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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手
搭建绿色制药创新转化平台

“ 牛教授
牛教授”
”下乡传艺
山东奶牛产业更牛了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王 勇

这一次，山东省临朐县“养牛大户”王国玲显得
很高兴。从一筹莫展到喜笑颜开的转换，源于“牛教
授”们的一剂良方——前不久，来自山东省牛产业体
系创新团队成员胡士林教授和刘焕奇教授的“精准
施治”，让老王家“不吃不喝”的奶牛有了好胃口。
以王国玲为代表的 30 个养牛大户，是当地牛
奶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是山东省牛产业创新
团队的成果落脚点和技术发力点。
近两年来，面对国内奶价走低、成本上扬，奶牛养

殖在“寒冬”中行走的现实，来自山东省农科院、青岛
农业大学、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等山东省牛产业体
系团队的育种、营养、疫病防控、设施环境等各领域专
家，加快了“下乡”步伐，他们携带成果、怀揣绝技走进
一个个奶牛场，一方面为牛场主排忧解难，另一方面
从育种到环境，从营养到疾病防控，全方位介入奶牛
产业链，以实打实的行动拯救寒冬中的奶牛业。
4 月初，科技日报记者跟随着“牛教授”们深入
到基层“会诊”，捕捉到奶牛产业需求侧与科研成果
供给侧精准对接的重要细节，这些细节蕴含着破解
成果转化难问题的关键。

蹄病和乳房炎的发病率。”
从 DHI 到“大通铺”，养牛大户们对新技术的
接纳能力让人出乎意料。但这并不是技术供给侧
与需求侧对接的全部内容。
对侯明海来说，
“试管牛”并不是新技术，但将之
工厂化批量生产，却是在他与同事们手中率先实现
的。而实施的载体，便是国内首家“试管牛”产业化企

业——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侯明海说，他
们的计划是，要将“试管牛”产业化的成果推广到全
省，乃至全国。
记者了解到，这次到临朐调研的“牛教授”们大
多还有另一角色，那就是畜牧企业或者奶业企业的
技术专家甚至团队核心——他们手里的科研成果
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转化应用。

奶牛大县需要新项目
既靠企业龙头，又靠技术大拿

养牛大户渴盼新技术
“大通铺”要上，
“ 试管牛”也要上

钮凤霞原先从事跟奶牛“八竿子打不着”的职
业，却“半路出家”，一头扎入奶牛养殖的江湖。
刚开始，三四百头牛养起来很吃力，好在她跟
“牛教授”们熟悉。频繁走动中，
“ 门外汉”终于被磨
拥有 500 多头奶牛的汇宝乳业是临朐当地规
出更多的钱。
砺成了半个专家。如今，钮凤霞讲起奶牛头头是
模数一数二的牛场，也是山东省农科院奶牛研究中
专家们与养牛户的互动，慢慢改变着后者的价
道，背后是个人努力与专家的循循善诱。
心研究员侯明海重点服务的对象。一个月前，他所
值观。50 多岁的张孝养牛多年，之前是“顺着感觉
因为有了钮凤霞，
才有了德牛乳业；
几十个
“德牛乳
在的奶牛中心刚刚为后者出具了一份《DHI 分析
走”，经验为王，但现在恋上了高科技，不仅上了现
业”
，
便拼成了临朐奶业现在的大盘。从历史到现实，
无
报告》，里面用大量的数据对牛群产奶、305 天预计
代化的 DHI，也上了时下流行的“大通铺”。
数事实诉说着“牛教授”
下乡的必要性，
更让临朐县畜牧
产奶等重要信息进行了梳理和预估，并对牛场暴露
青岛农业大学教授、设施与环境控制专家孙国强
局局长王明宝记在心里，
他告诉记者：
“专家们会诊临朐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俗称的‘大通铺’，类似于发酵
奶牛，真知灼见和先进实用的技术应用，为养殖户创造
汇宝乳业负责人张孝钟情于 DHI 技术（奶牛
卧床，奶牛可以自由地在‘大通铺’上活动和趴卧。
‘大
了效益；
可以说，
临朐奶牛业从小到大，
离不开专家的扶
生产测定）是有原因的，
“ 能度量，才能管理；能管
通铺’柔软、干燥，奶牛非常愿意趴卧在上面。为保持
持，
更离不开专家们在此转化的科研成果。
”
理，才能提高。”张孝说，科学家们采集了牛群的十 ‘大通铺’柔软、干燥，每天都要对其旋耕 1次。”
此话不假。奶牛业是临朐的支柱产业，也让后
几项指标分析，并给出建议，好似一份“体检报告”，
在他看来，奶牛躺卧的时间越长，产奶量越高， 者成为全国牛奶生产 50 强县之一。但所谓“成也
可以带来产奶量提升、患病率下降等一系列好处。 “大通铺”的优势便体现出来了。青岛农业大学刘
用专家的话说，科技成果的植入，让每头奶牛能产
焕奇教授也表示：
“‘大通铺’还能有效降低奶牛肢

萧何，败也萧何”，近几年奶价下跌和成本上涨让临
朐奶业经历了“艰难时刻”。但不服输的临朐人选
择用创新转型抵御“寒冬”。
现年 59岁的王国玲已经养了 20年奶牛。在他记
忆中，临朐奶牛养殖经历了从一家一户到养殖小区化，
再到合作社，一直到大型牧场的规模化养殖的转变，
“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在摸爬滚打中，王国玲
也慢慢完成了从传统养殖户到现代牛场主的过渡。
在“技术大拿”的扶持和精准成果转化之外，
“ 行 业 巨 头 ”对 临 朐 奶 业 蜕 变 的 推 动 力 也 不 能 忽
略。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伊利）8 年前入驻临朐，作为利益共同体，伊利将现
代化的理念、技术、设备移入当地的 30 家牛场，也
将相关科研成果在当地进行转移转化，
“ 反逼”后者
转型，带动了当地的产业水平。

向成果转化要效益
打破“挤压”
“ 紧箍”，奶业人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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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行走基层的过程中，山东省农科院畜牧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星凌发现，奶牛养殖中司空见
惯的饲料现在居然成了一块短板。
“饲养水平不能适合奶牛产奶营养需要。”王星
凌向记者表示，问题根源在于目前奶牛生产仅考虑
了日粮蛋白质数量，忽略了质量。他认为，高产奶
牛产奶代谢蛋白调控技术成为提高奶牛产奶性能、
改善乳氮转化效率和饲料利用效率、降低奶牛养殖
成本的最核心关键技术。
将短板补上，将问号拉直，于是就有了获得山
东省科技进步奖的项目——“高产奶牛产奶代谢蛋
白的调控技术”。
对 奶 牛 行 业 来 说 ，成 果 好 不 好 ，
“只有牛知
道”。这话看似玩笑，但却实在。根据有关部门统

计，在短短 3 年间，仅在山东，这项成果已应用于 15
万头奶牛上，累计直接效益 1.9 亿元。
深入一个个牛场，诊断病症，开出药方，获取灵感，
形成课题成果，再推而广之，将成果转化落地，实际应
用。对“牛教授”们来说，这是他们俯身基层的逻辑和
动力。但科研艰苦，转化不易，在具体的疑难杂症之
外，来自大环境的压迫也在考验着专家们的智慧。
“双板挤压”和“两道紧箍”，两个词形象地描述
出大环境的压力。
“ 双板”，即奶价上升接近“天花
板”，而成本“地板”依然在抬升，养殖利润空间遭受
压缩；而“紧箍”则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趋向紧
张。在“挤压”和“紧箍”下，奶业人如何突出重围？
向创新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向成果转化要效
益，
“牛教授”们的实际行动给出了最靠谱的答案。

青岛农大：负责“转出去”，更支持“长起来”
产业鹊桥
本报记者 王建高
通 讯 员 曲天泽

晒新品种，直接接受市场评判
周维维

最近，青岛农业大学捷报频传：机电工程学院
院长尚书旗教授团队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
励 11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建立 32 家
专家工作站和科研教学实践基地，在农机研究领域
成果转化成绩突出，连续两届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奖；农学院王晶珊教授课题组育成的高油酸大
花生新品种“宇花 31 号”2018 年通过国家登记，不
到一年时间，便在山东省青丰种子公司成功实现转
化……
青岛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宝笃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激活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学
校实施了《青岛农业大学纵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和《青岛农业大学科研奖励办法》，全校去年转让技
术成果 16 项，转让经费突破 1000 万元，超过“十二
五”以来转让经费总额。全年技术转移合同登记额
过亿元，位居青岛高校科研院所之首。

今年 3 月，该校园艺学院王然教授带领的梨
育种课题组培育的“鲁秀”
“ 琴岛红”等 5 个梨品种，
通过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示；该学院苹果
育 种 团 队 历 时 21 年 选 育 成 功 的 苹 果 新 品 种“ 福
丽”，也以 156 万元价格成功转让。
“以前担心好品种出来后推不出去，现在学校
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不断完善转化激励机制，
我们对‘琴岛红’等品种的转让非常有信心。”王然
教授说，学校不仅负责“转出去”，更支持“长起来”。
近年来，青岛农业大学积极组织教师带上项目
成果参加各级、各类新品种展示推广会，不仅让研
究人员及时了解最新的产业需求、把握市场发展方
向，更为学校科研工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厘清
了思路。同时，通过各种平台把新品种“晒出来”，
让成果直接面向市场接受评价，也更快地促进了成
果转化、技术转移，大大缩短了从实验室、研究田到
生产生活一线之间的距离。
由青岛农业大学承担的 4 个山东省农机装备

研发创新计划项目也顺利通过鉴定验收。在验收
会上，山东源泉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学文当场与
学校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尚书旗签署“秧果兼收型花
生联合收获技术成果转化意向协议”，以 110 万元
的价格获得了技术转让，这一签约创造了我国单项
农机技术“一经鉴定即成功转让”的新历史。

敢破敢立，转移转化处处开花
青岛农业大学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制定并完善了相关管理制度，规范了科技转让、
科技开发、科技服务、科技咨询 4 类合同模板以及
合同签订、管理流程，并对科技成果转移、技术合同
签订等作出具体规定，有效避免了成果转化实施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同时，规范了学校知识
产权管理工作的机制和流程，形成了完整的技术转
移及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运营体系。该校校长宋希
云认为，这些举措，有效加强了对知识产权工作的
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提高了学校自主知识产权成
果的转化实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该校科技处处长赵金山介绍，学校建立了科技

管理信息化平台以及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将
收集到的各行业技术成果需求信息传递至有关科
研人员，同时通过文字、图片等向社会呈现学校各
领域的开发成果，不断提升科研服务能力。
敢破敢立，敢想敢为，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处处开花结果。2015 年以来，学校组织参加中国
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等成果推介会 30 余次，推介
成果 310 余项；征集企业需求 1000 余项；连续 3 年
获得青岛市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构年度考核
第一名；新建青岛农业大学西海岸现代农业研究
院、特色产业基地和分布式服务站 20 余处；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等签署了科研合
作协议；与云南省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36 家企事业单位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
“随着制度、机制的不断完善，科研之路将不再
是科学家的踽踽独行，而是从高校、科研院所到企
业、市场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宋希云表示，
“只
有主动积极推动科研人员不断调整研究方向、扩展
研究领域、推动成果转化，才能真正把科研做到田
野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成果惠及百姓生活，科
研人员也才能拥有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近日，华东理工大学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医药）共建的绿色制药创新转化中心揭牌成立。新成立
的绿色制药创新转化中心，将聚焦绿色制药技术、连续流动合
成、药物晶体工程等重点领域，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和平台建设，
提升双方的药物绿色制备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能力，还将在
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曲景平表示，上海正在加快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合作双方均位于上海，要积极互动、
乘势而进、顺势而为，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做出共同努力。华东
理工大学在制药工程方面具有传统优势，近年来，在创新药物和
产业化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希望这次校企强强联
手，能进一步促进制药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在当前医药产业新变革的大时代下，创新发展、开放合作是
上海医药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领先医药产业集团的
重大战略举措。上海医药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优化研发创新体
系，陆续建立了费城、圣地亚哥等多个海外研发中心，并在香港
建立了生物治疗研发中心，为创新发展搭建平台。上海医药总
裁左敏希望，公司能与华东理工大学在科研人才培养、合作平台
建设、科研合作项目等方面建立更为深入的实质合作。本次绿
色制药创新转化中心的成立，是双方联手科技创新的又一个新
开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促进生物医药科技的发展，为上
海医药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通讯员叶金星 记者王春）

科技支宁
东西部合作聚焦特色产业
近日，
“科技支宁”东西部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签约暨宁夏中微
微生物制剂项目一期建设工程在银川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启动。
这是宁夏首个环保绿色高效微生物制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该项目依托中国农科院和宁夏农科院在微生物农药、肥料
和饲料添加剂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分三期建设现代化、全智
能微生物制剂生产厂，涉及生物农药类、生物肥料类、生物饲料
类等 51 种产品，将优先服务于枸杞等宁夏优势特色种植产业绿
色发展，解决农药残留等重大问题。
宁夏中微泰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宁夏农林科学院
签署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合作协议。据悉，该项目从立项审批
到开工建设仅用了 5 个月，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6.27
亿元，利税 1.88 亿元。
2017 年以来，宁夏与东部有关省市、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
“科技支宁”东西部合作机制，共同实施各类科技合作项目 400
余项，引进新技术、新成果、新工艺 100 多项，研发总投入 40.2 亿
元，在重点产业领域取得系列突破。在该机制的推动下，全区科
技型企业数量大幅增长，2018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94 家增加
到 152 家，增幅达 61.7%，为历年之最。
（王迎霞 周小平）

秀成果
新技术实现零排放
纺织品染色无需再用水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建勇来到位于青岛即墨区的即发
集团，调研其纺织用聚酯材料超临界 CO2 无水染色产业化生产
示范线项目时表示，该企业世界首条且最大的智能化无水染色
示范线的建设运行，标志着我国无水染色工艺技术日渐成熟，并
在产业化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目前，我国纺织废水年排放量为 25 亿吨（约 230 个西湖水
量），其中印染废水排放量为 20 亿吨，由于传统印染对水资源的
依赖和废水排放造成的环境问题，制约了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亟须研发一种少水或无水染色技术，从源头上解决印
染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早在 2014 年，即发集团通过产学研合作开始了超临界 CO2
无水染色技术的产业化研究与应用，不断改进完善无水染色技
术，解决了设备、工艺、检测等多项影响产业化生产的关键技术
问题，攻克了专业部件的瓶颈。利用超临界流体的半液气状态
既可以溶解染料，又可以轻易地渗透至纺织品内部，完成染料溶
解—吸附—上染的工艺过程，消除了传统水染色工艺的主要缺
点，将染色周期从数小时缩短到数十分钟，同时实现零排放，环
保而且高效。2017 年，该集团开始了世界首条 1200L 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无水染色产业化示范生产线的建设，实现了设备连
续正常运行，目前，已申请 30 余件专利，为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即发集团副总经理万刚表示，纺织用聚酯材料超临界 CO2
无水染色技术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
术领域，对于全面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企业，大力发展高效、节能、环保和可循环的新型制造工
艺及装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梁孝鹏 王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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