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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油菜技术服务

1. 特异种质资源繁殖与保存

成果介绍：依据不同种类油菜遗传特点和繁殖特性，确定了各类油菜繁殖的最佳

群体大小和授粉方式，针对性制订了 3 项适合不同种类油菜的繁殖更新技术规程，解

决了异花或常异花授粉油菜繁殖中自交结实难、易混杂和遗传结构易变等难题，为资

源繁殖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技术手段。拥有繁种与保存的软硬件平台设施，用于隔离网

繁殖，或套袋繁殖以及冷库保存。具有辅助授粉技术，保证自交不亲和植株的正常结实。

应用前景：应用于各种芸薹属植物的繁种与保存。

联系方式：陈碧云，027-86711561，chenbiyun@oilcrops.cn。

规范了 11 个关键步骤和 31-32 个技术要素

利用制定的繁殖技术繁殖油菜种质资源 1650 份，均一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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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性状评价

成果介绍：针对育种新需求，建立了多环境表型数据库，包含信息 86.08 万条，在

农艺性状和品质性状鉴定基础上，新建重大病害菌核病和根肿病抗性、机械化和株型（抗

倒伏、株型）、抗逆（耐热、耐寒、耐旱）、品质（类胡萝卜素）、生产与产品安全（耐

寒、耐旱、耐盐、耐镉）等数量性状鉴定新技术 8 项，其中《油菜品种菌核病抗性离

体鉴定技术规程》2018 年获批为国家农业行业标准。类胡萝卜素分析和育种利用方法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抗根肿病基因资源挖掘与创制：具有丰富抗根肿病研究经验，参与制订甘蓝型油

菜根肿病室内鉴定行业标准，定位了根肿病抗性基因，揭示了根肿菌侵染过程中重要

的代谢通路和抗病基因，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和《Frontiers 

in Genetics》上。可提供油菜抗根肿病资源筛选，植物抗病性的分子生理机制研究方案

设计和抗根肿病病材料创制技术指导。

 

大规模精准鉴定筛选获得 2 份抗根肿病新种质

抗菌核病基因资源挖掘与创制：具有丰富抗菌核病研究经验，制订发布《室内离

体鉴定油菜菌核病抗性技术规范》。可提供油菜抗菌核病资源筛选，植物抗病性的分

子生理机制研究方案设计和抗菌核病材料创制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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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甘蓝合成油菜 - 天然甘蓝型油菜 NAM 群体筛选获得抗菌核病新种质

油菜抗逆性资源筛选与鉴定：拥有先进软硬件平台设施（硬件：数码相机、扫描

仪、原子吸收光谱仪、SPAD 仪、电导率测定仪等；软件：根系分析系统、图像处理分

析软件等），用于抗逆性表型采集和分析；具有丰富抗逆性研究经验，在《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Scientific 

Reports》、《作物学报》、《遗传资源学报》、《中国油料作物学报》等杂志发表相

关研究论文近 20 余篇。可提供油菜抗旱、耐渍、耐低温、耐高温、耐盐、耐重金属等

方面抗性资源筛选，植物抗逆性分子生理机制研究方案设计和技术指导。

品质分析：配有 FOSS5000 近红外分析仪，能进行油菜种子含油量、蛋白质含

量、硫甙、水分等分析。配有 Agilent6890 气相色谱仪，可进行油菜脂肪酸组成的定

性和定量分析。已为不同作物提供万次以上检测服务。配有杜马斯定氮仪（VELP 

NDA702），可广泛用于作物多种固态样本或液体样本的氮或蛋白质定量。

近红外分析仪气相色谱仪 杜马斯定氮仪

联系方式：陈碧云，027-86711561，chenbiyun@oilcrops.cn。

3. 基因型鉴定与基因挖掘

油菜品种（系）分子指纹检测技术：承担国家区域试验油菜新品种指纹鉴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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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套完善的鉴定体系并拥有近千余份品种（系）指纹数据库，相关研究在国内外

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可对外提供油菜新品种 ( 系 ) 真实性、一致性鉴定以及遗传多

样性分析服务。

毛细管电泳多色 SSR 荧光标记组合法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创立首个油菜全基因组 SNP 关联分析平台，于 SCI 期刊发表

相关论文十余篇。可提供全基因组范围内多性状遗传定位、多组学结合解析关键生物

代谢通路、在包含野生种、地方种和栽培种群体中结合群体进化分析对受到驯化和改

良重要基因座进行定位等技术服务。

群体结构分析                            单倍型 block 分析

染色体构象捕获技术：以整个细胞核为研究对象，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结合生

物信息学方法，研究全基因组范围内整个染色质 DNA 在空间位置上的关系；通过对染

色质内全部 DNA 相互作用模式进行捕获，获得高分辨率的染色质三维结构信息，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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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seq、转录组数据联合分析，从基因调控网络和表观遗传网络来阐述生物体性状

形成的相关机制。

转录组分析 (RNA-SEQ)：利用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全面、快速地研究真核生

物细胞或组织在特定状态下几乎所有转录本（包括 mRNA、rRNA、tRNA 等）的序列信

息和动态表达信息，从而准确地分析基因表达差异、基因结构变异、RNA 编辑、单核

苷酸变异以及发掘新基因等。适用于各物种（包括有参考基因组或者无参考基因组）

不同发育时期或逆境胁迫下关键调控基因发掘和代谢通路解析，灵敏度高，任意物种，

检测范围广，重复性好。

长链非编码 RNA 测序 (LNCRNA-SEQ)：指长度大于 200 nt 不会翻译成蛋白的

RNA 分子。lncRNA 存在带 polyA 尾和不带 polyA 尾两种形式，包括反义转录本（natural 

antisense transcript），具有跨物种的低保守性，组织表达特异性和低丰度等特点。高

通量测序技术能够快速鉴定特定条件下表达的已知 lncRNA 和表达定量并发现新的

lncRNA，同时解析其与 mRNA 的 tran- 和 cis- 调控。可应用于不同发育时期或者逆境

胁迫下相关 lncRNA 或反义转录本，具有高通量、正负链信息、准确度高等优点。

极端性状混池重测序 (BSA-SEQ)：广泛应用于单基因定位，主要将两个具有极端

性状的群体进行混池测序，比较两个群体在多态位点（SNP）的 Allele Frequency 是否

具有显著差异，从而达到定位性状相关基因和位点的目标。通过具有相对性状的一对

亲本杂交，在其任一分离后代群体中，根据个体表型（或基因型）的极端差异，构建

两个基因池（pool）。两池间的 DNA 差异片段即可看做是与目标性状连锁的分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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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连锁，只能定位到目的基因周围一定范围的区域，所以是初步定位。可应用于

有参基因组物种农艺性状的关键基因发掘与逆境胁迫下基因定位。具有成本低、无需

构建大的作图群体，精准、高效，定位主效 QTL 基因准确等优点。

小 RNA 测序（SMALL RNA-SEQ）：Small RNA 是一类重要的体内调节分子，长

度在 18-30 nt 之间，主要包括 miRNA、piRNA 和 siRNA。它的功能主要是诱导基因沉

默，参与基因转录后调控，从而调节细胞生长、分化，以及个体发育、生殖等重要生

物学过程。高通量测序技术能够快速鉴定特定条件下表达的已知 Small RNA 并发现新

的 Small RNA，可以对样本中所有 small RNA 家族进行测序和表达定量，解析相应靶序

列，同时还可以研究不同条件下 Small RNA 的表达差异，并可以联合转录组测序表达

谱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可应用于模式或非模式生物不同发育时期或者逆境胁迫下相关

miRNA，通量高，准确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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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等位基因特异性 PCR（KSAP）：是基于终端荧光信号的读取判断，可在广

泛的基因组 DNA 样品中（甚至是一些复杂基因组的 DNA 样品），对 SNPs 和特定位点

上的 InDels 进行精准的双等位基因判断。KASP 基因分型技术基于独特的 ARM PCR 原

理，所有的位点检测最终都可以使用通用荧光引物进行扩增，这降低了检测试剂成本。

KASP 技术可高效快速的对样本群体进行基因分型。应用于动植物基因分型、优异性状

控制基因筛选、先天性疾病筛查以及药物敏感性反应预测，具有精确度高、高通量、

低成本等优点。

Kasp 基因分型结果

联系方式：陈碧云，027-86711561，chenbiyun@oilcrops.cn。

4. 油菜品种菌核病、病毒病、根肿病等病害抗性鉴定

服务内容：依托“湖北省武汉市国家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抗病性鉴定试验站”、“国

家植物保护西宁观测实验站”等平台，按照《油菜品种菌核病抗性鉴定技术规程》、《油

菜根肿病抗性鉴定技术规程》等标准，采用田间自然侵染鉴定、病圃诱发鉴定、室内

接种鉴定等方法，可精准鉴定油菜品种（系、组合）对菌核病、病毒病、根肿病等病

害的抗性。本团队自 90 年代初开始承担国家和部分省油菜新品种病害抗性鉴定工作，

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抗病性鉴定筛选模式和评价方法，拥有一支

经验丰富、水平一流的稳定的人才队伍。多年来，鉴定评价了超过上万份油菜种质资

源对菌核病、病毒病、霜霉病和根肿病的抗性，是在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唯一备案

的具有油菜新品种抗病性鉴定资质的机构，无论是鉴定规模，还是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均位居同类站点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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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程晓晖，18627096913，cxh5495@163.com。

田间鉴定铺  机械设备

5. 油菜病虫草害识别与防控

服务内容：本团队是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草害防控研究室的挂靠单位，长

期从事油菜主要有害生物（菌核病、根肿病等）发生流行规律监测与防控关键技术研

发等方面的研究，是目前国内研究菌核病、根肿病等油菜主要病害最早、最专业的科

研机构之一。经过几十余年的积淀，构建了“以精准测报为指导，生态调控为基础，

抗性品种为主体，种子包衣、药剂喷施为加强措施”的油菜病虫草绿色高效综合防治

技术体系，可以为种植大户、合作社、政府推广部门提供油菜病虫草害识别与防控方

面的咨询与技术服务。

联系方式：程晓晖，18627096913，cxh5495@163.com。

联系方式：程晓晖，18627096913，chengxiaohui@caas.cn。

 

田间病害识别                          无人机飞防

6. 景观油菜技术服务

服务内容：团队经多年攻关，将油菜表型精准鉴定技术、诱变等种质创新技术、

景观设计与精细施工技术、油菜田间管理和花期调控技术等系列科技成果融合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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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之中，提出“科技与文化创意打造观光农业新业态”的新思路，已在“绿水青山”

和“长江大保护”主题文化宣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联系方式：陈碧云，027-86711561，chenbiyun@oilcrops.cn。

7. 油菜抗裂角性及分子标记鉴定

服务内容：团队在十多年研究油菜抗裂角性的基础上，编制了国家农业行业标准

《油菜抗裂角性鉴定技术规程（NY/T3066-2016）》，可以根据该技术规程的标准化程

序，对油菜品种及资源材料、育种群体进行抗裂角性鉴定。多年来利用该技术鉴定出

多份抗裂角油菜资源材料，规模化鉴定了我国育成油菜新品种和遗传群体 2000 多份，

定位了油菜抗裂角位点 4 个，鉴定抗性基因 2 个，开发抗性基因分子标记 4 个，是国

家油菜品种试验抗裂角性鉴定的定点单位。利用 80 度烘烤后的角果开展油菜抗裂角性

鉴定和叶片 DNA 开展抗性位点分子标记鉴定工作，不会出现育种材料和资源外流问题。

可以为为育种单位、研究机构、推广和管理部门提供抗裂角性及抗性基因分子标记鉴

定服务。

联系方式：王会，18062011466，wanghui06@caas.cn



·96·

※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科技成果手册 ※

二、花生技术服务

1. 花生重要病害抗性鉴定

成果介绍：花生遗传育种团队长期开展重要病害的抗病性遗传改良研究，建立了

成熟可靠的实验室接种和田间自然病圃鉴定技术，可对外提供青枯病、黄曲霉、白绢病、

叶斑病、锈病抗性鉴定技术服务，并出具抗性鉴定报告，可作为品种登记的正式鉴定

证书。

服务内容：

青枯病抗性鉴定。建有可靠的实验室鉴定方法：伤根法、剪叶法，还在红安青枯

病区建立了自然病圃，可将材料种植于病圃中，对其成活率进行统计，评价花生青枯

病抗性级别。该方法简便实用，可对外提供技术服务。

黄曲霉抗性鉴定。建立的抗性鉴定技术包括：籽仁侵染抗性、籽仁产毒抗性、荚

果侵染抗性鉴定技术，均采用实验室接种鉴定方法。保存有强侵染和强产毒的黄曲霉

菌株，建有黄曲霉抗性鉴定专用实验室，利用团队配置的液相色谱仪进行黄曲霉毒素

含量的测定，对接种后种子产毒抗性进行鉴定，可对外提供技术服务。

白绢病抗性鉴定。建有苗期室内接种和成株期田间接种两种鉴定方法。保存有致

病的白绢病病原菌，建立了活化和扩繁病菌的方法，优化了接种和病害发生级别的调

查方法及分级标准，可对外提供技术服务。

叶斑病、锈病抗性鉴定。建有田间接种的叶斑病、锈病抗性鉴定方法可对外提供

技术服务。

花生青枯病抗性实验室接种鉴定                花生青枯病抗性田间自然病圃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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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前景：利用建立的抗性鉴定方法已在资源材料中发掘出 100 多份抗青枯病

种质，培育出抗青枯病花生新品种中花 2 号、中花 4 号、中花 6 号、鄂花 6 号、中花

21、中花 21H 等。承担了国家花生良种攻关土传病害鉴定平台建设和材料鉴定任务，

为全国花生育种单位提供青枯病和白绢病抗性鉴定服务。

联 系 方 式： 廖 伯 寿、 晏 立 英，027-86712292，lboshou@hotmail.com、yanliying@

caas.cn。

2. 花生品质检测检验

团队目前可检测的指标包括：含油量、蛋白质含量、脂肪酸（8 种）、含糖量、

白藜芦醇、黄曲霉毒素等，其中含油量、脂肪酸、蛋白质、含糖量等同时具有国标法

和近红外、核磁共振等无损检测方法。

花生含油量、蛋白质、油酸、亚油酸的无损快速检测技术（近红外法）。团队现

有 FOSS 1241 近红外仪，装备有含油量、蛋白质、油酸、亚油酸检测模型，可对花生

种子的含油量、蛋白质、油酸、亚油酸进行快速检测，单个样品检测时间 30 秒。需种

子量 100 克左右，可对结果数量较多的单株、株系、品系、品种进行含油量的快速检测。

花生含油量的无损快速检测技术（核磁共振法）。团队配置有核磁共振仪，可用

于花生含油量的快速检测，单个样品检测时间 30 秒。需要种子量 3-5 克（5-10 粒种子），

可对单株进行含油量的快速检测。

花生单粒种子脂肪酸无损检测技术（近红外法）。团队配备有美国生产的 Unity 近

红外仪，对单粒花生种子的油酸、亚油酸和棕榈酸检测结果较为准确，可以对 F2 及其

以后的单粒种子进行油酸、亚油酸和棕榈酸含量的测定，保留高油酸种子，淘汰普通

油酸种子，以减轻田间种植量和后代淘汰难度。

花生脂肪酸精准测试技术（GC 法）。团队现有安捷伦 7890 气相色谱仪一台，建

立了可靠的前处理方法和测试条件，可进行绝对定量和相对定量测试。该方法可使用

样品低至 10 毫克，可从单粒种子上进行取样检测。利用该技术可批量进行前处理，然

后用自动进样器顺序进样，单个样品检测时间 30 分钟。

花生含糖量精准测试技术（HPLC 法）。团队配置有 Agilent 1290 Infinity II 液相色

谱系统，可用于花生含糖量的快速检测，单个样品检测时间 20min，可同时测定花生中

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的含量。该方法一般需要种子量 4 克，可大规模批量测定。

花生蔗糖含量测试技术（近红外法）。团队配备有美国生产的 Unity 近红外仪，建

立了小样品杯（需要种子 20 籽左右）的蔗糖含量近红外模型，可对单株花生种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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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含量的测试，检测时间 30 秒，可批高效、批量、无损检测。

花生白藜芦醇的精准检测技术（HPLC 分析法）。团队配置有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可用于花生白藜芦醇的快速检测，分离效率高，灵敏度高 , 重复性好。该检测技术可应

用于花生中白藜芦醇等酚类及其它复杂组分的分析。

联系方式：淮东欣，027-86812725，huaidongxin@caas.cn

多粒 FOSS 近红外仪                核磁共振仪                    气相色谱仪

液相色谱仪                    Unity 单粒近红外仪

3. 花生生产技术咨询

成果介绍：花生遗传育种团队长期开展重要病害的抗病性遗传改良研究，建立了

成熟可靠的实验室接种和田间自然病圃鉴定技术，可对外提供青枯病、黄曲霉、白绢病、

叶斑病、锈病抗性鉴定技术服务，并出具抗性鉴定报告，可作为品种登记的正式鉴定

证书。

成果内容：

花生品种推荐。可根据技术服务对象种植花生的区域、地块、原料用途等推荐适

宜品种，并提供种子信息和配套种植技术。该技术可为种植大户、合作社、政府推广

部门提供服务。

花生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本团队长期开展花生病害（青枯病、白绢病、叶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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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病、焦斑病）的防治技术研究，建立了基于抗病品种、轮作换茬、生物防治和农药

防治的综合防治技术。该技术可为种植大户、合作社、政府推广部门提供服务。

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综合控制技术。建立了基于抗病品种、田间良好操作规范、

不产毒生防菌施用、良好收获干燥措施、良好运输和仓储条件的华恒黄曲霉毒素污染

总科控制技术体系。该技术可为种植大户、合作社、政府推广部门提供服务。

应用前景：团队已培育出高油、高油酸、抗青病、抗黄曲霉花生新品种 20 多个，

并建立了配套的生产技术体系，建立的基于抗病品种为主的花生青枯病防控技术体系

已在病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基本解决了疫区青枯病危害的问题。高油品种中花 16 入选

全国 4 个主导花生品种之一，“花生枯萎病及叶部病害综合防控技术”入选全国主推技术。

联系方式：雷永、晏立英，027-86812725，leiyong@caas.cn、yanliying@caas.cn

花生抗青枯病综合生产技术在大别山区示范        花生高油酸品种及配套技术在黄淮海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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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豆技术服务

1. 大豆生物技术

（1）转基因技术。本团队采用农杆菌介导或基因枪法，以子叶节或茎尖为转化外

植体，将目的基因导入大豆，获得转基因大豆植株或种子。团队现有超净工作台、低

温冷冻离心机、紫外分光光度计、摇床、大豆无菌生长间、温室等大豆遗传转化所需

仪器及配置。获得 T0 代转基因大豆阳性植株的时间是 6 个月，T1 代转基因大豆阳性

种子的时间是 12 个月。每个载体至少获得 5 个转基因阳性株系。

大豆遗传转化流程

（2）基因编辑技术服务。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技术定点敲除大豆基因，

创制大豆突变体材料。基因编辑引物设计及载体构建周期为 15 天，每个基因至少编辑

2 个靶点，通过基因测序检测基因编辑位点。

CRISPR/Cas9 编辑后基因靶点检测结果

（3）转基因大豆抗旱鉴定技术服务。南方大豆遗传育种创新团队在中国农业科学



·101·

第四章  油料作物专项技术服务

院油料作物研究所转基因试验基地（汉川基地）搭建了旱棚，用于开展大豆田间抗旱

性鉴定试验。旱棚占地 142.1 个平方，可用于 3-4 个转基因大豆株系的抗旱相关农艺性

状及产量分析。

旱棚中大豆种植情况

2. 大豆抗病鉴定

大豆抗锈病鉴定：本团队长期开展大豆以及其它豆科植物锈病抗性鉴定研究，建

立了早期分子诊断以及离体叶片接种鉴定技术，承接样品保证随到随鉴定，50 天内出

结果。本技术可为政府推广部门、科研院所、种业公司、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提供服务。

大豆抗炭疽鉴定：本团队建立了活体接种鉴定技术，可开展大豆以及其它豆科植

物苗期、荚期抗性鉴定，承接样品保证随到随鉴定，30 天内出结果。本技术可为政府

推广部门、科研院所、种业公司、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提供服务。

联系方式：单志慧，13026131016，danzhihui@caas.cn。

锈菌离体接种                          炭疽活体接种

3、大豆 SSR/STR 基因分型

以大豆等油料作物鉴定为主，提取植物总 DNA，并依据作物的全基因组序列进行

SSR 位点的选择和引物的设计筛选。通过 PCR 扩增和 Fragment Analyzer TM 全自动毛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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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电泳系统初筛获得核心引物，一次性对 288 个样本进行分析，绘制 SSR/STR 图谱，

利用图谱鉴别每个个体。

联系方式：郭葳，18696192466，vivi1998@126.com。

大豆 SSR/STR 基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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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芝麻特油技术服务

1. 芝麻技术服务

服务内容：

1）芝麻指定候选基因克隆与生物信息学注释分析：用户提供芝麻基因编号或序列，

我方完成基因全长克隆、序列分析、功能注释等；

2）芝麻指定候选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定量表达分析（qRT-PCR）：用户提供芝麻

基因编号或序列，我方设计荧光定量引物，利用罗氏 480 Ⅱ平台对目标基因在特定组

织进行定量分析；

3）芝麻指定基因组区段或覆盖全基因组 SSR 标记开发：用户提出引物设计要求，

我方完成设计、引物合成等；

4）芝麻品种、种质资源基因分型与遗传变异分析：用户提供拟分析样品，我方设

计 SSR、SNP 等类型标记，完成样品的基因分型和多样性分析；

5）芝麻含油量、粗蛋白、芝麻素、芝麻酚林、油酸、亚油酸、甾醇等营养成分定

量分析（国标法或行业标准方法）：用户提供拟分析样品，我方按指定方法（近红外、

液相色谱等）完成相关指标测定；

6）芝麻品种、种质资源指定性状的鉴定分析，包括抗茎点枯、耐湿、耐盐、株高、

叶片大小、叶绿素含量、光合效率等测定等：用户提供拟分析样品，我方按指定方法

完成相关性状的鉴定；

7）其他委托试验设计、试验检测等：可根据用户要求设计试验、指导论文撰写、

项目申报等。

联 系 方 式： 周 瑢、 黎 冬 华，15377627460、15926314067，rongzzzzzz@126.com、

ldh360681@163.com。

FOSS 近红外仪液相色谱                      罗氏定量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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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油技术服务

服务内容：利用向日葵脱壳机和 NIRSTM DS6500F 高精度近红外分析仪（FOSS 

Analytical A/S，Denmark），结合化学测定和近红外光谱，建立了向日葵籽仁品质指标

近红外模型，可用于向日葵品质育种中大规模育种材料的籽仁品质性状的鉴定评估与

筛选。开发了大量的向日葵和蓖麻基因组 SSR 引物，拥有均匀分布于全基因组的核心

SSR 引物和 PAGE 胶电泳仪，可以进行向日葵、蓖麻等分子标记检测，鉴定品质资源

遗传多样性、杂交后真假杂种、品种纯度以及品种指纹图谱。承担特油向日葵种质资

源的收集、保存和繁种更新任务，同时组建了南方向日葵区试平台，在向日葵种植过

程中积累了相关经验，可为中南部地区向日葵种植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1）向日葵籽仁品质近红外测定与筛选；

2）向日葵、蓖麻等特油作物分子标记检测；

3）南方向日葵栽培技术咨询与服务；

4）植物基因克隆及功能验证；

5）生物信息学大数据分析（转录组、代谢组、表观遗传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6）亚细胞定位。

联系方式：谭美莲，13476086718，meiliant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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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油料栽培技术服务

1. 植物生长数据采集系统及生理生化指标测试平台

服务内容：拥有 Li-6800 植物光合仪、PAM 调制叶绿素荧光仪、LAI-2000 植物冠

层分析仪、酶联免疫检测仪等光合及生理生化分析仪器，可开展植物样品有机物代谢

及组分检测指标（蛋白，糖，淀粉等）、植物酶活分析（氧化还原酶，蛋白酶，裂解酶，

转移酶，异构酶，合成酶）等生理生化指标测定；拍照无人机（DJI inspire 1 Pro），植

保无人机（DJI MG-1），高光谱成像仪三维数字化仪等，可开展作物株型、冠层结构

数据快速采集分析。

联系方式：刘丽欣，15807160849，liulixin138@126.com；肖晓璐，15235488072，

xiaoxiaoluxt@163.com。

数据采集系统工作平台

植物生理生化分析测试平台                 油菜形态结构可视化测定平台

2. 植物土壤等样品元素检测

服务内容：现有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凯氏定氮仪、火焰光度计、紫外分

光光度计等仪器设备，能对外进行土壤及植物样品的全量元素含量（大中微量元素、

重金属元素及稀有元素）测定，土壤样品的常规 5 项指标（pH、有机质、碱解氮、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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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磷和速效钾）测定。用户只需提供待测定样品和说明测定要求，样品的前处理、测

定过程及结果均由课题完成。

联系方式：李银水，027-86712256，31585032@qq.com。

ICP-MS                    定氮仪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3. 植物根系构型高通量分析

服务内容：现有植物根系构型高通量分析与三维重建系统、根系扫描（WinRHIZO）

仪、氮高效鉴定等平台，能为用户开展植物根系二维、三维扫描、高通量分析和重建，

开展植物种质资源氮高效鉴定。用户只需提供待测定种质和测定要求，试验设计、测

定及结果均由课题完成。

联系方式：秦璐，18085056677，qinlu-123@126.com。

油菜根系构型高通量分析及三维重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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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油料功能基因组与转基因技术服务

1. 功能基因组

服务内容：本团队常年从事油料作物的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工作，在油菜基

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表观组和表型组等多组学数据分析及整合植物遗传

发育、生长调控等网络机制调控分析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分析经验，文章发表在

Sciences、Nature Genetics、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高水平杂志上。基于多组学大数据

和高性能服务器集群分析平台，在各类植物领域里开展了一系列比较基因组学的相关

分析服务：

基因组重测序、芯片等变异检测；

基于群体和个体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比较分析，如：抗病和感病品种之

间的 RNA 表达、蛋白水平、代谢物水平等的差异分析和调控网络构建；

基于群体基因组学的表型连锁、关联分析等综合性分析，如：BSAseq、 QTL 

mapping、 GWAS、候选基因筛选和分析等；

基于群体和个体的多组学联合分析，整合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表

观组等构建调控网络和分子机制；

特定生物学现象的解析和调控机理的分析等；

比较基因组分析和基因家族分析。

联系方式：张园园、童超波，027-86711537，zhangyy@caas.cn、tongchaobo@126.

com。

油料作物生物信息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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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服务

服务内容：

细胞生物学实验类技术服务：1) 半薄与超薄切片及电镜观察。

分子生物学实验类技术服务：1) 基因克隆及载体构建，蛋白表达、纯化与检测；2)

亚细胞定位；3) 蛋白互作（酵母双杂、BiFC）；4)DNA- 蛋白互作（酵母单杂交、凝胶

阻滞 EMSA）；5) 基因编辑及拟南芥、油菜转基因。

生物大数据分析服务：1) 有参、无参转录组数据分析；2) 全基因组 de novo 组装及

分析；3) 重测序分析及变异检测；4)BSA 性状定位；5) 遗传图谱与 QTL 定位分析；6)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7) 全基因组甲基化分析；8)Chip-seq 分析。

联系方式：李俊，18672911107，lijun@oilcrops.cn。

油料作物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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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油料加工与营养技术服务

1. 脂质高通量分析

脂质组分析平台从事脂质组方法学开发与应用研究工作 10 余年的专业技术人员 13

人，其中博士 6 人，硕士 7 人。此外该平台技术还获得过国家发明专利 10 件，发表论

文 54 篇，其中 SCI 论文 39 篇，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2 项，曾为 13 个省市 27 家科研院所、

公司提供过关于不同生物样本中脂质的前处理（包含提取，分离，纯化，富集，衍生等）、

上机（仪器操作技能，方法编辑以及质谱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包含数据质量监控

与评估，数据的挖掘，代谢通路分析以及数据的统计分析）等专业技术咨询与服务。

服务内容：

样本前处理方法培训：处理各种不同动植物、微生物样本的脂质提取方法；

定性定量策略培训：根据检测目标与样本特性制定个性化的定性定量检测方案培

训；

上机操作培训：可提供专业的仪器操作技能，数据采集方法编辑以及简单的质谱

维护和故障排查技能培训（仅限 ABSciex 4000 和 6600 质谱仪）；

质控过程培训：针对不同样本或者不同的目的，制定合理的质控方案技巧培训；

软件操作培训：peakview、MSdial 等软件的操作培训等；

专业的数据分析培训：可提供专业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软件操作培训，如对数据进

行 PCA、OPLS-DA、T-test 等分析。

联系方式：吕昕，027-86711669，lvxin_1003@163.com。

HPLC-MS（4000Qtrap）               UPLC-MS（QTOF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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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脂质定性定量检测

脂质组分析检测平台可实现高效、高覆盖的非靶向脂质组分析及高灵敏靶向脂

质组分析。拥有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三重四级杆 - 飞行时间质谱仪（AB SCIEX QTOF 

6600）、高效液相色谱 - 三重四级杆线性离子阱质谱仪（AB SCIEX QTRAP 4000）、高

效液相色谱（安捷伦 1200 系列）、气相色谱仪（安捷伦 7890A）等设备和专业的分析

软件，如 Analyst, Lipidview, PeakView, MasterView and MultiQuant, LibraryView, MS-DIAL

等，以及从事脂质组方法学开发与应用研究工作 10 余年的专业技术人员 13 人，其中

博士 6 人，硕士 7 人。该平台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0 件，发表论文 54 篇，其中 SCI

论文 39 篇，荣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2 项，曾为 13 个省市 27 家科研院所、公司提供过技

术服务。

服务内容：甘油三酯的定性定量检测；6 大类磷脂（PC，PA，PE，PS，PG，PI）

的定性定量检测；游离脂肪酸的定性定量检测；7 种脂肪酸组成以及含油量的定性定量

测（GC-FID）；52 种氧化脂质的定性和准确定量检测；4 种植物激素的定性和准确定

量检测；脂质组个性化检测。

联系方式：吕昕，027-86711669，lvxin_1003@163.com。

3. 高品质油脂和蛋白提制技术咨询

服务内容：提供不同油料（如油菜籽、油茶籽、花生、芝麻、紫苏籽、火麻籽、

胡麻籽、牡丹籽、向日葵、亚麻荠、文冠果和油莎豆等）高品质绿色制油（低温压榨、

亚临界萃取和超临界萃取等）、药食同源等材料（肉桂、肉豆蔻、迷迭香、油樟和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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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等）挥发油提取和油料饼粕蛋白深加工利用等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咨询；专利或新

型工艺技术提供和转化技术方案设计；油料加工工程建设技术服务和相关专业技术培

训；高附加值产品开发以及特色产品面向消费市场的宣传推介；编制企业或行业技术

标准或规范。

联系方式：万楚筠、黄庆德，13971163680、13971622191，wanchuyun@caas.cn、

huangqd@oilcrops.cn。

专利证书

4. 功能性油脂微囊化技术咨询

服务内容：提供不同功能性油脂（鱼油、亚麻籽油、红花籽油等）的微囊化工艺（包

含针对油脂物性及应用需求所搭配的不同包埋壁材以及乳化、喷雾干燥等技术工艺）、

亚麻籽油微囊粉              红花籽油微囊粉                 鱼油微囊粉

( 载油率 >50%）              （载油率 >50%）               （载油率 >45%）

( 表面含油率 0.21%）                  ( 表面含油率 0.25%）                 ( 表面含油率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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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油脂品质评价（包含脂质伴随物、氧化稳定性与风险因子等分析）、微囊化粉末

油脂品质评价（包含色泽、形态、气味、分散性等感官评价；水分含量、载油率、表

面含油率、酸价、过氧化值等理化指标评价以及稳定性评价）等专业技术培训。

联系方式：汤虎，15972196889，th725@163.com。

5. 油料基生物转化及高值化利用

服务内容：通过原料品质分析、微生物特性及功能产物挖掘、节能低耗发酵工艺

开发和产品创制，分别针对人、动物和植物不同对象，开发出食品添加剂（DHA 和 β-

胡萝卜素）、动物饲料添加剂（菜籽饼粕多肽）和植物用生物菌剂（伊枯草菌素 A）

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菜籽饼粕的多元化和高值化利用。提供不同农业副产物的组分

分析、生物转化及高值化和多元化利用等专业技术培训。

联系方式：陈文超，027-86838791，chenwenchao01@caas.cn。

油料基生物转化利用

6. 微生物遗传转化与发酵检测

服务内容：提供不同微生物（包括细菌、酵母、丝状真菌和藻类等）细胞的遗传

转化与阳性转化子的 PCR 筛选鉴定，转化方法主要包括农杆菌介导的转化方法、单脉

冲电击转化法、多脉冲电击转化法以及基因枪 (BioRad) 转化方法。提供微生物菌株中

小试水平发酵工艺的优化技术服务，包括工艺参数设置、代谢产物分析检测等。

联系方式：龚阳敏，15327249007，gymin8@126.com。

微生物遗传转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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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发酵系统

7. 脂质营养功效评价

服务内容：提供基于细胞

生物学的生物活性化合物或提

取物等营养健康功效评价包括

细胞抗氧化、抗肿瘤、抗炎、

抗肥胖、胰岛素抵抗等功效评

价及机制研究，且提供细胞毒

性、细胞凋亡、细胞转染、细

胞成像、细胞共定位、细胞转

录组数据分析、蛋白质分子印

迹、荧光定量 PCR、生物活性

化合物荧光标记、生物活性化合物衍生物合成、生物活性化合物纳米制备等技术咨询

与服务。

联系方式：向霞、许继取，15007142903、027-86827874，xiangxia0130@163.com、

xujiqu@caas.cn。

8. 靶向代谢组学检测

服务内容：菌群靶向代谢组学是针对人体和肠道菌群特定的代谢物进行检测分

析，通过标准品进行绝对定量，可以更准确的检测人体和菌群代谢物的动态变化过程，

产品相关的代谢机制，更为营养评价、疾病防控靶标生物标志物的鉴定和炎症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本中心现有 LC-MS 和 GC-MS 法检测分析平台，可针对动物、人体的血液、

组织及肠道内容物（含菌群）提供以下内容的靶标检测。

1. 短链脂肪酸的定量检测（乙酸、丙酸、丁酸、戊酸、异戊酸、异丁酸、己酸）；

2. 有机酸（丙酮酸、乳酸、马来酸、琥珀酸、戊二酸、苹果酸、柠檬酸等）的定

脂质营养功效评价



·114·

※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科技成果手册 ※

性定量检测；

3. 胆汁酸（胆酸、鹅脱氧胆酸、甘氨胆酸、牛磺胆酸等）的定性定量检测；

4. 氧化三甲胺及相关代谢物（三甲胺、氧化三甲胺、甜菜碱、胆碱、左旋肉碱）

定性定量测定。

联系方式：杨陈，18702726230，yc3714@163.com。

HPLC -MS（4000Qtrap）                Agilent GC-FID 7890A

9. 食品风味技术咨询

服务内容：提供各类食品中挥发性风味物质提取技术（包括固相微萃取、整体吸

附萃取、溶剂辅助蒸发等）、风味嗅闻技术、风味定性分析技术及风味定量分析技术

等整套挥发性风味解析服务。

联系方式：周琦，13476016551，zhouqi01@caas.cn。

食品风味技术服务

10. 营养健康食品开发及技术服务

服务内容：

(1) 提供以亚麻籽、芝麻、葵花籽、坚果类、紫苏、DHA 藻油、药食同源类油料等

特色油料和油菜籽油、油菜可食用部位为原料，高效利用 PUFA（ALA、DHA 等）、

多酚（芝麻多酚、亚麻多酚和油菜多酚等）、类胡萝卜素（β- 胡萝卜素、虾青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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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甾醇（酯）、蛋白质（亚麻蛋白、紫苏蛋白、火麻仁蛋白等）、多糖（亚麻籽胶等）

以及特色植物化学物等功效成分、生物活性物质、功能素材的关键技术。

(2) 提供以突破亚稳态 - 稳态化 - 高负载型关键技术瓶颈为目的，构建纳米乳液、

赋剂型乳液、皮克林乳液、仿生乳液（油脂体、乳糜微粒等）等多相态、多成分、多

功能口服递送体系，高效调控油料功能成分稳定性、消化与吸收利用效率、生物相容性、

加工适应性、加工品质特性的关键技术，为平衡营养、强化营养、提升品质、预防慢

病的营养健康产品开发提供基础、应用基础和技术支撑。

(3) 提供以创制个性化、高生物利用率、高品质、高功效的营养健康产品为目的的

技术和申报服务，重点以精准营养设计与靶向调控为导向，建立乳液动态和多维度表征、

仿生消化吸收评价、体内氧化产物分析鉴定、多组分相互作用和协同增效等评价方法，

突破产品安全风险因子产生、营养功效成分高效保留的平衡点，基于全链条设计、口

服递送体系构建和目标人群健康特征，研发新型食品添加剂、膳食补充剂、个性化营

养油、功能性饮料、保健食品、休闲食品、老年人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

膳食品等营养健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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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油料脂质酶法修饰与改性技术咨询

服务内容：提供各种草本、木本和微生物油料中脂质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纯化，

不饱和脂肪酸富集；脂肪酸酯、植物甾醇酯、OPO、MCT 等新型脂质的化学法、酶法

制备和微囊化物理改性关键技术（小试、中试和产业化示范）；高活性固定化脂肪酶、

蛋白酶的制备与性能评价；绿色高效酶法加工技术和连续流反应器等专业技术服务和

培训咨询。

联系方式：郑明明，027-86827874，mingmingabc198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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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油料检测技术服务

1. 油料及制品品质及营养功能检测及技术咨询服务

服务内容：

农业农村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是经农业部授权并通过国家计量认

证的具有第三方公正性的法定专业质检机构，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部级专业性油料质检

机构。积极参加外部机构和农业部组织的比对考核，与日本油料检定协会、芬兰赫尔

辛基大学、加拿大谷物委员等机构开展双边比对检测工作，实现了油料质检中心检测

水平与国际接轨。

中心拥有国际先进的 Orbitrap Fusion Tribrid 质谱仪、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全二

维气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高效液相色谱仪、蛋白质测定仪、脂肪抽提仪、

紫外分光光度计、荧光分光光度计等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共 100 余台套，资产总值 3000

余万元。可对油料、油脂、饼粕及油料制品等 9 大类 229 个产品 845 个参数的质量检

测和卫生检测提供服务和咨询服务。

联系方式：王秀嫔，15827579713，wangxiupin@caas.cn

2. 油料脂质组学及特异品质检测技术及咨询服务

服务内容：

(1) 基于 Orbitrap Fusion 高分辨质谱仪平台，通过构建生物毒素和农药残留等危害

因子筛查数据库，可实现对油料产品及农产品中危害因子全景筛查及鉴定；

(2) 基于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仪（LC-MS/MS）平台，构建粮油产品农药残留、植

物生长调节剂高准确度高灵敏度检测技术和植物油特征标志物芝麻素、大豆异黄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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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酸、辣椒素等高灵敏同步检测技术，可实现了食用植物油多元掺伪有效检测与识别；

(3) 基于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GC×GC-TOF/MS）建立的脂肪酸、植物甾醇、

挥发物的植物油特征成分解析系统，可实现食用植物油中 66 种农药残留和食用油真实

性鉴别；

联系方式：王秀嫔，15827579713，wangxiupin@caas.cn

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        Orbitrap Fusion 高分辨质谱仪

3. 油料作物无损检测及咨询服务

服务内容：

1. 基于近红外服务平台可提供油料作物花生、大豆、油菜籽、芝麻等作物种子含

油量、蛋白质、水分等品质指标无损快速检测、近红外模型优化完善、便携式近红外

仪器开发推广及相关业务咨询服务；

2. 基于核磁共振仪器提供油料作物花生、大豆、油菜籽、食用油等产品中粗脂肪、

水分等品质指标检测及标准曲线建立及维护；

联系人：张文，027-86811839，zhangwen@caas.cn

智能型多参数粮油品质速测仪          Bruker Mq 20 核磁共振分析仪

4. 农产品生物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构建及咨询服务

农业部生物毒素检测重点实验室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学科群专业性重点实验室。主

要围绕我国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对生物毒素污染检测与监控重大共性理论和关键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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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以威胁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真菌毒素和高等植物毒素等生物毒素为研究对

象，为我国农产品生物毒素污染全程防控提供关键理论、技术与基础信息支撑。在高

等植物毒素油菜硫甙和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分布、检测、监控与风险评估与标准研制

等领域已取得了系列重要突破和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 项，国际发明银奖 2 项，在本领域权威刊物《TrAC Trend Anal Chem》等发表论

文 70 余篇。

服务内容：

（1）开展农产品生物毒素核心原料设计、制备及评价工作；

（2）开展农产品生物毒素高灵敏检测技术体系构建及方法研制；

（3）开展农产品生物毒素定量检测试剂及仪器研制；

（4）开展农产品生物毒素检测技术、试剂和仪器等方法比对验证及评价；

（5）开展农产品生物毒素自主知识产权核心原材料供应及评价；

（6）提供高效生防菌剂为真菌毒素污染田间防控提供检测技术及产品；

联系人：张奇，13554102486，zhangqi521x@126.com

2015 年国家奖              重点实验室

5. 农产品生物毒素标准物质鉴定及咨询服务

国家农业检测基准实验室（生物毒素）成立于 2017 年，是农业部（农质发【2017】

11 号《农业部关于公布首批国家农业检测基准实验室的通知》）公布的首批 10 家国家

农业检测基准实验室之一，主要围绕国内外生物毒素检测方法发展动态，开展国内外

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农产品生物毒素检测方法研究，提升农产品生物毒素检验检测

技术服务水平，强化技术储备，充分发挥农业生物毒素检测行业技术领先作用，为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维护公众健康和消费安全、推动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加

强国际合作，提升农产品生物毒素检测与控制领域国际话语权。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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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油料作物专项技术服务

(1) 开展农产品生物毒素标准物质制备、定值及均匀性、稳定性等性能指标评价；

(2) 开展国内外农产品生物毒素权威机构组织的实验室间比对和能力验证工作；

(3) 对社会开展农产品生物毒素委托检测或仲裁检测服务，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农产

品生物毒素高水平检测服务；

(4) 开展农产品生物毒素技术指导与培训交流

培训照片                      第九届粮油质量安全国际研讨会

联系人：张奇，13554102486，zhangqi521x@126.com

6. 真菌毒素绿色降解技术及咨询服务

常见的真菌毒素主要有黄曲霉毒素、单端孢霉烯族毒素、玉米赤霉烯酮和赭曲霉

毒素等，污染广，危害大。以黄曲霉毒素为例，污染的食品和原料就高达 117 种。据

不完全统计，受农户种植、贮藏方式，以及长江流域和南部地区的高温高湿气候影响，

我国每年因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粮油损失约千万吨。然而，真菌毒素是自然条件下产

生，污染难以避免；它可发生在种、收、储、运等各个环节，一旦某个环节出现差错，

都可能导致污染发生。因此，如何科学合理消除真菌毒素污染，增加食品和原料利用率，

实现其高值化利用是食品安全学者关注的重点。

服务内容：

(1) 提供农产品原料及制品中真菌

毒素绿色高效降解技术及降解材料，

为科学合理、绿色高效消减农产品中

毒素提供有效途径；

(2) 为油脂加工企业提供食用油中

真菌毒素脱除方案设计、脱除效果鉴

定。

联系人：毛劲，15807151198，maojin106@whu.edu.cn

光催化削减黄曲霉毒素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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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科技成果手册 ※

7. 食用植物油真伪鉴别技术及咨询服务

民以食为天，食以油为先，油脂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营养来源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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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已成为社会关心、政府重视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通过系统研究已建立了基于脂肪酸、香料香精、胆固醇及辣椒素的食用

油真伪鉴别技术，已发表 SCI 论文 51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2018 年获湖北省技

术发明一等奖。

服务内容：

(1) 提供食用植物油中基于脂肪酸、甘油酯与植物甾醇特征文库的保真色谱确证检

测技术及评价、咨询培训；

(2) 提供基于香料香精文库的食用植物油掺伪顶空全二维气象色谱质朴鉴别技术及

评价咨询培训服务；

(3) 提供基于胆固醇与植物甾醇特征组分的废弃油鉴别技术及评价咨询培训服务；

(4) 提供基于外源污染物辣椒素的废弃油脂高灵敏免疫鉴别技术方法、检测产品及

开发咨询培训服务 .

联系人：张良晓，13667267193，liangxiao_zhang@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