新种质 200 份；培育在株型、适

应机械化轻简栽培、功能成分、产量、耐逆等关键性状上

有突破的新品种、专用品种和杂交种 10-15 个；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权，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杂粮作

物优质轻简高效栽培提供品种支撑。 

14. 果树优质高效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内容：以柑橘、苹果、梨、葡萄等果树为对象，针

对适地适栽品种选择、品质多元化、熟期优化、轻简化栽培

等关键问题，以良种良法配套关键技术创新为核心，开展以

下研究：（1）适应性：针对不同生态型产区，开展品种筛选

与品种区域化分布评价，从现有品种筛选适宜不同生态地区

轻简化栽培、保障周年优质鲜果供应、特色明显的品种，建

立品种优质高效栽培及生态适应性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

并进行区域布局；（2）专用性：筛选适宜加工、观赏或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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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群体等用途的专用品种，完善其质量标准；（3）互作机

理：基于果树优质丰产与环境、栽培措施的互作关系和协调

途径，建立优质丰产高效配套的技术体系；（4）配套技术：

研发与品种配套的高光效树形、轻简化管理等技术，在典型

生态区对筛选的品种开展配套栽培技术试验，集成不同生态

区果树品种配套栽培技术体系，制订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考核指标：建立柑橘、苹果、梨、葡萄等果树主产区

良种生态适应性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 4-6 套；筛选适宜轻简

化、优质高效栽培以及适宜特定气候区域的品种，并形成

其配套技术体系（规程）8-10 套，技术试验不少于 2 万

亩；项目实施区果树良种率提高 20%，节本增效 10%以

上；授权发明专利并发表相关论文，为果树提质增效栽培

提供品种布局和配套技术支撑。 

15. 花卉优质高效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内容：围绕菊花、牡丹、梅花等重要花卉，以良种

良法配套关键技术创新为核心，对已育成品种的特性和栽培

技术进行研究，进一步挖掘良种良法配套的优质增效潜力，

重点开展以下研究：（1）适应性：筛选适宜花期调控、轻简

化栽培和区域光温水土等环境条件的优良品种，建立品种适

应性评价标准，提出区域布局体系；（2）优质高产性：通过

品种筛选确立观赏品质/专用品质（食用、茶用、精油用等功

能性品质）与产量提升与资源利用的潜力及其挖掘技术途径；

（3）专用性：筛选适于盆花、切花、食用、茶用或精油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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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性生产的专用品种，完善其质量标准，明确品种适应

范围与适用特性；（4）互作机理：阐明影响观赏品质/专用品

质、产量与效率的品种—环境—栽培措施间的互作关系与协

调途径，确立优质高产高效配套的技术体系；（5）配套技术：

在区域主产区对筛选的新品种开展配套栽培技术试验，集成

不同主产区重要花卉新品种的配套栽培技术体系，制订标准

化生产技术规程。 

考核指标：建立重要花卉主产区品种适应性评价标准与

指标体系 3 个（套），筛选一批适应花期调控、观赏品质/专

用品质提升、轻简化栽培的优质高产高效花卉新品种；在不

同主产区实现良种良法配套技术和生产技术规程 3 套以上，

技术应用 2000 万株（盆）以上，单位产量增加 10%以上、效

益提高 15%以上；授权相关技术发明专利，发表相关研究论

文，为花卉提质增效栽培提供品种布局和配套技术支撑。 

16. 特色经济林生态经济型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内容：以茶、油茶、核桃、板栗、枣、枸杞等特色

经济林树种为对象，针对生态经济型栽培模式、加工工艺、

市场需求和产业链协调发展等问题，开展品种区域化评价；

从现有品种筛选适宜机械化、轻简化和抗性强的良种；在典

型和特色生态区筛选专用型品种；建立以提升产业链整体效

益为目的的苗木繁育和定植技术体系；研究品种优良性状与

环境形成的生理生态机制，制定不同区域、用途和加工工艺

的配套种植技术体系，并在主产区开展品种区域化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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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建立茶、油茶、核桃、板栗、枣、枸杞等主

产区良种生态适应性评价标准各 2 套以上；筛选适宜机械化、

轻简化和抗性强的良种及其配置方案各 3-5 个；提出典型和

特色生态区专用型品种不少于 12 个，建立产地追溯体系 2

套；研发以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益为目的的苗木繁育和栽植技

术体系 6 套以上；制订各树种主产区主栽品种的标准化生产

技术规程 3-5 套，各树种示范面积 2000 亩以上，增产 10%以

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特色经济林

提质增效提供品种布局和配套技术支撑。 

17. 禾谷类杂粮提质增效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谷子、高粱等禾谷类杂粮缺乏优质高效

的品种和生产技术不配套等问题，以提质增效和良种配套关

键技术创新为核心，对已育成品种和区域优势品种的生物学

特性和栽培技术进行研究，挖掘优质品种的提质增效潜力，

在禾谷类杂粮主产区，以华北、东北和西北区为重点，开展

以下研究：（1）适应性：筛选适宜机械化轻简栽培和区域光

温水条件的优质高产品种，建立品种生态适应性评价标准，

提出科学合理的主产区品种布局体系；（2）优质丰产性：通

过品种筛选确立增产与资源利用的潜力及其挖掘技术途径；

（3）专用型：筛选适合产业开发的优质谷子、酿造高粱、饲

用高粱等专用品种，并构建相应的质量标准和适用范围；（4）

互作机理：阐明品质、产量与效率的品种—环境—栽培措施

间的互作关系与协调途径，确立高产优质高效配套的技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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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5）配套技术：在各杂粮作物的典型生态区对筛选的新

品种开展优质高效配套栽培技术试验，构建不同主产区品种

配套栽培技术体系，制订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考核指标：建立禾谷类杂粮作物主产区品种生态适应性

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 5 个（套），筛选一批适应机械轻简化优

质高产高效品种；在主产区研发良种良法配套技术和生产技

术规程 6 套以上，技术应用 5000 亩以上，新技术产量增加

10%以上、节约氮肥和水分 10%以上、机械化作业效率提高

15%以上；授权相关发明专利，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杂粮

作物提质增效提供品种布局和配套技术支撑。 

18. 园艺作物病毒检测及无病毒苗木繁育技术 

研究内容：围绕柑橘、苹果、梨、葡萄、香蕉、草

莓、月季、百合等无性繁殖园艺作物，研发病毒检测及无

病毒苗木繁育技术并进行应用技术集成。突破高通量和高

灵敏的新一代深度测序、基因及基因组扩增和血清学技术

等共性关键技术瓶颈，并结合病毒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鉴

定技术，系统构建园艺作物病毒快速和标准化检测及新病

毒监测的技术体系；研发可提高苗木抗病能力的病毒表达

载体和重组病毒；优化和融合超低温脱毒、脉冲温度脱毒

等新型快速脱病毒技术；创建无病毒种质室内保存技术及

快速出苗和多源性营养基质配方技术，结合高标准苗木繁

育技术和新型精准栽培技术，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园艺作

物无病毒栽培技术模式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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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新型经营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在园艺作物主产

区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新型病毒快速检测技术和指示植物鉴

定方法 20 套以上，开发病毒高通量检测软件 2-3 套；建立

高效脱病毒技术 5 套以上，实现园艺作物脱除病毒的品种

数量不少于 50 个，无病毒品种保存量增加 50%；提出新型

无病毒种苗繁育及营养基质配方 20 个以上及配套技术方案

5 套以上；集成无病毒种苗繁育技术模式 8-10 个、制定配

套技术规程 8-10 个；示范推广无病毒种苗 1000 万株以上，

授权相关发明专利，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园艺作物高效

栽培和提质增效提供无病毒种苗和技术支撑。 

19. 园艺作物设施生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围绕设施栽培的番茄、茄子、辣椒、黄瓜、

西瓜、甜瓜、葡萄、香菇和黑木耳等园艺作物，以解决制约

高产、优质和资源高效利用的瓶颈问题为核心，研发提高种

苗质量的集约化育苗技术、新型无土栽培模式与智能化管理

系统、环境（光照、二氧化碳 CO2等）调控技术、品质提升

技术、温光逆境障碍克服技术、农艺型连作障碍防控技术、

长季节设施蔬菜高效栽培技术和食用菌立体栽培技术；集成

上述抗逆、高产、优质和资源高效利用的栽培关键技术，形

成配套技术规程并在主产区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创新主要园艺作物种苗工厂化培育与无土栽

培、设施栽培环境调控、品质提升调控、抗逆栽培技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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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土壤障碍克服等设施生产关键技术 10 项以上，建立主要

园艺作物设施栽培模式和配套技术规程 10-15 项；技术应用

提高产量 10%以上，亩增效益 1000 元以上，示范推广 50 万

亩以上；授权相关发明专利，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园艺作

物设施生产和提质增效栽培提供技术和模式支撑。 

20. 主要经济作物重要及新成灾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研究内容：围绕主要经济作物的细菌性病害（作物青枯

病和猕猴桃溃疡病等）、真菌性病害（油菜和蔬菜等作物菌核

病、苹果和梨腐烂病、果蔬灰霉病等）、线虫病害和原生生物

病害等重要及新成灾病害，研究植物病原在当前气候环境和

农业耕作制度变化条件下的成灾因素及早期诊断预警技术；

筛选可用于生物防治的有益微生物资源及新型绿色、安全、

高效农药，研发相关微生物制剂和农药的田间精准施用技术；

创建有利于控制病害发生和流行的种植制度及栽培管理模

式；建立集抗病品种应用、田间栽培和管理、病害监测和防

治为一体的病害绿色生态防控技术体系并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检测、监测预警及绿色防治技术 5-8 项，

集成区域性综合防控技术模式 4-8 套，形成配套技术规程 3-

5 个；示范推广 30 万亩，示范区病害危害率控制在 3%以下；

明确主要经济作物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线虫病害和原

生生物病害等重要病害及新成灾病害的成灾机制及扩散流

行规律，申请监测预报、病害检测和防治技术等发明专利，

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主要经济作物高效栽培和提质增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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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病害预警和绿色防控技术支撑。 

21. 主要经济作物重要及新成灾虫害综合防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柑橘、蔬菜、落叶果树和特色经济作

物重要及新成灾虫害综合防控的共性关键技术瓶颈，研究

钻蛀性害虫（橘小实蝇、柑橘大实蝇、南亚果实蝇、食心

虫等）、刺吸性害虫（柑橘全爪螨、茶小绿叶蝉、棉蚜、

葡萄根瘤蚜、粉虱等）、食叶害虫（茶尺蠖、斜纹夜蛾

等）等重要和新成灾害虫在新的管理模式以及气候变化条

件下的成灾规律，建立新成灾害虫监测预警和信息交流平

台；研发害虫生态调控、行为调控与物理防治、微生物农

药与生物防治等高效绿色防控技术；筛选高效、低毒农

药，研究其科学精准用药技术；集成以生态调控为基础的

重要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明确柑橘、蔬菜、落叶果树与特色经济作物

等主要经济作物重要和新成灾害虫的成灾规律，研发新成灾

害虫监测预警技术以及与当前栽培模式相适应的害虫防治

新技术 10-15 项；集成害虫综合防控技术模式 8-10 套，形成

配套技术规程 8-10 个，授权害虫防控技术相关国家发明专利

10-15 项；应用示范不少于 50 万亩，示范区重要灾害性害虫

危害率控制在 3%以下，为主要经济作物高效栽培和提质增

效提供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支撑。 

22. 主要经济作物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及防灾减灾关键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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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主要园艺作物、热带作物、特色经济林、

大田经济作物、设施作物等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损的

共性关键技术瓶颈，研究气象灾害发生规律，研发气候变化

背景下作物生产全过程的多种农业气象灾害影响与综合风

险动态评估技术、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及引（扩）种灾害风

险评估技术；研究气象灾变过程监测和预报预警技术、气象

灾害指数保险技术及产品，研发基于气象、遥感、作物等数

据的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实时信息服务平台；研发旱涝、

高低温等防灾减灾的高效调控技术、产品与范式；建立主要

经济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的气候保障方法体系。 

考核指标：创建主要经济作物气象灾害评价技术体系 5-

8 套，气象灾害保险指数 5-8 个，精细化气候区划与灾害风

险区划 8-10 项；建立主要经济作物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

技术 5-8 套，省级实时信息服务平台 5 个，应用推广 10 个

省以上；突破旱涝、高低温防灾减灾技术 4-6 项，创制减灾

调控产品 4 个并取得正式登记，减灾增效 10%以上，示范推

广 500 万亩以上；建立主要经济作物安全生产的气候保障方

法体系；申请防灾减损技术产品相关发明专利 3 项，登记国

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5 项，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主要经济

作物优质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和防

灾减灾技术支撑。 

23. 特色经济林采后果实与副产物增值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围绕板栗、枣、枸杞等特色林果采后贮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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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与综合利用对产业链带动的重大科技需求，研究采后贮运

流通过程中鲜果品质劣变和病原菌致病规律，建立特色经济

林采后保鲜、病原菌防控和质量监控评价技术体系，研发贮

运销保鲜的新型绿色包装材料；研究色素、淀粉、蛋白质及

多糖等生物活性成分高效富集与高值化利用技术，集成特色

经济林产品多级联产加工技术，通过中试实现对其采后加工

性能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实现板栗、枣、枸杞等采后多

级增值。 

考核指标：突破板栗、枣、枸杞等采后品质控制、病害

防控和保质保鲜关键技术 5-6 项，建立配套技术体系 3-4 套；

建立特色经济林品质监测与毒素快速检测技术 4-5 项；研发

新型贮、运、销保鲜包装材料 4-6 种；使淀粉回生率减少 30%-

40%、褐变程度减轻 20%以上；建立板栗、枣、杏、枸杞等

色素、淀粉、蛋白质及多糖等副产物多级联产加工技术体系

3 套，研发食用或日化等终端产品 10 种以上，开发高附加值

功能产品 3-4 个；授权发明专利，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特

色经济林果加工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撑。 

24. 特色林果采后油脂与生物活性物增值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围绕油茶、核桃、油橄榄等特色木本油用经

济林种实采收、油品加工及过程副产物综合利用对产业链带

动的重大科技需求，研究木本油料鲜果集约化采集、预处理、

食用油品质评价与多酚等抗氧化物调控关键技术，建立快速

检测和鉴伪的品质评价技术体系；研究木本油脂氧化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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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与特征规律，明确木本油脂品质调控机制；研究木本油

料作物在“原料-工艺-产品”链中组分结构变化对重要商品性

状形成的影响机制；研究木本油产业链增值加工技术体系，

针对采收与商品化处理期间副产物的资源化利用，重点开展

天然活性物提取开发、高值（有效）成分生物转化等关键技

术研究。 

考核指标：突破油茶、核桃、油橄榄等特色经济林种实

采收、油品加工及品质评价与调控关键技术 4-5 项，油品氧

化进程减缓 20%，褐变程度减轻 20%以上；创建木本油脂品

质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监测指标 2-3 个；建立油茶籽粕、

核桃种皮和油橄榄果渣等副产物综合清洁利用关键技术 2-3

项，副产物利用率提高 30%以上；研发食用或日化等终端产

品 10 种以上，制备多酚、色素、萜类等天然活性物及其衍生

物 8-10 种，评价其生物活性及安全性，开发高附加值功能产

品 3-4 个；授权发明专利，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为特色经济

林果加工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撑。 

三、应用示范 

25.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基于葡萄埋土防寒区生态条件，构建风土指

标体系和数据库，形成埋土防寒区的酿酒葡萄品种与酒种区

域化体系；集成现代与传统育种技术，建立育种信息化管理

平台，选育抗寒旱优新酿酒葡萄品种，改善品种结构；研究

产区酿酒葡萄品质形成机理、生态环境监测、土肥水精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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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与防控、农机农艺融合关键技术，构

建环境—主栽品种—栽培技术—智能装备—信息化管理一

体化的优质酿酒葡萄现代生产技术体系；开发利用本土优势

酿酒微生物资源，研究葡萄酒发酵和陈酿复合工艺及智能控

制技术，研发适合中国葡萄酒市场和消费者口感的葡萄酒新

产品，构建具有产地风格的葡萄酒产品生产工艺体系；研究

防风固沙、生态建园、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固液废物资源化利

用等绿色生产技术，构建葡萄酒产区环境友好型生产模式；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构建葡萄与葡萄酒生

产管理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贺兰山东麓全产业链智慧化

管理。 

考核指标：建立葡萄埋土防寒产区风土指标体系 1-2 套，

形成埋土防寒区酿酒葡萄品种与酒种区域化布局方案；选育

抗寒旱优新酿酒葡萄品种（系）2-3 个，建立酿酒葡萄分子辅

助育种和信息化管理平台各 1 个，筛选优良抗寒旱砧木 1-2

个；研制葡萄藤埋出土智能装备 1-2 套，建立基于多遥感技

术的环境监测、防冻与病虫害监测预警、水肥管理技术体系

4 套，制定酿酒葡萄生产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标准 1-2 套；获

得商业化本土酿酒酵母 3-5 种，商业化乳酸菌 2-4 种，研发

智能化发酵控制系统 2-3 套，制订葡萄酒酿造工艺技术规程

2-3 套，开发葡萄酒新产品 8-10 种；建立防风固沙、生态建

园技术与管理模式 2-3 套，建立葡萄枝条、葡萄酒酿造废物

废水综合利用技术 3 项，研制深加工产品 4-5 种；建立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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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与葡萄酒智慧化管理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获得软件著作

权 10 套；建立产区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 5 个、核心示范企

业 15 个，示范推广项目成果 20 万亩以上；实现酿酒葡萄亩

节本增效 20%-25%；提高葡萄酒生产企业综合效益 25%-30%，

新增产值 10 亿元；申报专利 20-30 项，发表论文 40-50 篇。 

26. 乌蒙山区茶叶绿色发展提质增效技术集成研究与示

范 

研究内容：针对乌蒙山茶区的生态气候条件，引进省内

外优质特色茶树新品种，建立优质特色茶树新品种品比、展

示园，开展品比试验，筛选出适宜乌蒙山区推广种植的优质

特色茶树新品种；建立茶树新品种核心示范基地和良种繁育

基地，开展茶树新品种推广应用；建立乌蒙山区优质特色茶

树种质资源繁育及推广技术体系。集成应用幼龄茶园速成投

产技术、标准化茶树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机管机修

机采技术、树势精准调控技术、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生态观光茶园建设与管理技术等，建立茶叶安全高质高效绿

色生产技术体系。创新与优化乌蒙山区屏山炒青、马边绿茶

等茶产品的关键加工技术、生产工艺和加工设备，提升茶叶

产品品质；建立乌蒙山区优质绿茶清洁化、标准化现代加工

技术体系；根据乌蒙山区茶叶资源的适制性和品种特性，开

展红茶、黑茶、白茶、黄茶等特色新产品开发，构建特色新

产品研发、生产示范与评价体系。 

考核指标：引进省内外茶树新品种 10-12 个，筛选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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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乌蒙山区推广应用的优质特色新品种 2-4 个；创建茶树新

品种核心示范基地 3-6 个，面积 800 亩以上；制定茶叶安全

高质高效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3-5 套，创建茶叶安全高质高效

绿色生产技术示范基地 4-6 个，面积 1000 亩以上，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累计推广 10000 亩以上。创新与优化乌蒙山

区屏山炒青、马边绿茶等茶产品的生产工艺和加工设备，制

定加工技术规程 2-3 套；开发红茶、黑茶、白茶等特色新产

品 6-8 个，制定新产品加工技术规程 6-8 套。培训技术人员

及茶农 2000 人次以上，带动脱贫致富农民 1000 户以上。 

27. 大豆及其替代作物产业链科技创新 

研究内容：针对油脂和蛋白消费需求刚性增长与供给量

偏紧、耕地资源受限硬约束的矛盾，以大豆丰产提质、油莎

豆开源增量、机械化生产节本增效、加工提能与增值利用为

目标，在东北、黄淮海、南方开展优质高产大豆新品种培育

与示范和推广，在西北、东北、华北、华中和种植业结构调

整区的边际土地开展油莎豆新品种培育与示范和推广。以机

械化高效生产为目标，突破地下块茎减阻减损挖掘、筛分与

木本原料高效收获瓶颈技术，研究高产机械化农艺技术，研

制播种、收获、分离、清洗、干燥等技术与装备，结合大豆

和油莎豆产区进行试验示范与推广。突破高淀粉基油脂原料

适温压榨与低温脱溶技术瓶颈，开发油莎豆油脂、淀粉、糖

分联产工程化技术与成套装备，优化大豆新品种油脂与蛋白

联产、功能成分提取工艺技术，开展大豆和油莎豆综合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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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技术与装备示范。以节流为目标，突破猪和家禽日粮净

能与氨基酸动态平衡技术瓶颈，评定不同类型饲料净能含量

和畜禽净能需要量，研究饲料净能和可消化（可利用）氨基

酸的动态预测模型和动态数据库，研究净能体系下的低蛋白

日粮多元化配方技术体系和产品加工工艺，开发低蛋白日粮

系列产品，并集成示范。 

考核指标：收集优异种质资源 100-150 份，其中大豆 70-

100份，油莎豆 30-40份；培育大豆和油莎豆新品种 18-33个，

其中大豆 15-25个、油莎豆 3-8个；大豆新品种亩产量 200kg，

蛋白质含量 43%或油脂含量 21.5%以上；油莎豆新品种亩产

500-600kg，含油量 27%以上，比传统品种提高 2-3个百分点。

形成大豆轻简化播种与收获、油莎豆播种、收获、清洗与干

燥等设备 8-10 种；大豆机械化收获损失率降低 2 个百分点；

牵引式和自走式中型油莎豆收获机各 1 套，机械化单机收获

效率 30 亩/天以上、收净率≥90%。形成日处理 100 吨以上油

莎豆综合加工示范生产线 1-2 条，油莎豆优质油品、淀粉、

饲料、大豆功能型等产品 5 种以上。研制净能体系下的低蛋

白日粮多元化配方技术体系 2-3 套，低蛋白日粮的粗蛋白水

平较项目实施前降低 2个百分点，粪尿氮排放减少 12%-15%，

配方成本降低 1.5-2 个百分点，建立低蛋白质日粮示范场企

业 40-50 个。建立油莎豆示范基地 4-8 个，大豆示范基地 8-

12 个；高产优质高效机械化栽培技术规程 7-10 套；推广新

品种大豆 1200 万亩、推广种植油莎豆 1000 万亩；培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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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龙头企业 1-3 家。专利 10-15 项，论文 8-10 篇，标准 6-8

项。 

28. 黄河三角洲重要经济作物提质增效技术集成研究与

示范 

研究内容：筛选甜高粱、菊芋、田菁、枸杞、汉麻、橡

胶草、油莎豆、芳香植物等耐盐新品种（系），研发制种农艺

与农机融合的高效高产高质制种技术。研发盐碱地水盐调控

技术，构建微咸水利用和节水灌溉技术与模式，研究抗盐碱

土壤调理剂制剂技术，优化集成盐碱地土壤快速脱盐和高效

培肥技术体系。集成规范化播种和壮苗培育、病虫害绿色防

控、机械化收获等装备与技术，建立机械化经济作物生产体

系，构建盐碱地重要经济作物规模化丰产增效模式。发展菊

芋多糖、枸杞多糖的分离纯化精制技术，开发功能性食品、

医用食品等高值高质生物制品；优化甜高粱和田菁青贮发酵

利用技术，开展秸秆饲料化、肥料化高值利用技术的示范应

用。 

考核指标：培育甜高粱、菊芋、田菁、枸杞、汉麻、橡

胶草、油莎豆、芳香植物等重要经济作物品种（系）4 个以

上，机械化培育及制种技术 2 项以上，制种成本降低 10%。

提出滨海盐碱地水盐调控与肥力提升技术 3 项以上；研制盐

碱地专用土壤改良调理剂 2 种以上，节水 20%-30%，土壤水

分利用效率提高 20%以上，土壤盐分降低 20％以上，有机质

提高 30%以上。集成配套滨海盐碱地重要经济作物规模化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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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增效技术模式 2-3 套、示范推广模式与评价体系 1-2 套；

开发智能化高效作业机具等产品 3-5项；建立示范基地 1处，

示范面积≥1000 亩，新技术累积推广 10000 亩以上，作业效

率提高 15%以上，水资源和化肥利用效率分别提高10%以上。

开发菊芋、枸杞等相关生物制品 3-5 种，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7 项，建立产业化生产线 2-3 条。综合经济收益提高 10%

以上，新增销售收入 1.5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