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一线人员，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疫情期间

工人没有返岗，食品企业如何复工复产？

快餐盒饭、速冻包子、饺子、糯米鸡、即食鸭……

抗疫期间，深圳、重庆、武汉等地，由中央厨房提供、

智能化全自动加工的美味餐食，源源不断地提供给

防疫一线人员，而这种安全健康的餐饮服务，也成为

中式餐饮加工企业实现智能制造转型的成功探索。

得知成果应用到防疫工作中，江苏大学食品学

院邹小波教授高兴地说：“我们高校科研人员上不

了一线，就用科研成果来做战‘疫’的坚强后盾。”

近日，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联合

出台了《关于提升高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

若干意见》，而作为教育部“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

地”，近三年来，江苏大学已实现发明专利转化

616 件。该校专利全流程管理的成果转化模式，

不仅推动了校企、校地合作向深层次、高水平发

展，而且提升了高校科技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

我国自 2008 年起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高

校取得的专利数量持续增长，甚至达到欧美高校的

5倍以上，但是高校的专利转化率却普遍低于 10%。

“美国高校的专利转化率在 40%左右，对比我

国高校的专利转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高校的专利

还只是处于产出的高峰，没有真正形成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有力支撑。”江苏大学副校长丁建宁说。

“2 个工人 1 个小时就能生产 1320 公斤的米

饭，可以供 4000人食用。”疫情期间，南京乐鹰商用

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米饭线、炒菜锅、洗箱机

等自动化装备，应用在了湖北武汉中百生鲜物流园

的中央厨房工厂。公司总经理张如波说起这套来

自于江苏大学专利转化的装备，高兴得合不拢嘴。

当前，我国餐厨行业普遍面临租金高、人工费高、

原材料成本高、出餐效率低的“三高一低”问题，急需智

能制造技术支撑转型升级。曾获得过中国专利优秀奖

的邹小波调研后发现，现有的中式中央厨房更像一个

简单放大的后厨，作业主要还是大量人工介入的半机

械化流水线。

邹小波认为“中央厨房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和信息化的生产模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手

段。”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式自动化

中央厨房成套装备研发与示范”项目负责人，他携

手国内 25家单位开展了联合攻关。

经过近三年时间的研发，邹小波团队研究的项目

目前已经在5家大型企业示范应用，开发中央厨房设备

38台套，并形成示范生产线6条。在广州酒家集团利

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广东人爱吃的盐焗鸡、大盘菜、广

式靓汤等都实现了自动化生产。

“专利只有转化了才能创造价值，现在要从专

利创造转变成专利转化，注重输出高质量的成果。”

丁建宁表示，高校作为创新源泉，要更好发挥成果

供给的作用，就必须提高成果供给的质量，提升高

效服务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转化率低于10%，要变产出为应用

2016 年，江苏泰州高港一家企业主动找到江

苏大学医学院龚爱华教授，想要和他的团队合作做

一款纳豆激酶功能食品。

纳豆起源于中国，但日本产品却占据了国内

80%以上的市场份额。纳豆激酶具有溶解血栓、降

低血黏度、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能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

经过三年的合作，合作企业的产品供应了国内

十多家公司，并出口欧洲市场，取得 1000多万元的

经济效益；同时，还联合国内多家企业发起制定产

品团体标准和产品检测方法标准，团体标准于

2019年 7月颁布实施。

一个 50 万元的横向项目经过三年的运作，能

取得这样的成效，龚爱华多少有点意外，同时他也

庆幸，在合作之初，团队就已经谋划好核心知识产

权的保护和转让事宜，菌种、配方以及功能评价的

相关专利归研发团队所有。

过去，制约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主要

有三个：事业单位的科技成果视为国有资产，高校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力得不到有效释放；实施科

技成果转化对科研人员和成果转化人员的奖励力

度较小，激励作用有限；高校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产

学研合作的空间需要进一步拓展。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的制约瓶颈逐一突破。

目前，江苏大学已颁布《江苏大学专利分割确

权管理办法（试行）》，推动在专利投资入股前的权

属的分割，让创新团队最高能持有 90%的份额。龚

爱华的 2 个专利也成为学校最早一批进行专利分

割确权的专利，他持有了入股前 90%的权属份额，

这也让他转化成果再无后顾之忧。

制定专利分级标准、优化专利评价制度，强化

对重点成果 PCT 申请支持、优化专利资助政策，启

动专利确权分割试点工作……目前，围绕从创新端

到应用端实施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江苏大学已开

展系列知识产权制度优化工作，不仅为后端的专利

转化奠定基础，而且也为科学确定个人和学校之间

合理的权益分割和分配提供支持。

截至 2019 年底，江苏大学近三年发明专利转

化 616 件，占近三年授权发明专利量的 23%；江苏

大学维持 10年以上有效发明专利 145件，其中转化

61件，转化占比 42%。

确定权属分割，制约瓶颈逐一突破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吴 奕

专利证书不是一张奖状，如果专利不转化，证

书就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

在现有的考评机制下，一些高校教师“急功近

利”，把专利当作评定职称、项目结题的工具，形成

了一大批缺乏转化前景的“荣誉专利”。

为此，江苏大学开发了基于生命周期的知识产

权管理系统，将知识产权管理融入科研项目选题、

立项、实施、结题和成果转化等各个环节。

“比如说，在专利创造阶段，专利培育和运营中

心的团队就会进行专利布局和挖掘，对有市场化前

景的方案进行及时合理的专利保护。”江苏大学知

识产权研究中心负责人唐恒介绍，对学校优势学科

会加强专利导航分析，为重点团队提供贴身服务。

2019 年，“一种轴向喂入式稻麦脱粒分离一体

化装置”发明专利，获得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金奖，

这也是我国农业装备行业首获该奖。依托这一专

利技术，我国民族品牌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外资品

牌的高端履带式联合收割机在我国市场占有率从

80%缩减至 20%。

该项专利发明人李耀明教授来自江苏大学农

业装备工程学院，他也是学校知识产权团队一直关

注的重点对象。团队通过对国内外 4000件农机专

利进行分析，为农业机械技术领域中的专利提供挖

掘、培育、布局等服务，最终形成了一批核心专利。

其中，仅李耀明这一项金奖专利技术已在多家龙头

企业得到应用，近三年共销售产品 86000 余台，新

增销售额 69亿元、利润 8.9亿元。

“好的专利技术就像一颗优质的种子，经过专

利运营工作的灌溉、施肥，这棵种子才能长成参天

大树，造福社会。”唐恒说。

丁建宁认为，知识产权工作不仅仅是科技管理

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涉及到高校科技创新和考核评

价的方方面面，“只有建立校级的管理体系，才能实

现全面的统筹和协调。”

关注重点对象，为“荣誉专利”贴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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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台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李乐薇）智能制造可预测

性控制技术、金属增材制造 3D 打印技术、智能化污水处理……

日前，湖南省长沙市科技局牵头主办的“协同抗疫 智造未来”

2020 年省外知名高校企业线上对接会上，来自浙江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四川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科技成果，通过“云

路演”，向湖南企业投放。

开展校企成果转化对接会，是长沙市的“传统项目”。每年，

该市科技局均会举办多场次多形式专项主题的科技成果对接

会，以促进当地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升。今年，为规避疫情风

险，长沙市科技局将对接活动从线下搬到线上，首个主题聚焦抗

疫成果转化，“主角”为外省高校与本土企业。

视频对接会上，记者看到，不少专家在自家书房做起了主

播，为自己团队的成果求买家。“智能制造之可预测性控制技术”

等七大路演项目成果分享过程中，企业家、投资机构代表与高校

专家对成果具体技术细节、市场应用情况及需求资金等多方面

问题，进行了热烈网聊。

另据长沙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长沙正率先打造

国家智能制造中心，该市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范围内的中南

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岳麓智慧谷、西湖 58 小镇等 18 个产业

园区（平台），均在积极推进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科技金融、高端

人才及企业上市等服务平台建设，拟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搭建

起服务科技型企业创业、成长、发展的生态体系。因此，该市成

果转化对接会的下一个主题，将是智能制造专题。

云上路演网上热聊
多省高校成果隔空投放湘企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口感甜美，营养丰富的番茄“好

吃，不好养”，一种新型土传植物病害——番茄颈腐根腐病成为

其“杀手”，而常规农药制剂显得束手无策。将传统的微囊包封

技术进行改造，通过对常规聚合物材料进行表面修饰和工艺调

控，得到尺寸更小的纳米囊农药递送系统。将利用该技术研制

的吡唑醚菌酯纳米囊，好似给农药穿上“衣裳”，可制伏番茄“杀

手”。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刘峰教授团队的这一成果，近

日登上了国际学术杂志《化学工程期刊》。

我国是世界上番茄栽培面积最大、生产总量最多的国家。

颈腐根腐病的急剧蔓延，冲击着番茄的产量。该病在幼苗至成

株期间均可感染，植株感病后出现维管束坏死、生长停滞、迅速

萎蔫、枯萎乃至死亡，在设施栽培条件下危害更为严重，尤其是

在结果初期发病，可造成番茄减产 65%以上，已成为棚室冬春番

茄生产的大敌。

刘峰教授告诉记者，实践中，吡唑醚菌酯、阿维菌素等农药

已经应用于番茄颈腐根腐病、根结线虫病的防治。不过由于真

菌、线虫等靶标生物在土壤中分布范围广而活动性差，常规农药

制剂在随农事灌溉施药过程中易被土壤吸附，难以移动到更深

的土层，不能全面保护作物根系。怎样有效扩大农药活性成分

在土壤中的递送范围，是提升番茄颈腐根腐病和根结线虫病防

治效果的关键所在。

该团队利用磺化木质素修饰聚合物囊壳并包覆广谱高效杀菌

剂吡唑醚菌酯，制成平均粒径160纳米左右的囊。这些载药纳米囊

具有稳定的核壳结构，尺寸小且外壳带有负电荷，在土壤中较普通

乳液、悬浮剂等常规剂型更容易随水移动到更深层次的根系土壤，

为番茄根系提供范围更广的保护。此外，吡唑醚菌酯纳米囊比同

剂量微囊在土壤中释放更充分，残留风险更低。

制伏番茄“杀手”
他们给农药做了一件“衣裳”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郭翠华）“芽变选种”在苹

果新品种选育中应用多年，但科研人员一直没有找出这种方法

背后的分子生物学机制。近日，山东农业大学陈学森教授团队

创新性地揭示苹果转录因子 MdMYB1 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与果

皮花青苷含量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据此研发的新技术可使苹

果育种缩短近三年。该成果刊登在国际知名期刊《植物生物技

术》上。

被誉为“水果之王”的苹果无论口感还是营养价值，在水果

中都名列前茅。我国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 50%以上。

但选育出一个好品种动辄需要十余年，如何缩短培育年限成为

科研人员一直致力解决的难题。

果树芽变是果树体细胞突变的一种，是指突变发生在芽的

顶端分生组织细胞中，当芽萌发长成枝条，在性状上表现出与原

性状不同。科研人员通过对芽变发生的变异进行选择，研发出

芽变选种这一新品种选育方法。但对于果树芽变的分子生物学

机制，科研人员并不清楚。

果皮花青苷含量是影响着色程度的关键因素。学者们前期

的研究发现，苹果转录因子 MdMYB1能够调控苹果果实花青苷

的合成，从而影响果实着色。陈学森团队系统研究不同苹果芽

变品种着色差异原因，发现苹果转录因子 MdMYB1启动子甲基

化水平与果皮花青苷含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MdMYB1 启动子甲基化水平越高，果皮花青苷含量越低，果皮

颜色就越浅，反之则果皮颜色就越深。

在这些理论成果支撑下，陈学森团队创新性地研发了基于

MdMYB1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检测的苹果红色芽变早期分

子鉴定技术。这项技术把常规芽变选种方法与分子技术有机结

合起来，实现了对苹果红色变异的早期、快速、准确的鉴定，提高

苹果芽变选种效率和准确度，明显比常规芽变选种方法缩短

2—3年的育种年限，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十年变三年
分子技术快速选出“新”苹果

3 月初，由青海省科技厅紧急立项，中国科学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制的应急科研项目阶段

成果产品——藏药体外消毒剂“巴达消毒湿巾”，第

一时间送往青海省人民医院等单位，供给临床一线

人员使用；藏药新药研发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青

海省藏医院等单位科研人员赶制出 2000 份“九味

防瘟黑药粉香囊”，在疫情暴发初期免费送达湖北

抗疫一线。

这仅是青海加大科技工作力度，助推传统藏医

药产业创新发展，实现成果转化的缩影之一。

抢救发掘古籍文献千余部

青海是我国藏医药重要的发源地和传播地之

一。广袤高原，遍地“黄金”，如何用好资源、加大

研发力度、完成成果转化、培育中藏药产业，使千

年藏药释放新动能、激发新活力，多年来，青海一

直在探索。

“青海省科技厅依托特色藏医药资源优势，加

大科技工作力度，搭建研发创新平台，加强科技成

果转化推广应用，以产业集群、产业链耦合为基础，

运用现代工艺、数字化加工等手段，促进资源综合

开发，健全完善产业链条，为青海省藏医药理论传

承、中藏药材培育、藏药新药研发和二次开发、藏医

药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科技支撑。”近日，青

海省科技厅副厅长苏海红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大力支持青海省藏医

院、藏药新药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藏医药产业技

术创新服务平台等单位的建设发展，深入推进藏医

药文献抢救性发掘整理与系统研究，整理出基础理

论、药材、经方验方、临床和生产等各类藏医药古籍

文献 2000 余种 1000 余部，出版 100 余部古籍文献，

《藏医药大典》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藏医药理论的

传承与创新奠定了基础。如今，青海省藏医药科研

成果已名列全国藏区前茅，4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培养出4种单品销售过亿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青海省藏医院组织国医大

师及专家团队集中攻关，成功研制出久协更卓糖

浆，该药被纳入青海省防治新冠肺炎院内制剂。

创新，激发着青海的中藏药研究寻找发展的突

破口。金诃藏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安儿宁颗粒

是青海省目前规模最大的药品单产品，在全国上市

十余年来，已有上千家医疗机构应用，惠及患儿

3000 万名，2017 年被《中医药单用/联合抗生素治

疗常见感染性疾病临床实践指南——小儿上呼吸

道感染》推荐用于风热感冒夹痰证，单品年销售近

两亿元。

近年来，青海有效保护中藏医药资源，藏药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全国领先。如今，青海中藏药产业集

群初具规模，并逐步形成一批集医学、科研、成果转

化为一体的重点企业，培养出4种单品销售过亿。

青海省科技厅介绍，青海成功研制出藏药“獐

牙菜醇苷”等 7 种国家天然产物标准样品，实现了

青海省在藏药材标准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梓

醇片获得一类新药临床批件，实现青海省新药研发

零的突破。青海还挖掘整理了 10 余种新产品和 5

种国家重点产品。

让传承、创新的成果更好地转化

为使藏医药产业迈向高端发展之路，让传承、

创新的成果更好地转化应用，2019 年以来，青海省

科技厅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推动藏医药领域创新体

系建设，先后支持建立 2家国家级藏医药研究重点

实验室，1 家国地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和 7 家省级研

究平台，先后培养学科带头人 19人、科技创新团队

3 个，高新技术企业 5 家、科技型企业 10 家，取得青

海省科技进步奖 5项。

青海省还全面实施藏医药文献数字化工程，目

前已构建完成藏医药文献、藏医特色诊疗技术、名

老藏医医技医术等多个数据平台，成为国外内藏医

药科技信息资源最全、数据量最大、水平最高的藏

医药科技信息数据中心。

青海省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马瑞表示，

今年，青海省科技厅将资助 1500 万元，启动实施

“中藏药安全性评价技术体系建设与重点中藏药评

价 ”项 目 ，项 目 旨 在 通 过 药 物 安 全 性 评 价 中 心

（GLP）技术体系建设、藏药品种有效性研究与安全

性评价，建立规范的药物安全性评价平台及实验动

物平台，解决藏药产品安全性和临床有效评价不足

的问题，提升产品竞争力，为产品优化提供支撑和

示范，带动产业升级。

青海1500万元建平台助藏医药创新体系建设
解决产品安全性和临床有效评价不足问题

本报记者 张 蕴

盘活高校知识资产盘活高校知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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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金诃藏药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安儿宁颗粒的生产和
抽检工作。

金诃藏药股份有
限公司供图

李耀明教授通
过专利转让生产的
联合收割机，已在多
家龙头企业得到应
用，近三年共销售
86000 余台，新增销
售额 69 亿元、利润
8.9亿元。

受访者供图


