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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油料作物新技术

一、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

近 3 年油料所牵头负责的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清单

2017 年：

油菜根肿病绿色防控技术

油菜绿色高效生产技术

花生枯萎病及叶部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花生黄曲霉素全程控制技术

2018 年：

油菜根肿病绿色防控技术

花生枯萎病及叶部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花生黄曲霉素全程控制技术

2019 年：

油菜菌核病、根肿病综合防控技术

油菜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

1. 油菜菌核病、根肿病综合防控技术

一、技术概述

（一）技术基本情况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耕作制度和栽培模式变革、品种不合

理布局、带病种子和农机跨区调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油菜菌核病、根肿病的发生为

害呈逐年加重趋势，已经成为我国油菜高产稳产的主要限制因子之一。对于油菜菌核病，

目前生产上推广的抗病品种主要以避病和耐病为主，传统的化学防治虽然有一定的效

果，但由于最理想的施药时间是在盛花初期，而此时油菜已经封行，人工施药较为困

难；而对于油菜根肿病，当前生产上推广的品种大多不抗根肿病，传统的防治技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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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撒施生石灰、氰霜唑或氟啶胺灌根等，但操作起来不仅成本高昂，而且耗时费工，

防治难度较大。这就导致了很多地区基本不采取任何病害防治措施，结果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并严重影响到油菜种植效益以及农民种植积极性。

针对这一现状，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联合国内相关科研院所开展联合

攻关，研发并集成了以植保无人机喷药防治为核心的油菜菌核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以

及针对不同种植模式的油菜根肿病综合防控技术。多年的试验示范结果显示，该技术

具有轻简易行、防治效果好、防治成本低等一系列优点，增产增效显著。

（二）技术示范推广情况

自 2010 年以来，依托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相继在长江流域 20 多个地市建立了

10 万亩以上的核心示范区，对以植保无人机喷药防治为核心的油菜菌核病综合防控技

术体系进行了试验示范。目前，该技术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全国各油菜主

产区也在大面积地示范和推广该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1500 万亩，较好地解决了油

菜菌核病防治耗时费工的难题。

油菜根肿病综合防控技术也相继在湖北、安徽和四川病区示范推广多年，防病增

产效果显著，是一项根肿病严重病区突破性重大增产技术措施。

（三）提质增效情况

试验示范结果表明，油菜菌核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实施，可使产中管理的成本

每亩控制 100 元以内，与传统相比降低 2/3 以上，菌核病防治效果平均提高 18% 以上，

农药减施 20% 以上，节水 90% 以上，挽回菜籽直接产量损失 12% 以上，亩综合效益

增加 200 元以上 ; 油菜根肿病综合防控技术的实施，可使根肿病的防治效果达到 80%

以上，挽回菜籽直接产量损失 50 公斤以上，亩综合效益增加 100 元以上。

二、技术要点

1、油菜菌核病综合防控技术

总体策略：以种植抗病品种为基础，化学防治为加强措施，生物和农业防治为辅。

⑴选用抗病品种：在油菜菌核病重发区，选用适合当地种植的抗（耐、避）病品种，

如秦优 7 号、秦优 10 号、中双 9 号、中油杂 19、华油杂 62 等，以减轻病害的发生。

⑵芽前封闭除草技术：在现有联合播种机上增加喷药装置或采用高效喷雾器械，

在油菜播种后喷施精异丙甲草胺、异松·乙草胺等封闭除草剂，在土壤表面形成一层

药膜以抑制杂草生长，预防苗期菌核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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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机械化芽前封闭除草

⑶苗期“一调三抗”技术：在油菜菌核病重发区，尤其是花前油菜菌核病发生较

重的区域，采用植保无人机等高效喷雾器械在油菜苗期喷施碧护、阿泰灵等复合型药剂，

调节油菜生长平衡，提高植株免疫力，增强油菜抗病、抗虫、抗逆能力，预防苗期菌

核病的发生。

⑷花期“一促四防”技术：在油菜盛花初期，利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咪鲜胺（戊唑·咪

鲜胺、异菌·氟啶胺）、硼肥、磷酸二氢钾、植物源助剂等混合药剂，防治菌核病、

防花而不实、防早衰（“老鼠尾巴”）、防高温逼熟，促进油菜后期生长发育。

油菜花期“一促四防”                  油菜秸秆（菌核）快速腐解

⑸秸秆（菌核）快速腐解技术：在收割机上安装喷雾施药装置，对油菜秸杆喷施

有机物料腐殖剂、盾壳霉等复合型生物菌剂，加速秸杆和菌核腐解，一方面减少田间

菌源物数量，另一方面培肥地力，提高后茬作物产量。

2、油菜根肿病综合防控技术

⑴选用抗病品种：油菜抗根肿病新品种“华油杂 62R”和“华双 5R”抗病效果显著，

对我国多数油菜主产区根肿菌生理小种表现为免疫抗性。

⑵延期播种：播种时应尽量避开根肿病适宜发生的土壤温度（20-25℃）和湿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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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0%）等环境条件，如推迟播种期 10-15 天，可显著降低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⑶直播油菜根肿病防治技术：按 1L 水加 10% 氰霜唑 15ml、胺鲜酯 15mg 的比例

配制浸种液，将种子按 1：5 的比例放入浸种液中浸泡 1-2 小时，取出晾干后播种。播

种时亩施 10 公斤石灰氮和 30 公斤 45% 三元复合肥作底肥。播种密度以每亩 2-2.5 万

株为宜。

⑷移栽油菜根肿病防治技术：在病害较轻或人工较缺乏的地方，可采用苗床土壤

消毒的方法育苗，即平整苗床后，表面均匀喷施 10% 氰霜唑 1500 倍液，用药量以表层

15 厘米土壤充分湿润为宜。在病害较重的地方，可采用育苗筒育苗，即平整苗床后，

将蜂窝状纸质育苗筒（直径 6 厘米，高 8 厘米，可降解）在苗床上展开，筒内填 80%

无菌土，用无菌水淋透后播种，上面再覆盖一层无菌土。播种后 30 天左右选择健壮苗

移栽大田，移栽密度每亩 3000 株左右。移栽时亩施 10 公斤石灰氮和 30 公斤 45% 三元

复合肥作底肥。移栽后可根据实际情况用 10% 氰霜唑 2000 倍液灌根。

三、适宜区域

全国油菜菌核病、根肿病发病区。

四、注意事项

1、施用封闭除草剂时，应根据土壤墒情决定兑水量，推荐 30-60 公斤 / 亩。干旱

不利于药效发挥，遇雨或田间有积水时容易发生药害。

2、采用植保无人机喷施化学农药时，一般每亩药液用量 500-1000ml，药液浓度较高，

容易产生药害，因此在选择农药时一定要慎重。同时，植保无人机的雾滴粒径较小，

为保证防治效果，建议向药液中添加喷雾助剂，以提高雾滴的高湿润性、抗挥发性、

强渗透性、扩展性以及耐雨性等。

3、根肿病的防治重在预防，一旦作物遭到病菌侵染再用药毫无防治效果，因此在

有根肿病发生的田块必须注重预防，提前施药。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胜毅、方小平、程晓晖。

联系电话：13971106884、18672962977、18627096913。

电子邮箱：liusy@oilcrops.cn、xpfang2008@163.com、chengxiaohui@caas.cn。

2. 油菜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

一、技术概述

在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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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油菜办公室等开展协同攻关，引进

吸收国内外最新科技处成果，将机械化高抗高产油菜新品种、种子包衣、种肥同播、

缓控释肥、病虫草绿色防控、直接收获等油菜优质高产技术进行集成组装，建立了适

合两熟和三熟等不同耕作模式下的油菜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

该技术显著提高了我国菜籽生产的品质和效益：劳动用工从每亩 5-10 个下降到 0.5

个以内，农药施用量降低 90% 以上，肥料施用量减少 10% 以上，机收损失率下降到 5-8%，

直接或间接增产 5-15%，产油量提高 8% 以上。2013 年以来，该技术在湖北武穴、云梦、

公安，江西湖口、瑞安等地开展了大面积试验示范和推广，实现了油菜籽生产成本降

低一半以上，油菜生产成本从 5.0 元 / 公斤降低到了 2.0 元 / 公斤，规模化生产成本减

低到了 1.7 元 / 公斤，大大提升了油菜生产竞争力。

二、增产增效情况

该技术以高产高油为基础，以绿色高效为目标，物资机械投入成本约 300 元 / 亩，

一般亩产量 150-200 公斤，按照每斤 2.0 元计算，亩产值 600-800 元，扣除成本，亩效

益 300-500 元。同时还实现了减肥减药，农药施用量降低 90% 以上，肥料施用量降低

10% 以上。

三、技术要点

1、机械化高抗高产油菜新品种包衣种。选用阳光 2009、华油杂 62、中油杂 19、

沣油 737 等抗病优质高产机收油菜品种。也可选择国家或本地省级审定或登记的油菜

新品种，要求具备高产、抗菌核病、耐密、抗倒等适宜机械收获的特性。播种前用“种

卫士”拌种包衣，防治苗期虫害。

2、适期种肥同播技术。9 月底至 10 月上中旬采用 2BFG-10 油菜联合播种机或

2BYM-6/8 型油麦兼用精量联合直播机种肥同播，亩播种量 200-300 克，亩成苗 2.5-3.0 万

株。若播期推迟（10 月 15 日以后）可增加播种量到 300-400 克，适当增加密度到 3-4 万株。

2BFG-10 油菜联合播种机田间播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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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效施肥技术。选用“宜施壮”油菜专用缓释肥，稻田油菜亩施 35 公斤，旱

地油菜亩施 25 公斤，随多功能油菜联合播种机播种时一并施用。若施用一般性的复合

肥时须每亩施用 1 公斤的硼砂或 0.5 公斤的高含量硼肥（有效硼 12% 以上）作为基肥，

防止油菜花而不实。

4、病虫草绿色防控技术。直播后 3 天内用乙草胺封闭除草，蕾苔期或花期用无人

机或大型机械喷雾按每亩 25% 咪鲜胺 50 毫升或 40% 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100 克、30 克

速效硼、60 克磷酸二氢钾兑水喷施，促进生长结实，防病、防衰、防倒、防花而不实。

建议统防统治，提高防治效果和作业效率，降低防治成本。

油菜“一促四防”统防统治                    无人机喷施“立收油”

5、直接收获技术。油菜黄熟时，利用无人机每亩喷施 80-100 毫升“立收油”干燥剂，

喷施后 5-10 天采用 4LZY-2.0S 型油菜联合收割机一次性收获。

四、适宜区域

本技术适宜长江流域冬油菜主产区（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重庆、

安徽、江苏、浙江、广西等省）、黄淮油菜主产区（河南、陕西）、北方春油菜产区（青

海、内蒙、甘肃、新疆、西藏）推广。

五、注意事项

1、选择品种要选用适合当地区域的审定或登记品种。

2、北方春油菜产区应按照当地实际情况选择播期。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俊、程勇、张学昆。

邮编：430062。

电话：027-86813983。

电子邮件：junli199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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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生枯萎病及叶部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一、技术概述

花生苗期真菌性枯萎病（包括根腐病、茎腐病、冠腐病）和生长中后期的叶部病害（叶

斑病、网斑病、锈病、疮痂病）是大部分产区主要发生的病害。从 2008 年起，国家产

业技术体系病害防控岗位团队联合各综合试验站，对花生苗期枯萎病和叶部病害的防

控进行了抗性品种鉴定、低毒高效药剂筛选和栽培措施控制等措施的研究，建立了一

整套综合防治方法，并在华南、长江流域、黄淮和东北产区进行了示范，田间防效达

50% 以上，有效地降低了病害造成的产量损失。

二、增产增效情况

2013 年以来，该技术在河北石家庄、湖北襄阳、江西赣州、山东潍坊等地进行大

面积继承示范，该技术可减少产量损失 20%-40%，每亩增效 100~200 元。大面积推广

应用，可降低产量损失 20% 左右，扣除成本后每亩可增加收益 80~100 元。

三、技术要点

1、种植抗病、耐病花生品种。不同产区根据当地主要病害种类选择抗病或耐病的

花生品种。如在华南产区选择粤油 20、桂花 32，长江流域选择中花 16、天府 18，黄

淮产区选择远杂 9102、冀花 4 号、花育 33 等。

2、农业综合防治。合理轮作，合理选择跟禾本科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等）或

者其他非寄主作物进行 1~2 年轮作。清洁田块，花生收获后，及时清楚田间的病株、

病叶和秸秆。适期播种、平作改垄作、平衡施肥等技术措施。

3、拌种防治苗期枯萎病。推荐用萎锈·福美双悬浮剂进行播前拌种，也可选用咯

菌腈悬浮种衣剂、精甲·咯菌腈悬浮剂、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等。

4、叶面喷药防治叶部病害。叶斑病、网斑病、疮痂病：苯醚甲环唑·丙环唑，对

三种病害的防效最好，推荐使用，也可选用类似成分和功能的药剂。发病初期开始喷药，

间隔 7~10 天喷施一次，连喷 2~3 次。锈病：优选粉锈宁或敌锈纳、萎锈灵等药剂进行

喷雾，间隔 7~10 天，连喷 3~4 次。

四、适宜区域

本技术可以适宜各花生产区。

五、注意事项

1、药剂拌种花生后，最好当天拌种，晾干后，当天播种。

2、建议防治叶部病害的不同药剂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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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廖伯寿、晏立英。

电子邮箱：lboshou@hotmail.com、yanliying@caas.cn。

联系电话：027-86812725。

田间现场观摩                                田间防治效果

4. 花生黄曲霉素全程控制技术

一、主要内容

花生是我国重要油料作物与经济作物，年总产和单产均居世界首位，既是主要的

食用植物油和蛋白质来源，也是我国粮油类商品中为数不多的具出口创汇优势的农产

品。农业部连续多年监测结果显示，黄曲霉毒素污染是威胁花生质量安全、限制产业

发展和出口贸易的重大问题。针对这一重要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选

育出了中花 6 号等黄曲霉毒素抗性品种，创建了花生黄曲霉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建

立了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技术，经协同攻关和集成组装，形成了花生黄曲霉毒素

全程控制技术，其大面积推广应用将对我国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和供给侧

结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更为其它农产品真菌毒素污染防控提供可复制借鉴的引领性

技术路径。

（1）选育的中花 6 号、中花 21 号（鄂审油 2012001）等花生抗性品种表现出良好

的抗黄曲霉毒素污染特性，已通过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获得湖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还筛选出了适应不同产区的花生抗性品种。

（2）创建的农产品黄曲霉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已经通过成果鉴定（鄂科鉴字〔

2012〕第 04119191 号），相关成果获得中国、美国、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发明专利

30 多项，并获得 2015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成果奖励。该技术经鉴定达国际领先水平，

国际著名顶级期刊 ChemSocRev 评述“不仅高灵敏而且准确”、CurrOpinBiotech 评述“发

挥了引领作用并被广泛应用”。成果部分产品被美德意比新等国应用，并被 FAO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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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干旱所在亚非地区推广，使我国跻身于本领域国际领先行列。

（3）花生黄曲霉毒素全程控制已经形成了系列技术农业行业标准，包括《花生黄

曲霉毒素污染控制技术规程》（NY/T2308-2013）、《花生黄曲霉毒素 B1 的测定 高效

液相色谱法》（NY/T1286-2007）、《植物性农产品中黄曲霉毒素现场筛查技术规程》（NY/

T2545-2014）、《花生黄曲霉毒素检测抽样技术规程》（2016 年 11 月通过农业行业标

准审定）、《黄曲霉菌株产毒力鉴定方法》（NY/T2311-2013）、《花生黄曲霉侵染抗

性鉴定方法》（NY/T2310-2013）等。

二、技术要点

1、核心技术

（1）黄曲霉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

（2）产前抗性、优质品种

（3）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技术

2、配套技术

（1）产中花生病虫害防治技术

（2）产中黄曲霉毒素污染风险预警技术

（3）产后花生安全储藏技术

（4）产后花生黄曲霉毒素降解技术

（5）产后花生安全性评价技术与标准

3、技术组装

集成产前抗性品种选择、产中病虫害防治和风险预警技术、产后低温、气调、真

空等安全储藏技术及紫外光降解、臭氧降解减毒技术，全程贯穿应用黄曲霉毒素高灵

敏检测技术等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全程控制技术模式、花生安全性评价技术及《花生

黄曲霉毒素控制污染技术规程》、《植物性农产品中黄曲霉毒素现场筛查技术规程》、

《黄曲霉菌株产毒力鉴定方法》等配套标准，降低黄曲霉毒素污染风险，保障消费安全，

支撑产业发展。

三、适宜区域

本技术可以适宜各花生产区。

四、联系方式

岳晓凤，027-86812862，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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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料育种新技术

1. 油菜高含油量聚合育种技术

成果介绍：

1）首次探明油菜种子含油量主要受母体基因型调控，鉴定出含油量调控的 5 种不

同途径及其 4 个高油资源和 6 个新功能基因。建立了目前数量最大、基因型变异最广

泛的含油量研究群体。通过独特的遗传学实验首次证明母体基因型对种子含油量影响

效应值最大，达 86%。鉴定出含油量调控的 5 种不同途径、含油量达 50% 以上的 4 个

高油资源和 6 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功能基因，为高油聚合育种提供了新思路、新基

因和优异亲本。

2）发掘出高含油量 QTLs 新位点 12 个，其中 2 个对含油量的贡献值是已有报道中

最大的。将关联分析与连锁分析相结合进行油菜含油量 QTL 定位和关联 / 连锁标记筛

选，共鉴定出高油 QTLs 位点 27 个，其中 12 个为新位点，2 个对含油量变异贡献率超

过 20%，相对含油量的贡献值达 3.5 个百分点，是目前已报道的含油量 QTLs 中贡献值

最大的。由于位点对性状的贡献值大、标记离有效位点近，后代辅助育种鉴定效果更

为显著。

3）明确了含油量与产量构成性状间相关性不明显，鉴定出产量 QTLs 新位点 14 个、

抗裂角和抗倒伏主效位点 5 个。利用关联群体和分离群体，明确了含油量与产量构成

性状间相关性不明显；鉴定出产量 QTLs 21 个，其中 14 个属于新位点；发掘出抗裂角、

抗倒伏 QTLs 14 个，其中 5 个属于主效位点。为同时聚合高含油量、高产、抗裂角、

抗倒伏等性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4）建立了高效的多目标性状聚合育种技术，创制了含油量创世界最高纪录的特高

油品系 , 育成了国际上首个同时聚合高含油量、高产、抗裂角、抗倒伏、抗菌核病、双

低等性状的品种。建立了以亲本定向选配与聚合杂交、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小孢子培

养快速纯合与稳定技术等为核心内容的多目标性状聚合育种技术体系，使育种周期宿

短了 2-3 年。创制了含油量达 64.8% 的特高油品系 YN171，刷新了油菜含油量世界最

高纪录。创制了高含油量、双低、高产、多抗、广适油菜新品种 5 个，其中中双 11 号

是世界上首个集高含油量（49.04%）、强抗裂角、高抗倒伏、抗菌核病为一体的双低

油菜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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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为高含油量、高产和多抗聚合育种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推动了全

国油菜高含油量品种的推广应用。国产菜籽的含油量显著提高，提升了我国油菜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油菜含油量研究和高油育种后来者居上，跃居了国际领先行列。

发表 SCI 论文 15 篇，引用累计 129 次，单篇最高 29 次；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

获新品种权 1 项，通过国家审定品种 5 个，2008 年以来，在长江流域 11 省（市）累计

推广 5000 万亩以上，累计新增经济效益近 50 亿元；中双 11 号还被 32 家单位作为亲

本利用。先后获得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2013 年）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4 年）。

应用前景：

1）本技术选育的中双 11 号已被国内 30 多个单位作为优良育种亲本，并被多个基

础研究单位作为转基因受体等重要的研究材料。

2）本技术创制的 5 个高含油量品种具有强的竞争优势，在我国油菜主产区长江流

域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超过 5000 万亩，种子销售产值、菜油新增产值、

省工节支累计创社会经济效益 50 亿元以上。

3）优化了油菜高油杂交种亲本选配技术。即以细胞质正效应高油材料为母本，扩

大双亲遗传距离以改良杂交种的分枝数、抗病性等与遗传距离表现正相关的性状，同

步改良双亲中与遗传距离表现负相关的性状如含油量等以提高杂交种的中亲值。创制

出中油杂 19 和中油杂 200 共 2 个高油、高产、多抗、双低油菜杂交种，产油量分别比

对照增加 12.8% 和 21.6%，中油杂 19 是目前我国冬油菜中含油量最高、第一个达 50%

的品种，并配套建立了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的化学诱导雄性不育杂交制种技术，

目前已大面积推广应用，推广面积达 2000 万亩以上。

联系方式：王新发，027-86836125，13545084765，zyzy12@126.com。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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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菜抗裂角品种选育技术

成果介绍：1）首次探明油菜裂角抗性主要受隐性多基因控制，组配或选育抗裂角

的油菜杂交组合需要亲本都具有中抗裂角的特性。2）发掘出抗裂角 QTL 新位点 7 个，

其中 1 个受萝卜质恢复系特有的单基因控制，另外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鉴定三个稳定效

应抗裂角的贡献值达到 57%，最大效应位点位于 A9，达到 38%，是已有报道中最大的，

鉴定出其中两个主效应的抗裂角基因和特异的分子标记。3）建立了高效的抗裂角分子

聚合育种技术体系，将抗裂角系数为 0 的完全不抗亲本，通过 3 个抗裂角位点地分子

聚合导入，抗裂角性指数提高到 0.7 以上，达到中高抗的水平。4）创制了中高抗油菜

杂交品系 2 个，育成了高含油量、双低、高产、多抗、广适油菜新品种（杂交种）3 个。

对行业领域影响：1）为多基因控制的抗裂角这种复杂性状，分子标记聚合育种提

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新理论、优异亲本、新基因和标记）。2）育成的抗裂角杂

交品种适宜联合收获，减少了机收损失率，提高油菜角果成熟抗裂角性，也延长了收

获时间。3）育成的抗裂角品系和品种为世界油菜研究提供了优良的育种亲本和宝贵的

研究材料。4）推动了我国油菜抗裂角品种的推广应用，国产油菜的抗裂角性显著提高，

提升了我国油菜产业的机收率。

应用前景：1）鉴定出四个抗裂角位点，对其中两个基因克隆，找到了抗裂角基因

特异型分子标记，申报了相关发明专利。2）鉴定的抗裂角基因主要应用于油菜抗裂角

的改良，不仅通过分子聚合的方法提高，也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等方式改造目标基因提

高油菜的抗裂角性。3）创制的 3 个抗裂角、广适应性、高产品种具有强的竞争优势，

在我国油菜主产区长江流域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联 系 方 式： 胡 琼、 刘 佳，13720393975、13720301092，huqiong01@caas.cn、

liujia02@caas.cn。

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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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菜基因组编辑技术

成果介绍：1）采用优化驱动 sgRNA 和 Cas9 蛋白启动子，建立了油菜稳定的基因

编辑敲除体系，突变效率可以达到 90% 左右。2）建立非变性聚丙烯胺凝胶电泳高通量

检测突变体方法，结合 Sanger 测序和二代测序技术，高通量鉴定编辑突变体基因型。3）

采用油菜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创建油菜抗裂角、高油酸等资源。4）建立了油菜单碱基

编辑技术，突变效率超过 20%，可以创制半矮化、抗除草剂等优异资源。5）建立了无

转基因过程 DNA-free 编辑技术体系，扩展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范围。

对行业领域影响：1）为油菜高产优质多抗种质资源创建提供了技术支撑。2）建

立的基因编辑技术体系，可以快速改良目标性状，大大缩短育种周期。3）可创建出抗

裂角、抗除草剂和半矮化等优异资源，为油菜研究提供优异的遗传资源。4）推动了油

菜基础研究水平，为开展油菜功能基因研究提供了技术平台，可以提升我国油菜基础

研究的国际竞争力。

应用前景：1）建立的基因编辑技术体系，已被多个基础研究单位引进，提升我国

基因编辑研究水平。2）创建的抗裂角、抗除草剂和半矮化资源可以提高油菜机械化育

种水平，增加油菜生产效益。3）建立的油菜基因编辑技术体系，推动了油菜重要性状

单碱基编辑创建抗除草剂资源                基因编辑创建极端矮化和半矮化遗传资源

利用核糖核蛋白 DNA-free 基因编辑技术获得 Bnfad2 突变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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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功能解析，加速了油菜分子育种水平。4）结合育种目标，油菜基因编辑体系可以

快速改良当前生产上有部分缺点的主推品种，更好服务农业生产。5）创建的新型基因

编辑技术，可以克服遗传转化限制，为实现不同材料的基因组编辑奠定基础。

联系方式：成洪涛，027-86711556，chenghongtao@caas.cn。

4. 油菜高效耐渍性改良育种技术

成果介绍：1）确定了油菜渍害影响关键时期，率先开展种质资源耐渍性精准鉴定。

对油菜发芽期、苗期和花期开展模拟渍害胁迫，明确了发芽期和幼苗期对渍害最为敏

感。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油菜耐渍性鉴定农业行业标准，对来自世界各地的 1035 份资源

开展了精准鉴定，发掘了 12 份强耐渍性资源。2）探明了耐渍性遗传机理，创建了高

效育种技术体系。多世代群体遗传分析，首次发现油菜耐渍性由 2 对完全显性主基因 +

加性 - 显性多基因控制，主基因为显性效应，遗传力较高，品种间一般配合力和特殊

配合力差异极显著。通过 GWAS 分析和 QTL 精细定位，发掘了 11 个 QTL 位点，贡献

率 6.5%-17.9%，开发了分子标记 BnGMS130-350。建立了耐渍性早期快速鉴定 + 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小孢子高效培养和高密度丰产性状选择的育种技术体系。

应用前景：该技术体系建立以来，西南大学、江苏省农科院多个育种团队多个育

种团队引进使用，共计培育了 7 个强耐渍高产国审新品种，实现耐渍性与单产同步提高。

其中阳光 2009、中双 10 号等实现了耐渍和产量的突破，被国家和主产省列为主导品种，

推广面积居全国前十。新品种累计应用面积 7200 余万亩，“油菜耐渍性遗传机理与新

品种选育应用”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联系方式：程勇，13808614864，13808614864@139.com。

油菜高效耐渍性改良育种技术体系示意图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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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花生高含油量育种技术

技术背景：我国花生的 55% 用于榨油，提高花生品种的含油量、产量和单位面积

产油量是增加花生油供给能力的重要途径。培育和种植高油高产的油用型品种是我国

花生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生产上应用的花生品种含

油量普遍较低，大果高产品种的含油量更低，优良高油种质缺乏、分子育种技术研发

滞后、高油与高产协同改良难度大已成为限制高油育种突破的主要原因。

技术要点：1）选择高油位点差异大的高含油量材料做父、母本，可以考虑选用和

栽培种亲和的高含油量野生种、栽野杂交后代和推广的高含油量栽培种品种作为亲本。

采用远缘杂交、亚种间杂交配制组合，扩大杂交组合的遗传基础；2）采用人工杂交，

对杂交后代采用系谱法选择；3）杂交后代采用高油、大果、高出仁率分子标记和近红

外跟踪检测含油量技术；4）兼顾选择抗旱、耐瘠、抗病性强的杂交后代，以提升高油

酸品种的抗病抗逆性、适应性、稳产性，保证高油、高产性状的稳定。

应用前景：利用本技术体系培育出含油量在 55% 以上的高油品种中花 5 号、中花

7 号、中花 8 号、中花 16 等。发掘出含油量高达 63.59% 的高油野生资源，创制出优良

65.44% 高油资源 87-77 并在全国利用，培育花生新品种 32 个。发掘出的高含油量、大果、

高出仁率分子标记得到全国育种单位的广泛利用。

联 系 方 式： 廖 伯 寿、 姜 慧 芳，027-86712292、027-86711550，lboshou@hotmail.

com、peanutlab@oilcrops.cn。

发掘出高含油量野生资源材料                        创制高油优异材料

6. 高油酸花生杂交系谱法高效育种技术

技术背景：利用国内引进和培育出的一批高油酸品种和优良材料为亲本，通过杂

交和系谱法选择，培育出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的高油酸花生新品种，对于推动花生产业

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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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选择综合性状好的杂交组合亲本（其中至少一个是高油酸）；人工授粉，

获得 F1 种子；F1 种子播种自交后获得 F2 种子；对 F2 单粒种子进行油酸含量测定（单

粒近红外法），淘汰油酸含量 70% 以下的种子，油酸含量 70% 以上的种子继续种植；

F2 植株自交获得 F3，F3 按单株收获，田间淘汰农艺性状不好的单株，入选单株用近

红外检测，保留油酸含量 75% 的单株继续种植；F3 自交获得 F4 种子，继续进行油酸

含量的筛选，保留油酸 78% 以上的单株；F4 单株种植，自交获得 F5 株行，优良株行

混收成株系；F6 世代进行初级产量、F7 进行产量品比，优良品系提交区域试验和品种

审定。

应用前景：利用本技术体系培育出 5 个高油酸花生新品种：中花 24、中花 26、中

花 215、中花 413、中花 415 等。在 Unituy 近红外仪上建立的单粒花生油酸、亚油酸、

棕榈酸检测模型已得到国内花生育种和种子生产单位的认可和使用。技术核心是单粒

近红外测定油酸含量，早在 F2 代开始就可基本确定 F2 单粒种子的油酸含量和基因型，

获得隐性纯合的高油酸单粒种子，从而减少 80% 的杂交后代田间种植量和田间选择工

作量。

联系方式：雷永、淮东欣，027-86812725，leiyong@caas.cn、huaidongxin@caas.cn。

建立花生单粒种子油酸含量检测近红外模型    近红外模型对杂交群体 F2 检测分离效果

7. 花生高油酸回交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技术

技术背景：在保留现有普通油酸花生品种优良性状的基础上，通过回交结合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快速将其转育成高油酸品种，加速高油酸品种选育和推广。

技术要点：以现有品种为轮回亲本（基因型 AAbb 或 AABB），以高油酸材料或品

种（基因型 aabb）为高油酸基因供体亲本，通过连续的 1 代杂交、4 代回交、1 代自交，

结合一年两次人工杂交，可在三年内完成整个回交流程，成功将高油酸基因（aabb）

导入现有品种，培育出改良高油酸推广品种，保持现有品种其他优良性状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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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前景：已培育出中花 16、中花 21、泉花 551、徐花 13 等优良品种的高油酸品系，

进行农艺性状、产量、抗性、品质等指标比较，选择出与轮回亲本最为接近的高油酸品系，

并参加区域试验。利用回交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现有推广品种

在产量、品质、抗性和适应机械化生产上的优势，同时改良和优化个别的不良性状（如

油酸含量），这一育种思路为其它性状的改良提供参考，具有较大应用前景。

联系方式：雷永、淮东欣，027-86812725，leiyong@caas.cn、huaidongxin@caas.cn。

高油酸回交分子育种流程      育种回交后代高效基因型鉴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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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料栽培新技术

1. 中部地区油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成果介绍：针对我国中部地区油菜生产上化肥施用比例失调、用量大、利用率低，

化学农药用药品种单一、用药时期把握不准、喷药器械效率低，农药用量大，效果差，

以及季节性干旱影响油菜生长和肥料施用效果，秸秆处理方式不合理，影响油菜生长

及产生环境问题，优化集成中部地区油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技术要点：油菜专用缓释肥高效施用技术、氮密协同减肥抑草技术、秸秆原位还

田腐熟技术、种肥异位同播一体化技术及装备、种子包衣防治苗期虫害与促生技术、

周年农药管理技术、菌核病等高效复配药剂飞防技术。

应用效果：相比习惯种植，该项技术可减施化肥 25% 以上、化肥利用率提高 12%

以上，减施化学农药 30% 以上、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 15% 以上，油菜产量增加 5% 以上，

节本增效 100 元 / 亩以上。

联系方式：秦璐，027-86712256，qinlu-123@126.com。

播种期一体化作业高效复配药剂飞防

2. 多功能复合菌剂机械化两次施用技术

成果介绍：作物秸秆原位还田肥料化利用是作物秸秆利用的重要途径，针对原位

还田秸秆腐解慢，易形成海绵层，影响作物生长；秸秆携带病菌会加重下茬作物病害

的技术难题，在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多功能复合菌剂的研制及其在油菜生产上的

应用”和自主产权国家发明专利“一种可同时加速油菜菌核和作物秸秆腐解的方法（专

利号：ZL201410584279.2）”基础上，研发的本项技术主要用于作物秸秆还田。

技术要点：多功能复合菌剂机械化两次施用技术，第一次施用是指在作物播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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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播种机械施用生物有机肥 40 公斤 / 亩（图 1），第二次施用是指在作物收获时，

融合收获机械喷施用有机物料腐熟剂 100 克 / 亩（图 2）。

应用效果：该项技术显著加速秸秆腐解、减轻油菜菌核病，活化土壤磷钾，增加

土壤有效养分，改善作物生长环境，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可在作物生产上广泛应用。

联系方式：秦璐，027-86712256，qinlu-123@126.com。

基施生物有机肥                      喷施有机物料腐熟剂

3. 山地油菜稀植套种蔬菜超高效益栽培技术

成果介绍：选择适当早播、个体优势强、年内不起苔、抗菌核病强的品种。按照

25 厘米 ×25 厘米穴播育苗，每穴 5-7 粒，2 叶间苗，保留壮苗 2-3 株，4 叶定苗，留

1 株大壮苗。苗龄 40 天或叶龄 6 叶时，选取大壮苗移栽。起苗前浇足水，尽量带土不

伤根。分厢种植油菜，厢宽 1.80 米，采用宽窄行种植（移栽）油菜，宽行行距 70 厘米，

窄行行距 30 厘米，一厢栽 4 行，两边距厢沟各 0.10 米，两边种植宽行，中间是窄行。

每亩 3000 株左右。

油菜移栽完 1 周内，结合补苗和施肥，在宽行直播大蒜、菠菜、香菜等蔬菜，出

苗以后梳苗和定苗；甘蓝、生菜等绿叶蔬菜可提前育苗，与油菜同步移栽。油菜移栽

一周内追施尿素 6.0 公斤 / 亩，12 月底或腊月初追施尿素 6.0 公斤 / 亩、氯化钾 6.0 公

斤 / 亩，在油菜根侧 15 厘米处穴施。对弱苗及时补喷叶面肥。

油菜抽薹前收获蔬菜，中耕培土，及时清沟，补施一次腊肥。初花期使用茂唑菌

核净防治菌核病 2 次。成熟期注意防治白锈病和霜霉病。油菜角果变黄，油菜种子变

黑时收割，尽量晚收，可以提高产量和出油率。

应用前景：恩施地区应用该技术油菜亩产 300 公斤以上。该技术能降低成本，具

有省种、省肥、省药、省工等特点，能有效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有助于山区油菜产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该项技术进一步优化，在品种选择、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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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量及营养元素比例、不同海拔地区种植密度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方面进行完善，

可实现效益最大化。

联系方式：张春雷、李俊，18071120686，junli1999@126.com。

田间长势

4. 双低油菜轻简化高效生产技术

成果介绍：选用高产、耐密、抗病、抗倒，适应当地种植的双低油菜品种。选择

隔离条件好，集中连片，排灌方便，前茬为非十字花科作物的田块。水稻茬免耕直播

油菜，在水稻收获前 10-15 天排水晾田，留茬高度小于 20 厘米，秸秆粉碎还田。采用

深翻、浅旋及耕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大田耕整，使土壤质量达到平整、细碎的状态，

种子拌油菜专用配方肥或专用缓控释肥人工撒播，机械开沟覆土。油菜厢宽 1.5-2.0 米 ,

厢沟宽 25-30 厘米，沟深 15-20 厘米；腰沟宽 30-40 厘米，沟深 20-25 厘米；围沟宽

30-40 厘米，沟深 25-30 厘米。播种后 1-2 天内选用封闭除草剂进行芽前除草。水稻

茬免耕移栽油菜，选择两年以上未种过油菜及其它十字花科作物的田块作苗床，应畦

面平整，表土细碎。育苗苗龄不超过 35 天。免耕移栽前 2-3 天灭生性除草，机械开厢沟、

免耕直播油菜田间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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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沟、围沟。按全生育期用氮（N）量 10-15 公斤 / 亩的 70％，全部磷（P2O5）、钾（K2O）

肥和硼砂施用，分别为 4-6 公斤 / 亩，5-8 公斤 / 亩和 1 公斤 / 亩。移栽密度 0.6-0.8 万

株 / 亩。

应用前景：该技术有利于减轻劳动强度、降低油菜生产成本、减少水土流失、完

善耕作制度，扩大油菜种植面积。油菜轻简化高效生产技术按每亩节本增效 150 元计算，

如全国增加 9000 万亩冬油菜种植面积，可增加经济效益 135 亿元。对推动我国双低油

菜轻简高效生产发展、促进农民节本增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联系方式：张春雷、杨雪，18571815201，yangx091@126.com。

5. 中豆 41 晚播壮苗增产技术

成果介绍：针对中豆 41 单株生产力高，生长势旺，早播易倒伏的特点，研发了中

豆 41 晚播壮苗增产技术。（1）晚播：一般于 6 月中、下旬播种，高肥力地块 1.5 万株 / 亩、

中低等肥力地块 2-3 万株 / 亩；（2）壮苗：亩施腐熟有机肥 800-1000 公斤、三元复合

肥 20-40 公斤作基肥，结合治虫喷施叶面肥；（3）化控：初花期根据生长情况结合治

虫用多效唑或矮壮素进行化控，防止徒长倒伏。（4）技术要点：以晚播密植为核心，

结合施肥（叶面肥）及化控，壮苗增产。应用该技术产量可由 200-230 公斤增至 250-

300 公斤，增产 20-30%。该技术适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

应用前景：2017 年在宿松县华阳河农场“中豆 41”示范种植面积 2000 余亩。专

家组现场测产结果显示，示范区“中豆 41”平均亩产达 248.3 公斤，较全国大豆单产

高出 150 多斤，每亩能为农民增收 300 多元。该品种已在湖北、江西、重庆、四川、

安徽、江苏等地区开展大面积推广种植，总面积超过 50 万亩，辐射带动了南方大豆产

业生产水平整体提升。

联系方式：周新安，13971036239，zhouxinan@caas.cn。

中豆 41 田间长势                            现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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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油料加工与营养新技术

7D 功能型菜籽油产地绿色高效加工技术

成果介绍：针对油菜籽加工面临的低效高耗、品质低、资源利用率低等难题，以

优质油菜籽为原料，基于“安全、营养、绿色、高效、智能”理念，突破菜籽精选、

细胞破壁提质生香、低温低残油压榨、低温绿色精炼、自动控制、质量管理等关键技

术装备，建立了 7D 功能型菜籽油产地绿色高效加工技术。新技术形成技术标准化、设

备成套化、生产自动化、产品高值化和工程模块化，构建了科学系统的油料高效加工

技术体系。2017 年中国农学会组织院士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技术整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以新技术为核心成果，已获得国家奖 1 项、省部级一等奖 1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1 项、

农产品加工业十大科技创新推广成果奖 1 项和中国农科院成果奖 1 项，入选 2017 年中

国农业农村十大新技术。

应用前景：具有加工能力为 2 吨 / 天、5 吨 / 天、10 吨 / 天、30 吨 / 天等系列成套装备，

已经应用到湖北、湖南、江西、云南等省区 20 多家油料加工企业。通过加工技术与优

良品种、绿色高效栽培等技术相融合，可开展油菜全产业链绿色高效技术的规模化示

范与应用，创建可推广、可复制的基于县域乡镇农业新型合作社、家庭农场或企业为

主体的油菜种、产、加、销全链条高质量、高效、高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农

民产地就近就地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打造中国特色的功能型、效益型、生态型与三

产融合油菜产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机制，对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做出突出贡献。

联系方式：李文林，18971461132，wenlinli2005@163.com。

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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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油料检测新技术

1. 油料脂质组高效分析关键技术

成果介绍：针对目前油料脂质分析存在诸多技术瓶颈，并长期难以突破的问题，

创建了油料脂质组高效分析方法学平台，并取得了以下 3 项创新性成果。

1）发明了表面改性单分散磁性纳米颗粒等油脂萃取材料，结合超声波等物理辅助

手段，建立了油料油脂中脂质高效提取、富集和纯化新方法。与原有方法比，效率提

高 20 倍，减少溶剂用量 60% 以上。

2）发明了银离子固载磺酸基 / 辛基键合硅胶等色谱固定相，创建了单柱二维液相

色谱分离系统，结合质谱检测实现了油料油脂中主要脂质组分—甘油三酯分子结构与

组成的高效定性定量分析，实现了由脂肪酸到甘油三酯分子检测水平的跨越。

3）发明了基于靶向化学衍生化技术的高灵敏、定量油料脂质分析方法，突破了脂

质分析检测灵敏度低，难以鉴定低丰度脂质分子及定量难的瓶颈。

应用前景：该技术成果已广泛应用于油料资源发掘、脂质代谢调控、油料油脂加

工利用及营养评价等领域。并成功服务于国内 13 个省市 27 家科研院所和企业。

联系方式：魏芳，027-86711669，willasa@163.com。

获奖证书                    专利证书

2. 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全程控制技术

成果介绍：结合我国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分布动态，绘制了我国花生黄曲霉毒素

污染分布地图，分离获得具有产业化应用前景的黄曲霉毒素合成阻控和降解菌株 23 株，

建立了花生黄曲霉毒素多靶点阻控技术，获得 2 个污染防控产品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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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毒素阻抗生物试剂产品登记证

研制出石墨烯 GO、BiVO4、g-C3N4 等一批吸附和光催化降解霉菌毒素消减材料，

构建了绿色、高效和节能的可见光催化消减黄曲霉毒素技术，研制出高效稳定的可见

光催化降解黄曲霉毒素滤网和滤膜等。

黄曲霉毒素光催化绿色消减复合滤网

应用前景：该技术成果可应用于田间黄曲霉毒素污染阻控、油脂加工企业脱毒减

毒等方面，对降低农产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提高消费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具有重要

意义。

联系方式：张奇，027-86711839，zhangqi01@caas.cn。

3. 农产品黄曲霉毒素靶向抗体创制与高灵敏检测技术

成果介绍：黄曲霉毒素属于 I 类强致癌物，是迄今发现的污染农产品毒性最强的

一类真菌毒素，玉米、牛奶、花生等农产品最易受其污染。黄曲霉毒素包括 B、G 和 M 族，

植物性农产品中的黄曲霉毒素主要是 B1 和 G1，在动物体内转化为肉蛋奶中的 Ml，污

染食物链。黄曲霉毒素在国际贸易中引发的预警通报比例高达 28．6％，每年导致的损

失高达 2800 多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600 亿元，并危及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因此，高灵敏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对保障从农田到餐桌农产品生产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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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安全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从 1999 年起，在国家“863”计划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重大专项等课

题支持下，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武带领科研团队，历经 10 多年

攻关，从创新杂交瘤筛选法人手，成功研制黄曲霉毒素检测技术体系以及仪器设备，

破解了检测灵敏度低、假阳性率高等一系列难题，实现了由抗体源头创新到检测技术

和终端产品的全程创新，在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领域率先取得重大突破，也

使我国跃居该领域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

经过十数年研究，发明了高效筛选杂交瘤的一步式半固体培养一梯度筛选法，探

明了黄曲霉毒素分子免疫活性位点及靶向诱导效应，解决了杂交瘤选育难度大的瓶颈

问题；发明了黄曲霉毒素总量与分量 B1、Ml、G1 单克隆抗体和纳米抗体，为自主创建

高灵敏现场检测新技术提供了核心材料；首创了 3 种黄曲霉毒素高灵敏现场检测技术，

检测技术灵敏度超过国际最高水平的 10 倍以上，检测时间由过去的 30 分钟缩短到 6

分钟。破解了农产品黄曲霉毒素现场检测灵敏度低、假阳性率高的难题，满足了不同

种类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高灵敏现场检测的需求。

该技术体系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3 项，其中美国发明专利 2 项、韩国 l 项；发表

研究论文 91 篇，出版专著 2 部。项目组先后制定农业行业标准 10 项，开发出 17 种试

剂盒和 3 种检测仪器，部分产品销往美、印等国家和地区。该项技术还在中央储备粮库、

光明乳业、正大饲料等 900 多家单位示范推广应用，覆盖了种植、养殖、收获、储运、

加工等全过程，在粮、油、奶等农产品食品及饲料企业应用，为政府监管和企业产品

质量控制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大大降低了黄曲霉毒素进入食物链的风险，为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科技进步、保障消费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有效保护了百姓的健康。

应用前景：在农产品食品检测机构、国家和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粮油加工企业和

曲霉毒素抗原抗体互作机制                3 种黄曲霉毒素专用检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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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单位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联系方式：张奇，027-86711839，zhangqi01@caas.cn。

4. 农产品真菌毒素乡村化检测技术

成果介绍：

1）建立了黄曲霉毒素与玉米赤霉烯酮 AIdnb–TRFICA 同步检测方法，建立了牛

奶中黄曲霉毒素 M1 高灵敏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检测技术，检测灵敏度（1.8 pg/mL）较时

间分辨荧光检测法提高了 1 个数量级，为真菌毒素科学监管提供快速、灵敏、绿色、

同步检测新途径。

2）建立了真菌毒素混合污染检测新技术，显著提高检测灵敏度和检测通量。研究

建立了基于桥连抗体的新型免疫层析检测技术，研发出基于桥连抗体黄曲霉毒素 M1 与

三聚氰胺的同步检测试剂盒，阐释了桥连抗体能有效提高标记材料表面抗体的有序性，

提高检测灵敏度 20 倍以上。

3）研发了多色微球标记技术，研制出真菌毒素混合污染多色试纸条检测技术，开

发出多色检测试剂盒，能同时检测 3 种真菌毒素，提高了检测区分度，显著降低了检

测结果的认为误判。

研究构建了黄曲霉毒素生物合成通路碎片离子树文库，首创了黄曲霉菌毒素生物

合成通路同步监测技术，系列前体检测灵敏度高达 0.002~0.050 µg/ 公斤，并应用探明

了黄曲霉毒素生物合成时间进程规律，为黄曲霉毒素分子预警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应用前景：在市场监管、粮油加工企业和科学研究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联系方式：王督，027-86711839，wangdu@caas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