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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项目 小麦优异种质创制技术及应用

候选单位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张中州 赵永涛 张锋 袁谦 甄士聪 吴忠辉 赵月强 范志业 程星 蒋向 张开明 齐晓红 袁永强 朱二刚 张文斐

项目简介

意义：近年我国小麦总产量有很大提高，新品种的大面积推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小麦单产正处于爬坡阶段，产业也面
临一系列问题，最主要问题是品种遗传基础狭窄，一致化。该项目在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和河南省现代产业技术体系专项资
金支持下，开展优质资源创制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技术路线：通过对远缘杂交技术的创新，提高了创制优异种质的效率，加速了新品种的培育，降到了人工成本。
关键技术：优异种质的创制和特点鉴定工作。
创新点：1创建新技术 4项。1）创建了目标亲本不同时期刹割处理延长花期以促进父母本花期相遇的技术；2）普通小麦与

偃麦草低代杂交以提高结实率和饱满度的技术；3）创建了普通小麦与天蓝偃麦草杂交创制新种质的方法；4）利用矮败小麦创制
新种质的方法。

2利用小麦优异种质创制技术创制了一批优异的种质资源，选育出优异的新品系，正在参加各级试验，选育出 2个新品种。
应用情况：1开展新材料的研究应用工作。

2无偿赠送小麦育种单位进行应用，加速小麦新品种更新换代，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3新审定的品种已经在黄淮麦区大面积推广，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该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4项，授权 2项，审定 2个品种。该项目达国内先进水平。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张中州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
2 赵永涛 男 助理研究员/副主任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组织协调
3 张锋 男 助理研究员 本科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创新
4 袁谦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创新



5 甄士聪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技术创新
6 吴忠辉 男 高级农艺师/站长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漯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新品系适应性试验
7 赵月强 男 助理研究员/副主任 本科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新技术推广
8 范志业 男 助理研究员 本科 植物保护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新材料抗病性鉴定
9 程星 男 助理研究员/副主任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新材料适应性试验

10 蒋向 男 高级农艺师/科长 硕士研究生
作物栽培与
耕作学

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新品系适应性试验

11 张开明 女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园林 河南农业大学 技术创新
12 齐晓红 女 副研究员/副院长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组织协调
13 袁永强 男 中级 大专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新品系适应性试验

14 朱二刚 男 副高级 本科 林业
漯河市郾城区园林绿化管
理处

新品系适应性试验

15 张文斐 男 实习研究员 本科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新材料抗病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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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项目 优质高产多抗裸大麦新品种“驻大麦 6号”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候选单位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
级

贰等

候选人 冯辉、薛正刚、杨永乾、王树杰、郜战宁、杨坤宇、陈金平、梁宝萍、王伟东、张金虎、吕运伟、王永海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农作物育种学科领域。
驻大麦 6号是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在农业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NYHYZX07-10）项目“啤用、饲用、食用大麦新品种选育

与产业化”资助下完成，该研究同时被列入河南省“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驻大麦 6号以本院高产六棱大麦驻大麦 4号为母本，
本院二棱中间材料 87017-3 为父本，采用有性杂交,以高产、优质、多抗、广适为主要育种目标，系谱法种植，平均值和极值选择相结
合，实行株系早代测产和品质检测，室内考种和田间观察的动态育种技术对杂种后代进行系统选育而成。2006 年 9 月通过河南省大麦



新品种鉴定，是集合优质、高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等诸多优良性状于一体的裸大麦新品种。
该品种综合表现以下突出优点：
一、丰产稳产，增产潜力大：2003-2004 年度参加省大麦区域试验，平均亩产 481.93 公斤，比豫大麦 2号增产 12.23%，增产达显著

水平，居参试品种第 1位。2004-2005 年度参加省大麦区域试验，平均亩产 379.73 公斤，比对照豫大麦 2号增产 11.23%，增产达极显著
水平，居第 3位。2005-2006 年参加省生产试验，5 点汇总均增产，平均亩产 424.67 公斤，比对照豫大麦 2号增产 8.43%，居参试品种
第 2位。

二、品质优良：驻大麦 6号是裸大麦，籽粒金黄色，角质，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测试，粗蛋白质含量
13.02%，粗脂肪含量 2.14%，赖氨酸、色氨酸等 8种必需氨基酸含量较高，具有很高的食用和饲用价值。

三、综合抗逆性好：驻大麦 6号表现为高抗条锈病、叶锈病、秆锈病、白粉病，轻感黑穗、赤霉病，基部 1-2 节间较短，穗下节
长，约占株高的 1/2，抗倒性强，根系活力强，耐渍、耐旱性好。

四、熟相好：驻大麦 6 号灌浆速度快，后期不倒伏，不早衰，成熟期较早，成熟时青枝绿叶，穗层整齐，穗子较大，成熟落黄
好。

五、深加工成本低：籽粒为裸麦，易于机械化播种和收获，可以精量播种，不用人工间苗，机械收获后无稃壳，可直接用于饲料
和深加工，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种值积极性，使驻大麦 6号成为黄淮流域主要种植的裸大麦品种。

推广应用情况：驻大麦 6号通过鉴定后，大力推进了良种良法配套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研究。该品种早熟、高产、其产量水平高，
增产潜力大，品质优良，抗逆性强，特别是抗倒性，耐渍耐旱性明显优于一般品种，是目前国内领先的优质食饲两用裸大麦新品种，
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现河南省内主要在驻马店市、信阳市、南阳市、周口市等地推广种植，省外主要在安徽省和湖北省推广应
用。截止 2018 年累计推广种植面积约 99.2 万亩，新增产量为 3041.47 万公斤，新增产值 6387.11 万元。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学

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冯辉 女 无 硕士学位 大麦育种栽培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驻大麦 6号栽培技术研究、良种繁

育和示范推广

2 薛正刚 男 无 硕士学位 大麦育种栽培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应
用

3 杨永乾 男 无 硕士学位 大麦育种栽培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应
用

4 王树杰 男 副所长 学士 大麦育种栽培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负责新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研究、良种
繁育和示范推广



5 郜战宁 女 无 硕士学位 大麦育种栽培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新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研究、良种
繁育和示范推广

6 杨坤宇 女 无 学士 生态学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

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7 陈金平 男 所长 硕士学位 农学 信阳市灾业科学院
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8 梁宝萍 女 无 硕士学位 农学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驻大麦 6号栽培技术研究

9 王伟东 男 站长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10 张金虎 男 无 学士 农学 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参与新品种示范推广

11 吕运伟 男 主任 大专 农技推广 泌阳官庄镇农业服务中心 参与新品种示范推广

12 王永海 男 无 大专 农技推广 新蔡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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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项目 高产抗病小麦新品种宛 1643 选育与利用

候选单位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李金榜，李金秀，王震，张彬，李符，冯浩，张立军，王顶杰，王清英，王子君，陆玉楠，简俊涛，李玉鹏，杨厚勇，李晓清



项目简介

宛 1643 依据杂交亲本选配原则，以西农 953 为母本，新麦 18为父本杂交，后代系谱法选择。2016 年 2 月通过河南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麦 2015025。突出优点是综合抗病性好，产量高，增产幅度大。

1、农艺性状优良：宛 1643 属于弱春中早熟品种，幼苗半匍匐，苗期叶色深绿，叶片窄小上冲，长势旺，冬季抗寒性好；分
蘖力强，成穗率高；春季起身快，两极分化快；株型紧凑，旗叶上举，灌浆后期田间长势较好；株高 78.1 厘米，成熟落黄好；
纺锤型穗，偏小，长芒，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大小均匀，饱满度较好，容重高；产量构成三要素协调：亩穗数 40.0 万，
穗粒数 31.9 粒，千粒重 42.5 克。

2、丰产稳产性好：2012-2013 年度参加河南省水地南部组区试，6 点汇总，6 点增产，增产点率 100.0%，平均亩产 388.0 公
斤，比对照品种偃展 4110 增产 7.69%，极显著，居 11 个参试品种第 2 位；2013-2014 年度参加河南省水地南部组区试，6 点汇
总，6点增产，增产点率 100.0%，平均亩产 456.9 公斤，比对照品种偃展 4110 增产 11.80%，极显著，居 13 个参试品种第 2位；
两年汇总均增产，平均比对照品种偃展 4110 增产 9.8%，平均增产点率 100.0%。2014-2015 年度参加河南省南部组生产试验，7点
汇总，7点增产，平均亩产 423.6kg，比对照增产 6.6%，居 5个参试品种第 2位。

3、综合抗病性好：在选育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抗病性的选择，通过田间人工接种的方法，定向选择，连续多年进行抗病性鉴
定。2012-2013/2013-2014 两年度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6地（郑州、漯河、南阳、西华、温县、内黄）病圃内进行
的成竹期综合抗病性鉴定试验中，表现对条锈病中抗，对叶锈病中感，对白粉病中感，对纹枯病中感，对赤霉病高感。

4、推广应用情况：宛 1643 配套制定了小麦高产栽培技术，采用院企合作的推广方式，建立示范田，召开栽培技术培训及示
范推广会、科技下乡服务等多种方式进行新品中示范推广。2016 年-2018 年累积推广种植 263 万亩，新增小麦产量 8949.9 万公
斤，新增经济收益 14659.6 万元，创造了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李金榜 男 正高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项目全面工作
2 李金秀 女 副高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选育、试验
3 王震 男 初级 硕士研究生 作物遗传育种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推广示范、资料汇总
4 张彬 男 初级 硕士研究生 植物保护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推广示范、资料汇总
5 李符 男 副高 大专 农技推广 邓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6 冯浩 男 中级 大专 农技推广 宛城区种子技术服务站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7 张立军 男 副高 大专 农技推广 镇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8 王顶杰 男 副高 大专 农技推广 方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9 王清英 男 副高 中专 农学 南阳市卧龙区种子管理站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0 王子君 男 副高 本科 林学、农技推广 驻马店市种子管理站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1 陆玉楠 男 中级 大专 农学 方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2 简俊涛 男 初级 硕士研究生 作物遗传育种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3 李玉鹏 男 中级 硕士研究生 作物育种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4 杨厚勇 男 中级 本科 作物育种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5 李晓清 男 副高 本科

植物保护
唐河县植物保护植物检疫
站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4
候选项目 高产多抗耐晚播小麦新品种宛麦 969 的选育与利用

候选单位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杨 辉 王清华 马吉坡 张华丰 王宏豪 王录琪 杨立轩 毛纪伟 徐 青 李海涛 雷清典 张昊天 张中敏 杨厚
勇 任淑娟

项目简介

宛麦 969 是南阳市农业科学院以宛 030176 为母本，以宛麦 981 作父本杂交选育而成。2016 年通过河南省品种审定，审定编
号：豫审麦 2015023。宛麦 969 属大穗大粒型早熟品种，突出优点是产量高，增产幅度大；耐晚播、综合抗性好。主要经济指标
如下：

1、高产性突出。宛麦 969 产量三要素协调，亩成穗数 34.9～36.1 万，穗粒数 33.4～34.2 粒，千粒重 43.3～45.7 克。2012～
2014 年度参加河南省水地南部组区试，2年平均亩产 446.6 ㎏，比对照偃展 4110 增产 7.4％，居第 3位，平均增产点率 91.7％。
2014-2015 年度参加河南省南部组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416.6 ㎏，比对照偃展 4110 增产 4.8％，省区试及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421.1
公斤，比对照偃展 4110 增产 5.9％。

2、综合抗病性、抗逆性突出。2012 年-2014 年，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对宛麦 969 成株期综合抗病性鉴定和接种鉴定试验中，
中抗白粉病、中感纹枯病，高感赤霉病，中感条锈病，中抗叶锈病。叶片功能期长，抗寒性好。

3、品质较好。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测定，容重 811 克/升，粗蛋白质（干基）15.4％，湿面筋
33.5%，降落值 457s，吸水量 64%，形成时间 2.5 分钟,稳定时间 1.9 分钟，沉淀值 46.8 毫升。面筋强度中等，适于加工利用，适
合制作大众食用的馒头和面条。



4、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宛麦 969 品种育成后及时与种业企业相结合，建立了规模化的良种繁育和示范基地，开展了良种良法配套技术研究和高产

攻关研究，应用面积逐年增加。2016-2018 年该品种在南阳、信阳、驻马店市累计推广面积达 304.12 万亩，新增粮食 6221.92 亿公
斤，新增社会经济效益 1.244 亿元。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杨 辉 男 1976.07 学士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全面负责项目的实施

2 王清华 女 1978.07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负责鉴定试验的实施

3 马吉坡 男 1976.06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负责栽培试验的实施

4 张华丰 女 1979.05 大专 农田水利 南阳市水利设计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5 王宏豪 男 1977.09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6 王录琪 女 1978.01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7 杨立轩 男 1973.10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8 毛纪伟 男 1975.06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9 徐 青 女 1976.08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10 李海涛 男 1976.04 大专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11 雷清典 男 1972.08 中专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12 张昊天 男 1987.02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13 张中敏 女 1970.07 本科 园艺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14 杨厚勇 男 1971.05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15 任淑娟 女 1973.09 大专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

5
候选项目 高产稳产多抗小麦新品种汝麦 0319 选育及应用

候选单位 汝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霍从军 史万民 高陆卫 尹向阳 王丽琳 霍向民 郭常振 薛振杰 李永跃 薛振国 王功庆 冯海平 王如飞 张素瑞 秦留
强

项目简介

河南小麦常年播种面积 8000 万亩左右，占全国的 1/4，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针对河南小麦生产自然灾害
（干旱、高温干热风、低温冻害、倒伏）频发、病虫危害严重，缺乏稳产性好、适应性广、抗病性强的优良品种等问题，项目组
以高产、稳产、多抗为育种目标，利用太谷核不育系和常规育种方法相结合，创新了太谷核不育育种技术体系。经过连续多代轮
回和定向选择，育成了高产稳产多抗小麦新品种汝麦 0319， 2009 年通过河南省审定（审定编号：豫审麦 2009003 ），2015 年取
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授权号：CNA20070487.7）。“高产稳产多抗小麦新品种汝麦 0319 选育及应用”成果取得了以下创新：

1.创新了太谷核不育育种技术体系。利用太谷核不育系材料遗传基础丰富、变异类型广等优势，与多个综合性状优良的小
麦品种自然混合杂交，利用轮回选择与常规育种相结合，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太谷核不育育种技术体系，减少了人工去雄的劳动强
度，简化了育种程序，提高了育种效率。

2.育成了高产稳产多抗小麦新品种汝麦 0319。1995 年以太谷核不育系作为母本，以本所选育的优良高代品系及生产上大面积
推广的小麦品种周麦 9号等为父本进行混合授粉，利用轮回选择与系谱法于 2003 年选育出了汝麦 0319 小麦品系，2009 年通过河
南省审定。该品种高产稳产，河南省区试平均亩产 545.4 公斤，比对照豫麦 49 增产 8.71%,居 12 个参试品种第 2 位；综合抗性
好，中抗条锈病、叶锈病和叶枯病，抗寒、抗倒伏、耐后期高温。

3.制定了汝麦 0319 配套栽培技术规程。开展了播期播量、水肥运筹、病虫害综合防治等配套技术研究，摸清了汝麦 0319 的
生长发育特性和水肥需求规律，通过生产实践验证，形成了一套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规程，实现了良种良法配套，创造了最高亩产
728 公斤的小麦高产纪录。

4.建立了“科研单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三位一体的推广模式。在推广过程中，充分发挥科研单位的技术优势，以种子
企业为桥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及粮食企业订单收购， 建立了产供销一体化的推广体系，实现了汝麦 0319 标准化种
植、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

5.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从 2009 年开始，在河南省平顶山、洛阳、许昌、周口、商丘等地累计推广 2362.8 万
亩，其中近三年推广 963.6 万亩。按区试平均增产量 13.1 公斤/亩计算，共增产小麦 1.26 亿公斤，增加直接经济效益 2.11 亿元，



社会经济效益显著。同时由于汝麦 0319 综合抗性优良，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有效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效益良
好。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01 霍从军 男 农艺师 中专 农学 汝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育种技术研究、品种选育

02 史万民 男 副研究员 本科 农学 汝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育种技术研究、品种选育

03 高陆卫 男 副研究员 本科 农学 汝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育种技术研究、品种选育

04 尹向阳 男 高级农艺师 大专 植保 汝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配套技术研究、推广

05 王丽琳 女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郏县农业局 配套技术研究、推广

06 霍向民 男 技师 本科 农学 汝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配套技术研究、推广

07 郭常振 男 助理研究员 大专 农学 汝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配套技术研究、推广

08 薛振杰 男 农艺师 本科 农学 汝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品种示范、推广

09 李永跃 男 助理农艺师 大专 农学 汝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品种示范、推广

10 薛振国 男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汝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品种示范、推广

11 王功庆 男 农艺师 本科 农学 宝丰县农科所 品种示范、推广

12 冯海平 男 助理农艺师 大专 植保 武陟县农技站 品种示范、推广

13 王如飞 男 助理农艺师 本科 园艺 汝州市农业局 品种示范、推广

14 张素瑞 女 助理会计师 大专 会计 汝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配套技术研究、示范

15 秦留强 男 实习研究员 大专 农学 汝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配套技术研究、示范

6 候选项目 优质高产国审小麦新品种郑麦 379 和郑麦 101 的选育及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雷振生、何盛莲、晁岳恩、罗鹏、史瑞青、汪庆昌、赵群友、赵志宏、马会丽、李生堂、李文旭、李会群、李晓珍、秦毛毛、李天富



项目简介

河南省是我国第一产麦大省，小麦种植面积占我国的 1/4。上个世纪末，项目组针对优质小麦品种高产稳产性和抗逆性差、品质指标不
够过硬的问题，以选育优质高产多抗小麦新品种作为育种目标，先后育成郑麦 379、郑麦 101 并通过国家品种审定，两品种均已获得植物新品
种权保护。目前，郑麦 379 已成为河南省第一大半冬性优质强筋小麦品种，郑麦 101 为第一大弱春性优质强筋小麦品种。在品种选育与应用
方面取得以下突破：

1. 育成优质强筋、高产稳产、抗逆广适新品种郑麦 379、郑麦 101，其中郑麦 379 为半冬性，郑麦 101 为弱春性，习性互补，满足了不同
播期、多个区域的生产需求。1品质优良。郑麦 379 含 1、7+9、5+10，Glu-B3d 高、低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亚基组合优；聚合了 Pinb-
D1b、Pina-D1b 基因；面筋品质好。郑麦 101 不含 1B/1R，面筋品质较好。②高产稳产。多年多点大面积生产示范，两品种丰产、稳产性突
出，其中郑麦 379 曾创造百亩高产示范方 733.17 公斤/亩优质强筋小麦高产典型；郑麦 101 曾创造百亩高产示范方 665.9 公斤/亩弱春性优质
强筋小麦高产典型。③综合抗性好。两品种分别含半矮秆基因 Rht-D1b、Rht-B1b，抗倒伏能力强；郑麦 101 含抗赤霉病主效基因 Fhb1 和耐穗
发芽基因 TaPHS、TaVp-1Bc。两品种综合性状指标均居国内大面积种植同类品种领先水平。

2. 在“优质为核心，高产是基础，多抗作保障”的育种思路和策略的指导下，改进和完善传统选择方法，融入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创新
形成一套优质高产抗逆广适小麦育种体系。在选育过程中，品质与产量选择并重。品质选择方面，采用生化、分子标记对亲本和后代材料
5+10 亚基基因等进行鉴定和辅助选择，同时早代（F1-F3）进行蛋白质含量、沉降值等指标的初步筛选，中、高（F4-F7）代进行粉质仪、面筋
仪等流变学指标的测定,定型出圃后再进行烘焙、蒸煮等成品品质鉴定。产量选择方面，注重在较大群体基础上增加穗粒数，同时创造逆境和
异地选择、多点鉴定相结合，对产量、抗逆性和广适性进行选择，由此实现了小麦育种技术的集成创新，有效解决了优质与高产、抗逆、广
适等难以结合的技术难题。

3. 制定栽培技术地方标准，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创新产业化推广模式，加快了品种推广速度和产业化应用。提出“三个一”，即“一
防、一控、一补”为核心的优质高产高效配套栽培技术规程，作为河南省地方标准发布实施。采用“科研推动+企业引领+合作社纽带+农户
生产”的“双引擎驱动、四方协作”产业化推广模式，实现优质麦生产、收购、储藏、销售、面粉加工及食品生产的有效衔接，提高了订单
率和优质麦国产化率，扩大了品种应用规模。截止 2018 年 8 月，累计收获 2752.8 万亩，增产小麦 4.28 亿公斤，实现增产效益 10.27 亿元，
同时，粮食、食品加工企业也实现了节本增效，提高了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截止 2018 年秋播，两品种累计种植 4567.8 万亩，并继续保持良好
的应用势头。

本项目创新形成的育种技术及其育成品种，对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促进河南省乃至整个黄淮麦区小麦种植结构调整以及面粉加工企业、食
品行业提高产品档次，改进产品质量，已经起到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学

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雷振生 男 正高 博士研究生
小麦遗传
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主持项目总体设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确
定和实施等全面工作

2 何盛莲 女 副高 硕士研究生
小麦遗传
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负责品种选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种子
繁育等工作



3 晁岳恩 男 副高 博士研究生
小麦遗传
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负责品系多点鉴定、品质检测及分析工作、产
业化推广应用等工作

4 罗鹏 男 副高 硕士研究生
小麦遗传
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参与小麦育种技术创制、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
究、示范推广等工作

5 史瑞青 女 正高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河南省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

参与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生产技术指导、
产业化推广工作

6 汪庆昌 男 中级 本科
小麦遗传
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负责种子提纯复壮、种子繁育，参与品种生产
技术指导、推广应用工作

7 赵群友 男 正高 大专 农学 南阳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郑麦 101 生产技术
指导、产业化推广工作。

8 赵志宏 男 副高 本科 农学
河南省商丘市种子
管理站

承担郑麦 379 在商丘及周边地区推广工作，开展
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9 马会丽 女 副高 本科 农学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洛阳市分校

参与郑麦 379 生产技术指导、郑麦 379 豫西地
区产业化推广工作。

10 李生堂 男 副高 本科 农学 延津县种子管理站
参与郑麦 379 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生产技
术指导、产业化推广工作。

11 李文旭 男 中级 博士研究生
小麦遗传
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参与品种生产技术指导、产业化示范、品种提
纯复壮、种子繁育工作。

12 李会群 男 副高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濮阳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郑麦 379 生产技术指导、产业化推广工作。

13 李晓珍 女 副高 本科 农学
安阳市农作物良种
试验示范站

参与郑麦 379 生产技术指导、产业化推广工作。

14 秦毛毛 男 中级 博士研究生
小麦遗传
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参与品种遗传基础、分子标记辅助检测、产业
化示范工作。

15 李天富 男 副高 本科 农学
焦作市农林科学
研究院

参与郑麦 379 生产技术指导、产业化推广工作。

7 候选项目 豫北灌区小麦节水减氮绿色高效栽培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新乡学院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方保停、王汉芳、邵运辉、张英华、蒿宝珍、张德奇、张亚丽、杨程、李好中、张冬苗、郭太忠、李向东、刘涛、张素瑜、杜思梦

项目简介

豫北地区主要包括安阳市、濮阳市、焦作市、新乡市、鹤壁市和济源市，是河南省小麦主产区、也是我省乃至我国小麦传统高产区，小麦
常年种植面积接近全省的四分之一，小麦单产水平高，总产约超过全省小麦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在小麦生产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本项目针对豫
北地区小麦生产中灌溉量大、灌溉时期不精准、施氮量大，水肥利用效率低等突出问题，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相结合、试验研究与示范推
广相结合，创新节水节肥、抗逆减灾、简化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取得以下成果。

1、提出“基于资源利用效率的产量分析”方法：产量=单位面积可供资源（投入）量×资源截获率×资源转化效率×收获指数。
2、阐明了不同水分供给对小麦水分吸收利用、物质积累分配和籽粒品质的影响，揭示了以非叶器官耐逆性和土壤水高效利用为基础的节

水栽培生理机制，创建了节水简化灌溉技术。。
3、阐明了节水栽培条件下碳氮吸收、转化与利用的生理特点及对籽粒品质影响，揭示了节氮增加光合效率、氮肥高效利用的生理基础，

明确了绿色增效氮素适宜用量。
4、研究了干旱、异常温度等逆境条件下小麦生理变化，创新小麦“贮墒旱作”、“干热风防控”等技术，研制出抗寒剂、抗旱剂等小麦

抗逆高效绿色物化产品，研发配套镇压机具。
5、创新以“足墒播种、减少灌溉次数、延迟春季灌溉、减少氮肥施用为核心”，播后镇压等农艺措施、外源物质相配合的“豫北小麦绿

色节简技术体系”，并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每亩可减少氮肥投入 2~5 kg，减少灌水 1次、节省用工 1~2 个，增产 3%~5%，节工节本 75 元
~100 元，水肥利用效率提高 10%左右。

授权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发表论文 24 篇、其中 SCI 2 篇，制定河南省地方标准 1项。项目实施以来，在豫北和相似生态区
山东菏泽等累计示范推广 1304 万亩、新增利润 10437 万元，其中近 3年示范推广 908 万亩、新增利润 72681 万元，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显
著。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方保停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博
士）

作物生理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项目总负责

2 王汉芳 男 研究员
研究生（硕
士）

作物栽培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组织节水技术研究和技术培训

3 邵运辉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博
士）

作物栽培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组织产品研发和技术培训

4 张英华 女 副教授
研究生（博
士）

作物生理学 中国农业大学 参加节水节肥技术研究

5 蒿宝珍 男 副教授
研究生（博
士）

作物生理学 新乡学院 参加节水节肥技术研究



6 张德奇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硕
士）

作物栽培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参加技术研究与物化产品研发

7 张亚丽 女 农艺师 大专 农业经济 西华县农业局 数据调查与分析

8 杨程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博
士）

植物生理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室内测试分析与数据统计

9 李好中 男 高级农艺师
本科（学
士）

农学
新乡市农业技术推
广站

参加示范推广与技术培训

10 张冬苗 女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河南省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

参加示范推广与技术培训

11 郭太忠 男 推广研究员 本科 农学
鹤壁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

参加示范推广与技术培训

12 李向东 男 研究员
研究生（博
士）

作物栽培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协调研究与示范落实

13 刘 涛 男 助理农艺师 大专 农学 西华县农业局
参加室内样品测试

14 张素瑜 女 研实
研究生（硕
士）

作物栽培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参加试验调查与室内分析

15 杜思梦 女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硕
士）

农植物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

参加试验调查与室内分析

8 候选项目 小麦生长水氮动态智能化调控技术及产品研发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河南省农村能源环境保护总站、河南省土壤肥料站、永城市农业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臧贺藏、赵晴、胡峰、罗诗峰、马笑楠、段俊枝、张蔷新、汤义鹏、李国强、王凯、张杰、张建涛、王猛、陈丹丹、吴亚蓓

项目简介

黄淮海麦区是我国重要的小麦产区，小麦种植面积和总产分别占全国的 55.6%和 61.6%，提高该区小麦产量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在当前小麦生产中，生长过程存在信息监测自动化程度低、信息获取滞后等问题，管理过程存在水氮动态精准调控手段缺乏等
问题，导致水氮利用效率低。因此，从技术突破、产品研发、应用示范等方面进行攻关，获得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突破了电力线耦合载波技术、Web Service 技术和模糊算法技术，研发了小麦生长远程感知平台产品，解决了小麦生长过程信息监测
自动化程度低、信息获取滞后等问题实现了小麦生长过程中苗情、墒情等信息的实时监测、管理与智能分析。利用电力线耦合载波技术、窄



带物联网技术、数据转换技术，自主研发了小麦智能气象站采集控制主机，具有功耗低、稳定性好、测量准确、可靠性高等性能；在硬件产
品的基础上利用 WebService 技术、MQTT 协议、PaaS 技术， 自主研发了与硬件产品相配套的小麦生长远程感知平台 APP（Application）和
Web（World wide web），具有实时监测、智能分析、科学决策等功能。与常规监测方式相比，采用小麦生长信息监测技术可以降低劳动强
度，提高作业效率 80%以上。

2、突破了小麦灌溉预报、水氮决策模型技术，研发了小麦生长水氮一体化智慧灌溉管理产品，解决了小麦生产环节水氮动态精准调控
等问题，实现了小麦定时定量的精准灌溉、实时预警与智能决策。在获取上述数据元基础上，利用站点轮询技术、消息队列技术、PID 控制
技术，自主研发了小麦智能水氮一体机，具有鲁棒性高、扩展性强、电气隔离性好、安全可靠等性能；在硬件产品的基础上，基于节水灌溉
自动化控制技术、实时实地灌溉预报技术，构建了小麦水氮决策模型，自主研发了与硬件产品相配套的小麦生长水氮一体化智慧灌溉管理平
台 APP 和 Web，具有精准灌溉、实时预警、智能决策等功能，根据智能决策结果进行定时定量灌溉施氮。与常规灌溉施氮方式相比，采用水
氮智能调控技术使示范区小麦平均节水 30%、节氮 25%、节工 90%、节电 25%以上，节约成本 70~80 元/亩。

3、根据研制的产品在河南省的实际应用需求，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小麦生长水氮动态智能化调控技术体系，为河南省乃至全国提供可推
广、可复制、可操作的应用模式。基于水氮动态智能化调控技术在河南省不同小麦生态区的应用需求，重点开展不同灌水量和施氮量下小麦
生长水氮动态及利用特性研究，制定小麦生长水氮动态智能化调控技术模式下的灌溉制度和施氮方案，提炼适合河南省小麦生长水氮动态智
能化需求的应用技术模式。
项目实施以来，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7 项，发表论文 11 篇；建设示范基地 30 个，举办培训会 30 余场次，培训人

员 6000 余人次。技术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1135.00 万亩，增加产量 17.09 万吨，增加经济效益 3.76 亿，节本增效总计 12.27 亿元。近三年销售气
象站产品 145 套、土壤墒情监测产品 428 套和水肥一体机产品 143 套，极大地推动了我省小麦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臧贺藏 女 助研、副科 博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负责项目总体方案设计和具体实施，
确定软件产品的需求分析，负责研究
报告的撰写和补充完善。

2 赵 晴 男 助研 博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全程参与所有研究工作，协助主持人
组织项目实施，开展硬件产品研发，
主持研究报告撰写。

3 胡峰 男 助研、副科 学士
通讯工
程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全程参与所有研究工作，协助主持人
制定软件产品需求分析，负责项目的
示范与推广

4 罗诗峰 男 农艺师、正科 硕士
水资源
保护

河南省农村能源环境保护总
站

参与项目技术研究方案的制定，负责
业务数据收集整理，参与项目的示范



与推广。

5 马笑楠 女 讲师 学士
教育管
理

河南省工业学校
参与项目成果的整理和凝练，参与软
件产品设计方案的修改完善，对设计
方案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6 段俊枝 女 助研 博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参与软件产品需求调研工作，负责研
究结果的搜集和整理，撰写技术研究
报告

7 张蔷新 女 高级农艺师 大专 农学 永城市农业局
参与本地区的技术培训与推广，获取
田间数据并整理。

8 汤义鹏 男 助研 硕士
土木工
程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基地管理
中心

参与项目技术研究方案的制定，参与
软件产品的培训与推广

9 李国强 男 副研 博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全程参与所有研究工作，负责硬件产
品开发，参与数据库信息资料的整理

10 王凯 男 农艺师 学士
市场营
销

河南省土壤肥料站
参与项目试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组
织实施技术培训

11 张杰 女 副研 博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与总结，负责氮
肥决策模型的构建

12 张建涛 男 助研 硕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参与软件产品的调试与验证，负责软
件产品测试结果的整理

13 王猛 男 助研 学士
电子信
息工程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参与硬件产品的测试，负责硬件产品
测试结果的整理

14 陈丹丹 女 助研 硕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参与项目需水量模型的构建，获取项
目试验数据并分析整理

15 吴亚蓓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与信息研究所

参与软硬件产品的安装维护，负责数
据库信息资料整理与维护

9
候选项目 优质高产大果抗病花生新品种郑农花 13 号的选育与应用

候选单位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河南省扶农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天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巩义市海润种植合作社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杨海棠、胡延岭、张保亮、李盼、刘软枝、石彦召、韩华民、胡锐、郭凯勋、郑晓川、郭进涛、郑华魁、于沐、焦雪辉、陈东海

项目简介

花生是河南省第三大农作物和第一大油料作物，2017 河南花生种植面积 1908 万亩，占全国的 27.6%，总产 563 吨，占全国
32.9%。河南花生 50%左右作为油用，因此选育高油花生品种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企业效益，对于保障食用植物油安全供给也
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上世纪末生产上主推品种产量低、含油量低、抗性差等突出问题，郑州市农科所等单位开展了以“高产、高
油、多抗”为目标的花生新品种选育研究，育成的郑农花 13 号于 2015 年同时通过河南省审定和国家鉴定，2019 年 2 月获得植物
新品种保护权。经鉴定和查新，该项目在 4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和创新：

1、创立了“一优双高”多目标育种和后代材料复合式选择、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技术体系，实现了优质、高产、抗病等
多目标性状的同步提高。

根据花生生产上对品质、产量、抗病性等多目标的要求，采用“优质为核心，高产当基础，多抗作保障”的育种策略，在
亲本选配时，充分挖掘农家种的优势抗性基因和现代种潜在的目标性状。根据育种目标及性状遗传规律创新后代选择方法，采取
“低代大群体多生态选择、多样化目标个性化选择鉴定、快速平衡选择”复合选育技术进行选择和高油性状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
术进行鉴定，实现了两个亲本遗传基础优良性状基因的有效契合，获得了超亲性状的后代，有效解决了优质与高产、高产与抗病
之间难以有机结合的技术难题，从而实现育种目标。2、通过复合杂交，聚合农家种的优良性状，创制出具有耐密抗倒抗病高产
早熟特性的优异种质材料“郑 8159-1”。

为解决麦套花生品种耐密抗倒和早熟问题，利用引进的优异早熟材料，与本地品种豫花 1号杂交，构建早代大群体，得到
一批优异材料，再与农家种新城早杂交，最终筛选出的“郑 8159-1”聚集了高产早熟遗传基础，表现为株型紧凑、叶片窄小上
举，耐密抗倒、抗叶斑病、耐瘠、适应性强。为品种创新奠定了良好遗传基础。

3、在品种创新上，通过自创亲本和利用综合选育技术，育成了集优质、高产、多抗为一体的国鉴花生新品种郑农花 13
号，实现了优良性状的集成创新，在高产与优质性状同步改良方面居国内先进水平。
（1）含油量高。平均脂肪含量为 55.0%，达到国家高油花生品种的指标；具备高油分含量的QTL位点；
（2）高产稳产。在国家生产试验中, 荚果和籽仁分别比对照花育 19 号增产 8.4%和 8.9%，在河南省生产试验中，荚果和籽仁

分别比对照种豫花 15号增产 9.3%和 9.1%，达极显著水平；
（3）出米率高。出米率达 72.7%，在 2006 年以来通过河南省审定的 35 个麦套花生品种中位居第二；
（4）抗病性好。经山东花生研究所鉴定，郑农花 13号对网斑病、黑斑病同时达到中抗或高抗。
4、研究集成了郑农花 13号配套栽培技术，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创造了显著社会经济效益。
结合品种特性，研发了针对不同种植模式的配套栽培技术体系，建立了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实现了良种良法配套，

2015 年列入河南省油料倍增计划主推品种，并多次中标；通过大面积示范方建设、召开现场会等措施促进了品种推广和规模化
生产。经统计，至 2018 年全国累计推广 817.2 万亩，新增经济效益 129797.64 万元。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杨海棠 女 研究员 硕士 花生育种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主持全面工作

2 胡延岭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 作物遗传育种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参与新品种田间鉴定,配套技术研究

3 张保亮 男 研究员 本科 中药学 河南天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新品种田间鉴定,配套技术研究

4 李盼 女 助理研究员 本科 作物遗传育种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参与新品种田间鉴定,配套技术研究

5 刘软枝 女 助理研究员 本科 作物遗传育种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参与新品种田间鉴定,配套技术研究

6 石彦召 男 助理研究员 本科 土壤与农业化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参与新品种田间鉴定,配套技术研究

7 韩华民 男 高级农艺师 本科 园艺 新郑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参与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应用

8 胡锐 女 高级农艺师 硕士研究生 植物保护 郑州市植保植检站 新品种配套技术研究与示范

9 郭凯勋 男 助理农艺师 本科 农学 新郑市红枣科学研究院 参与新品种示范推广

10 郑晓川 女 农艺师 本科 农学 荥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参与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

11 郭进涛 男 农艺师 本科 农学 新郑市和庄镇农业服务中心 参与新技术示范推广

12 郑华魁 男 实习研究员 本科 农学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参与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

13 于沐 女 实习研究员 硕士 农学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参与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

14 焦雪辉 女 初级 硕士研究生 植物育种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参与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

15 陈东海 男 初级 本科 农学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参与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

10
候选项目 国鉴商花 6号、商研 9807 等花生新品种选育与应用

候选单位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吴继华 范小玉 贺群岭 蒋英 付汝洪 刘卫星 王永军 姜曙光 陈雷 李可 张枫叶 姜晓君 郭蓓 朱圣贤 何振霞

项目简介

黄淮地区是我国花生的主要产区之一，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的 60%以上。针对黄淮地区花生生产中存在的“早熟与高

产、大果与高出仁率、高产与优质”难协调的技术瓶颈，项目组在早熟优质花生种质创制、育种技术、品种选育、技术集

成、示范推广等方面历经 18 年研究，取得重要创新成果。

1、早熟优质花生种质创制有新突破。在种质资源鉴定、筛选的基础上，通过系统选育、杂交选育等手段，创制出脂肪含

量超过 55%，且综合性状优良的新种质 16 份，其中脂肪含量大于 55%、油酸含量大于 75%的高油酸种质 3份；创制出蛋白质

含量超过 30%的新种质 5份，创制出早熟、丰产、综合性状突出的新种质 21 份，以新创制种质为基础，育成高产、高油、高

油酸等类型新品种 18 个，其中已通过审定（登记）品种 3个。

2、早熟优质花生育种技术取得新进展。建立了“表型性状互补、遗传背景多元、综合性状优良”的亲本选用技术与“后

代群体多世代多逆境同步鉴定筛选技术”相结合的早熟优质花生育种技术体系，使核心种质群构建、互补杂交、同步鉴定和

定向选育有机结合，实现了多优异目标性状的协同改良，可缩短花生育种年限 2-3 年。通过该育种技术体系的应用，共育成高

产、优质、早熟花生新品系 20 余个，其中商花 6 号通过国家鉴定，商研 9807、商花 511 通过河南省审定，商花 6 号和商研

9807 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授权。

3、育成的商花系列花生品种主要性状得到显著提升。（1）商花 6 号早熟大果，高出仁率（74.8%），油酸亚油酸比值

1.72，耐贮藏性好，生产试验籽仁产量比花育 19 号增产 12.2%，实现了大果与高出仁率、高产与优质的协调。（2）商研 9807

麦套生育期 123 天，早熟性好，百果重 246.4 克，出仁率 70.2%，生产试验荚果、籽仁分别比豫花 15 号增产 7.28%、6.05%，

实现了早熟与大果及高产的协调。（3）商花 511 果大仁大，高油（55.2%），中抗叶斑病，高抗网斑病，生产试验荚果、籽

仁产量分别比豫花 15 号增产 11.4%和 10.7%，实现了高产与优质及抗病的有机结合。

4、配套栽培技术及示范推广模式具有重要创新。明确了大果花生株高对产量形成的重要作用，确立了大果花生化控最佳

株高，突破了麦套花生轻简、保苗等技术难题，制定了商丘市地方标准“商花 511 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并发布实施，创造

了百亩、千亩示范方高产典型。创新了以“宽行距、小株距”为核心的花生单粒稀植高倍快速繁殖技术，使花生的繁殖系数

由 10～15 倍提高到 25～30 倍，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花生新品种推广速度的瓶颈问题。



通过项目实施，项目组被授予“商丘市创新争先奖牌”；通过国家、河南省审（鉴）定花生新品种 3 个，获植物新品种权
授权 2项，制定商丘市地方标准 1项，发表论文 18 篇。育成品种国鉴商花 6号、商研 9807 和商花 511 近三年（2016-2018 年）在
河南、山东、安徽省推广应用 955.3 万亩，新增社会经济效益 91932 万元。2012-2018 年累计推广应用 1239.2 万亩，新增产花生
28715 万公斤，新增社会经济效益 117148 万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吴继华 男 研究员、所
长 本科 花生育种 商丘市农林科

学院 主持项目全面工作

2 范小玉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硕
士） 花生育种栽培 商丘市农林科

学院 育种、栽培研究与示范

3 贺群岭 男 助理研究员 大专 花生育种栽培 商丘市农林科
学院 育种、栽培研究与示范

4 蒋英 女 助理研究员 中专（硕
士） 种植业 商丘市农林科

学院 品种选育、示范推广

5 付汝洪 男 副研究员 本科 农学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品种选育、示范推广

6 刘卫星 男 副研究员 本科（硕
士） 花生育种栽培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育种、栽培研究与示范

7 王永军 男 农艺师 大专 种子检测管理 商丘市种子管理站 品种示范推广

8 姜曙光 男 助理研究员 本科（学
士） 品质检测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品质检测、示范推广

9 陈雷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硕
士） 作物遗传育种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育种、栽培研究与示范

10 李可 男 副研究员 本科 作物遗传育种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育种、栽培研究与示范

11 张枫叶 女 助理研究员 本科（硕
士） 种植业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育种、栽培研究与示范

12 姜晓君 女 研究实习员 本科（学
士） 生物技术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品种示范推广

13 郭蓓 女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硕
士） 品质检测 商丘市农林科学院 品质检测、示范推广

14 朱圣贤 男 农艺师 中专 农学 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品种示范推广
15 何振霞 女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品种示范推广



11
候选项目 高油高产抗病花生新品种濮科花 9号选育与应用

候选单位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陈翠霞、李洁、李振华、王桂芳、孙少华、任基光、李勤斌、杨永振、王建宏、马金娜、张永峰、谷献锋、聂红民、胡国胜、荆
建国

项目简介

该项目是通过对花生优异种质资源的研究、利用与新品种选育，以优质、高产、多抗、广适为育种目标，改良花生品质，提
高花生单产、增加花生总产、缓解国内外优质花生需求量急增矛盾而进行的农业应用技术研究。2011 年列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2011、2015、2016 列为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针对育种目标，依据对国内外 200 余份种质资源材料的多年研究鉴定，
1998 年以高油、生长稳健、抗性强、适应性广、结实性好的豫花 15 号为母本，以高产潜力大、茎秆韧性好、抗倒伏、荚果均匀
的优异中间材料濮 9502-0-4①为父本，进行杂交，使双亲优异性状得以叠加互补，培育出了高油高产抗病花生新品种濮科花 9
号，2015 通过国家鉴定，2016 年通过农业部品种权受理申请。
（一）主要技术创新：

1、育种方法和性状选择具有重要突破。
①正确选配亲本配置组合，提高了育种效率，较好地解决了优质与高产、优质与抗病的矛盾，实现了高产、优质、抗病等性

状的有机结合。
②重视田间农艺性状选择与品质检测的密切结合。自然与人工选择结合，有重点、分步骤连续定向选择及南繁加代，异地鉴

定扩大品种适应性；在高产基础上注重品质的选择，利用品质检测手段，提高品种选择效率。
2、选育出了高油高产多抗花生新品种濮科花 9号，实现了大果、产量、品质等多个优异性状聚合和改良。
①品质优异。经农业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测定，濮科花 9号两年平均粗脂肪含量 55.05%，粗蛋白含

量 22.44%，油酸含量 41.85%，亚油酸含量 36%，油亚比 1.17。百果重 220.48g，百仁重 93.53g，公斤果数 606 个，公斤仁数 1236
个，出米率 71.83%。创新了高油、高出米率、高产的经济技术指标，实现了大果、产量、品质等多个优异性状的协同改良，居
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

②高产稳产。2012-2013 年参加全国北方区大花生区域试验，2012 年亩产荚果 368.29 kg，籽仁 265.17 kg，比花育 19 号
（CK）增产 9.36%和 5.06%，分别居 16 个参试品种的第 4位和第 5 位。2013 年续试，亩产荚果 323.87kg，籽仁 232.65kg，比花育
19 号（CK）增产 8.44%和 10.54%，分别居 12 个参试品种第 6 位和第 4 位。2014 年生产试验，亩产荚果 361.92kg，籽仁 263.19



kg，比花育 19 号（CK）增产 10%和 10.7%，均居参试品种第 3位。2017 年濮阳县黄河滩区 300 亩麦套高产试验示范，亩产高达
431.22kg。

③抗病抗逆性强。2012 年国家区试，濮科花 9号抗旱性强，抗涝性强。易感黑斑病，易感网斑病。2013 年国家区试，该品
种出苗整齐，生长稳健，田间调查抗旱性、抗涝性强，抗黑斑病，中抗网斑病。

3、综合性状好，适宜机械化生产。
濮科花 9号为疏枝直立早熟大花生，株型直立紧凑，叶片功能期长，不早衰，果柄坚韧，不易落果，适宜机械化收获；籽仁

无裂纹、无油斑，休眠性强，商品性好。在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北京以及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北的大花生产区均适宜种
植，播期弹性大，既可春播又可麦套种植。

4、配套技术完善，助推麦套花生机械化。
研究集成麦垄套种花生机械一体化生产技术规程，研制推广适宜麦套花生田机械化播种、灭茬、中耕施肥等机械并申请专利

并授权，推动麦套花生生产机械化。
（二）推广应用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6-2018 年在河南省累计推广 539 万亩，总增产花生 16396.38 万公斤，创社会经济效益 81981.9 万元。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陈翠霞 女 1968.08 本科 农学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选择、试验、示范、推广

2 李洁 女 1987.05 硕士 作物遗传育种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选择、试验示范、综合技术研究、良
种繁育、基地建设

3 李振华 男 1974.08 本科 作物育种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选择、试验示范、综合技术研究、良
种繁育、基地建设

4 王桂芳 女 1969.01 农学 农学 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站
培训、试验示范、推广应用

5 孙少华 女 1983.01 硕士 农学 濮阳市种子管理站
培训、良种繁育、推广应用

6 任基光 男 1983.10 大专 农学 濮阳县农业畜牧局 试验示范、推广应用

7 李勤斌 男 1973.11 大专 农学 清丰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试验示范、推广应用

8 杨永振 男 1979.01 专科 农学 内黄县农技推广站 良种繁育、示范推广

9 王建宏 男 1968.10 大专 农学 浚县农业农村局经作站 试验示范、推广应用



10 马金娜 女 1980.03 本科 农学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良种繁育、示范推广

11 张永峰 男 1969.05 大专 农学 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良种繁育、示范推广

12 谷献锋 男 1983.12 大专 农学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试验、示范推广

13 聂红民 男 1967.10 本科 作物育种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试验、示范推广

14 胡国胜 男 1970.06 本科 农学 范县陈庄镇农业服务中心 试验示范、推广应用

15 荆建国 男 1963.09 大专 花生育种 濮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选择、试验、示范推广

12 候选项目 豫南花生起垄种植模式研究与应用

候选单位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叁等

候选人
甄志高 朱亚娟 赵金环 崔建民 潘正茂 翟华伟 梁宝萍 王梦扬 周霞丽 韩新路 王培红 涂 茗 阚跃峰 韩 琴 王
园园

项目简介

花生是中国主要的油料作物，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花生属于中生型植物，抗
旱、耐瘠性强，适应性较广，种植区域分布广泛，但由于降水季节分配不均且年份间变化较大，使我国花生旱涝灾害频繁，对产
量影响巨大。在豫南花生生育中后期，特别是 7、8月份雨量集中，夏秋涝出现频率甚高，生产调查和试验结果表明，花生耐旱而
对涝、渍敏感，湿涝或地下水位过高对花生发育影响巨大，湿涝渍害一般减产 20%～30%，严重者减产 50%以上。

花生起垄种植是一项花生高产栽培技术．它有效地解决了花生生产涝灾频繁、渍害严重。产量低而不稳、品质下降和机械化
程度低、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等制约该区域花生生产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垄作不仅有利于灌溉和排水防涝，增加土壤的透
气性，改善花生的生长环境，促进根系发育，加快花生的生育进程，增强花生的抗旱耐涝能力。同时还便于田间管理和机械化操
作。近年机械化起垄种植在豫南进行了大面积的示范。正常情况下比平播增产 10%以上，旱涝年份增产达 20%以上，高产田可达
到 400 kg／亩以上。

针对豫南花生地区花生生产发展快、栽培技术落后、机械化水平低的现状及多雨易涝的生态环境，开展了适宜品种筛选、夏
播花生高产种植模式及农机、农艺配套技术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创新型成果。

1.明确了起垄种植对花生生物量、保护酶系统、根系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2.筛选出以远杂 9102、驻花 2号等适宜豫南种植的早熟珍珠豆型花生品种。



3.明确了适宜豫南夏播花生高产种植模式：起垄播种一般垄高 15cm，垄距 70～80cm，垄沟宽 20～30cm，垄面宽 40～50cm，
花生小行距控制在 20 cm 左右，即要保持花生种植行与垄边有 10cm 以上的距离，以利于花生果针入土。播种要做到足墒播种，或
播后顺沟灌溉。播深 35cm，机械化播种可一次完成起垄、开沟、施肥、播种、覆土、喷除草剂等作业，不但省工省时，而且能提
高播种质量。

4.实现了农机、农艺相融合，实现了麦后夏播花生起垄种植全程机械化，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生产成本下降。
5.制定了一项地方标准
近年来，通过不断研究、示范推广，花生起垄种植技术在驻马店市已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为科学指导驻马店市花生生

产行为，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结合驻马店市花生生产实际，制定了一项适合驻马店市花生生产的起垄种植标准。该标准发布实施
后，迅速在生产上应用并推广，同时辐射到信阳等地市。

项目对夏播花生起垄种植技术的各个环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从整地、播种到收获完整的技术体系，增产、增效，抗
灾、减灾效果明显，已在豫南大面积推广应用，2016～2018 年该技术在驻马店累计推广 453.8 万亩，新增社会效益 71184.88 万元，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学

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甄志高 男 副研究员 本科（学士） 种植业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负责项目总体设计、实施方案的制定

2 朱亚娟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硕士） 种植业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3 赵金环 女 副研究员 专科 种植业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4 崔建民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硕士） 种植业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5 潘正茂 男 副研究员 本科（学士） 种植业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6 翟华伟 男 农艺师 专科 农学 遂平县种子管理站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7 梁宝萍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硕士） 种植业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8 王梦扬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硕士） 种植业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9 周霞丽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硕士） 种植业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10 韩新路 男 农艺师 专科 农业推广 平舆县农业农村局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11 王培红 女 助理研究员 专科 农业推广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12 涂茗 男 助理农艺师 专科 农技推广 正阳县原种场 参与项目总体设计、项目的实施

13 阚跃峰 男 副研究员 本科（学士） 种植业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负责项目总体设计、实施方案的制定

14 韩琴 女 高级农艺师 本科 农技推广 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负责项目总体设计、实施方案的制定

15 王园园 女 农艺师 硕士（硕士） 农学 驻马店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负责项目总体设计、实施方案的制定

13 候选项目 花生对旱涝胁迫的响应机理及防灾减灾技术创制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郝西、张佳蕾、刘娟、丁红、张香萍、张俊、臧秀旺、孙学武、汤丰收、刘兵、苗利娟、易明林、王蒙、朱赛岚、张曼

项目简介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但气候变化引起的旱、涝灾害频发，导致浅山丘陵、滩涂沙地等旱薄地及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多
雨易涝区花生产量低而不稳、品质下降，灾害年份减产可达 25%以上甚至绝收，旱涝灾害已成为制约花生生产发展的主要瓶颈。针对花生响
应旱涝胁迫机理研究滞后、防灾减灾技术缺乏等关键问题，在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等合作项目的支持下，历经十多年合作研究，取得了重
大突破，主要创新如下：

1. 系统解析了花生对旱涝胁迫的响应机理。首次明确了根系发育差异是旱涝对花生造成危害的关键因素。湿涝条件下根总长、表面积等
形态指标明显降低，细胞质膜相对透性增加，根系活力下降，结荚期对根系的危害大于成熟期；中度干旱促使根系下扎，根系生物量、总表
面积和体积增加，空间分布优化，浅层根系活力提高，花针期是干旱最为敏感的时期。阐明了旱涝胁迫下叶绿素、脯氨酸、SOD、MDA等内
在生理物质的变化规律及不同类型品种的适应能力。解析了钙、钼等营养元素在花生旱涝胁迫中的正向调控作用。

2. 创新了缓解花生旱涝危害的关键技术。通过土壤理化性质、发育动态、光合效能、抗逆性与衰老等研究，揭示了花生起垄种植的抗灾
减灾机理与生态效应，在正常条件、结荚期湿涝胁迫下起垄种植较平作分别增产 12.35%、30%。基于对河南 108 份土壤养分和 191 份施肥调
查问卷数据，试验、创新了花生专用肥配方及施肥技术，遴选出亩产 350 公斤以上、经济高效的花生专用肥配方，N、P、K 亩均减施 1.5 kg
（标准肥）。优化了花生品种抗旱耐涝鉴定方法，筛选出了以豫花 9326、远杂 9307 为代表的抗旱型和以远杂 9307、远杂 9102 为代表的耐涝
型高产品种，研发了品种高效繁殖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品种自身的抗逆能力。

3 .聚合了品种、栽培模式、精准施肥、土壤调理剂、配套机械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创制了花生旱涝防灾减灾综合技术，集成度高，简
便易行，成效显著。 研制了花生旱涝防灾减灾配套技术。明确了 2.7 g/kg 是土壤交换性钙含量的临界值，及耕翻 20～30 cm 为维持最适宜土
壤交换性钙含量的农艺调控措施；研发出起垄、分层施肥、播种、覆膜一体化及除杂式耕地机等配套机械，实现了农机农艺融合，提高了生
产效率；明确了保水剂的缓解旱灾效果及对花生生长发育的促进作用；集成了花生缺素症状及矫正技术。集成了针对多雨易涝区的花生防灾



减灾技术--淮河流域麦后直播花生高效种植技术，该技术 2017 年被农业部推荐为主推技术。集成了针对旱薄地花生的防灾减灾技术--旱薄地花
生丰产增效种植技术，创造了旱薄地花生亩产 533.08 kg 的高产典型。
该项目在研发过程中共获得授权专利 12 件（其中发明专利 6件），软件著作权 9 个，形成地方标准 3项，发表论文 28 篇，出版著作 1 部；
截止 2018 年，该技术在省内外累计推广 4729.3 万亩，增产荚果 171.2 万吨，新增效益 66.77 亿元。该该项研究丰富了花生栽培学理论与技术，
增强了花生的抗逆能力，助推了花生的标准化、机械化生产，减轻了化肥、残膜等造成的环境污染，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具有广阔
的推广前景。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郝 西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作物栽
培生理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方案设计，协调、组织实施

2 张佳蕾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作物栽
培生理

山东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
中心

高效施肥技术研究，技术集成与示范

3 刘 娟 女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作物栽
培生理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旱涝响应机理及防灾减灾技术研究

4 丁 红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作物栽
培生理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抗旱品种筛选及技术推广

5 张香萍 女 高级农艺师 大学（学士） 农学 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站 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

6 张 俊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作物栽
培生理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旱涝响应机理研究及示范

7 臧秀旺 男 研究员 大学（学士）
作物栽
培生理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防灾减灾技术研究及示范推广

8 孙学武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作物栽
培生理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高效施肥技术研究及技术示范推广

9 汤丰收 男 研究员,书记
大学

（学士）

作物育
种与栽
培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防灾减灾技术研究及示范

10 刘 兵 男 技师 高中 农学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

11 苗利娟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作物育
种与栽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参与旱涝响应机理研究及示范推广



培

12 易明林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作物栽
培生理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

13 王 蒙 男 研究实习员 大学（学士）
土壤化
学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技术示范推广

14 朱赛岚 女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
（硕士）

作物育
种与栽
培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技术示范推广

15 张 曼 女 研究实习员 大专 农学
河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

技术示范推广

14
候选项目 抗除草剂谷子新品种豫谷 21选育及其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

候选单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刘海萍 闫宏山 王淑君 宋慧 赵海祥 张扬 邢璐 魏林楠 刘诗慧 郭太忠 梁晶 昝凯 李勇江 季珊珊 王未洁

项目简介

豫谷 21（安 10-4172 黄）是安阳市农业科学院以冀谷 19 为母本，抗拿捕净除草剂材料 SK325 为父本采用套袋接触授粉的方
式配制杂交组合，以抗除草剂、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绿叶熟、适合机械化生产为主要育种目标，利用动态育种技术对杂种
后代进行异地加代交替系统选育，经三年四代连续定向选育而成，本项目在国家谷子产业技术体系资助下完成。2013 年 12 月通
过全国谷子新品种鉴定委员会鉴定，是集合高产、优质、稳产、适应性广、抗逆性强、适宜轻简化栽培、易于机械化收获等诸多
优良性状于一体的谷子新品种。

一、适宜轻简化栽培：豫谷 21抗拿捕净除草剂，与不抗除草剂品种按 1:1.5 配比混匀播种，谷苗 4～5 叶期喷施除草剂
拿捕净和二甲四氯混合液，可以杀死不抗除草剂谷苗及大部分单双子叶杂草，解决谷子间苗、除草难题，实现谷子的轻简化栽
培。

二、丰产性好: 2012～2013 年参加华北夏谷新品种区域适应性联合鉴定试验豫谷 21（安 10-4172 黄）两年平均亩产 319.1kg，
较对照冀谷 19增产 3.67%，居 2012～2013 年参试品种第 5位，居 2012～2013 年参试抗除草剂品种第 2位。

三、适应性广：2012～2013 年参加华北夏谷新品种区域适应性联合鉴定试验豫谷 21（安 10-4172 黄）两年 21 点次区域试验



15 点次增产，增产点率为 71.43%，即适应度为 71.43%。2013 年 12 月经全国谷子品种鉴定委员会鉴定通过。建议在河北、山
东、河南三省两作制地区夏播及丘陵山地春播，同时可在辽宁中南部春播种植。

四、综合抗逆性强：经多年试验鉴定，豫谷 21（安 10-4172 黄）抗旱性 1级，耐涝性和抗倒性均为 2级，对谷锈病抗性为 3
级，谷瘟病、纹枯病均为 2级，白发病、红叶病、线虫病发病率分别为 0.90%、0.29%、2.49%，蛀茎率 0.78%。

五、大穗大粒：豫谷 21（安 10-4172 黄）穗长 20.68cm，千粒重 2.95g，是生产上为数不多的大穗大粒型品种，广大谷农喜欢
种植。

六、熟相好：豫谷 21 综合抗逆性强，后期不倒伏、不早衰，成熟时青枝绿叶，穗层整齐，适合机械化收获。2015～2017 年
连续三年在农业部小宗粮豆专家指导组提出的“谷子生产技术指导意见”中被列为华北夏谷区适合机械化生产的抗除草剂品种。

七、经济社会效益显著：豫谷 21 通过国家鉴定后，结合豫谷 21 的特征特性研发和完善了“以精量播种化学间苗代替人工
间苗，以化学除草代替人工除草，以机械收获代替人工收割脱粒”为核心的谷子轻简高效生产技术，大力推进了良种良法配套产
业化开发，有效地降低了农民劳动强度，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使豫谷 21 迅速成为华北夏谷区主栽品种
之一。2016～2018 年三年在豫、冀、鲁推广种植 123 万亩，增加粮食 1389.9 万公斤，已获经济效益 2.043 亿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学

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01 刘海萍 女 副高 本科 农学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选育中试审定推广

02 闫宏山 男 副高 本科 农学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选育中试推广

03 王淑君 女 中级 硕士研究生 作物遗传
学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选育中试推广

04 宋 慧 女 副高 博士研究生 作物遗传
学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示范推广

05 赵海祥 男 副高 本科 林学 安阳市农技术推广站 中试推广

06 张扬 男 中级 硕士研究生 农业昆虫
防治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中试推广

07 邢璐 女 中级 本科 环艺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中试推广

08 魏林楠 女 中级 本科 经济学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示范推广

09 刘诗慧 女 中级 本科 农学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 示范推广



10 郭太忠 男 副高 本科 农学 鹤壁市农技推广中心 示范推广

11 梁晶 女 中级 硕士研究生 农学 洛阳市农技推广站 示范推广

12 昝凯 男 初级 硕士研究生 农学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示范推广

13 李永江 男 初级 硕士研究生 蔬菜学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示范推广

14 季珊珊 女 中级 本科 农学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示范推广

15 王未洁 女 中级 硕士研究生 本科 安阳市种子管理站 示范推广

15
候选项目 豫南稻区水稻钵苗精确摆栽技术研究与示范

候选单位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刘祥臣 余贵龙 丰大清 赵海英 王伟东 张强 胡敬东 扶定 李平 李玮 祁道利 段同峰 熊晓燕 郭晓彦 范学军

项目简介

水稻钵苗精确摆栽技术，针对传统毯苗机插存在的弊端，改毯状育秧为钵体育秧，变机械切秧为模仿人工插秧，改带状播种
为分穴精量播种。具有取秧准、漏秧少、无植伤、缓苗期短、发根早、低位分蘖多等优点，有利于高产群体的形成。

根据豫南水稻种植模式，确定了以安全育秧为基础，以培育壮秧为关键，以精确施肥为手段，以培育壮秆大穗、高光效、高
质量群体为目标的技术路线。

创新点为：
1、创新了豫南稻区机械化育插秧模式。钵苗摆栽漏穴率低，秧龄弹性大，无植伤，缓苗，前中期生长快，显著提高水稻产

量。
2、为豫南沿淮稻麦两熟区水稻种植开辟新途径。豫南稻麦两熟地区茬口紧张，农户习惯深水整田插秧，钵体秧苗在深水条

件下能够扎根且不漂秧。
3、为豫南稻区再生稻栽培开辟新途径。豫南稻区种植再生稻温光资源紧张，钵苗摆栽较毯状秧提前成熟 7天左右，有利于



再生季成熟。
4、解决了低温条件下育秧安全性问题。在早春环境下，通过在钵体育秧覆土中掺入 20%有机肥可有效破除土壤板结，提高

出苗率和秧苗质量。
5、创新了豫南稻区钵苗育秧新模式。用同一批秧盘在一年中先后育再生稻、一季中稻和麦茬稻秧苗，提高秧盘利用率，节

省成本。
2016-2018 年累计应用面积 146.1 万亩，新增经济效益 34582.1 万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刘祥臣 男 研究员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方案制定、组织实施
2 余贵龙 男 助理研究员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方案制定、组织实施
3 丰大清 男 副研究员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方案制定、组织实施
4 赵海英 女 副研究员 硕士 植保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的研究
5 王伟东 男 高级农艺师 本科 农学 信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参与项目的示范
6 张 强 男 研究实习员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的研究、示范
7 胡敬东 男 高级农艺师 学士 农学 商城县农业局 参与项目的示范
8 扶 定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的研究、示范
9 李 平 女 助理研究员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的研究、示范
10 李 玮 女 农艺师 学士 农学 桐柏县农业局 参与项目的示范
11 祁道利 女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固始县农业局 参与项目的示范
12 段同峰 男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平桥区农业局 参与项目的示范
13 熊晓燕 女 农艺师 本科 农学 罗山县农业农村局 参与项目的示范
14 郭晓彦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的示范
15 范学军 男 高级技工 大专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的示范

16
候选项目 高产稳产多抗常规粳稻新品种信粳 64 的选育及应用



候选单位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罗山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鲁伟林 余新春 严德远 扶定 童俊丽 王育楠 陈德凡 陈筱君 黄麒 熊焰 陈应明 李松子 赵海英 徐千钧 王轲

项目简介

粳稻是全国水稻区域布局规划重点发展的粮食品种，也是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的重要作物。豫南稻区作为我省水稻主产
区，在水稻增产中承担着主要的责任和义务。在省重大科技专项“超级粳稻新品种选育与示范”的资助下，我院采取“优选亲
本、新品种选育、配套技术研发与集成、推广应用”的技术路线，组织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通力合作和协同攻关，育成了高产稳产
多抗常规粳稻品种信粳 64。该品种于 2015 年通过河南省审定，2016 年获品种权保护。与此同时，信粳 64 又被列为河南省重大
科技专项“豫南稻区籼改粳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的主推品种，助推了豫南 “籼改粳”的发展进程。

主要创新：1、高产稳产。两年区试分别比对照新丰 2号增产 5.0%和 6.8%。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620.0kg，较对照新丰 2号增产
6.6%。同时，该品种在年际间及地点间表现稳产性好。2、综合抗性好。通过人工接种和田间鉴定，信粳 64 对苗瘟病菌反应级别
为 0级，穗颈瘟 3级，白叶枯病抗性表现为 3级。3、品质优良。精米率 74.8%，整精米率 73.6%，垩白度 3.4%，透明度 1级，各
项指标达国家优质稻米 3级标准。4、形成了豫南稻区信粳 64 栽培技术规程。

据豫南稻区种子管理部门统计，2016-2018 年信粳 64 累计应用面积达 343.3 万亩，创经济效益 28548.828 万元，社会效益十分
显著。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鲁伟林 男 研究员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品种选育等全面工作

2 余新春 男 助理研究员 大专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试验研究与示范

3 严德远 男 助理研究员 大专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试验研究

4 扶 定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试验研究

5 童俊丽 女 高级经济师 本科 财会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示范与推广

6 王育楠 女 研究员 本科 农学 南阳市种子管理站 示范与推广



7 陈德凡 男 高级农艺师 本科 农学 信阳市种子技术服务站 示范与推广

8 陈筱君 男 助理研究员 大专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示范与推广

9 黄 麒 女 助理农艺师 本科 农学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 试验数据整理及汇总

10 熊 焰 男 副研究员 本科 农学 潢川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示范与推广

11 陈应明 男 副研究员 大专 农学 罗山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示范与推广

12 李松子 男 高级农艺师 大专 农学 罗山县农业农村局 示范与推广

13 赵海英 女 副研究员 本科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试验研究

14 徐千钧 男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新县种子管理站 示范与推广

15 王 轲 男 研究实习员 本科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示范与推广

17
候选项目 高产多抗杂交稻新组合冈优 5330 的选育及应用

候选单位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信阳市种子管理站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王青林 马汉云 李 杰 扶定 童俊丽 全瑞兰 沈光辉 韩延如 郭桂英 霍二伟 程志鹏 朱树贵 张玉博 尹为玲 刘祥功

项目简介

豫南稻区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区，是我国一季中籼稻的北缘，也是河南水稻的主产区。冈优 5330 的育成，解决了
杂交籼稻优势不强，在当地制种花期安排困难，导致制种产量相对较低，种子生产成本增加等问题。本成果在国家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高产多抗杂交稻新组合冈优 5330 中试与示范”和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超级籼稻新品种选育与示范”等项目资助
下，针对豫南稻区的生态及生产条件，采用人工制恢和有性杂交技术，转育出骨干恢复系信恢 5330，拓展了河南省籼稻核心种
质基础，优化了以蜀恢 527、扬稻 6 号等为主的杂优模式。进而配组出高产多抗杂交稻组合冈优 5330，于 2012 年通过河南省审



定， 已成为豫南稻区杂交籼稻的主推品种。
创新点：①丰产稳产。2009-2010 两年区试，平均比对照种Ⅱ优 838 增产 6.12%，生产试验比对照种Ⅱ优 838 增产 8.5%。②综

合抗性好。中抗稻瘟病，抗白叶枯病和纹枯病。③米质较优。整精米率 63.6%，垩白度 8.0%，直链淀粉含量 19.5%。稻米品质优
于对照种Ⅱ优 838。查新结论显示：冈优 5330 是一个高产、品质优良、抗病性好的籼稻品种，具有良好的推广和应用前景。

2016-2018 年，冈优 5330 累计应用面积达 423.9 万亩，新增产值 39310.7904 万元，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我省杂交
籼稻产业化开发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王青林 男 研究员 本科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项目设计及实施

2 马汉云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试验研究、示范与推广

3 李 杰 男 助理研究员 博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试验研究、示范与推广

4 扶 定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试验研究

5 童俊丽 女 高级经济师 本科 财会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示范与推广

6 全瑞兰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试验研究

7 沈光辉 男 助理研究员 本科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试验研究

8 韩延如 男 研究员 大专 农学 信阳市种子管理站 示范与推广

9 郭桂英 女 助理研究员 本科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试验研究

10 霍二伟 男 副研究员 本科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试验研究

11 程志鹏 男 高级农艺师 本科 农学 光山县农业农村局 示范与推广

12 朱树贵 男 副研究员 本科 农学 息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示范与推广

13 张玉博 女 中级 本科 农学 淮滨县科学技术局 示范与推广



14 尹为玲 女 农经师 本科 农经 信阳市农经管理指导站 示范与推广

15 刘祥功 男 农艺师 专科 农学 固始县农技推广中心 示范与推广

18
候选项目 粳型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研究

候选单位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叁等

候选人 段斌 何世界 石守设 李慧龙 宋晓华 方玲 李彩丽 胡杨 陈龙 王强 李霞 董世界 周涛 邹俊 黄靖元

项目简介

水稻是信阳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自杂交水稻推广应用以来，杂交水稻制种工作一直受到重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的
杂交籼稻制种技术研究并获得成功，解决了生产用种问题，极大的促进了杂交籼稻在生产上的应用，被誉为“大别山脚下的绿色
革命”。但粳型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一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近年来，河南省“籼改粳”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极大促进了豫南粳
稻发展。2014 年省科技厅将“粳型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研究”列入科技攻关项目组织实施，以解决农业生产对杂交粳稻应用需求
与种子产量低、成本高、种子价格贵的矛盾。

项目利用豫南稻区的光温资源优势，针对当地应用的部分有代表性的北方杂粳和自育品种（组合），研究其亲本材料的光温
学特性，开展制种技术研究。完成了杂交粳稻辽优 9806、辽优 2006、9 优 418 和信旱优 26 等制种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辽优
9806、辽优 2006 的父本在 5 月 20 日、5 月 30 日两期播种，母本于 5 月 20 日播种；9 优 418 父本 4 月 15 日、4 月 23 日两期播
种，母本 4月 13 日播种；信旱优 26 父本 4月 20 日、4月 27 日两期播种，母本 4月 20 日播种花期相遇较好，配合磷酸二氢钾、
“九二 0”调节花期，采用剪叶、赶粉等方法方式，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并针对每个品种的制订了制种技术方案。

项目与江苏天隆公司合作，于 2014、2015 年进行小面积制种，达到理想的制种产量，为 9优 418 及其它杂交粳稻组合制种提
供技术参考，促进了杂交粳稻在豫南的应用，社会经济效益明显。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段 斌 男 总农艺师 硕士 水稻栽培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主要贡献



2 何世界 男 副研究员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石守设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4 李慧龙 男 助理研究员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5 宋晓华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 水稻栽培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6 方 玲 女 副研究员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7 李彩丽 男 助理研究员 学士 种植业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8 胡 杨 男 研究实习员 硕士
作物栽培

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9 陈 龙 男 研究实习员 硕士 种植业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10 王 强 男 副研究员 学士 植物保护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11 李 霞 女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新县经济作物推广站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12 董世界 男 高级农技师 大专 农学 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农
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

13 周 涛 男 农艺师 学士 农学 淮滨县植保植检站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14 邹 俊 男 助理研究员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15 黄靖元 男 初级 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该项目研究，对该项研究成
果的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
候选项目 国审旱稻新品种原旱稻 3号选育及应用

候选单位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原阳沿黄农作物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杨永升 冯留锁 刘昌峰 王思媛 杨慧萍 姜军 李现通 薛声华 李兴领 张培杰 李曙华 娄巧平 张金良 李逊 韩清新

项目简介

本世纪初，由于水稻育秧移栽导致的生产成本高、费工费力等问题，传统的“沿黄优质大米”产业濒临危机。项目组针对
上述问题，经过十余年的攻关，构建了融合水旱轮选、诱变技术、品质分析、抗性鉴定等技术的直播稻育种技术体系，育成了适
宜直播的国审稻新品种原旱稻 3号，并发展成为沿黄稻区的主导品种。

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如下。
（一）融合多项现代选择技术，构建了适宜黄淮稻区的直播稻育种技术体系，创制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种质资源和骨干亲本。

1.建立了适宜黄淮稻区的节水高产型直播稻品种选育技术，总结提出了“水旱轮选为基础，适当扩大遗传基础，关键时期满
足水分保穗数，后期干旱胁迫选穗重，不同生态区交替定向选育”的品种选育技术路线。

在总结前人抗旱育种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黄淮稻区的生态环境、育种材料特性、生产现状基础等，经过多年研究试验，建
立了适宜黄淮稻区的水旱轮选方法，即早代（F1-F3）在水田选择，以品质、产量为主要选择目标，高代品系（F4-F5）在旱田选
择株行，重点选择抗旱性、抗病性、兼顾品质和产量性状。

2.研究建立了黄淮稻区直播稻亲本及后代的性状选择指标体系
根据作物抗旱育种的遗传理论及黄淮稻区的生态特点，经过多年的研究，以抗旱、优质、高产、抗病为育种目标，总结提

出了适宜黄淮稻区直播稻亲本及后代在品质、株型、叶型、生育期等方面的性状选择指标体系。
3.根据上述品种选育技术路线和性状选择指标体系，创制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种质资源和骨干亲本材料
为了将高产与优质、优质与抗病、高产与早熟、高产与抗旱等不同性状有效聚合，广泛收集和利用国内外血缘关系较远的

亲本材料，根据上述品种选育技术路线和性状选择指标体系，创制了辐 2115、原 89-42 为代表的一批各具特色的种质资源和骨干
亲本材料。



自育创制的辐 2115 和原 89-42，分别具有早熟、矮秆、丰产性好和品质突出、抗病性较好、耐旱等优良性状，为新品种的选
育和目标改良提供了优异的育种材料。

（二）育成了节水抗旱优质高产早熟抗病品种国审稻原旱稻 3号
按照上述品种选育技术路线和性状选择指标体系，以自创的育种材料辐 2115、原稻 89-42，以及引进的品种材料中作 93 为

亲本，育成了节水抗旱优质高产早熟抗病品种原旱稻 3号。
原旱稻 3号具有优质、丰产、早熟、多抗优良性状，适宜夏直播轻简化栽培，在品种品质、抗性、丰产性和轻简化利用综

合表现方面居国内先进水平。
1. 早熟抗旱农艺性状优良。原旱稻 3号根系粗壮发达，抗旱性强，茎秆粗壮，穗大粒多，叶片宽大直立，光能利用率高，

在黄淮海稻区作麦茬稻旱种，全生育期 122 天，株高 95.5 ㎝，穗长 17.3 ㎝，平均穗粒数 99；苗期生长旺盛，叶色较浓，分蘖中
等，株形集散适中，成熟期叶色较淡，剑叶高出穗层，冠层整齐；谷粒椭圆，白色，颖尖白色，结实率 80.7%，千粒重 26.1 克。

2.高产稳产丰产性好。2009 年参加国家旱稻黄淮海麦茬稻区中晚熟组区域试验，11 点试验全部增产，比对照旱稻 277 增产
20.9%，居 12 个参试品种第 1位；2010 年 10 点试验全部增产，较对照增产 24.1%，居 11 个参试品种第 2位；2011 年 5 点生产试
验，5点全部增产，较对照增产 10.1%，居试验第 1位。

2018 年 10 月 10 日，河南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组织专家，对原阳县大宾乡的原旱稻 3号百亩直播高产示范方进行了测产验
收，平均亩产 728.13 公斤，实现了当年旱稻直播的高产新突破。

3.品质优良。由国家水稻品种试验统一送样，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分析，米质主要指标：整精米率
67.1%，垩白米率 15.5%，垩白度 1.2%，胶稠度 82 毫米，直链淀粉含量 16.4%，是当时国家黄淮区试唯一一个达到国家二级优质
米的旱稻品种。

4.综合抗性好。经国家水稻品种试验指定鉴定单位天津市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稻瘟病综合抗性指数 5.5，穗颈瘟损失率最
高级 5级，中感稻瘟病；抗旱性中等 5级。

5.广适性好。该品种适宜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黄淮流域稻区夏播种植。
原旱稻 3 号累计生产应用面积 500 万亩以上，其中 2016～2018 年累计在黄淮稻区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推广应用面积
384.5 万亩，增产优质稻谷 17783 万公斤，新增社会经济效益 4.1 亿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杨永升 男
副研究员、

科室主任
大专 农学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制定了该项目的技术实施方案，全面
主持完成了原旱稻 3号的选育、参
试、示范和推广工作。



2 冯留锁 男 助理研究员 大专 种植业 河南省新乡市农业科学院
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究服务与示范推
广工作，对品种大面积推广应用做出
了重大贡献

3 刘昌峰 男 所长 大专 农学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全面指导示范推广工作,为原旱稻 3
号在黄淮稻区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做出
了大量工作。

4 王思媛 女 初级 本科 种子质检 河南九圣禾新科种业有限
公司

原旱稻 3号良种繁育、种子质量检
验、示范推广工作。

5 杨慧萍 女 研究实习员 大专 农学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品种选育及示范推广工作, 为原旱稻
3号在安徽稻区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并在生产上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做出了大量工作。

6 左梅芳 女 农艺师 本科 农学 开封市祥符区农业科学研
究所

生产鉴定及示范推广工作，为开封市
大面积生产应用原旱稻 3号做了大量
工作。

7 李现通 男 农艺师 大专 植保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参加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生产鉴定及
示范推广工作。

8 薛声华 男 初级 大专 植保 河南九圣禾新科种业有限
公司

良种繁育、生产加工及示范推广工
作。

9 李兴领 男 助理研究员 中专 农学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参与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参加品种试
验及示范推广工作。

10 张培杰 男 研究实习员 大专 农学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生产鉴定及示范推广工作。

11 李曙华 男 研究实习员 中专 牧医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参加品种试验及示范推广工作。

12 娄巧平 女 研究实习员 中专 农学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参加品种试验及示范推广工作。

13 张金良 男 其他 高中 农学 新乡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工作。

14 李 逊 男 研究实习员 中专 牧医 原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生产鉴定及示范推广工作。

15 韩清新 男 其他 高中 农业试验 河南省新乡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品种示范推广工作。

20 候选项目 绿色高效谷子新品种豫谷 17 的选育与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李君霞、秦娜、代小冬、刘风英、韩燕丽、朱灿灿、宋迎辉、代书桃、刘武涛、杨科、王春义、马春业、王振声、王彦辉、杨厚
勇

项目简介

针对我省旱薄地资源丰富，谷子规模化生产面积逐年扩大，而生产上需要节肥稳产、抗旱耐瘠谷子新品种的难题，课题组采用改进诱变技
术育成节肥稳产抗逆的豫谷 17。
1.改进诱变育种技术，创立“一早三评价”平衡选择方法，创制目标性状突出的新材料,实现了产量、品质、抗性、适应性等多元性状协同

改良。
改良诱变技术，增加有益变异机率：针对传统 60Co 诱变中高剂量、低剂量存在的问题，改进以中等剂量 350Gy60Co-r 对干种子连续辐射二

次的诱变，增加有益变异的机率，后代通过对“育性、株型→品质、抗性→广适性、产量”依次选择、协同改良；
创立“一早三评价”平衡选择方法：“一早”M1- M2 早代选择遗传力高的目标性状，“三评价”多性状、多试点、多步骤综合评价，创制

性状突出的优异材料。
2.育成集节肥抗旱、丰产稳产、抗性于一体的豫谷 17，并从生理生化角度揭示了豫谷 17 节氮稳产、抗旱耐瘠的生理机制，为后续品种的研

发和综合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节肥抗旱：区域试验和专项鉴定中表现抗旱、耐瘠薄，在低氮和高氮条件下氮肥利用效率在参试的 22 个品种中分别居第 2位和第 1位。在

荥阳试点干旱严重的新品系试验中，亩产 307.7kg，较对照豫谷 9号增产 15.9%，居参试品系第 1位。宜阳耐瘠薄品种筛选试验中，亩产 336.9
kg，较对照豫谷 9号增产 10.82%居第 1 位。
丰产稳产：区域试验中豫谷 17 产量 304.9kg，较对照豫谷 9号增产 4.09%，三年区试 13 点次中 10 点增产，增产点率 76.9%，居参试品种第 2

位；生产试验中较对照豫谷 9号增产 3.7%，2016-2018 年在全省 34 个测产示范方亩产均超过 400 公斤。
品质优，糊化温度低：豫谷 17 精米蛋白质含量、亚麻酸含量分别 11.1%、2.85%优于华北夏谷区主推品种之一的冀谷 19（蛋白质 10.6%、亚

麻酸 2.52%），糊化温度豫谷 17（76.02℃）低于冀谷 19（78.42℃），比冀谷 19 更易熬粥。
综合抗性强：对逆境胁迫、夏谷主要病害有较好的抗性。2011-2012 年经国家指定谷子病害权威部门检测，豫谷 17 中抗谷瘟病和中抗谷锈

病。
3.研究总结出适合该品种产业化生产的配套栽培技术，实现了良种良法配套，促进了豫谷 17 大面积应用，创造出巨大社会经济效益。以豫

谷 17 为研究对象，研究集成了“适期播种、精量播种、化控除草、化学调控”等关键技术，实现了良种良法配套。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

务
文化程度（学

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李君霞 女 副研 硕士 遗传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项目主持人，全面负责该项目执行

2 秦娜 女 助研 博士 遗传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项目执行人，新品种筛选及推广



研究所

3 代小冬 男 副研 博士 遗传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全面负责新品种筛选、鉴定、评价

4 刘风英 女 高级农艺
师 学士 作物栽培 洛阳市种子管理站 品种在洛阳及周边试验和推广

5 韩燕丽 女 助研 学士 农学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品种抗衰老鉴定及栽培标准制定

6 朱灿灿 女 助研 硕士 作物栽培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后代筛选和株系选择评价鉴定

7 宋迎辉 男 助研 博士 遗传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品种示范推广栽培技术研究

8 代书桃 男 助研 博士 遗传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品种示范推广栽培技术集成

9 刘武涛 男 农艺师 学士 遗传育种 洛阳市种子管理站 洛阳周边新品种的示范推广
10 杨科 男 农艺师 硕士 农学 郑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郑州周边新品种的示范推广

11 王春义 男 高级工 高中 遗传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新品种鉴选及推广

12 马春业 女 研实 硕士 遗传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项目示范推广及栽培技术应用

13 王振声 男 农艺师 大专 植保 洛阳市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 项目示范推广及栽培技术应用
14 王彦辉 男 助研 硕士 农学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品种的抗病性鉴定及推广
15 杨厚勇 男 助研 学士 农学 南阳市农科院 品种在郑州周边示范及栽培

21 候选项目 绿色优质节本耐密粳稻新品种郑稻 19选育及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王付华、王亚、黄金华、王越涛、付景、陈献功、李璐、石守设、翟顺国、姜军、贾文华、杨文博、白涛、崔丽君、朱盛安

项目简介

上世纪 90 年代，针对黄淮稻区主栽品种稻瘟病、条纹叶枯病抗性差，稻米品质亟待改良的需求，针对水稻高效机械化生产前景，开展
育种方法和育种材料创新，选育出抗病、优质、适于直播高效栽培的粳稻新品种郑稻 19。

项目成果主要创新：
1. 创立“一大两多”多目标平衡选择育种技术体系，实现抗病性、品质与产量的多目标同步改良，应用于种质创新和郑稻 19 选育。
2．通过籼粳杂交创制出抗稻瘟病、条纹叶枯病和适应机械化高效种植粳稻新种质“郑稻 90-36”。以本地主推品种“豫粳 6 号”为母本

与“郑稻 90-36”杂交，选育出绿色高效粳稻新品种郑稻 19。郑稻 19 表现：



（1）产量高：郑稻 19 在河南省区试中较对照增产 6.4%，豫南直播高产达 716.8 公斤，亩成穗数达 35 万。
（2）抗病性强：郑稻 19 抗稻瘟病、条纹叶枯病和纹枯病等，属多抗品种。
（3）品质优：稻米品质达国标 3级，米饭食味好。
3．2009 年实现品种使用权转让，同年列入河南省水稻良种补贴主导品种。制定了河南省地方标准《郑稻 19 栽培技术规程》，研制出

《小麦水稻开沟播种一体机》实用新型专利，研究集成郑稻 19 机械化高效配套栽培技术，在河南省累计推广 1204.9 万亩，其中近 3 年推广
507.8 万亩，近 3年累计新增经济利润 7.19 亿元。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王付华 男 副研
研究生
（博士）

水稻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

主持该品种示范推广工作，参加品种选育和评价
工作，参与本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80%，
对项目创新点都做出了贡献。

2 王亚 女 助研/副主任 研究生/博士 水稻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

参与郑稻 19 的示范推广、技术培训工作，参与本
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80%，对创新点 1
和创新点 3作出了贡献

3 黄金华 男 助研/处长 大学本科/学士 园艺 新乡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郑稻 19 的成果示范基地建设和有关单位的组
织协调，参与郑稻 19 后期研究及在沿黄稻区的示
范推广工作，对 3个创新点均有贡献

4 王越涛 女 副研究员 大学本科/学士 水稻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

参加该品种选育工作和示范推广工作，参与本项
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对项目主要创新
点做出了贡献

5 付景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博士 水稻栽培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

参与郑稻 19 的栽培试验、示范推广、技术培训工
作，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对项目创新点 1和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6 陈献功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硕士 水稻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

参与郑稻 19 的示范推广、技术培训工作，参与本
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对项目创新
点 1和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7 李璐 女 研究员/站长 研究生/硕士 农学 新乡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郑稻 19 在沿黄稻区的新品种展示，参与沿黄
稻区郑稻 19 的示范推广，对项目和创新点 3 做出
了贡献

8 石守设 男 副研究员 大学本科/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参与信阳市郑稻 19 品种多点适应性和产量鉴定试



验，参与该品种在信阳市的移栽与直播种植模式
下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研究、试验示范及推广，对
项目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9 翟顺国 男 副研/所长 大专 农学
罗山县农业科学研究
所

负责落实罗山县郑稻 19 移栽与直播高产示范基
地，开展郑稻 19 品种的适应性和产量鉴定试验，
助力郑稻 19 移栽与直播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研究、
试验示范及推广，组织郑稻 19 直播轻简化栽培技
术的观摩和推广，促进了该品种在信阳区域内大
面积推广应用。对项目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10 姜军 男
高级农艺师/所
长

大学本科/学士 农学
开封市祥符区农业科
学研究所

在开封市区域内开展了郑稻 19 品种的适应性试验
和产量鉴定，负责组织作物栽培、植物保护、土
壤肥料等多专业技术力量，在开封开展郑稻 19 高
产示范基地建设，协调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郑稻
19 观摩和推广，促进了该品种在开封域内大面积
推广应用。对项目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11 贾文华 男
高级农艺师/副
科长

研究生/推广硕
士

农学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
参与协调组织郑稻 19 移栽与直播高产示范基地建
设、试验示范及推广，促进了该品种在河南省的
大面积推广应用。对项目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12 杨文博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博士 水稻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

参与郑稻 19 在河南省范围内的示范推广、技术培
训工作。对项目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13 白涛 男 技师/副科长 大专 水稻栽培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

参与品种选育全过程，负责田间试验管理与调
查；参与品种示范推广。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
本人工作量的 50%。对项目主要创新点做出了贡
献

14 崔丽君 女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西峡县农业科学研究
所

参与郑稻 19 在南阳市的布点展示、示范及推广,
对项目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15 朱盛安 男 农艺师 大学本科/学士 农学 新乡市种子管理站
参与沿黄稻区郑稻 19 的布点示范展示及推广工
作，对项目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22 候选项目 芝麻机械化关键栽培技术及配套装备研究与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 青岛农业大学 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站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卫双玲、高桐梅、王东伟、吴寅、 戴晋、张香萍、李丰、刘磊、刘焱、魏利斌、王付群、朱松涛、王东勇、田媛、芦海灵

项目简介

芝麻是我国重要的优质油料作物和特色农产品。我国黄淮和江淮芝麻主产区年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占全国的 2/3，在国际芝麻贸易中具
有重要地位。该项目针对高温灾害频繁减产重、栽培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等问题，系统开展了芝麻高产机理、关键栽培技术、机播和机收
设备等研究，实现了多代人追求芝麻机械化的梦想。主要技术创新之处：

1 探明了芝麻开花成蒴、需肥需水、物质积累与分配规律，明确了芝麻高产关键因素，丰富了栽培理论。
①开花成蒴及籽实形成规律：开花成蒴以中部节位成蒴率最高，上部、中部和下部分别为 30.1％、45.1％和 25.0％；中部蒴果形态建成

最快的时期为开花后 0～9d，籽粒干重积累最快的时期为 21～36d，芝麻的优质蒴果区间为 9～20 节位。②需肥需水规律：构建了氮磷钾肥料
效应模型，确定了每生产 100kg 籽粒需纯N 7.8kg、P2O5 3.5kg、K2O 7.0kg，其中苗期占 20～25%，花期 60～70%，成熟期 5～10%。一生最适
需水量 206～288m3/亩，其中苗期约占总需水量 24%、花期 71%、成熟期 5%。③亩产 200kg 物质分配规律、群体结构：成熟期营养器官与生
殖器官干重比接近 1:1，根茎叶干重比为 2:4:1，蒴果皮与籽粒干重比为 1.2:1。亩密度 1.2 万株，株高 1.5～1.8m，亩蒴量 140 万 蒴粒数 70 粒、
千粒重 3.1g；提高经济系数的途径为“三增三降双稳定”。④高温胁迫效应：高温胁迫导致落花数较对照增加 2.5 倍，落蒴数增加 6.5 倍，减
产 77.97%；胁迫 6d CHL、Pn 含量分别下降 33.28%、41.01%；建立了高温响应Ⅳ级分级指标。

2 研发出芝麻精量播种、高效施肥、高温抗逆、机械收获等关键栽培技术
①精量播种技术：确定了机械播种最佳模式为等行距 40cm、密度 15.0～22.5 万株/hm2，在节省成本 60%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播全苗。②高

效施肥技术：研制出“撒有劲”芝麻缓释高效专用肥，降低用氮量 1/3，实现了一次施肥、缓期释放、终生享用。提出了改漫灌为滴灌的措
施，增产 8.40～13.58%，节约灌水量 22%。③抗逆技术：研制出高效抗高温复配剂 1个，增产 20.88%；育成抗高温新品种 1个，抗高温指标 I
级。明确了主要病虫草害发生规律，研发出芝麻专用病虫草害复配剂，实现防控结合、一防多效；用药次数减少 2～3 次，用药量减少 1/3。
④联合收获技术：确定了适应机收的茎秆粗度（10～15mm）和强度（150～200N）；创建了适收期联合机械收获标准，即叶片全部脱落、茎
秆含水量 40%左右、蒴果含水率 25～35%，籽粒含水率 20%以下。

3 发明了芝麻新型播种轮、收获割台和秸秆粉碎装置，研制出精量播种和联合收获机械装备。
创制出芝麻免耕施肥精播一体机，具有耕整地、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功能，创新播种轮结构，达到单穴 3～5 粒精量播

种，减少间定苗 1～2 次。
创制出首台芝麻联合收获机械，发明了环保型秸秆粉碎装置，实现了收割-脱粒-分离-清选-集粒五个工序一次完成，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4 创建了高产高效农机农艺融合生产技术规程，简化了种管收程序，实现了生产机械化。
该成果在豫皖鄂赣 4省推广 573.4 万亩，其中 2016～2018 年占黄淮、江淮总面积的 45%左右，创社会效益 11.23 亿元；创造出亩产

268.8kg、亩纯收入 2842.0 元的世界高产记录。形成研究论文 17 篇，著作 2本；授权专利 10 项，受理 2项；颁布地方标准 1项；研制出芝麻
专用精播、联合收获等机械装备。解决了芝麻高温逆境、缺乏农机装备及农机农艺不配套等瓶颈，整体技术居国际同类领先水平，为芝麻学
科和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

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卫双玲 女 正高 硕士研究生 栽培生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
麻研究中心

在项目创新研究 1～4 中作出突出贡献。负责项目
总体设计和组织落实工作。系统开展芝麻高产机理
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组织开展芝麻种收装备研制
以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

2 高桐梅 女 副高 博士研究生 栽培生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
麻研究中心

在项目创新研究 1～4 中作出突出贡献。开展芝麻
开花成蒴、需肥需水、干物质积累与分配规律研
究；开展芝麻种收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
范推广工作。

3 王东伟 男 正高 博士研究生 机械制造 青岛农业大学
在项目创新研究 2～4 中作出突出贡献。开展芝麻
种收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

4 吴 寅 男 中级 博士研究生 栽培生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
麻研究中心

在项目创新研究 1～4 中作出贡献。开展芝麻开花
成蒴、需肥需水、干物质积累与分配规律研究；协
助开展芝麻种收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范
推广工作

5 戴 晋 男 中级 本科 栽培生理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在项目创新研究 3、4 中作出贡献。开展芝麻种收
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

6 张香萍 女 副高 本科 栽培生理
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
站

在项目创新研究 3、4 中作出贡献。开展芝麻种收
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

7 李 丰 男 中级 硕士研究生 栽培生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
麻研究中心

在项目创新研究 1～4 中作出部分贡献。协助开展
芝麻开花成蒴、需肥需水、干物质积累与分配规律
研究；协助开展芝麻种收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
术的示范推广工作

8 刘 磊 女 副高 本科 栽培生理
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

在项目创新研究 3、4 中作出部分贡献。协助开展
芝麻种收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
作

9 刘 焱 男 正高 本科 栽培生理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在项目创新研究 3、4 中作出部分贡献。协助开展
芝麻种收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
作



10 魏利斌 男 正高 博士研究生 生理遗传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
麻研究中心

在项目创新研究 1、2、4 中作出部分贡献。协助开
展芝麻开花成蒴、需肥需水、干物质积累与分配规
律研究。

11 王付群 男 副高 本科 栽培生理
平舆县植物保护植物
检疫站

在项目创新研究 3、4 中作出部分贡献。协助开展
芝麻种收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
作。

12 朱松涛 男 中级 本科 栽培生理
商水县经济作物推广
站

在项目创新研究 3、4 中作出部分贡献。协助开展
芝麻种收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
作。

13 王东勇 男 中级 硕士研究生 栽培生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
麻研究中心

在项目创新研究 1、2 中作出部分贡献。协助开展
芝麻开花成蒴、需肥需水、干物质积累与分配规律
研究。

14 田 媛 女 初级 硕士研究生 栽培生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
麻研究中心

在项目创新研究 1、2 中作出部分贡献。协助开展
芝麻开花成蒴、需肥需水、干物质积累与分配规律
研究。

15 芦海灵 女 中级 本科 栽培生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
麻研究中心

在项目创新研究 4中作出部分贡献。配合项目组开
展芝麻种收装备的研制工作以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
工作。

23
候选项目 早熟优质抗病豇豆新品种安豇早丰的选育及应用

候选单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王红宾 杜瑞民 于海培 刘 宇 姬晓晨 李敬勋 郭海龙 任领兵 季珊珊 王卫民 赵加瑞 师晓丹 李明珠 路志强
李中周

项目简介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针对我省豇豆蔬菜生产中存在的品种退化、抗病性差、不能适应新的种植模式等问题，确立了重大项

目――早熟优质抗病豇豆新品种的选育及应用课题。



2010 年春季，以 09-16 为父本，以小叶特早为母本配制组合杂交，得到 F1。2010 年秋季种植观察鉴定，杂交后代表现早
熟、优质、抗逆性好，综合性状优良。2010 年海南加代分离， 根据早熟、优质、高产、多抗育种目标，对该组合杂交后代进行
系统选择，得到优质分离材料 9份，2011 年春季至 2012 年秋季根据育种目标对杂交分离材料连续进行定向系统选育，获得了早
熟、高产、优质、性状稳定的优良品系“安豇 12-2”。2013～2014 年进行品种比较试验，安豇 12-2 表现早熟性好，优质，丰
产，抗逆性强，抗锈病、白粉病、病毒病，综合性状优良，命名为“安豇早丰”。2015～2016 年参加河南省多点区域试验和生产
试验，2016 年 7 月通过河南省种子管理站组织的现场评议，10 月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鉴定委员会鉴定。

安豇早丰生育期 90.6 天, 春露地出苗至始收 50.9 天，属早熟品种类型。植株生长势中等，抗逆性强，平均株高 288.4cm，节
间长度 20.9cm，第一花序 3.0 节，花紫色，种子红褐色，商品荚白绿色，平均荚长 63.2cm，横茎 0.87cm，单荚重 23.0g，单株荚
数 13.2 个，鼓籽不明显，鼠尾不明显，果面光滑，商品性好。田间表现抗锈病、白粉病和病毒病。2016--2018 年，安豇早丰推广
到安阳、洛阳、郑州市、邓州，及河北辽宁等地，表现了很好的早熟性、适应性和丰产性，比当地种植豇豆品种增产在 13%以
上。累计推广安豇早丰无公害种植 21.7 万亩，累计净增加农民净收入 1.65 亿元。

安豇早丰同目前国内品种相比，在以下五个方面创新：1、品种培育创新：安豇早丰系安阳市农业科学院，利用杂交技术，
经过对杂交后代 6代定向系统选择，培育出的优良豇豆新品种。该品种表现早熟，丰产，抗病，商品性好，2016 年 10 月通过省
农作物品种鉴定。2、早熟性好，产量高：区试结果表明，安豇早丰第一花序 3.0 节，春露地出苗至始收 50.9 天，比对照早 3
天；两年平均前期产量为 884.86 kg ∙ (667m2)-1、总产量为 171.38 kg ∙ (667m2)-1，分别比对照增产 104.60%、10.89%，两年区试差
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3、商品性突出：安豇早丰商品荚白绿色，平均荚长 63.2cm，横茎 0.87cm，单荚重 23.0g，单株荚数 13.2
个，鼓籽不明显，荚条粗细均匀，无鼠尾，果面光滑，商品性好。2016 年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品质
检测：蛋白质 2.56%，可溶性总糖 3.50%，Vc 含量 27.2mg/100g，水分 90.8%，粗纤维 1.14%。4、抗病显著：河南省农科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田间抗病性评价，安豇早丰锈病平均病情指数 6.08；白粉病平均病情指数 4.28；病毒病平均病情指数 0.84，对锈病、
白粉病、病毒病的抗性明显优于对照之豇 28-2。5、安阳市农业科学院针对安豇早丰特点，研究出无公害栽培技术规程、高效栽
培模式和高标准制种技术，可显著提高安豇早丰产量和效益，增加菜农收入，技术先进性突出。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王红宾 男 副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人

2 杜瑞民 男 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人



3 于海培 女 助理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人

4 刘 宇 男 副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5 姬晓晨 女 实习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6 李敬勋 男 副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7 郭海龙 男 副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8 任领兵 男 助理研究员 大 专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9 季珊珊 女 助理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10 王卫民 男 助理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11 赵加瑞 女 实习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12 师晓丹 女 实习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13 李明珠 女 实习研究员 本 科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14 路志强 男 实习研究员 大 专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15 李中周 男 实习研究员 大 专 蔬菜栽培与
育种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

24
候选项目 多抗优质丰产汴粉系列番茄新品种选育与应用



候选单位 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赵新彬 李艳玲 王金城 朱学刚 蔡站立 杜文青 王海蛟 李好卓 王 璟 朱金籴 黄 浅 庞静静

项目简介

针对 2010 年以前河南省保护地番茄主栽品种存在不耐贮运、商品率低、商品性差、抗性单一、耐低温能力及连续座果能力
差，国外品种存在晚熟、果小、适口性差等问题；2010 年后，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TY）对越夏露地及秋茬保护地番茄生产危
害逐渐加重，国外抗 TY 番茄品种，存在果小、综合性状差、价格高等问题。该成果通过引进国内外优秀种质，历时 16 年时
间，创制多抗优质丰产番茄新种质和新品种；通过对新品种高效栽培与制种技术集成研究，采用良种良法集成推广，与国内育种
单位交换优异种质等方法，使新种质和新品种在国内番茄育种和生产上得到充分应用，获得较大社会经济效益。

1、通过多代自交与回交，异地加代，分子标记等育种方法，创制新种质 124 份。优异番茄种质 31 份，其中，具有耐低温、
弱光兼抗 7种病害种质 2份，抗 6 种病害种质 9份，抗 5 种病害种质 5份，抗 4种病害种质 15 份；早熟耐贮运种质 20 份，高产
耐热耐贮运种质 11 份；并与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区育种单位共享骨干亲本，育成 14 个番茄新品种，已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特
别是抗 TY骨干亲本Ks325 为 3 家育种单位培育出抗 TY新品种奠定了基础。

2、利用创制的多抗优异高配合力种质为亲本，通过组合配制、品比试验、异地多点筛选、区域试验、生产示范等途径，育
成 5个多抗优质丰产番茄新品种通过省级鉴定和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汴粉 19 号、汴粉 20 号均抗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
叶霉病，维生素 C含量高、商品性好，其中汴粉 19 号还高抗根结线虫病，比对照品种增产 30.5%，汴粉 19 号、汴粉 20 号为我
省首轮鉴定的抗 TY品种；汴粉 11号、汴粉 13 号、汴粉 18 号果型圆整、商品率高、抗 4种以上病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产
量方面均较国内优秀的对照品种增产 8%以上。

3、开展了早春大棚番茄肥料配比、早春大棚栽培模式、日光温室密度、越夏番茄抗 TY栽培、抗TY品种轻简化绿色高效栽
培、早春大棚制种技术等配套试验研究，集成配套高效栽培技术 4套，大棚制种技术规程 1套，为汴粉系列番茄新品种应用提供
技术支撑。

4、汴粉系列番茄新品种采取边试验、边示范、边技术集成、边推广的应用措施，通过建立科研单位+企业（农业推广部门）
+合作社（种植大户）“三位一体”的示范推广模式，构建新品种展示平台和推广网络，多媒体平台、专业期刊、观摩培训、专
业会议上新品种推介等方式，使其在河南、河北、山东、辽宁等地得到推广应用。据不完全统计，2016-2018 年累计应用 56 万亩



（河南 34 万亩），增创社会效益 61319.884 万元（河南 36684.78 万元）。
5、该成果经同行专家组评价，在多抗优质丰产番茄新品种选育方面有创新，育成品种在抗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和高维生素

C含量方面居国内领先水平。
本成果在省、市科技项目资金的资助下完成创制优异新种质 31 份育成多抗优质丰产番茄新品种 5个集成配套高效栽培技术 4

套、制种技术规程 1套，发表论文 10 篇（中文核心期刊 4篇）。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学

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赵新彬 男 副研究员 本科
番茄遗传育种与

推广
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种质创制、新品种选育及栽

培技术集成应用

2 李艳玲 女 农艺师 本科
番茄遗传育种与

推广
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新品种培育与推广

3 王金城 男 农艺师 大专
番茄遗传育种与

推广
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新品种选育与推广

4 朱学刚 男 农艺师 大专
番茄遗传育种与

推广
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新品种选育与应用

5 蔡站立 男 农艺师 大专
番茄遗传育种与

推广
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新品种选育及技术示范

6 杜文青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
番茄遗传育种与

推广
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新品种选育及技术研究

7 王海蛟 男 助理农艺师 本科 农技推广 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站 新品种基地建设应用

8 李好琢 女 高级农艺师 硕士 农技推广
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检测站(辽宁

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新品种基地建设及推广应用

9 王 璟 女 农艺师 硕士 农技推广 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新技术集成与应用

10 朱金籴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 农技推广 开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技术集成及应用

11 黄 浅 女 副研究员 硕士
番茄遗传育种与

推广
周口市农业科学院 新品种区试及推广

12 庞静静 女 研究实习员 本科 番茄遗传育种与 洛阳农林科学院 新品种示范应用



推广

25
候选项目 平菇新科 108 及高效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候选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靳荣线 李峰 胡晓 白伍云 马玮超 郭翀 郭蕊 赵建选 刘文静 姬美智 王向阳 屈涛 谭秀芳 朱坤 李明卫

项目简介

一﹑项目意义
项目通过杂交育种培育出的平菇新科 108，菇型美观，现蕾较多，产量高，抗病抗杂，满足了菇农对平菇优良品种的迫切需

求，研制的新科 108 配套栽培技术，有效解决了平菇种植中品种退化现象造成的产量下降和种植污染率高的问题，为平菇高效种
植提供了技术支撑，拉动了平菇消费热潮。

二技术路线

三﹑关键技术及创新点
（一）新品种选育
新科 108 于 2018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鉴定，鉴定号：豫品鉴食用菌 2018003，该品种属中低温型，具有出菇期长、现蕾

多、子实体叠生、柄短、灰黑色、菌盖较厚、韧性强等特点，生物学效率最高可达 150%以上。
（二）高产配方筛选



筛选出以玉米芯为主料的新科 108 发酵料配套高产配方和熟料配套配方，种植生物学转化率在 100%～150%。
（三）配套高效栽培技术
研制的新科 108 配套高效栽培技术，标准简明，农民易懂，特别是优质菇培育技术和低温蹲菇技术，很大程度提高了种植

效益。
四﹑应用情况
新科 108 在豫北地区推广应用效益突出，在新乡市辉县、延津县、封丘县和原阳县，安阳市汤阴县食用菌研究所等地，以

合作社或龙头企业为示范点，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户，三年来共累计推广种植约 415 万袋，增加产量约 484.8 万公斤，新增加销售
额约 3786.4 万元，创造利润收入约 2956.4 万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靳荣线 女 助理研究员 硕 士 微生物学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制定项目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负责项目进
展、年度计划的安排；检查项目实施情况，组
织申报项目成果；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
人工作量的 70%。

2 李 峰 男 研究员 学士 植保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负责制定项目研究方向和方法；协助监督项目
工作实施；负责技术指导和培训；投入本项目
的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量的 70%。

3 胡晓强 男 助理研究员 硕 士 微生物学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负责项目试验研究工作和数据整理；参加示范
基地技术服务；协助材料汇总和成果申报；投
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4 白伍云 男 高级农艺师 大专
果树、农

业技术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协助课题组做好示范基地对接联系工作；参加
技术指导和培训；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
人工作量的 60%。

5 马玮超 男 研究实习员 硕士 微生物学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负责项目试验研究工作；参加示范菌种的制作
和供应；参加技术指导，协助成果申报工作；
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6 郭 翀 女 农艺师 学士 应用化学
新乡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检验
中心

负责项目实施地的环境监测、产品农残检测及
数据汇总，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
量的 50%。



7 郭 蕊 女 农艺师 学士
食品质量

与安全

新乡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检验

中心

负责项目实施地的环境监测、产品农残检测及

数据汇总，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

量的 50%。

8 赵建选 男 副研究员 学士 食用菌与
蔬菜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参加项目试验、示范菌种的制作和供应；负责

项目技术推广和指导；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

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9 刘文静 女 研究实习员 学士
汉语言文

学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参加项目技术指导和培训；协助整理项目材
料；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10 姬美智 男 农经师 大专 现代农业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参加项目技术指导；协助整理试验材料和成果
申报工作；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
量的 40%。

11 王向阳 男 技师 学士 汽车驾驶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参加项目技术服务和示范基地联系工作；协
助整理项目材料；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
本人工作量的 40%。

12 屈 涛 男 实习研究员 大专
供用电技

术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试验研究工作；参加示范基地对接和
技术服务工作；投入本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人
工作量的 40%。

13 谭秀芳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
作物遗传

育种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材料汇总和成果的上报工作，投入本
项目的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量的 30%。

14 朱 坤 男 研究实习员 高中 农业实验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参加项目技术指导和培训，投入本项目的工作
量约占本人工作量的 30%。

15 李明卫 男 二级技师 高中 农业实验 河南省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

参加项目技术指导和培训，投入本项目的工作
量约占本人工作量的 30%。

26
候选项目 一种新的西瓜拱棚栽培技术及其配套高效栽培模式的研发与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新乡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叁等

候选人
刘喜存、王文英、郭春江、董彦琪、王振军、赵卫星、王镇兰、刘艳丽、李晓慧、赵治军、李江伟、张玉红、任广乾、张瑞平、
刘贺娟

项目简介

项目内容：

针对当前保护地栽培西瓜生产状况，研究开发能够减少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操作简便、生产效率高的西瓜小拱棚生产

技术，同时探索合适的配套新品种及配套栽培模式。

知识产权:

（1）专利技术

针对传统西瓜拱棚栽培技术中的缺点创新了一种新的拱棚栽培技术，该技术通过减少使用建造拱棚所用的材料，降低人工成

本，从而减少了投入，并且果实上市更早，增加了经济效益。于 2018 年 2 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名称为‘一种西瓜拱

棚栽培方法’，专利号为：ZL201610039500.5；

（2）配套新品种

“绿佳 1号”为新乡市农业科学院最新研发、并登记成功的适合保护地栽培的西瓜品种，登记证号为：GDP西瓜（2018）

410416。该品种为中早熟品种，全生育期 103 天左右，植株生长势强，坐果性好，抗病性强。果实圆形，果皮绿色覆盖深绿色

条纹，较 84-24 品种更耐储运。果肉桃红色，细脆多汁，口感好，品质佳，丰产性强，单瓜重 10 公斤左右；

技术经济指标：

（1）利用发明专利技术，结合西瓜新品种“绿佳 1号”推广果蔬间作套种模式，增加间作套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增加

经济效益；

（2）筛选出与新技术、新品种配套的“西瓜+套种辣椒+复种西兰花”高效栽培模式。按一般亩产西瓜 3500～4000kg，产值

7500 元左右；辣椒每亩产值 2500 元左右；花菜亩产 3000 kg，产值 3000 元左右。三种作物一年的平均亩总产值可达万元以上，

单位土地面积效益因此大幅增加，促进了瓜农增收、农业增效，为农民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致富途径。

应用推广及效益：



2016 年以来，本项目主要在河南省内特别是新乡地区进行了广泛推广，共建立西瓜高效、优质生产示范展示基地 4个，总面
积 490 亩，总推广面积达 7600 多亩，产生经济效益 9000 多万元。组织培训班 40 次，培训农民 400 余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1200
余份，提高了农民种植西瓜的积极性、科学性，促进了农民的增产增收，培养出一批熟练掌握科学种植西瓜技术的农民技术员，
从而促进了新乡乃至整个河南西瓜产业的发展。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刘喜存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植保、园

艺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负责主持项目实施，专利技术的研究、申请，主持
绿佳 1号新品种的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推广与应
用，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85%

2 王文英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 园艺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专利技术的研究、申请以及绿佳 1号新品种的
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推广与应用，参与本项目的工
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75%。

3 郭春江 男 助理研究员 学士 园艺栽培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了绿佳 1号西瓜新品种的选育，参与配套栽术
的研发与推广应用。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
作量 70%。

4 董彦琪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 蔬菜育种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发明专利技术的研发，参与绿佳 1号西瓜新品
种的选育及推广。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
量 50%

5 王振军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 植物保护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专利技术的创造、撰写及专利技术的示范工
作。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45%。

6 赵卫星 男 副研究员 博士
西甜瓜育

种

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园艺
研究所

参与专利技术的研究、示范及推广应用，参与配套
栽培技术的研究及推广，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 35%。对项目创新点 1、2、3、5 做出了
贡献。

7 王镇兰 女 农艺师 大专
农学、推

广

新乡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关堤乡人
民政府

主要参与新技术、新品种的示范推广及配套栽培技
术示范。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30%。



8 刘艳丽 女 农艺师 硕士
育种、示

范、推广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了专利技术的研究、技术服务和新品种示范。
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25%。

9 李晓慧 女 副研究员 硕士 园艺学
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园艺
研究所

参与专利技术的研究、示范及推广应用，参与配套
栽培技术的研究及推广，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 30%。

10 赵治军 男 助理研究员 学士
育种、推

广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了专利技术的研究、进行技术服务和新品种示
范。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20%。

11 李江伟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 示范推广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发明专利技术的研发及推广应用。参与本项目
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20%。

12 张玉红 女 助理研究员 本科 农学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了发明专利技术的研发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15%。

13 任广乾 男 助理研究员 学士 农学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了发明专利技术的研发及示范应用。参与本项
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15%。

14 张瑞平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

生物学、

作物遗传

育种

河南省新乡
市农业科学
院

参与了新品种的示范与推广。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量 10%。

15 刘贺娟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 育种
河南省新
乡市农业
科学院

参与项目套作模式试验及技术的示范与推广。
参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10%。

27
候选项目 阳台园艺（蔬菜）技术创新及应用

候选单位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龚攀，郭竞，梁峥，陈曼，楚晓真，兰金旭，王琳，李武高，刘璇，李志萌，高翔，王保瑞

项目简介

阳台园艺打破传统的绿化形式，利用阳台开展蔬菜等园艺作物的种植，是有效缓解城市土地资源紧缺和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这
一矛盾的新兴途径。阳台园艺能丰富绿化空间层次，即可美化住房、陶冶情操更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引领都市农业发展新
方向，也是文化创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郑州市城区发展的需要，郑州市蔬菜研究所申请并获批了“阳台园艺（蔬菜）
技术研究及示范推广”新兴产业计划，郑科计[2015]8 号，项目编号：153PXXCY182。

在项目执行期间，广泛收集引进并试验国内外先进阳台园艺栽培设施、蔬菜品种、轻质化栽培基质、营养液肥料在郑州地区
的种植效果，筛选出适合郑州地区的经济效果较好的进行推广示范。集成阳台园艺（蔬菜）栽培设施设计、阳台园艺（蔬菜）的
品种选择、病虫害非农药防治、种苗的城市物流配送模式及阳台园艺（蔬菜）栽培管理等配套技术，提出了阳台园艺（蔬菜）周
年种植模式，孵化相关企业在郑州市进行示范推广。

本项目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7项，发表相关论文 12 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8 篇，出版相关著作 1部。主要引进并推广适合
阳台种植的蔬菜栽培品种 30 种、无土栽培设施 10 种、专用的营养液配方 4种、基质配方 2种、非农药防控综合技术 1项及相关
配套的周年栽培模式和种苗供应体系。

本项目开辟了项目推广的新途径，2016 年和 2017 年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两届阳台园艺博览会，2018 年又举办了首届郑州城市
创意蔬菜花卉园艺观摩会，推广阳台蔬菜种植模式及理念，在郑州市反响很大，提升了阳台园艺在郑州市的推广发展。举办多次
阳台园艺技术培训会，接待阳台园艺创业咨询 200 余次，接阳台园艺技术咨询电话 100 多个，在河南电台农村频道做节目 2期。
在郑州城市居民家庭建立示范户 30 多家，实现了阳台园艺模式被居民认可，支撑、孵化一批相关企业，据不完全统计，阳台园
艺（蔬菜）作为新的突破点，为企业新增销售总额达 1亿多，新增利润 4千多万，打造了阳台园艺创新综合体，加速产业化规模
发展，为将来阳台经济的发展打下基础。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龚攀 男 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蔬菜学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主持项目的申报、执行总结

2 郭竞 男 高级经济师 硕士研究生 经济学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项目总规划

3 梁峥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蔬菜学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参与项目试验等具体实施

4 陈曼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蔬菜学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参与项目试验等具体实施

5 楚晓真 女 助理研究员 本科 植保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参与阳台食用菌的试验



6 兰金旭 男 助理研究员 博士 栽培学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参与部分试验

7 王琳 女 农艺师 硕士研究生 文学 郑州市信息中心 参与会展的工作

8 李武高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昆虫与病虫害

防治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参与部分试验

9 刘璇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研究生
作物遗传育

种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参与部分试验

10 李志萌 男 研究实习员 硕士研究生 蔬菜学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参与部分试验

11 高翔 男 研究实习员 大专 农学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参与会展的工作

12 王保瑞 女 研究实习员 大专 金融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参与部分试验

28
候选项目 高产优质多抗红麻综合杂交种“红综 3号”选育及应用

候选单位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光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郭晓彦 张丽霞 吕玉虎 潘兹亮 乔利 陈雪青 史鹏飞 聂良鹏 张琳 张开栋 柯于凡 杨光 喻婧 陈道玉 吴国强

项目简介

红麻对气候和环境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单位面积生物产量是森林的 3～4倍，CO2 同化能力是森林的 4～5倍。红麻是信
阳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目前栽培面积占全国红麻面积的 50%以上。因红麻以收获韧皮纤维或茎秆为栽培目的，杂种优势率
高达 35%～40%，红麻杂种优势利用长期以来是国内外红麻育种的主攻目标。

红综 3号是由信阳市农业科学院采用 3个细胞质雄性不育系K03A、F3A 和 P3A 与 2 个恢复系福红 992、R1 构建的遗传平衡
群体并从中选择综 75 进行培育，于 2012 年育成的新型红麻综合杂交种。该品种 2015 年通过河南省种子管理站鉴定，是河南省
第一个可多年留种利用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红麻综合杂交种。红综 3 号的选育及推广，对于提高我省红麻产量，增加农民收
入，推动红麻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红综 3号种性优良，具备高产稳产，纤维强力大、支数多，高抗炭疽病、立枯病、根结线
虫病等多种优良特性，实现了多种优良基因充分聚合。



2016 年以来，借助于国家产业体系平台“信阳麻类综合试验站”，红综 3号在信阳各县（区）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114.3 万亩
以上，红综 3 号比当地常规品种平均增产纤维 50kg/亩，累计增加纤维产量 5715 万公斤，按同期市场价格计算累计增加产值
16002 万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郭晓彦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硕士 土壤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项目设计与试验研究

2 张丽霞 女 助理研究员 本科/硕士
农业资源与

环境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协助项目设计与试验研究

3 吕玉虎 男 副研究员 本科/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协助项目设计与试验研究
4 潘兹亮 男 研究员 本科/学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统筹协调与顾问
5 乔 利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博士 植物保护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麻田病虫草害研究

6 陈雪青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硕士 分子生物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田间试验处理与调查
7 史鹏飞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硕士 微生物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田间调查与试验研究

8 聂良鹏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硕士
作物栽培
与耕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田间试验处理与调查

9 张 琳 女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硕士 植物营养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田间调查与试验研究

10 张开栋 男 农艺师 本科/学士 农学
光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田间调查与示范推广

11 柯于凡 女 助理农艺师 本科/学士 农学
固始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田间调查与示范推广

12 杨 光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硕士 植物病理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麻田病虫草害研究

13 喻 婧 女 助理农艺师 本科/学士 农学 潢川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田间调查与示范推广



14 陈道玉 男 助理研究员 本科/学士 农学 息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田间调查与示范推广

15 吴国强 男 农艺师 大专 农学
罗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田间调查与示范推广

29 候选项目 优质丰产抗病辣椒新品种宛椒 507 的选育与应用

候选单位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叁等

候选人 李金玲、郑明燕、崔炯、张立瑞、张中敏、赵群友、王虹、高小峰、源朝政、周晓静、徐笑峰、周冉、李慧、申坚定、马卓

项目简介

该项目针对南阳市目前辣椒没有主导当家品种，且多为常规种或外来种，常常造成品种混杂退化或不适应而病害加重，致
使产品品质变劣，产量下降等特点，以自选自交系 g2922 为母本，以自选自交系 yb0801 为父本，培育出宛椒 507。宛椒 507 是
南阳市农科院选育的第一个辣椒品种，2016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鉴定，鉴定编号：豫品鉴菜 2016009，2018 通过国家农业
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登记编号：GPD辣椒（2018）410114。

一、主要创新点
1．创新辣椒自交系“一年 2代”快速选育方法，育成了新的辣椒自交系 g2922 和 yb0801。本研究在广泛征集国内外优良辣

椒种质资源的基础上，采取就地一年内露地地膜、保护地加代两熟形式，拓展辣椒适应性。
2．育成丰产优质抗病适应范围广的辣椒新品种宛椒 507。该品种适宜春秋保护地及露地栽培，可在全省各地推广种植。
3.制订了宛椒 507 绿色生产技术规程。开展了宛椒 507 生理生育特性及栽培技术的研究，集成了宛椒 507 高产栽培技术，并

与种子企业、种植大户合作，进行了示范展示，创造了高产记录，并召开现场观摩和技术培训会。
二、应用经济效益显著：宛椒 507 在鉴定之前，我院就与种子企业合作，进行高产创建和示范展示；鉴定后迅速在生产上

推广应用，据不完全统计 2016～2018 年宛椒 507 在我市累计推广面积 16.34 万亩，新增产值 7664.4404 万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李金玲 女 副研、正科 本科（学
士） 蔬菜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项目全面工作

2 郑明燕 女 助研 研究生 园艺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选育、试验



3 崔炯 男 副研 本科（学
士） 蔬菜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选育、试验

4 张立瑞 男 农艺师 大专 园艺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推广示范、资料汇总

5 张中敏 女 农艺师 大专 园艺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推广示范、资料汇总

6 赵群友 男 研究员 本科（学
士） 园艺 南阳市种子管理站

推广示范、资料汇总

7 王虹 女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
（硕士） 园艺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推广示范、资料汇总

8 高小峰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
（硕士） 园艺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推广示范、资料汇总

9 源朝政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
（硕士） 园艺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0 周晓静 女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
（硕士） 园艺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1 徐笑峰 男 初级 本科（学
士） 园艺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2 周冉 男 助研 研究生
（硕士）

作物育种
栽培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3 李慧 女 中级 本科（学
士） 蔬菜 南阳市卧龙区棉花蔬菜生产

服务中心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4 申坚定 男 助研 研究生
（硕士）

农村区域
发展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15 马卓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
（硕士） 管理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宣传、推广示范

30 候选项目 冬闲稻田紫云英高效生产与“一减双升”关键技术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信阳市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刘春增、耿明建、段佩玲、吕玉虎、曹卫东、高嵩涓、李玲子、杨拴芬、张成兰、陈朝辉、张梦、万文丽、郑春风、常单娜、李本银

项目简介

紫云英是化肥有机替代和耕地地力培育的重要绿肥作物。我国南方稻区存在大量冬闲稻田，针对稻田过量施用化肥、地力提升缓慢、稻
田冬季闲置冬季闲置等问题，在农业部行业专项项目支持下，开展了填闲绿肥作物替代化肥培肥稻田土壤和水稻清洁生产技术研究，历经 10
年攻关，取得以下成果：

1、建立了适宜冬闲稻田紫云英品种评价技术，发明了紫云英种子精选机械，创建了紫云英高效栽培技术体系。以紫云英盛花期与水稻移
栽时间间隔 20 天、盛花期产草量、养分积累量为评价指标，从 77 份绿肥种质中优选出生育期适中、盛花期产草量适中、氮素高富积、磷钾
活化能力强、适合稻后直播和稻底套播的紫云英品种 7 个；发明了去除菌核和杂草种子的紫云英种子处理系统、紫云英种子分选系统和紫云
英种子精选装置等装备 3 套，种子净度可达到 95%以上；筛选出紫云英优势根瘤菌，研发了根瘤菌剂、紫云英专用肥及制备、使用方法；集
成了紫云英适宜播种量、播种期、养分管理及调控、根瘤菌接种、混播等技术体系形成了《豫南稻田紫云英种植利用技术规程》等技术标准
3项。

2、揭示了紫云英培肥土壤的规律和机制，研发了氮肥减量 20-40%的紫云英全量还田、紫云英与油菜间作、紫云英与稻草还田轻简化培
肥土壤技术。通过在不同区域设置的 11 个长期定位试验，探明了紫云英翻压较单施化肥土壤有机质、养分提升和有效性提升规律，阐明了土
壤团聚体、容重、孔隙度、持水能力变化规律及土壤微生物和土壤酶多样性特征，揭示了紫云英翻压驱动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改善的
机制；建立了紫云英全量还田、紫云英与稻草联合还田、紫云英与油菜绿肥混播还田轻简化土壤培肥技术模式，研发了最佳翻压时期、最佳
翻压量与化肥配施技术。与单施化肥相比，单施紫云英可分别提高土壤水溶性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 20.61%和 10.49%，紫云英还田配施化肥分
别增加土壤水溶性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 12.99%~22.80%和 19.01%~29.56%，稻田碱解氮提高 13.5~21.1%；探明了紫云英还田后土壤 Eh、Fe2+
和 Mn2+变化特征，土壤 Eh 降低、Fe2+和 Mn2+含量及活性增加是水稻僵苗的主要诱因，还原性物质均在腐解 15d 时达到高峰，以此指示紫
云英还田 20d 后是水稻适宜移栽期。

3、集成了化肥减量、土壤地力和水稻产量双提升的“一减双升”紫云英-水稻生产技术体系，评价了冬闲稻田生态利用的生态效益，建
立了清洁高效的紫云英-水稻种植制度。研究了紫云英与化肥配施、紫云英与有机肥配施、紫云英与稻草还田配施化肥、紫云英与油菜间作配
施化肥对水稻产量的影响，集成了不同紫云英生产利用施肥模式下的“一减双升”技术体系；研究明确了翻压紫云英可抑制氧化亚氮的排放
速率和累计排放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净全球增温潜势及水稻生产的增温效应，明确了紫云英-水稻种植制度是清洁高效的种植模式。

项目实施 11 年来，授权发明专利 1 件、实用新型专利 2 件，获批肥料登记证 1 个，发布地方标准 1 项，发表论文 45 篇，出版专著 2
部。近 3年技术成果在河南、湖北、湖南累计推广应用 1501 万亩，新增销售额 10.96 亿元，新增利润总额 4.35 亿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刘春增 男 研究员 本科 土壤肥料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营养与资源环
境研究所

项目总负责人，制订技术路线、规划等

2 耿明建 男 教授 博士 土壤肥料学 华中农业大学 主持湖北稻区紫云英种植利用及土壤培肥



3 段佩玲 女 讲师 硕士 微生物 河南师范大学 紫云英品种评价及成果凝练

4 吕玉虎 男 副研 硕士 农学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紫云英种质评比及培肥，示范推广工作

5 曹卫东 男 研究员 博士 植物营养 中国农业科学院 参与项目方案制定

6 高嵩涓 女 讲师 博士 土壤学 南京农业大学 紫云英培育土壤稳定性地力研究

7 李玲子 女 中级 硕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

参与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及成果凝练

8 杨拴芬 女 高级农艺师 本科 农学 渑池县农业畜牧局 紫云英旱地北移及紫云英饲草化推广

9 张成兰 女 助研 硕士 农业资源利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营养与资源环
境研究所

长期定位试验及田间试验，室内分析

10 陈朝辉 男 高级农艺师 本科 植物营养
湖北省大耕地质量
与肥料工作总站

紫云英培肥示范推广

11 张 梦 男 助研 博士 生态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营养与资源环
境研究所

田间试验、样品分析总结，示范推广工作

12 万文丽 女 助研 本科 微生物
光山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

示范推广

13 郑春风 女 助研 博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营养与资源环
境研究所

田间试验、样品分析总结，示范推广工作

14 常单娜 女 助研 硕士 植物营养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营养与资源环
境研究所

长期定位试验，田间试验设计和实施

15 李本银 男 副研究员 博士 土壤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营养与资源环
境研究所

协助成果负责人设计方案，落实工作

31 候选项目 河南省梨适栽品种筛选与高效生产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王东升、吴中营、郭献平、张四普、郭超峰、李明雷、许俊国、牛佳佳、宋瑜慧、张英、杜开书、徐明磊、吕珍珍、杨琳、董新梅

项目简介

据《河南统计年鉴（2017）》统计，河南省梨树面积 54.6 千公顷，产量 117.48 万吨，面积位居全国第七位，产量第五位。针对河南省梨
生产中存在的品种老化且结构单一、技术落后、肥水用量过大、生产成本高、果实品质差、经济效益低等问题，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以
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为依托，开展了梨新优品种的引进与筛选，新模式、新技术的研究、创新、完善与集成。主要创新点如
下：

1 首次筛选出了适合河南省升级换代品种 14 个，且早、中、晚熟搭配，优化了河南梨品种结构，拉长了果品供应期，提高了河南梨产业
档次 从引进的 25 个品种中筛选出了 14 个梨新优或特色品种，分别为中梨一号、苏翠一号与红茄 3 个早熟品种，圆黄、黄冠、华山、初夏
绿、玉露香、翠冠、黄金和秋月 8 个中熟品种，晚秀和红香酥 2 个中晚熟品种，1 个特色品种红早酥，共 14 个品种，其中华山、圆黄、晚秀
通过河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均具有早果、优质、高产、高效益与适应性强等特点。

2 首次提出了换代品种适宜的栽培模式，做到了“良种良法”
二主枝水平棚架栽培模式和省力密植模式是目前梨产业重点推广的 2 个栽培模式，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品种都能适应这两种模式。因此，

项目组开展了“良种+良法”的调查研究，保证了新品种与新技术的合理组装配套，避免了给生产带业不必要的损失。
适宜二主枝水平棚架模式的品种有秋月、黄冠、红早酥、中梨一号、翠冠、晚秀、华山、圆黄；适宜省力密植模式的品种有红香酥、圆

黄、华山、玉露香与晚秀。
3 创新了 2项简单、省工的省力密植栽培模式关键整形技术
省力密植模式技术简单、结果早、丰产性好，是当前生产上最受欢迎的一种新模式，项目组结合河南生产实际情况，率先开展了整形关

键技术研究，实现了技术简单易行、管理省工的目的，克服了栽植当年刻芽发枝质量差、难以整形的弊端，促进了新模式的顺利推广应用。
3.1 定植当年关键技术---“低定干，留单枝促旺长”针对我省梨苗木根系质量较差的现状，研究出了当年低定干（30-40cm）、留单枝、

足肥水、促苗旺长的技术，当年主干高度达到 2.5m 左右，为翌年刻芽后发枝 25-30 个奠定了基础。
3.2 第二年控冠促花、防止二次生长关键技术--- “停肥控水、适时喷施多效唑” 针对河南存在的刻芽后新梢易旺长、难成花的突出问

题，研究出了刻芽当年控制肥水供应控制旺长，新梢长到 20-30cm 时喷施 1000mg/kg 多效唑，可控制新梢旺长，达到当年发枝 25-30 个，枝条
长度控制在 40cm 左右，角度 60¡ã左右，基本上不拉枝，克服了栽植当年刻芽发枝质量差、难以整形的弊端；每个枝成花 4.8-6 个，为第三年
亩产 1000-1500Kg 奠定了基础。

4率先在河南集成了梨集约化生产关键技术，制定了河南省地方标准 3项，创新了 2种推广应用模式
集成了二主枝水平棚架与省力密植两种模式、液体授粉、蜜蜂授粉、平衡施肥、肥水一体化、缺铁黄化防治、合理负载和果实套袋等集

约化生产关键技术，制定了“梨水平棚架栽培技术规程”、“梨简约栽培技术规程”和“梨蜜蜂授粉技术规程”3项地方标准。
创新了“1+30+70”示范基地推广模式，即 1个核心示范园+30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30 个高效示范基地+辐射 70 个县市的示范推广模

式，与“中原梨产业网站+微信群+电话+现场培训指导”的互联网+技术普及模式。



该项目筛选出早、中、晚熟搭配新优品种 14 个，通过省审定 3 个，发表论文 20 篇，其中核心期刊 8 篇，制定河南省地方标准 3项；新
品种与新技术在河南省各地及湖北省大面积推广应用，辐射全省 70 多个县市，累计组织培训与指导 486 次，培训 21747 人次，2016 年-2018
年推广应用 18.7 万亩，辐射面积 23.25 万亩，累计新增销售额 89258.6 万元，社会及经济效益显著。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王东升 男 研究员 硕士 果树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

负责项目总体设计，可行性分析、技术路线的确定
等，主持了品种引进、筛选与推广应用，主持开展
了栽培模式、液体授粉粉、肥水一体化、控冠关键
技术、配方施肥、果实套袋等方面研究与技术集
成，主持申请与编写省技术规程 2个，以本人为主
建立高效示范基地 30 余个

2 吴中营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 果树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

项目总体设计、规划和实施，并承担河南梨换代新
优品种筛选与集约化关键技术研究、集成及应用工
作

3 郭献平 男 助理研究员 博士 果树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

协助项目主持人进行河南梨换代新优品种筛选及集
约化关键技术示范推广工作

4 张四普 男 副研究员 博士 果树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

对品种筛选、果实套袋与果品贮藏等方面有一定贡
献，参与了‘华山’梨和‘晚秀’梨品种审定

5 郭超峰 男 高级农艺师 专科 果树学
宁陵县农业畜牧
局（农业农村
局）

负责新品种与新技术在宁陵的推广与应用，如红香
酥、秋月、圆黄、华山等新品种的应用、液体授
粉、蜜蜂授粉、平衡施肥、果品贮藏等

6 李明雷 男 高级农艺师 本科
土壤
肥料

三门峡市园艺工
作总站

负责三门峡市梨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举
办梨新技术培训班 20 期、召开现场会 10 次，新品
种、新技术推广 3万亩，全市梨园的整体管理水平
明显提高，提高了梨产业的效益，促进果农增收

7 许俊国 男 农艺师 专科 园艺
内黄县林业局经
济林站

负责新品种、新技术在内黄的推广与应用

8 牛佳佳 女 助理研究员 博士 果树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

参与了不同梨品种果实外观品质和内在品质测定，
花朵形态、物候期和产量调查等工作。对不同的花
粉活力进行了观察和记载



9 宋瑜慧 女 高级会计师 本科 财务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

按照项目安排，参与了肥水一体化研究、缺铁黄化
矫正研究与技术集成及应用等

10 张 英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 农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

协助项目主持人进行梨品种以及集约化生产关键技
术推广工作

11 杜开书 女 讲师 硕士
植物
保护

河南科技
学院

主要开展酥梨蜜蜂授粉技术研究

12 徐明磊 男 副教授 硕士
果蔬贮
藏加工

河南质量工程职
业学院

对黄金梨与新技术的推广起重要作用

13 吕珍珍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 果树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园艺研究所

协助项目主持人进行梨新优品种示范推广工作

14 杨 琳 女 高级农艺师 专科 农学
虞城县农业畜牧
局

负责虞城县新品种与新技术推广应用。指导各项技
术实施和效果的调查与总结,在该项目的实施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15 董新梅 女 助理农艺师 专科 农学 武陟县农业局 负责武陟县梨新品种与新技术推广应用

32
候选项目 甘薯茎线虫病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候选单位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张勇跃 孙厚俊 王宏宝 刘志坚 谢逸萍 秦素研 丁华锋 徐振 赵永强 孟凡奇 张云杰 孙冠庆 沈新磊 张志军 史梦阳

项目简介

意义：甘薯茎线虫病每年造成巨大产量损失，已成为北方薯区甘薯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严重影响甘薯的产量、效益和食

品安全，迫切需要开展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技术路线：通过对茎线虫病生物学特性的系统研究，创建甘薯茎线虫病抗病鉴定方法，筛选选出一批抗病材料，培育出抗

茎线虫病的甘薯新品种，集成“选、控、封、防”综合防控技术体系，并在北方薯区推广应用。
关键技术：创建甘薯茎线虫病抗病鉴定方法，鉴定筛选优良抗性材料，培育和筛选抗病品种，集成“选、控、封、防”综

合防控技术体系。



创新点：1创新了甘薯茎线虫的培养方法，改进了线虫分离技术和设备，系统研究了甘薯茎线虫的生物学特性及侵染发生机
理。

2创建了甘薯近缘野生种抗茎线虫病抗性鉴定方法及甘薯茎线虫病抗扩展性室内鉴定方法。
3利用建立的抗性鉴定方法，评价筛选创新抗线材料，培育出抗茎线虫病甘薯新品种漯薯 10 号和漯薯 11，在病区大面积推

广应用。
4创新集成了“选、控、封、防”的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应用情况：近三年综合防控技术在河南、江苏、山东、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累计推广 712.1 万亩，新增社会经济效

益 26.96 亿元。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张勇跃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农学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项目设计管理实施完成

2 孙厚俊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植物保护 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
项目设计、管理、抗性品种筛
选、防控技术研究

3 王宏宝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植物保护
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
科学研究所

主要负责茎线虫的生物学特性研
究

4 刘志坚 男 研究员 本科 作物育种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抗性品种筛选和培育、防控技术
研究

5 谢逸萍 女 研究员 本科 植物保护 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
项目设计、管理、抗性鉴定方法
创新、防控体系建立

6 秦素研 女 副研究员 硕士 植物保护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抗性品种筛选和培育、防控技术
研究

7 丁华锋 男 高级农艺师 本科 植物保护
河南省植物保护植物检
疫站

防控技术研究、示范与推广

8 徐振 男 副研究员 博士 植物保护 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
抗性鉴定方法创新、防卫信号物
质鉴定

9 赵永强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植物保护 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
抗病鉴定方法创新、防治技术研
究

10 孟凡奇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 遗传育种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 抗性品种筛选、防控技术研究



11 张云杰 女 农艺师 本科 农学
漯河市植物保护植物检
疫站

示范与推广

12 孙冠庆 男 农艺师 本科 农学 焦作市温县农林局 示范与推广
13 沈新磊 男 高级农艺师 博士 土壤肥料 漯河市土壤肥料站 示范与推广

14 张志军 男 助理农艺师 大专 农学 漯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示范与推广

15 史梦阳 女 助理农艺师 大专 农学 漯河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示范与推广

33
候选项目 小麦黄花叶病的资源改良与抗性品种的筛选及示范推广

候选单位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拟授奖等级 叁等

候选人 金艳 陈杰 宋佳静 李金秀 李金榜 白冬 武建华 王震 赵立尚 朱统泉 张彬 张振永 褚艳丽 宋全昊

项目简介

1、任务来源：国家小麦产业体系驻马店综合试验站项目(CARS-3-2A)
国家小麦产业体系南阳综合试验站项目 CARS-03-04B

2、应用领域：该技术应用于由禾谷多黏菌传播的一种真菌病毒田块，小麦黄花叶病的高产高效技术领域，是目前植物病
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也是资源研究知识创新工程领域的前沿项目；

3、立项背景：豫中南地区小麦面积占河南省小麦面积的 50%以上，也是该地区的重要产业。近年来该地区粮食生产取得了
稳步提升的突出成绩，但随着环境恶化、农业生产的高度集约化经营、在育种中过分追求短期效率以及野生资源的迅速丧失等因
素导致小麦黄花叶病这一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该地区气候条件特殊，由于秋季作物腾茬早、灌溉条件差，普遍存在着抢墒
抢时播种、播种过早的现象，且该地区的阴雨天较多，光照不足以及高感黄花叶病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导致在自然条件下，该地
区小麦黄花叶病的发病和蔓延发展迅猛。该病是由禾谷多黏菌传播的一种病毒病，在我国主要由小麦黄花叶病毒( wheat yellow
mosaic virus，WYMV ) 和中国小麦花叶病毒 ( Chinese wheat mosaic virus，CWMV) 引起。其厚壁休眠孢子散布于土壤中，能存活
十多年，该病对小麦生长发育及最后产量构成很大的危害，生产上并没有较好的药剂防治措施。产量损失根据栽种品种、气候和
土壤类型等不同而不同，一般在 10～90%。2010 年以来，小麦黄花叶病更是从以前个别地区零星发生迅速扩展，截至目前豫中



南地区所有县市均有小麦黄花叶病发生。调查显示，在病害大流行年份豫中南地区的小麦黄花叶病害面积有超过 150 万亩。随着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国内通过转病毒复制酶和外壳蛋白基因，获得一些抗小麦黄花叶病毒的材料，但是因转基因品种抗性的稳定
性、农艺性状和安全性等原因，这些品种目前仍无法应用于农业生产。因此对通过常规技术育成的小麦品种进行抗病性评价与示
范，对现有品种的抗性改良是小麦黄花叶病毒病的防控的有效的方法之一。

4、研究内容：项目通过近 9年的研究总结出以下内容。①通过多年多点病害时期小麦样品分离物的鉴定，确定了豫中南地
区的小麦黄花叶病病毒种类为小麦黄花叶病毒(WYMV)感染导致。②运用室内病毒鉴定与大田抗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评估小麦材
料（品种）的抗性差异 1000 余份。③收集与改良抗性资源，扩大抗性资源库。利用抗性材料与非抗性材料构建重组近交系。④
利用鉴定出的优异材料作为亲本每年组配杂交组合 100 余份，已选育出了 2份产量较好的新品系和 20 余份中间材料。4、抗性筛
选，每年进行 50 余份新审定的适宜河南省生产的小麦新品种筛选，总结评价新品种的抗性及产量数据。⑤抗病品种的示范推
广，每年设置多个百亩方和千亩方，依据筛选结果进行适合病区种植的豫农 416 和衡观 35 等一批抗性品种的种植示范。

5、作用意义：项目通过对豫中南区禾谷多黏菌传小麦黄花叶病病毒类型资源的鉴定与改良、抗病品种的筛选与示范等研究
集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综合解决方案，为该区域小麦生产上品种合理布局和有效控制黄花叶病的发生提供了参考，同时资源材料
的收集、分类与改良也为从分子层面上研究小麦黄花叶病抗性基因的定位、克隆，以及主效分子标记的开发奠定了材料基础。有
力地促进了小麦生产的发展，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金艳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农学 驻马店市农
业科学院

（1）主持了项目实施的基地的建设工作，包括基地
选址、田间规划布局、农田基本建设等；
（2）主持了项目的实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
性筛选、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等；
（3）主持完成了项目实施期间各类试验数据汇总、
报告撰写以及该项目的成果申报工作。

2 陈杰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农学 驻马店市农
业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
选、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试验数据汇总等。

3 宋佳静 女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农学 驻马店市农
业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
选、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试验数据汇总等

4 李金秀 女 副研究员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
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
选、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等。

5 李金榜 男 研究员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
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
选、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等。



6 白冬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农学 驻马店市农
业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
选、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

7 武建华 男 高级工程师 本科 农业气象 驻马店市气
象局

参加小麦花叶病病情的预报，参与病害防御技术田间
试验工作，并在开展农业气象服务中积极推广病害防

治技术和措施。

8 王震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 农学 南阳市农业
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
选、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等。

9 赵立尚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农学 驻马店市农
业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实施的基地的建设工作，包括基地选址、
田间规划布局、农田基本建设等；参与了项目的实
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选、抗病品种的示
范与推广等。

10 张彬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 农学 驻马店市农
业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
选、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等。

11 朱统泉 男 研究员 研究生 农学 南阳市农业
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包括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
选、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等。

12 张振永 男 研究实习员 研究生 生物化学 漯河市农业
科学院

参与了项目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

13 褚艳丽 女 农艺师 本科 农学
驻马店市农
业技术推广
站

参与了抗病品种的示范与推广。

14 宋全昊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生 农学 驻马店市农
业科学院

参与了资源的鉴定改良、抗性筛选、抗病品种的示范
与推广等。

34
候选项目 豫西南稻区绿色种养技术模式研究与应用

候选单位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南阳市水稻生产办公室

拟授奖等级 叁等



候选人
郭俊红、张彩虹、郭秀照、曹宗鹏、李民、金海峰、张永刚、杨红梅、张向峰、张搏、张弘、于红梅、周成杰、李成焕、郑敏
军、

项目简介

稻虾、稻鸭共养不仅基础设施简单，而且操作简单、产量高、收益快、投资低，生产成本低，经济效益大幅提高，深得农户欢
迎。稻虾（鸭）共生示范实施的稻田生态种养结合模式，一是用足时空、互利共生，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稻虾（鸭）双收、增
产增效，粮食安全、产品优质，在产业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产品上符合市场对优质稻米和虾、鸭的需求。二是充分利用
稻田资源，可以拓展龙虾（鸭）养殖发展空间，发挥稻田增产增效潜力，尤其是低洼稻田和原有稻田养殖区易于推广稻虾（鸭）
共生模式，部分灌溉条件较好的稻油轮作区改为稻虾种养区可以大大增加效益，为种植业和养殖业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因
此探索“豫西南稻区绿色种养”的农作模式是提高稻作效益的重要途径。南阳市农业科学院和南阳市水稻生产办公室于 2013 年
3 月立项研究“豫西南稻区绿色种养技术模式研究与应用”, 经过 6年的试验、示范、应用推广，创新集成 “豫西南稻区绿色种
养技术模式”。
豫西南稻区绿色种养技术模式研究分为两个方面：
1、稻虾共生技术模式研究：
1 .1 稻虾共生高效生态种养模式机理；
1.2 稻虾共生高效生态种养研究效果；
1.3 稻虾共生对水稻产量及性状的影响；
1.4 稻虾共生对水稻经济效益分析；
1.5 稻虾共生种养应注意的技术环节；
研究结果表明：

稻虾共作将水稻、水产两个农业产业有机结合起来，是一种以发掘稻田生产潜力和效益的生态生产方式，降低了稻田化肥
和农药的使用量，实现了虾稻双丰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合理的虾稻共作方案，不仅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可降至最低，还能生产
出低残留或无残留的稻米。虾稻共作具有成本低、见效快、易操作、风险小的特点，投入与产出比接近 1∶2，稻虾共生高效生
态种养模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种养结合新模式。
2、稻鸭共生技术模式研究：
2.1 稻-鸭共养有机模式作用原理
2.2 稻-鸭共养有机模式具有优点
2.3 稻-鸭有机模式操作步骤
2.4 豫西南稻鸭共生生态模式技术要点
研究结果表明：稻鸭共作是通过农业技术措施，将种稻与养鸭有机结合，利用稻田中的杂草、螟虫类幼虫和蛹作为鸭的饵料，从



而减轻草害和虫害，利用鸭产生的排泄物作为水稻生长的生物肥料。这种互利共生的种养模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化学农药、肥
料和饲料的投入，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而且减少了农业生产本身对环境造成的面源污染，保护了农业生态环境。
共作特点：解决了稻虾争地的矛盾；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促进了绿色农业发展；促进了南阳市龙虾产业的持续发展。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郭俊红 男 副研 本科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主持

2 张彩虹 女 副高 本科 种植业 南阳市水稻生产办公室 主持

3 郭秀照 男 高级 本科 种植业 西峡县种子技术服务站 主持

4 曹宗鹏 男 副研 本科 种植业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协助

5 李 民 男 中级 研究生 农学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协助

6 金海峰 男 中级 本科 种植业 西峡县种子技术服务站 协助

7 张永刚 女 中级 中专 种植业 西峡县种子技术服务站 协助

8 杨红梅 女 中级 中专 种植业 唐河县种子技术服务站 协助

9 张向峰 男 中级 中专 种植业 西峡县种子技术服务站 协助

10 李博 男 中级 本科 种植业 南阳市农业信息中心 协助

11 张弘 女 高级 本科 种植业 西峡县种子技术服务站 协助

12 于红梅 女 中级 中专 种植业 西峡县园艺场 协助



13 周成杰 男 中级 本科 种植业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协助

14 李成焕 女 中级 研究生 种植业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协助

15 郑敏军 男 中级 本科 种植业 南阳市农业科学院 协助

35 候选项目 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河南省植保植检站，河南省烟草公司三门峡市公司，河南省烟草公司洛阳市公司，河南省烟草公司南阳市公
司，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河南省烟草公司平顶山市公司，河南省烟草公司漯河市公司，河南省烟草公司驻马店市公司

拟授奖等级 贰等

候选人
李淑君、于思勤、李成军、邱睿、李小杰、白静科、陈玉国、李建华、董昆乐、何晓冰、牛莉莉、董宁禹、王海涛、胡宏民、许
晓敬

项目简介

1.项目所属科技技术领域
本项目属农业中的植物保护及烟草农业生产领域。
2、主要技术内容
（1）建立了河南烟蚜茧蜂高效繁育技术体系，形成了《河南省烟蚜茧蜂规模化繁育技术规程》。筛选出麦二叉蚜作为烟蚜替代寄主扩繁

烟蚜茧蜂以及竖把 2129 等 2 个高效繁蚜烟草品种；创新了烟草成株繁蜂技术，繁蜂周期缩短 50 天；建成了烟蚜茧蜂立体补光高效繁育生产
设施，繁育效率是常规繁育的 3-4 倍。

（2）建立了烟蚜茧蜂释放技术规程。开展了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效果科学评价及烟田烟蚜茧蜂释放技术研究，形成了《河南省烟蚜茧蜂规
模化繁育及释放技术规程》，为烟蚜茧蜂的释放节点的选择和提高防治效果提供理论依据。

（3）筛选出 2 种对烟蚜高效、对烟蚜茧蜂安全的农药品种，建立了田间以“释放烟蚜茧蜂为主，其它天敌为补充，关键时期配合施用杀
虫剂防治烟蚜”的烟蚜防治技术体系。

（4）建立了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在烟草和大农业上的生态联控模式。明确了不同作物上蚜虫发生动态，掌握了早春烟蚜寄主转换规
律，开展了烟蚜茧蜂防治烟草、小麦、油菜、桃树等作物蚜虫技术研究，实现了不同作物蚜虫的区域联防联控，建立了大田麦蚜－烟蚜区域
联防体系。

（5）建立了烟蚜茧蜂防治小麦蚜虫技术体系。明确了麦田烟蚜茧蜂释放时间、释放量、释放次数等指标，形成烟蚜茧蜂防治小麦蚜虫释
放技术体系。

（6）明确了河南烟蚜茧蜂冬季消长动态规律。摸清了越冬主要形式、虫态、场所，分析了烟蚜茧蜂烟蚜茧蜂在河南越冬滞育条件：河南
省野外烟蚜茧蜂主要在野外过冬白菜、萝卜、甘蓝和温室大棚十字花科蔬菜上以僵蚜形式越冬，滞育持续期可维持 5个月以上，从 11 月至次



年初春，滞育率总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该结果为室内滞育诱导研究、延长产品货架期及僵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提供了理论依
据。

（7）烟蚜茧蜂保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实现了烟蚜茧蜂产品化。僵蚜在 6℃条件下可保存 15-30d，Ⅲ龄寄生蚜在 4℃-6℃条件下可保
藏 40d，羽化率达 80%以上，为烟蚜茧蜂的商品化生产提供了关键支撑；形成烟蚜茧蜂僵蚜卡、僵蚜盒等产品形式，目前推广面积达 3万亩，
烟蚜茧蜂商品化生产进程持续推进。

3、技术经济指标
建立了河南烟蚜茧蜂高效繁育技术体系；形成了河南烟蚜茧蜂规模化繁育和田间释放技术规程；建了河南田间以“释放烟蚜茧蜂为主，

关键时期配合施用杀虫剂防治烟蚜”的技术应用体系；建立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在烟草和大农业上的联控模式，实现了不同作物蚜虫的生
态区域联防联控；烟蚜茧蜂保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形成烟蚜茧蜂僵蚜卡、僵蚜盒等产品并进行了推广应用。

4、授权专利、发表文章情况
授权专利 8项，发表文章 7篇，其中 SCI 1 篇。
5、促进行业科技进步作用及应用推广情况
该成果在河南烟区及大农业得到了全面推广应用，2014 年～2018 年在烟草上累计推广示范 319.46 万亩，大农业上累计推广示范 180.16 万

亩，有效减轻了蚜虫直接危害及蚜传病毒病危害，与对田相比，减少烟叶损失 5%～10%，小麦平均增产 15.1%。2014 年～2018 年，烟叶新增
销售额（烟叶产值）39895.35 万元，新增利润 4388.49 万元，小麦新增销售额 14443.20 万元，累计新增利润 15243.20 万元。另外，通过烟蚜茧
蜂防治蚜虫技术推广应用，减少了化学农药用药次数和用药量，省药省工，减少对烟叶、农作物、环境的污染，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李淑君 女 研究员、所长 硕士研究生 植物保护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烟草研究所

全面主持该项目的调查研究工作，负责项目的
总体规划和实施，制定技术方案，督促检查项
目实施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撰写工作总
结和技术总结等

2 于思勤 男 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植物保护 河南省植保植检站
负责蚜虫区域联控技术研究，建立麦蚜-烟蚜
区域联防联控技术体系

3 李成军 男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植物保护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烟草研究所

负责烟蚜茧蜂规模化繁育、烟蚜茧蜂低温保藏
及烟蚜综合防治等技术研究，建立了烟蚜茧蜂
高效繁育、田间释放等技术体系，烟蚜茧蜂低
温保藏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4 邱 睿 女 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植物保护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烟草研究所

负责烟蚜茧蜂商品化及蚜虫区域联控技术研
究，建立麦蚜-烟蚜区域联防联控技术体系，
明确烟蚜寄主转化规律，提高了烟蚜茧蜂繁育



效率

5 李小杰 女 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植物病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烟草研究所

负责烟蚜、烟蚜茧蜂保种技术及烟蚜茧蜂消长
动态规律研究，创立了利用冬储萝卜和大白菜
对烟蚜和烟蚜茧蜂进行保种的方法，明确和河
南冬季烟蚜茧蜂消长动态规律

6 白静科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研究生 植物保护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烟草研究所

负责烟蚜茧蜂繁育技术及田间释放技术研究，
蚜传病毒病的防治技术研究

7 陈玉国 男 副研究员 学士 植物保护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烟草研究所

负责烟蚜茧蜂繁育技术及田间释放技术研究，
建立了成株重复繁蜂技术体系，建立了利用土
豆苗规模化繁育蚜茧蜂技术体系，筛选出了两
种对烟蚜有很好防效的高效低毒药剂

8 李建华 男 高级农艺师 学士 烟草
河南省烟草公司许
昌市公司

负责许昌烟区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在洛阳的
推广应用及本地化研究

9 董昆乐 男 农艺师 硕士研究生 植物保护 河南省烟草公司洛阳市公司
负责洛阳烟区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
在洛阳的推广应用及本地化研究

10 何晓冰 女 农艺师 硕士研究生 微生物学
河南省烟草公司平顶山市公
司

负责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在平顶山
的推广应用及本地化研究

11 牛莉莉 女 无 硕士研究生 烟草学 河南省烟草公司南阳市公司
负责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在南阳的
推广应用及本地化研究

12 董宁禹 男 农艺师 硕士研究生 烟草植保
河南省烟草公司三门峡市公
司

负责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在三门峡
的推广应用及本地化研究

13 王海涛 男 副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烟草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
所

负责烟蚜茧蜂规模化繁育及烟蚜综合
防治等技术研究，建立了烟蚜茧蜂田
间释放技术体系，筛选了繁蚜放蜂替
代寄主

14 胡宏民 男 农艺师 学士 烟草栽培 河南省烟草公司漯河市公司
负责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在漯河的
推广应用及本地化研究

15 许晓敬 女 助理农艺师 硕士研究生 烟草学
河南省烟草公司驻
马店市公司

负责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在驻马店的推广应
用及本地化研究



36 候选项目 除草剂药害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黑龙江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广西大学、河南省植物保
护植物检疫站、中国农业大学、河南远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锦绣之星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鲁传涛、田兴山、苏旺苍、杨共强、赵利民、孙兰兰、杨峰山、高增贵、曾东强、闵红、马永强、唐文伟、刘限、张云峰、杨韧

项目简介

本项目对我国不同生态区除草剂药害发生现状、成因、诊断技术、治理措施等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如下：调查分析了我国东北、华北、
华南等主要粮食产区药害发生情况，明确不同生态区、不同栽培模式下除草剂药害现状与趋势。

1.系统研究了除草剂药害的诊断技术。以除草剂对各种作物药害症状建立起形态诊断技术和药害早期快速诊断技术，制作了除草剂药害
智能诊断分析系统，鉴定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药害原因，促进了除草剂药害知识的普及与应用。

2.研究了长残效期除草剂残留药害治理技术：(1)研究明确了 20 余种高风险除草剂降解的关键影响因子(2)研究了长残效除草剂对后茬作物
药害风险，筛选出甲咪唑烟酸等高风险除草剂后茬合适的轮作作物，解决了华北花生—经济作物轮作药害问题.(3)研究了长残效除草剂替代技
术，确保后茬马铃薯、辣椒等经济作物免受前茬除草剂残留药害。（4）建立起包括科学用药、合理轮作、残留快速检测、土壤改良，药害补
救等技术在内的综合防控技术，解决了一批重大除草剂残留药害问题。

3. 研究了除草剂药害预防补救技术，建立起部分除草剂药害后补救技术。研究出除草剂与安全剂组合应用技术 10 项，转化产品 4 项，
促进了除草剂安全应用，解决了华北烟嘧磺隆等受不良环境影响而产生药害问题。

4. 针对部分小型经济作物除草技术不成熟及药害频发问题，研究出小麦—辣椒、花生—甘薯、水稻—马铃薯等种植模式下除草剂安全应
用技术，制定小型经济作物草害控制及除草剂安全应用技术过程 7项，解决了部分特色经济作物杂草防控难题。

通过本项目研究，明确了我国不同区域除草剂药害发生的现状与原因，制定出相应的治理措施，研制出系列技术产品，建立了 7项除草
剂安全使用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及 19 项轻简化实用技术，解决了一批对我国农业生产危害重大的除草剂药害问题，发表论文 69 篇，其中 SCI
17 篇，包含 1区论文 1篇，2区论文 2篇；著作 7部，授权发明专利 10 件，实用新型专利 4项。累计推广 6460 万亩次，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社会与环境生态效益。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鲁传涛 男 研究员、所长 硕士
植物保
护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项目首席专家，制定项目计划，监督计划
实施。参与除草剂药害调查、症状诊断技
术、修复等技术研究

2 田兴山 男 研究员 博士
植物生
理生化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解决二氯喹啉酸等除草剂土壤残留生物诊
断、药害补救和残留土壤修复治理等技



术，研制多种施药机械，并获相关专利

3 苏旺苍 男 助理研究员 博士 农药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开展除草剂消解动态研究，除草剂残留风
险评估，除草剂药害快速诊断技术研究

4 杨共强 男 副研究员 硕士
植物保
护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参与除草剂药害调查、症状诊断技术研
究，实施技术示范推广

5 赵利民 女 高级农艺师 本科
植物保
护

河南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

参与项目技术推广应用。在漯河、周口、
驻马店、商丘、新乡等地组织培训会，指
导玉米、小麦、大豆、花生、水稻等作物
田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

6 孙兰兰 女 助理研究员 博士
植物保
护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开展除草剂安全剂应用及作用机制研究、
除草剂残留药害研究

7 杨峰山 男 教授 博士
生物技
术

黑龙江大学
研发长残效除草剂微生物活性炭包埋降解
菌剂，并在黑龙江省完成田间应用与示范

8 高增贵 男 教授 博士
植物病
理

沈阳农业大学
建立二氯喹啉酸、莠去津等高风险除草
剂的 ELISA 检测技术，筛选 4种除草剂
安全剂

9 曾东强 男 教授 博士 农药学 广西大学
确立 20 余种长残效期除草剂色谱检测技
术

10 闵红 女 高级农艺师 硕士
植物保
护

河南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
参与项目技术推广应用，指导小麦、水
稻等作物田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

11 马永强 男 教授 博士 农药学 中国农业大学
研究出高风险除草剂多残留检测技术，
能够高效地定量、定性检测复杂土壤环
境中的除草剂残留

12 唐文伟 男 副教授 博士 农药学 广西大学
研究了 20 余种南方水稻田使用的除草剂
药害风险评估及稻-菜轮作田除草剂安全
使用技术

13 刘限 男 副教授 博士
植物病
理

沈阳农业大学
形成了 5项玉米田、水稻田和大豆（花
生）田主要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的轻简
化技术

14 张云峰 男 农艺师、总裁 学士 抗性杂 河南远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专利 2项，登记系列高效、安全产



草防治 品，在全国各地推广

15 杨韧 男 初级 学士
植物保
护

河南锦绣之星作物保护有限
公司

通过技术示范、培训及宣传，促进技术
成果应用与推广

37 候选项目 猪流行性乙型脑炎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罗俊、滕蔓、邢广旭、赵东、孙亚宁、卢清侠、王方雨、郅玉宝、柴书军、杨继飞、郝慧芳、程娜、梁跃、郑鹿平、解伟涛。

项目简介

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是乙脑病毒（JEV）感染引起的一种重要人兽共患传染病。我国年均发病约 6,700 人、死亡约 300 人，占比超过
全球 80%。JEV 感染猪可导致母猪流产、公猪睾丸炎等。河南是养猪大省，长期稳居全国前三。近年来，乙脑流行呈上升态势，部分猪场发
病率 5%-10%，个别高达 30%，已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猪是 JEV 的储存和扩增宿主，蚊虫叮咬后形成“猪-蚊-人”循环传播，严
重威胁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因此，做好猪乙脑的防控，对有效防控人乙脑的流行至关重要。

在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0803015、201203082-5）、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152102110127）、河南省农科院自主创新
（20157817）和示范推广项目（YCN201519111）资助下，本项目组自 2008 年至今历时 11 年，围绕猪乙脑综合防控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的
系列成果及创新：

（1）系统研究了猪乙脑流行病学，查明了不同猪群感染及发病情况，揭示了 JEV 基因 1 型与 3 型毒株共流行、并正演变为优势流行毒株
的遗传进化规律，为猪乙脑防控提供了重要依据。

（2）成功研发了 JEV 胶体金试纸条，可应用于病料、细胞和疫苗毒快速检测，为乙脑快速诊断提供了简便、快捷的产品，为保障乙脑
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技术支撑。

（3）成功建立了基于 BHK-21 细胞 TCID50 病毒效价测定和相对定量 RT-PCR 的商品疫苗质量评价技术，为乙脑疫苗优选应用提供了重
要技术手段。

（4）建立了猪乙脑快速检测和疫苗评价等综合防控技术 3 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1 项；发表研究论文 17 篇，其中 SCI 收录 4 篇、中文
核心 13 篇。

项目在河南规模化猪场进行了示范应用，使示范区猪乙脑的临床发病率降低 5%以上。在核心示范场年均覆盖种猪群 3.5 万头，累计增效
8,000 余万元。同时辐射周边猪场 280 余个，间接增效上亿元。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控制了猪乙脑流行，降低了对人群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
取得了显著成效。

候选人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

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罗俊 男
研究员
研究室主

任

研究生
（博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总体负责该项目技术及产品研究、示范应用的
组织、实施及成果验收。主持完成相关项目 4
项、参与完成项目 1项，获授权专利 1项，发



表研究论文 17 篇。

2 滕蔓 女
助理研究

员
研究生
（博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完成猪乙脑病毒快速检测技术及疫苗评价
技术研究。主持完成相关科研项目 1项、参与
完成项目 4项，获授权专利 1项，发表研究论
文 17 篇

3 邢广旭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猪乙脑综合防控技术的示范与应用推
广。参与完成相关科研项目 1项，获授权专利
1项

4 赵东 男
助理研究

员
研究生
（硕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完成猪乙脑综合防控技术的示范与应
用。参与完成相关科研项目 1项，获授权专利
1项，发表研究论文 3篇

5 孙亚宁 女
助理研究

员
研究生
（博士）

免疫学检测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完成猪乙脑病毒胶体金快速检测试纸
的研发。参与完成相关科研项目 3项，获授权
专利 1项

6 卢清侠 女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猪乙脑综合防控技术的示范与应用推
广。参与完成相关科研项目 1项

7 王方雨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生物技术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猪乙脑综合防控技术的示范与应用推
广。发表论文 3篇

8 郅玉宝 男 副研究员 本科 生物技术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完成猪乙脑病毒流行病学研究及快速
检测技术研发。发表论文 2篇

9 柴书军 男
助理研究

员
研究生
（硕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完成猪乙脑流行病学研究。参与完成
相关科研项目 4项，获授权专利 1项，发表研
究论文 3篇。

10 杨继飞 男 副研究员
研究生
（硕士）

免疫检测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完成猪乙脑病毒快速检测技术研发。
参与完成相关科研项目 3项，获授权专利 1
项。

11 郝慧芳 女 副研究员
研究生
（博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猪乙脑综合防控技术的示范与应用推
广。参与完成相关科研项目 1项。

12 程娜 女 财务主管 本科 经济管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负责相关科研项目的财务预算、支出管理
及决算验收等，参与项目的示范与应用。发表
研究论文 1篇。

13 梁跃 男
助理研究

员
专科 畜牧兽医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猪乙脑综合防控技术的示范与应用推
广。获授权专利 1项。

14 郑鹿平 女
助理研究

员
研究生
（硕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猪乙脑病毒快速检测试纸条研制。参
与完成相关科研项目 1项。



15 解伟涛 男
助理兽医

师
研究生
（硕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动
物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主要参与猪乙脑综合防控技术的示范与应用推
广。参与完成相关科研项目 1项。

38 候选项目 规模化猪场主要细菌性疾病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李海利、徐引弟、郎利敏、张青娴、游一、朱文豪、王治方、张立宪、王克领、焦文强、方剑玉、陈直、许峰、郑万录、蔺萍

项目简介

项目历时 5年，围绕规模化猪场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支原体肺炎、猪链球菌病等主要细菌性疾病的病原流行病学、耐药性及综合防
控等关键技术进行研究，获得了如下科技成果：
1 完成了规模化猪场主要细菌性疾病的病原流行病学调查，探明了细菌性疾病的流行趋势，建立了先进的诊断和检测方法，为规模化猪场
疫病防控提供了依据。
1.1 建立了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猪链球菌和猪肺炎支原体的分离鉴定方法，分离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79 株，猪链球菌 594 株，猪肺炎支
原体 5株。建立了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PCR 血清分型方法，猪链球菌 PCR 和血清凝集试验的血清分型方法。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主要血
清型为 1 型、2 型、3 型、5 型、6 型和 10 型。猪链球菌的优势血清型是 2 型、7 型、9 型和 1 型，血清群以 D群为主，其次是 G群和 C
群。
1.2 建立了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血清 1 型、2 型、3 型和 6 型分子诊断方法，其中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血清 2 型，3 型和 6 型三重 PCR 检测
试剂盒及其应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3 建立了猪肺炎支原体与猪鼻支原体二重 PCR 检测方法，用于二者的鉴别诊断，其中适于二维电泳的猪肺炎支原体外膜蛋白的提取方法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4 建立了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和猪支原体肺炎抗体 ELISA 检测方法，用于两种疾病检测、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该试剂盒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1.5 对 261 株 2 型猪链球菌的毒力及毒力基因进行了研究，扩增了溶菌酶释放蛋白 （mrp）、胞外因子（epf）和溶血素基因（sly），以毒
力较高的 sly+mrp+epf+型为主，探明了 2型猪链球菌毒力基因的分布。
2 完成了规模化猪场主要细菌的药物敏感性试验，耐药基因的检测和耐药机理的研究，建立了主要流行菌株的耐药谱，用于指导规模化猪
场疫病防控。
2.1 对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猪链球菌进行了药物敏感性试验，分离菌株对药物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筛选出了敏感药物。
2.2 对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进行了磺胺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β-内酰胺类、抗菌增效剂、大环内酯类和酰胺醇类药物的耐药基因的检
测，探明了耐药基因的分布和产生耐药性的分子机制。
2.3 利用定量蛋白质组学方法对两株临床分离的广泛耐药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和标准株之间的差异蛋白表达进行了研究。共鉴定 1373 个蛋
白，上调 206 个，下调 207 个，总差异 413 个。鉴定出部分与抗生素耐药相关的蛋白，为解析耐药机制奠定了基础。
3完成了规模化猪场主要细菌性疾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的配套与集成。



将病原学和血清定型、耐药机理、药敏测试、检测技术等研究成果进行配套，形成了规模化猪场主要细菌性疾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的
配套与集成，有效防控细菌性疾病。
4成果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该成果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份的 600 多家规模化猪场推广应用有效防控了主要细菌性疾病。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2.5
亿元，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
（学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李海利 男 中级 研究生
（博士） 临床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负责项目研究和推广的设计和总结，组织年度
计划的实施，适时检验项目进展情况。督促课
题组按照计划完成研究任务，撰写研究总结，
完成项目验收和成果鉴定工作

2 徐引弟 女 副高 研究生
（博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加了猪支原体的分离、鉴定
等研究工作

3 郎利敏 女 副高 本科
动物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负责实验室样品检测、技术推广工
作

4 张青娴 女 中级 研究生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加了链球菌等分离、鉴定等
研究工作

5 游一 女 中级 研究生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加了猪链球菌的血清定型及
快速鉴定应用技术研究工作

6 朱文豪 男 中级 研究生
（硕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加了胸膜肺炎放线杆菌血清
定型及药物敏感性试验和耐药基因扩增的应用
技术研究工作

7 王治方 男 副高 本科
动物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加了耐药的菌株连续传代培
养和耐药菌的全菌蛋白的提取

8 张立宪 男 副高 本科

动物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加了抗药株和敏感株的蛋白
质组学及差异蛋白质组学研究。应用差异蛋白
质组学对耐药株和敏感株的全蛋白进行分析，
对差异的蛋白质点进行质谱鉴定

9 王克领 男 正高 本科

动物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协助第一完成人进行项目研究和推
广的设计和总结，组织年度计划的实施，适时
检验项目进展情况。督促课题组按照计划完成
研究任务。



10 焦文强 男 中级 研究生
（博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加了链球菌等分离、鉴定等
研究工作

11 方剑玉 女 中级 研究生
（博士）

预防兽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加了蛋白质组学数据分析工
作

12 陈直 男 副高 研究生
（硕士）

动物医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负责实验室样品检测、技术推广工
作

13 许峰 男 中级 本科 兽医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负责实验室样品检测、技术推广工
作

14 郑万录 男 中级 中专 兽医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负责实验室样品检测、技术推广工
作。

15 蔺萍 女 中级 本科 会计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

在本项目中负责实验室样品检测、技术推广工
作。

39 候选项目 种业信息综合服务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候选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拟授奖等级 壹等

候选人 张会芳、卓文飞、孙岩、段俊枝、燕照玲、陈海燕、马中杰、许宏云、齐红志、樊文杰、张甲源

项目简介

项目研究内容
目前，种业方面缺乏将与种子科研、经营、管理、推广、生产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种子企业以及有关专家、农技推广人员等

主体有机对接，提取有效信息并快捷、多形式传递的平台，鉴于此，进行了种业信息综合服务模式构建及技术支撑平台的研发，对推动种业
良性发展及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意义重大。
2 主要技术及创新点

1）构建了可循环六层种业信息综合服务模式（应用层+支撑层+平台层+传输层+成果层+反馈层），以解决与种子科研、经营、管理、
推广、生产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种子企业以及有关专家、农技推广人员等主体对接不畅，所需种业信息不能准确、快捷、有效获
取并多渠道传递的难题。

2）利用多数据源下信息动态可视化技术及高维不平衡特征选择算法，突破了种业热点信息抓取与智能分析技术，搭建了线上（种业在
线、种业热点信息网络检测系统）线下（《种业导刊》、种子信息发布及交易会、良种观摩会）相结合的种业信息综合服务模式技术支撑平
台。
3 经济技术指标



1）建立了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水稻、棉花、大豆）国审(2009-2018 年)及河南省审(2008-2018 年)品种数据库；2）创建了种业政策
法规、市场分析等相关的文献与信息资源库。3）发表研究论文 7篇；参加学术及种子交流会议 25 场。
4、推广应用及社会效益

本成果被不同种业相关主体应用。本研究及时传递种业政策、指导性文件（文章），增强河南省种子管理站等政府部门对于全省作物布
局、品种利用的导向作用；发布河南省种子协会文件、会议信息，并主动联合举办“河南种业 60 年”有奖征文等推动种业发展的活动，促进
协会会员互动、推广先进的种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提高河南省种子协会等种业社会团体对种子企业的服务水平；累计发布国审、省
审农作物品种 18240 条次，发布种业热点资讯 5760 条次，刊登围绕重大农情邀约专家撰写及传递的针对性权威文章/信息 520 篇/条，利于农
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学选种，安全生产；累计为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112 版次彩页宣传、推介包括郑单 958 在内
的 66 个主推品种，助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提高种子企业竞争力；重点跟踪、宣传服务的小麦品种郑麦 7698 于 2018 年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助力育种家良种推广。
序
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文化程度（学

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张会芳 女 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作物遗传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项目总体方案、技术路线设计
2 卓文飞 女 副研 主任 博士研究生 农业信息服务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项目总体方案设计、项目实施
3 孙岩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农业经济管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项目实施
4 段俊枝 女 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农业信息分析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项目调研
5 燕照玲 女 副研 博士研究生 作物遗传育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项目调研
6 陈海燕 女 副研 硕士研究生 农业信息服务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资料收集
7 马中杰 男 助理研究员 本科（学士） 植物病理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平台维护
8 许宏云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果树学、编辑学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平台建设
9 齐红志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 农学多媒体技术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资料收集
10 樊文杰 女 -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网络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资料收集
11 张甲源 男 - 大专 作物栽培与耕作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平台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