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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油料作物新产品

一、油料栽培新产品

1. 生物有机肥

成果介绍：本产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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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微生物肥料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

ZL201010130961.6）基础上研发的多用途生物有机肥。

产品特点：本产品是一种基施型复合微生物菌剂，具有加速秸秆腐解，活化土壤

磷钾，增加土壤有效养分，抑制土传病害，改善作物生长环境，提高产品品质和产量

的功效。

适用范围：适用于油菜、玉米、水稻、小麦等作物使用。

使用方法：建议亩用量 40 公斤，在作物种植前基施，不宜用于拌种、沾根苗。

应用前景：本产品可提高秸秆腐解率 10% 以上，降低菌核病油菜菌核萌发率 20%

以上，降低油菜菌核病发病指数 8.5 以上，提高土壤速效磷 4.5%，当季增产增产明显，

可在作物生产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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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料登记证书及产品

2. 有机物料腐熟剂

成果介绍：本产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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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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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生产上的应用”和自主产权国家发明专利“一种用于油菜秸秆和菌核腐解的喷施型

复合菌剂的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1410584321.0）”基础上研发的，用于作物秸秆还田。

产品特点：本产品是一种喷施型复合微生物菌剂，具有加速秸秆和油菜菌核腐解，

抑制土传病害的功效。

适用范围：适用于油菜、玉米、水稻、小麦等干、鲜秸秆原位还田使用。

使用方法：每亩用菌量为 100 克。将 100 克菌剂溶解在 1 公斤水中双层纱布过滤，

再兑喷施一亩的用水量。作物收获时在脱粒机械上加装喷雾装置，边脱粒边喷施于还

田的秸秆，或在作物收获后喷施于还田的秸秆。

应用前景：本产品可提高秸秆腐解率 15% 以上，降低菌核病油菜菌核萌发率 25%

以上，降低菌核病发病指数 10% 以上，可在作物生产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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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料登记证书及产品

3. 油菜专用肥

成果介绍：本产品由油料所和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根据油菜营

养生理需求特征进行养分的科学配比，增加了特殊营养物质以提升养分利用效率，是

针对长江流域冬油菜研发的一款专用复合肥。

产品特点：本产品在合理的氮磷钾配比的基础上添加

硼锌等微量元素，营养全面均衡；添加了生物活性助剂和

优质腐植酸，可增强土壤保肥能力，养分释放更持久，利

于油菜的高产稳产和品质的改善。

适用范围：南方冬油菜种植区。

使用方法：一次基施为主，建议亩用量 40 公斤；也可

在基施基础上适量追施。具体用量根据目标产量、土壤肥力、

使用习惯等酌情增减，或遵照当地农技部门指导意见。 油菜专用复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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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前景：本产品养分均衡，肥料利用率高，肥效时间长，相同目标产量下可减

少肥料用量，适应南方不同油菜产区使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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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花生专用肥

成果介绍：本产品由油料所和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根据花生营

养生理需求特征进行养分的科学配比，增加了特殊营养物质以提升养分利用效率，是

针对花生研发的一款专用复合肥。

产品特点：本产品在合理的氮磷钾配比的基础上添加钙硼锌等中微量元素，营养

全面均衡；添加了生物活性助剂和优质腐植酸，可增强土

壤保肥能力，促进花生根系发育，利于提高花生产量和品质。

适用范围：适用于黄淮流域、长江流域花生种植区。

使用方法：一次基施为主，建议亩用量 40 公斤；也可

在基施基础上适量追施。具体用量根据目标产量、土壤肥力、

使用习惯等酌情增减，或遵照当地农技部门指导意见。

应用前景：本产品养分均衡，肥料利用率高，相同目

标产量下可减少肥料用量，适应全国不同花生产区使用，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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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油乐牌”硼肥

成果介绍：本产品是在自主产权国家发明专利“一种硼肥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

ZL 201010535529.5）”基础上研发，用于防治因土壤缺硼引起的作物“花而不实”、“蕾

而不花”、“有壳无仁”、“落花落果”。

产品特点：本产品肥效长、一般一次性

基施可满足作物整个生育期对硼的需求。

适用范围：适用于油菜、棉花、玉米等

粮棉油作物及果树、蔬菜。

使用方法：适于基施，亩用量 0.5-0.75

公斤，可与其它肥料混施。

应用前景：我国缺硼土壤面积大，施用

花生专用复合肥

专利证书            产品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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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可增产 15% 以上，可广泛应用于作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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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益增宝种衣剂

成果介绍：本产品针对油菜播种时的干旱或渍害天气，用于作物种子包衣，提高

油菜播种出苗率，一播全苗，为高产奠定基础。

产品特点：本产品是一种复合型种子杀菌促长剂，包含有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少量营养元素等，具有降低作物病害发生和促进种子萌发和生长的作用，实现一播全苗。

功效：杀菌、杀虫、壮苗、增产。

适用范围：适用于油菜、大豆、玉米、水稻、小麦等作物种子。

使用方法：按照播种量量取推荐用药量，

加入适量水稀释成药浆（药浆与种子比例为

1:75-100，如 15 公斤的种子对应 150-200 毫

升），将药浆与种子充分搅拌，直到药液均

匀分布到种子表面，晾干后即可。配制好的

药液应在 24 小时内使用；在作物新品种上大

面积应用时，必须先进行小范围的安全性试

验。

应用前景：本产品可提高出苗率 10% 以上，降低根腐病等油菜发生率 20% 以上，

可在作物生产上广泛应用。

联系方式：马霓，027-96739796，mani@caas.cn

7. 油菜专用催熟剂

成果介绍：本产品用于油菜机械收获，可有效缓解油菜与其它作物周年轮作季节

矛盾，促进角果成熟一致性，提高机械化收获作业效率，降低机收损失率。

功效：促进油菜适期早熟，提高产量和品质，增加经济效益。

产品特点：配方绿色化，对植株和环境无污染，具有较强的内吸传导作用，被角果皮、

茎秆吸收后迅速传导作用于角果和籽粒，诱导体内乙烯和脱落酸的形成，快速促进营

养器官碳氮代谢产物向角果和籽粒转运，具有加速油菜籽粒成熟，茎秆脱水，提高成

熟一致性，适期提早收获，减少机收损失率的功效。

适用范围：适用于不同生态区油菜机械收获。

使用方法：在油菜收获前 4-6 天喷施，每亩用量为 50 毫升，兑水 2 公斤，植保无

益增宝种衣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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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喷施均匀喷洒油菜结角层；人工喷施，亩用量 50 毫升，兑水 8-10 公斤，喷施。

应用前景：本产品可将油菜收获期提前 3-4 天，角果成熟一致性达到 93% 以上，

机收损失率降低 30%，可在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上广泛应用。

联系方式：马霓，027-96739796，mani@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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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料加工与营养新产品

1.7D 功能型菜籽油

成果介绍：以国产优质油菜籽为原料，采用先进的 7D 工艺技术制备而成。具有 3

高 4 好优点：1）不饱和脂肪酸高达 93%；2）脂类伴随物含量高（canolol、VE、植物甾醇），

其中功能因子菜籽多酚 canolol，是同类产品的 2-8 倍；γ- 维生素 E 超过 270 毫克 / 公

斤，是同类产品的 2-3 倍；菜油甾醇超过 2400 毫克 / 公斤，是同类产品的 2-4 倍；3）

健康功效高；4）6/3 脂肪酸平衡好，接近 4:1；5）安全性好，无苯并（a）芘、反式脂

肪酸等风险因子；6）风味好，具浓郁独特的坚果香味；7）色泽感官稳定性好。具有 7

大康养功能：1）预防心血管疾病；2）预防记忆衰退；3）抑制癌症；4）抑制慢性炎症；

5）降低血糖；6）降低脂肪蓄积；7）预防和改善脂肪肝。

应用前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用油需求质量特别是在“安全、营养、

色香味形、健康”中国好油需求日益增加，浓香型菜籽油系列产品因对原料和制作工

艺的较高要求，数量庞大的小型作坊因技术、安全、管理等限制势必难以满足食品生

产的卫生要求；大型企业的过度加工的”色拉油”低质产品同质化严重，难以实现优

质油菜的优质优用和高质量发展，7D 功能型菜籽油为中国好油，产品品质优，性价比

优势十分显著，具有良好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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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D 菜籽油                                                   宣传资料

2. 植物甾醇酯菜籽油

成果介绍：植物甾醇被科学家们誉为 " 生命的钥匙 "，世界心脏组织、美国心脏协

会、德国营养医学和食疗学会、澳大利亚心脏学会等世界权威机构均大力推荐。植物

甾醇酯是一种由植物甾醇与脂肪酸通过酯化或转酯化反应制得的新型功能脂质。甾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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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在人体内转化为甾醇和脂肪酸，可同时发挥甾醇和有益脂肪酸的双重营养功能，具

有比游离甾醇更好的降低血浆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效果，且

脂溶性较甾醇提高 20 倍以上，吸收利用率提高 5 倍。植物甾醇酯菜籽油是由优质菜籽油、

植物甾醇酯按照科学的配方配制而成。本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植物甾醇酯，是一种

适合全家使用的健康、营养、安全的高端食用油。

应用前景：植物甾醇酯是胆固醇的天然竞争性物质，得益于其与胆固醇类似的结构，

可以减少人体对食物中胆固醇的吸收，从而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从而有助于降低罹患心血管病的风险。

联系方式：邓乾春，18696198198，dengqianchun@caas.cn。

植物甾醇酯菜籽油                              生产许可证

3.DHA 藻油蛋白粉

成果介绍：

产品类型：复合蛋白固体饮料

产品简介：本品含有丰富的大豆分离蛋白、乳清蛋白及 DHA，并考虑到不同消费

口味偏好开发出香蕉、蓝莓、麦香三种口

味。大豆分离蛋白属于中间消化速率蛋白，

乳清蛋白则属于快速消化蛋白，研究表明，

运动后摄入“大豆 + 乳清”双蛋白则能够

更持久地维持高浓度的色氨酸及支链氨基

酸持续性释放，因此采用优质动植物双蛋

白配方，为人体提供丰富的必需氨基酸促

进肌肉的合成与生长。DHA 是大脑和视 DHA 藻油蛋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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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膜的重要构成的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及维持的一种主要成分。

本品每袋好含有 4.5 克蛋白质及 135 毫克 DHA，可对蛋白质及 DHA 进行有效膳食补充。

推荐食用量：≤ 300 毫克 / 天（以纯 DHA 计）。

食用方法：取本品 15 克，用 150 毫升温开水（40-60℃）冲调，充分搅拌均匀即

可食用，也可加入牛奶、麦片、豆奶等食物中食用，口感更佳。每日 1 次，每次 1 袋。

应用前景：婴幼儿 3 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及成人。

联系方式：邓乾春，18696198198，dengqianchun@caas.cn。

4. 康欣宁胶囊

成果介绍：

产品简介：亚麻籽油是目前 n-3 脂肪酸含量最高的已知植物油脂之一。随着人们

对多不饱和脂肪酸生理活性的深入认识以及饮食中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的普遍不足，

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营养学会制订的膳食指南均推荐在饮食中增加多不饱和脂肪酸特

别是 α- 亚麻酸的摄入量，其中 α- 亚麻酸每天摄入量应该达到 1 克左右。亚麻籽油

因作为一种重要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受到广泛关注。康欣宁软胶囊以亚麻籽油为

主要原料，依据国内外最新营养学和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的医学研究成果，结合祖国传

统中医理论，采用超临界萃取、分子蒸馏和胶囊化等高新技术制成。产品获国家卫生

部保健食品证书（卫食健字 2003 第 0022 号），具有辅助降血脂功效。

作用机理：大量动物和人体试验证明 n-3 脂肪酸具有显著降低血清中甘油三酯和

胆固醇的作用，一般认为摄入 n-3 脂肪酸后抑制了体内载脂蛋白 B 的合成以及低密度

脂蛋白和甘油三酯的清除，而亚麻籽油引起低密度脂蛋白受体表达上调和胆固醇分解

代谢加速也可以降低血清中 TC、LDL-C、TG 水平。

康欣宁胶囊                  保健食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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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产品为瓶装液体胶囊，携带方便，易于吞服；使用第 28 天，总胆固醇

下降＞ 10％，总甘油三酯下降＞ 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 4mg/dl，调节血脂

效果极显著。

应用前景：适用于视力易疲劳者或血脂异常人群的辅助调节。

联系方式：邓乾春，18696198198，dengqianchun@caas.cn。

5. 爱星软胶囊

成果介绍：

产品简介：作为人类心灵之窗的眼睛是人类感观中最重要的器官，大脑中约 80%

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眼睛获得，因此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现今过度用眼引起的视

疲劳人群与日俱增，而视疲劳除了影响视力外，还可导致疼痛、早衰、免疫力降低等

状况的发生。爱星软胶囊是以亚麻籽油、银杏叶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β- 胡萝卜素、

叶黄素为主要原料，经现代工艺制成的具有缓解视疲劳功能的保健食品。产品经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国食健字 G20120008），具有缓解视疲劳功效。

作用机理：产品通过补充视网膜神经和视网膜黄斑营养成分，增加眼球血流量，

改善供氧情况，从而真正起到缓解眼部疲劳、眼睛干涩等，预防近视眼、老花眼、青光眼、

AMD 等眼睛疾病，并对眼疾治疗时可起辅助治疗功效。

产品特点：产品为瓶装液体胶囊，携带方便；易于吞服 适用人群广；配方新颖，

成分天然，富含微量成分，全面补充眼睛疲劳时所需营养元素

应用前景：适宜中老年人预防老花眼，学生和长期用眼者远视性视疲劳和近视性

视疲劳等调节性视疲劳，办公室人群长时间在电脑、电视等视屏前注视或操作产生的

视疲劳（VDT 综合症）。

联系方式：邓乾春，18696198198，dengqianchun@caas.cn。

亚麻籽油叶黄素银杏叶软胶囊                    保健食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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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忆生源胶囊

成果介绍：

产品简介：近代生理心理学认为，学习是指经验信息的获得和发展，记忆是经验

信息的储存和提取，是两个不同而又紧密结合的神经活动。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

虽没有明显影响日常生活，但一定程度的认知下降仍会降低生活质量，减少人际间的

交流。中油牌忆生源软胶囊以亚麻籽油、DHA 藻油、人参提取物、越橘提取物为主要

原料，经现代工艺制成的具有辅助改善记忆功能的保健食品。

作用机理：通过人参调节身体机能、健脾益肺、补益心气、肾气，DHA 藻油补充

大脑所需营养物质的同时，加入

抗氧化物质越橘提取物清除大脑

产生的自由基，避免大脑功能损

伤并缓解改善记忆的衰退。本品

既有中医理论的支持，又经过现

代医学研究的验证，调节身体机

能的同时又添加了记忆与认知过

程必须的功效成分以及抗氧化成

分，多管齐下，共同作用以达到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

应用前景：适宜需要辅助改善记忆的中老年、学生及用脑工作者

联系方式：邓乾春，18696198198，dengqianchun@caas.cn。

7. 中油牌多维软胶囊

成果介绍：产品富含人体必需脂溶性维生素 A、

D、E、K，可以全面补充人体日常所需的脂溶性维生

素 A、D、E、K，改善国内此类维生素缺乏现状。

应用前景：适用人群广，婴幼儿、孕妇、乳母

等特殊人群均适宜。补充维生素 A，改善维生素 A

缺乏引起的眼部及皮肤等不良影响。补充维生素 D，

调节钙代谢，增加骨健康。补充维生素 E，保持组织

完整，维持生育、调节免疫系统。补充维生素 K，促

进骨骼和血管的健康。

联系方式：邓乾春，18696198198，dengqianchun@caas.cn。
多维软胶囊

忆生源胶囊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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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康华片

成果介绍：

产品简介：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异

物（病毒、细菌等），处理衰老、损伤、死亡、变性的自身细胞，以及识别和处理体

内突变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长期免疫力低下会导致身体和智力发育不良，还

易诱发重大疾病。中油牌康华片以破壁油菜花粉、番茄红素微囊粉、维生素 C 为主要

原料，经破壁精制处理及稳态包埋等现代工艺制成的具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保健食品。

作用机理：本品通过油菜花粉含有丰富的功效营养成分，促进免疫器官的生成发

育，提高体液及细胞免疫应答达到增强免疫的作用。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 增强免疫力

与氧化保护效应有关，维生素 C 可以增强机体的抗感染能力，番茄红素可活化免疫细胞，

保护吞噬细胞免受自身的氧化损伤，促进 T 和 B 淋巴细胞增殖。三种原料协同增效，

共同发挥免疫调节作用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应用前景：适宜需要增强免疫力的中老年人等群体。

联系方式：邓乾春，18696198198，dengqianchun@caas.cn。

康华片                检测报告

9. 双螺旋低温压榨机

成果介绍：

多种原理综合利用：采用啮合式双螺旋和榨螺榨圈联合压榨原理，实现油料多级

压缩、松弛与薄料层压榨；设计了榨螺和榨圈结构，增大理论压缩比（24:1）和榨膛长

径比（8.74），显著提高了出油率；设计了防滑膛装置、油渣自动清理回榨机构和耐磨

损出饼机构，解决了油菜籽低温压榨易滑膛的技术难题，提升了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和

使用寿命，成功开发出 YZZX200×2 和 YZZX120×2 型双螺旋低残油低温榨油机，已

获得相关国家专利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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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低残油：处理能力达 10-50 吨 / 天，茶籽压榨残油＜ 4％，菜籽压榨残油＜ 8％，

低于国内外同类设备。

高品质低能耗：低温压榨菜籽油保存了原有的营养成分和风味，油品质量可达到

压榨二级油标准；饼粕的外观和适口性显著改善，品质高；生产成本比现有常规工艺

降低 31％以上，加工利润提高 20％以上。

应用前景：适用于菜籽、油茶、大豆、花生、茶叶籽、葵花籽、核桃、杏仁、蓖麻、

红花、苏子等绝大多数粮油籽粒的油脂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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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油菜籽脱皮机

成果介绍：采取一次性撞击式原理对菜籽进行脱皮，再利用流化悬浮分离、振动

分离、旋风分离和筛分等综合原理进行分离，优化了多项关键技术参数，成功研制出

了快速高效的机电一体式菜籽脱皮机，获国家专利两项（ZL98242207.5 和 ZL99245347.

X），通过湖北省成果鉴定，居国内领先水平，获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目前已在湖北、

安徽、江苏、云南、内蒙古等地得到广泛应用。

双螺旋低温压榨机

油菜籽脱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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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优质、节能：机电一体化、体积小、操作简便；多种原理集成，快速高效，

分离效果好，一次性脱皮率＞ 95％，皮仁分离后皮中含仁或籽＜ 1％，仁中含皮率＜ 2％；

设备价格和生产成本低、处理能力大，达 50-80 吨菜籽 / 天；菜籽脱皮后油脂质量好，

饼粕中多种抗营养物质含量显著降低，提高饲用效价。

应用前景：主要应用于菜籽的脱皮加工与分离，还可应用于大豆、葵花籽、蓖麻、

红花、苏子等其它粮油籽粒的脱皮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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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油茶籽脱壳机

成果介绍：YTTK80 型油茶籽脱壳分离装置是油料所自主研发的专利产品，采用独

特的辊筒设计和圆筒筛，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油茶籽专用脱壳设备之一，已在全国各

地二十多家油茶籽加工企业成功应用，深受用户好评。

原料无需分级：原料直接脱壳，大小均可适应，无需分级。

脱壳率高，分离效果好：脱壳率高：一次性脱壳 >95%；分离效果好：壳中含仁

<1%，仁中含壳 <4%，可根据需要进行仁中含壳率的调节。

设备占地小，处理能力高：脱壳分离机电一体化，占地面积小；处理能力：30-60

吨 / 天。

适应性广：原料适应性广，除油茶外，还可适应橡胶籽、蓖麻籽等脱壳；原料含

水量小于 16% 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脱壳。

应用前景：主要应用于油茶籽的脱壳加工与分离，目前我国油茶种植面积和产量

呈上升趋势，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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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籽脱壳机                       新产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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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料检测新产品

1. 转基因电化学现场定量仪

成果介绍：

技术原理：将硬币大小的微型检测电极与开发的手持式电化学分析仪集成组装，

率先研发转基因现场定量分析仪。向固定有靶标抗体的微型电极加入转基因作物样品

和双标记纳米金信号放大探针，发生双抗体夹心式免疫反应引起电化学信号变化，根

据信号的强弱进行定量分析。

技术指标：手持式电化学分析仪（19 厘米 ×11 厘米 ×4.0 厘米）、微型检测芯片 (3.8

厘米 ×1.2 厘米 )；外源蛋白检测限 0.05 纳克 / 毫升；常见外源蛋白干扰值≤ 6.8%；重

复性 RSD ≤ 7.1%；加标回收率 80.2%-106.2%；与 ELISA 试剂盒一致性 R2=0.9909。

技术特点：该设备体积微小、易于携带，能够完成田间地头的现场检测；操作简易，

可以直接读取含量数值而无需连接电脑和进行数据分析处理，非常适合非专业人员使

用；快速精确，能够在 30 min 以内完成定量分析。

应用前景：转基因电化学现场定量仪填补了转基因现场定量分析技术的空白，能

够满足加工企业、农业基层监管部门和海关部门对转基因产品现场快速定量分析的需

求，为转基因产品检测监管和标识管理提供支撑。

联系方式：吴刚，027-86711501，wugang@caas.cn。

转基因电化学现场定量仪分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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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基因快速筛查试纸及仪器

成果介绍：

技术原理：将特异性抗体预先固定在硝酸纤维素膜的检测区域，当膜的一端浸入

样品后，在毛细管作用下，样品将沿着该反应膜向前迁移。在迁移过程中先与结合垫

上胶体金标记的抗体 1 结合，形成抗原 - 抗体复合物，继续向前流动至固定有抗体的

检测区域时，形成双抗体夹心式免疫复合物，并显示红色条带。质控线（C）和检测线

（T）均显红色为阳性，C 线显色、T 线不显色为阴性。

仪器参数：尺寸 18 厘米 ×8.5 厘米 ×7 厘米；质量 1 公斤；显示装置 4 英寸电容

触控屏；5 秒快速检测，一键显示结果；精密度 CV ＜ 5%；准确度≥ 92%；数据输出

WIFI、蓝牙、数据线等；数据储存 10000 条检测结果。

技术指标：灵敏度 0.1%；全程检测时间≤ 15 分钟；有效期 12 个月。

应用前景：转基因快速筛查试纸可用于转基因水稻 Bt63、科丰、克螟稻；转基因

大豆 GTS40-3-2、MON89788; 转基因玉米 MON810、Bt11、Bt176、NK603 以及转基因

油菜 GT73/RT73、MS8×RF3 等样品中 Cry1Ab、cp4-epsps、bar 等基因表达的外源蛋白

的快速筛查，结合转基因试纸分析仪可以实现外源蛋白快速定量分析，该技术适用于

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检测机构对于转基因产品的快速检测。

联系方式：吴刚，027-86711501，wugang@caas.cn。

转基因快速筛查试纸及仪器

3. 转基因检测标准物质

成果介绍：转基因检测是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的基础。转基因检测标准物质是在

转基因产品检测中用于校准测量装置、评价测量方法或给检测样品赋值的一种物质，

其特性值要求足够均匀和稳定。转基因检测标准物质是开展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转

基因产品定性与定量检测、检测方法研究与标准化工作的物质基础，保证不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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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点检测结果的可比性、有效性和溯源性，促进实验室间检测结果的互认。

针对我国当前缺乏转基因检测用标准物质的瓶颈难题，立足我国安全监管工作的

实际需求，开展了转基因检测标准物质研究，建立了转基因检测基体、基因组 DNA 和

质粒 DNA 标准物质的制备、质量控制、测量、不确定度评估等为一体的技术体系，研

制并成功获得了 5 项国家一级标准物质、6 项国家二级标准物质，包括基体、基因组

DNA 和质粒 DNA 三种标准物质类型。转基因检测标准物质的成功研制解决了国内实验

室难以精准测量转基因含量的难题，填补了我国在转基因有证标准物质领域的研究空

白，为政府对转基因产品研发、商业化种植应用和国际贸易的安全监管工作提供了物

质保障。

应用前景：转基因检测标准物质可以应用于转基因产品定性和定量检测、转基因

检测方法研制和验证、转基因检测实验室能力测试和质量控制等工作。转基因检测标

准物质的成功研制为我国实施转基因产品定量标识制度提供了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撑。

联系方式：吴刚，027-86711501，wugang@caas.cn。

研制出的转基因检测标准物质及有证标准物质证书

4.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检测技术及仪器

成果介绍：

1）技术原理：

时间分辨荧光技术是一种超微量免疫分析技术，它采用含镧系稀土元素的纳米微

球作为标记物，利用镧系金属螯合物荧光持续时间长且 Stokes 位移大等优点，用时间

分辨仪器测量荧光，有效排除非特异性荧光的干扰，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和稳定

性好等特点。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检测技术将镧族元素荧光的长寿命和纳米微球的信号放大

效应与免疫层析技术结合，试样中待测物与铕标记的特异性抗体发生结合后，抑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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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析过程中抗体与硝酸纤维素膜检测线上抗原的免疫反应，使检测线时间分辨荧光强

度降低，通过检测时间分辨荧光强度变化进行定量测定。

TRFIA 技术具有灵敏度高、标准曲线范围宽、操作简便、无放射性污染、多标记

等优点，可应用于疾病的诊断，食品安全和毒品筛查，已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超

微量生化检验中常用的分析手段之一。

2）时间分辨荧光仪器参数：

时间分辨荧光仪器性能参数

3）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层析检测技术核心技术：

灵敏独特的稀土离子螯合剂协同技术，能将铕离子的荧光强度提高约 1 万倍，荧

光强度更强；准确 Eu 离子更宽的 stoke 位移，排除本底及杂质的干扰，获得更好的准

确度和精确度；稳定纳米微球荧光包裹技术及表面葡聚糖修饰技术，每个纳米微球中

可包裹数十万个稀土离子；简便特有的层析介质结构，可过滤样品中绝大部分干扰物质，

样本前处理简单甚至不需要前处理；可定量检测自主研发便携式时间分辨荧光读数仪。

4）时间分辨荧光检测技术参数：

技术指标：黄曲霉毒素 B1 检测限：0.003 纳克 / 毫升；方法回收率：80%-120%；

与液质联用法验证符合率：85%-98%；单样检测时间：6 分钟；时间分辨荧光检测仪

内置黄曲霉毒素 B1、M1、赭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等指标样

品工作曲线。

真菌毒素时间分辨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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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前景：适用于农产品、食品、饲料等样品高灵敏检测与风险隐患排查，特别

适合婴幼儿食品、乳及乳制品原料控制、生产、流通、国际贸易等领域中现场筛查，

以及中药材等特殊领域超高灵敏检测与监控。

联系方式：王督，027-86711839，wangdu@caas.cn。

5. 单光谱成像检测技术及仪器

成果介绍：

1）技术原理：

将黄曲霉毒素抗原固定在硝酸纤维素膜等载体的区带上，构建成检测线（T 线）；

待测液中黄曲霉毒素和纳米金标记探针的混合物在膜上层析，待测液中黄曲霉毒素

在层析过程中与纳米金标记的特异性抗体结合，抑制纳米金探针和硝酸纤维素膜检

测线上黄曲霉毒素抗原的竞争免疫反应，使检测线颜色变浅，根据检测颜色变化进

行测定。

黄曲霉毒素纳米金试纸条检测原理

2）仪器参数：

NYAFT- Ⅱ黄曲霉毒素单光谱成像速测仪性能参数

3）单光谱成像检测技术指标：

黄曲霉毒素总量检测限：0.03 纳克 / 毫升、黄曲霉毒素 B1 检测限：0.1 纳克 / 毫升、

黄曲霉毒素 M1 检测限：0.03 纳克 / 毫升；与液质联用法验证符合率：80%-95%；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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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时间：15 分钟；黄曲霉毒素单光谱成像检测仪内置可检测黄曲霉毒素 B1、M1、

G1 及总量、玉米赤霉烯酮、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等指标 50 种产品检测曲线。

真菌毒素纳米金定量检测试剂盒性能参数

应用前景：单光谱成像检测仪和纳米金试纸条检测成本低、操作简单，适用于农

产品食品过程控制、风险筛查等领域，可广泛地应用于花生、玉米、大米、小麦和植

物油等粮油产品，豆粕、菜粕、混合饲料等样品的现场检测、监控和大规模样品筛查，

有利于从源头保障消费安全。

联系方式：王督，027-86711839，wangdu@caas.cn。

6. 免疫亲和荧光检测技术及仪器

成果介绍：

1）技术原理：

免疫亲和柱利用抗原抗体特异性可逆结合的原理 , 将黄曲霉毒素抗体与凝胶共价

结合，然后填充柱子。将样品提取溶液过免疫亲和柱 , 与抗体分子有特异性结合的黄曲

霉毒素被固定，而非目标化合物则沿柱流出，再用甲醇将黄曲霉毒素洗脱，根据待测

物分子荧光特性，用高效液相色谱或专用定量荧光速测仪进行定量检测。

2）免疫亲和荧光检测仪技术指标：

检测极限：0.3 微克 / 公斤；检测时间：≤ 20 分钟／样；测量范围：0.3-25 微克 / 公斤；

准确度：≤ 1.2%( 满量程 )；分辨率：0.1 微克 / 公斤；电源：220V±10%、50Hz；显示窗：

背光式点阵液晶显示屏；接口：标准 RS232 接口、USB 接口；环境温度：-25℃～ 45℃；

主机重量：6.25 公斤；外型尺寸：320×300×180 毫米。

3）免疫亲和荧光检测仪器特点：

操作简单，测定快速，自动化程度高，可批量测定；操作安全性高，灵敏度高，

定量准确；重复性好，回收率达到 90% 以上；结果可直接读数、也可打印输出。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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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50 条标准曲线，存储 1000 组检测数据，结果直接显示黄曲霉毒素含量，无需计算；

小型便携，环境适应性强，适用于实验室和现场检测；操作简单、安全性高，检测人

员无需接触黄曲霉毒素标准样品。

黄曲霉毒素免疫亲和荧光速测仪真菌毒素免疫亲和柱

真菌毒素免疫亲和柱性能参数

应用前景：免疫亲和荧光检测仪适用于农产品、食品、饲料等试样中黄曲霉毒素

含量检测，具有时间短，准确度高，操作简单，结果直接读数，检测中不直接接触毒

素标准品，有机试剂用量少，对环境及检验人员安全性高，显示出专用检测仪的优势，

适于农产品食品生产过程现场控制和口岸快速检测，在农产品食品生产及监管中推广

应用前景广阔。

联系方式：王督，027-86711839，wangdu@caas.cn。

7. 智能型多参数粮油品质速测仪

成果介绍：

1) 仪器简介：

NYDL-3000 粮油多参数智能速测仪采用光栅扫描分光光谱仪和进口 Pbs 检测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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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径积分球，波长范围：1100~2300nm；进口光源，寿命长 , 灯丝电阻值低；仪器采

用便携抗震式设计、配合手提电脑，能够满足现场快速检测需求；适用于农产品收购、

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监控。

2) 仪器特点：

无损：测后种子可种；快速：1-2 分钟；多参数：蛋白质、含油量、芥酸、硫甙等；

不消耗任何试剂；仪器体积小，适合现场检测。

3) 技术参数：

光谱范围：1100 ～ 2300 纳米；光

谱带宽：优于 7 纳米；光谱扫描分辨率：

2 纳米；波长准确度：优于 ±0.5 纳米；

波长重复性：优于 ±0.5 纳米；信噪比：

15000:1；测量方式：积分球式漫反射；

可测样品种类：固体和液体；仪器最

大功率：200W；通讯方式：USB1.1 和

RS-232。

应用前景：可用于育种材料、生产

收购及加工过程中粮油品质参数现场筛查快速测定。

联系方式：王督，027-86711839，wangdu@caas.cn。

8. 食用植物油营养功能评价与保真检测技术

成果介绍：民以食为天，食以油为先，油脂是人体必须的三大营养来源之。近年

来我国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用植物油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违禁非法添加、

地沟油频现等重大事件严重威胁入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关心、政府重视

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缺乏简便高效的食用植物来实现科学监管、有效保障消费安全。

根据掺假类别的不同，建立了基于脂肪酸组成、植物甾醇组成的食用植物油真实

性鉴别；针对食用植物油香精掺假鉴别问题， 基于顶空全二维气相色谱质谱芝麻油香

精掺假鉴别技术和基于离子迁移谱的芝麻油香精掺假鉴别技术；针对废弃油脂（俗称“地

沟油”）鉴别问题，发展了基于胆固醇与植物甾醇特征组成比的废弃油鉴别技术和废

弃油标志物辣椒素胶体金与时间分辨荧光等免疫传感快速鉴别技术。

利用辣椒碱免疫快速检测核心试剂，开发出系列油脂辣椒碱高灵敏现场检测技术，

油脂中辣椒碱（天然辣椒碱、合成辣椒碱、二氢辣椒碱）荧光免疫层析法定量检出

智能型多参数粮油品质速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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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0.39µg/ 公斤 , 酶联免疫吸附法定量检出限 :0.5µg/ 公斤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定性检

出限：1.0 µg/ 公斤。

应用前景：在市场监管和食品加工企业对食用植物油进行原料质量控制。

联系方式：张良晓，027-86711839，zhanglx@caas.cn。

辣椒素试剂盒产品                  时间分辨荧光试纸条及手持式荧光检测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